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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前些日子，教育系101級章姓畢業系友聯繫上闕
金治助教，特地帶著珍重已久的教科書（教育心理學）返校，
期望捐贈給更需要的人。即便此書已被她珍藏已久，能願與
它「斷捨離」，以望將當時所擁有的感動傳承下去。此種教
育精神不因時間而消磨，反而在遠離校園後而逐漸茁壯，學
校種下的這顆「種子」經歷了不同的風景，得以出現不同美
麗的樣貌。特此感謝教育系眾師長們的細心關懷，使得莘莘
學子們能一再與感動相遇。

福祿貝爾(F.Froebel)說過「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
(Education is nothing but a concern for love and role model)。
政大教育學系成立至今已有66年的歷史，優良的傳統與堅強
的師資陣容，培育出在教育等領域大放光彩與作育英才無數
的系友，他(她)們所秉持的就是教育「愛」，就此「開」展
出無數莘莘學子的未來，舞動努力向上之「心」。我們所秉
持的就是福祿貝爾的「愛與榜樣」精神，因為我們深知有
「愛就開心」。

本人自去年(2019年8月1日)就任教育系主任以來，改變
了教育系的硬體環境(例如：安裝液晶螢幕、教師學術著作
牆等)，並與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合作《千師
萬才2.0 公益計畫》以促進智慧「教」與「學」。此外，更
希望透過本期的《愛就開心(Education)》電子報創刊號，讓
系上師生知道我們的教師在研究上有亮麗的表現，我們的學
生有傑出的考取研究所、公費留學與公職佳績，我們的系友
在教育行政機關有更上一層樓的成就。

張奕華謹識於教育學系

2020年4月1日

主任的話



報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金榜題名

陳品君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班

王韋晴
國立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周書丞
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甲組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政治學

榜
首



邱正一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趙婕如
國立政治大學

輔導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諮商心理學組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金榜題名

謝宜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視覺與
媒體設計組



許銘顯
國立政治大學

輔導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林鎮漢
國立政治大學

輔導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成人與
繼續教育組

江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諮商心理學組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金榜題名

榜
首

榜
首



陳姵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李祖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

領導學系公民教育組

蔡宜庭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組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金榜題名



王任羽
國立政治大學

輔導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顏子軒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陳冠霖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碩士班金榜題名

榜
首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署長

榮任

系友 彭富源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榮任

系友 鄭新輝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榮任

前教育系
教授 吳榕峯

國家教育研究院 副院長

榮任

系友 顏慶祥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榮任

系友 王泓翔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榮任

系友 陳添丁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

榮任

系友 劉明超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科技部108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榮獲

教授 余民寧

科技部108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榮獲

教授 洪煌堯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108新北市地方特考

博士生 吳珮青

教育部
108年度公費留學考試
108年度第一學期
核心通識課程優良教學助理

錄取

博士生

蘇品如

金榜題名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科技部108年度
千里馬計畫申請案

榮獲

博士生 康佳鈴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頒發
傑出諮商心理師獎

榮獲

博士生 鍾成鴻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榮譽榜

108年度第一學期
核心通識課程特優教學助理

榮獲

碩士生 陳思諪

108年度「國際青年大使」
獲總統召見並頒發證書

榮獲

教育二 薛涵云





給不知為何而考的你/妳
給還不那麼堅定的你/妳
給還不夠有自信的你/妳
給很想很想上榜的你/妳

不管你是怎樣的你，
找一個要考上的理由，
不論它有多荒唐，
催眠自己堅信它，
最重要的是要進場寫完，
然後，就離上榜不遠了。

博士生 吳珮青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感謝老師兼老闆湯志民老師讓我10
年來不曾斷糧，總是教導我、給我任務，
讓我即使沒有上榜，還是可以有很多歷
練、學習很和成長。

感謝秦夢群老師總是督促我好好生
活、好好穿著，覺得人生無望的時候，
又能再度爬起；感謝吳政達老師總是在
我又準備放棄報名的時候遇到，然後默
默又乖乖的去按下報名系統；感謝張奕
華老師讓我看著他對兒子的悉心照料，
想著也要成為女兒的榜樣。

