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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簡介

　　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以下簡稱教政所或本所），為我國培育教育行政與教育政策

專才之搖籃。本所除投入專業師資外，亦規劃多個面向之課程，並以強化我國教育行政人員素養、

提高教育政策品質與落實教育研究發展作為本所之目標，致力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教育行政與政

策規劃之領先典範，並期與世界頂尖大學進行接軌。

　　為達上述目標，教政所授課教師均致力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透過教師教學、研究能量及社會

服務貢獻等多元結合，使辦學績效更加優質，亦使每位學生皆學以致用，並提升理論專業與實務專

業結合之能力。本所授課教師亦藉由辦學國際化、鼓勵師生校園參與、結合校友能量以及高效能的

行政運作等方式，在擴大學生專業知能的同時，亦進而增加與社會的連結與互動。本所除培育學生

成為優質的教育行政與教育政策之專才外，教師們更透過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積極參與各項教

育相關之學術研討、對教育現場提供有效的教育政策建言等方式，發揮其在教育界的專業影響力，

是故，本所無論是在師資或學生的整體表現上，都可謂是我國各校相關科系中極具競爭力者。

沿革

一、成立時間
　　本所創立於民國 94 年 8 月 1 日，前身係教育學系碩士班教育行政組。有鑑於國內教育行政與政

策人才之培育學術機構有限，且一流之教育行政與政策專才缺乏，因此，本校於 94 學年度起正式成

立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並於 95 學年度起辦理碩士班甄試招生，透過多元管道，招收優質學生，

致力孕育頂尖之教育行政與政策專業人才。　

二、教育目標與發展方向
　　本所為國內培育重要教育行政人員與教育政策專業人才之搖籃，透過提升國內教育行政人力素

質、強化教育決策品質與落實教育研究發展，以及投入專業師資與規劃多元課程，戮力打造全國一

流教育行政與政策高等教育機構，與世界頂尖大學進行接軌。

1. 本所教育目標如下：

（1）培養教育行政與政策領域學術研究人才。

（2）培育教育行政與學校行政領導管理人才。

2. 本所未來發展方向如下：

（1）與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所進行合作。

（2）增開與國家考試科目相關課程，提升學生考試錄取率。

（3）打造國家教育行政研究重鎮。

（4）強化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培育國際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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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徽介紹

　　本所 LOGO 設計，源自古代一品文官官服補子的禽鳥 - 鶴為設

計的主軸，官服顏色以紫袍為最，頂戴花翎以紅寶石為貴，故鶴身

採紫色，鶴頂則以紅色突顯其寓意，另以淺藍色象徵海洋，意旨本

所以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高階文官為目標，期許學生展翅高飛。

 師資介紹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吳政達 教授
兼教政所所長
兼學行碩執行長

●校內經歷
教育學院院長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創所所長
教育學系系主任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校外經歷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校長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理事長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
臺北市大誠高中董事
教育研究月刊總編輯
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主編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典試委員

最高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教育政策分析
教育行政
教育統計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秦夢群 名譽教授 ●校內經歷
教育學院創院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
教育學系系主任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校外經歷
東北師範大學講座教授
澳門大學兼任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授
考試院典試委員兼召集人
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最高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教育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教育行政
教育評鑑
學校行政
教育法規

名譽教授

專任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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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郭昭佑 教授 
兼教育學院院長

●校內經歷
教育學院院長
政大附中校長
政大實小校長
教育學院副院長
教育學系系主任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幼兒教育研究所代理所長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教師研習中心主任
●校外經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務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研發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主任秘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培中心主任
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主編

最高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課程與教學評鑑
教育行政
學校行政與管理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張奕華 教授 ●校內經歷
教育學院副院長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
教育學系系主任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教師研習中心主任
校長培育研究中心主任
●校外經歷
臺灣科技領導與教學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秘書長

最高學歷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 
教育領導與政策分析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校長科技領導與管理
教育科技領導與創新
智慧教育與數據分析
研究方法與軟體應用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陳榮政
教授
兼教育學院副院長
兼教育學系系主任

●校內經歷
教務處副教務長
國際合作處副國合長
教育學院副院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校外經歷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通訊教授
UNESCO Teaching Task Force 顧問
International Dialogue for Education  副主編
海峽兩岸教育政策論壇主辦人
東亞國家高等教育論壇主辦人

最高學歷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政策聯位學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比較教育研究所博士

研究領域
教育政策社會學
質性研究 
比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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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師資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湯志民 兼任教授 ●校內經歷

教育學院院長

教育學院副院長

教育學系系主任

政大附中創校校長

幼兒教育研究所代理所長

教師研習中心主任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校外經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名譽理事長

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教育行政研究輪值主編

最高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教育行政

學校行政 

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研究領域

湯家偉 副教授

●校外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新北市教育局幼兒教育科科員

學校組織行為研究

教育行政與政策

高等教育

最高學歷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教育研究所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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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模組 伍、 課程模組 

 

  

參與學術研討會或演講 

參加或主講國家考試上榜講座 
辦理演講或學術研討會 發表學術論文或演講 教育行政實務見習 

非正式課程 

教育設施規劃研究 (2-3) 
 
中小學學校行政研究 (2-3) 

領導心理學研究 (2-3) 
 
教育評鑑研究 (2-3) 

 
教育視導研究 (2-3) 
教育組織行為研究 (2-3) 

 
教育科技領導與創新研究(2-3) 

各國教育行政研究(2-3) 

教育研究法 (3) 

教育研究專題討論(1),(0) 

教育研究專題討論(2),(0) 

院級必修課程 

必修課程 

 

所級必修課程 

教育行政研究 (3)  

 
學校行政研究 (3) 

教育政策分析研究 (3) 

教育行政模組 

全球教育趨勢與 
期刊選讀(英) (2-3) 

教育政策執行與評估研究(2-3) 

 

教育政策模組 

教育改革研究 (2-3) 

教育法規研究 (2-3) 
 

教育經濟與財政研究(2-3) 

行政法研究 (2-3) 
 

選修課程 

多變量分析 (2-3) 

高等教育統計(2-3) 

教育行政研究法(2-3) 

心理測驗與評量研究(2-3) 

測驗理論研究 (2-3) 

研究方法模組 

測驗編製與量表發展研究(2-3) 
教育社會學及方法論研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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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能量

　　截至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止，本所在學學生數計有 41 人，畢業學生數計有 171 人，學生總人

數共計 212 人。其中國考上榜、大學教職以及正式教師占本所畢業生人數高達 87.68%，畢業生就

業率高達 92%。截至本學年度 (111.7.31) 截止，本所畢業生流向各職涯人數及比例，以及任職大學

校院教職員與擔任中央、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室等教育行政機關科長（主任、專員、督學）職務以

上名單如下所示：

一、教政所畢業生流向－各職涯人數及比例

項 目 人 數 佔畢業生人數比例 佔學生總人數比例

國考上榜 116 人 67.80% 55.10%

大學教職   2 人   1.17%   0.90%

正式教師 32 人 18.71% 15.10%

教育機構 