感謝莊姐、秀真姐、闕助教10年
來如母如友的照看；感謝育我的教政
所、教育系和教育學院的師長們。



10年，且慢且長而又短暫，日子細細數
來似乎不簡單，但一晃眼時間也就過去
了。

從99年進教政所，上課、談戀愛、
寫輪文、做計畫案、讀博班、進市府、
結婚、生女、回學校、再生女……，人
生的大小事我沒少經歷過，

但進考場這件事，我倒是逃了一次
又一次，每年身份都在轉變，從女兒、
女友、妻子到媽媽，不變的只有逃避高
考這件事莫名堅持的始終如一，媽媽說
只要看到我拿起書，大概就是下週又到
了考試的日子，而會不會進去考或是考
完又是另一件事。



10年裡，報名費幾乎沒少進奉給
龍柱，但走入考場寫完考卷的次數其
實一隻手就數完了，103高考、104二
級、107二級、108高考、108地特，日
子越久、臉皮越厚。

其實我知道是我自己在逃避，工
作才能給我有個正當閃躲的避風港。

待在井塘的歲月如此長，只有老師
們一直相信我會考上，莊姐、秀真姐跟
闕助教總是非常好心幫我找理由說我是
因為太忙，湯老師也很可憐的總背著讓
我太辛苦工作的鍋。

考試很難嗎？
堅持進去一直考，對我來說才是最難
的。



「考試」這兩個字，我再熟悉不過，
在大學放榜的那天以前，從考國中私
校開始，曾經我是非常非常認真又努
力的讀書和考試的孩子，因為膽小又
怕痛，害怕考不好被罵、被處罰，因
為愛面子不想要輸，因為想要過年返
鄉可以在那重男輕女的三合院裡抬頭
挺胸，

因為讀了太久的私校，想要自由的
拿分數選公立，我可以每天4、5點起床，
6點半前到學校，把課本、參考書、考
古題做過一遍又一遍，筆記寫了一本又
一本，重點畫了一次又一次，用一種幾
乎要把一疊又一疊的書吞噬的瘋狂，豪
無遲疑的只為了「高分」而努力著。



但，為什麼我不能把這份理所當
然放到考公務員呢?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小時候的自己夢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或
做什麼嗎？

國小的時候我想要國中可以繼續
跳芭蕾當舞蹈老師，國中的時候我想
要學設計、想要畫畫維生，高中的時
候我想要考上公立大學、想要呼吸自
由，大學的時候我想要以後做研究、
走學術，一切都是直覺的、肯定的、
夢想著的。

「學習」對我來說，是一種只要
付出時間，就可以看得見成果、獲得
回報的理所當然。



四年的師大之路，我可以義正嚴詞
的對別人說讀師大不一定要當老師、每
當被問「你讀什麼系？」「喔教育系，
那以後要當老師」的時候，我內心可以
很理所當然的翻好幾個白眼，但還是不
失禮的笑而不答。

可是，研究所的我，面對同學們
討論著今年報名了嗎？要不要組讀書
會？考得怎麼樣?要不要一起去聽上榜
分享會?要不要借筆記來看?要不要一
起練筆呢?……

我卻無法一樣大聲、自信、肯定的
說，讀教政所不一定要考公務員，我不
能理所當然的開口說我只想做研究，因
為我其實知道但不想面對那個相較於耐
心走學術，更擅長的就是行政工作的自
己。



現在，正在看我的文字此刻的你/
妳，又想過什麼樣的10年呢?考上不是
結束，很多人上榜的時候很快樂，但真
正去上班又是另一段歷練和艱辛，我看
過。

夢想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能當飯吃，
但做夢的時候很快樂，對，我就是這樣
度過我不考試但也不算虛無的10年的。

但此刻，還想要考上的你，就想著
「要考上」就好；而我，也要繼續我的
育兒和工作之旅，如常，如長。



最後，沒有做過筆記，但有考前
一週K書經驗無數的我，上榜的心得無
法分享認真準備的考試秘方，但我想
用時常唱給女兒聽的「最棒的就是你」
歌詞裡的一句話:「走路走不動，先停
下來休息，只要不放棄會到達目的
地」，10年的漫長歲月我都走過了，
保持健康的身體和心靈，你們一定也
可以，而且是用短很多的青春達成。

送給可能還不知所措的你和妳，
與您分享。



這次非常榮幸受到張奕華主任的
邀請，來跟系上同學們分享準備政
大教政所的心得。

我是顏子軒，
目前就讀政大教育
系四年級，亦在教
育系辦服務。

顏子軒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榜
首



在政大教政所的考試分成兩個階段
一筆試和面試。在筆試方面，我個人是
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準備，分別為閱讀考
古題、熟讀教育行政理論書籍和關注教
育時事議題。

在考古題方面，藉由閱覽前幾年的
考古題去了解筆試的出題方向，除了針
對出題頻率高的主題進行詳細的研讀外，
也能發現教育時事議題的重要性。

在教育行政書籍方面，我是以政大
教政所的秦夢群老師所撰寫的「教育行
政理論與模式」和「教育行政實務與應
用」這兩本作為考試準備的用書。我覺
得將這兩本熟讀除了對準備筆試有幫助
外，更對未來在準備教育行政高考上，
更是受益良多。



在面試方面，在招生入學考試前，
我已經報名過去年12月的甄試，雖然
是備取生的身份，但從中累積到寶貴
的面試經驗，有助於準備之後的面試。

最後在教育時事議題方面，除了
向準備高考的同學們請教近年的教育
議題外，也透過上教育部網站查詢最
新的教育政策，和去圖書館借閱教育
相關期刊，使我能夠即時且充分的熟
悉近期教育時事議題的內容。

而在準備面試上，除了上網蒐集
考古題題目外，更向教政所的學長姐
請教面試的準備方向。在面試前幾天
時，更請認識的學長姐進行模擬面試，
獲取他們寶貴的建議，讓我不只能夠
在面試前做足準備，也能在面對教授
時較為從容不迫的回答問題。



最後真的非常感謝這一路上幫助
我的貴人們，要是沒有他們，我可能
沒有辦法順利的考上研究所。

像是教政所的宛芹學姐、家琦學姐、
成緯學長和晨育學長。他們在我準備研
究所的過程，提供許多的鼓勵和支持，
更給予我許多面試上珍貴的建議；

另外像是教育系系辦的闕助教跟婕如
助教，讓我在系辦服務中，累積到許多
珍貴的教育行政現場的實務經驗，也使
我更加確定朝向教育行政之路邁進。

希望教育系對教育行政有熱忱的學
弟妹們，能夠來報考政大教政所，跟著
頂尖的老師和優秀的學長姐們學習，成
為一位優秀的教育行政領導者！

































學 術
活 動

教育產業之創新創業：
談全球智慧托育領導品牌

一精英寶貝
(2019.10.31)

【卓越精英系列講座】

迎戰雙語趨勢：
雙語教師增能

(2019.10.7)

演講者：黃喜麟總監

【學術講座】

演講者：張義雄博士



學 術
活 動

宜居台北。幸福城市
(2019.11.21)

從工業4.0到教育4.0 
(2019.11.07)

【深耕計劃系列講座】

演講者：吳清基教授

【深耕計劃系列講座】

演講者：蔡炳坤副市長



學 術
活 動

標準設定
(2019.12.5)

大學招生專業化諮詢
會議(2019.12.10)

【深耕計劃系列講座】

演講者：謝進昌博士



學 術
活 動

追逐我的夢：
蘇格拉底式對話

(2019.12.26)

教育公平與正義：
問題與對策
(2019.12.19)

【深耕計劃系列講座】

演講者：許添明院長

【卓越精英系列講座】

演講者：闕金梅教授



動

師
互

生

碩博士
新生座談
(2019.06.11)

敬師餐會
(2019.09.28)



動

生

雲霧仙境
教育營
(2019.09.27)

系卡

學

活



動

生

史懷哲計畫

學

活
恐龍王國
愛育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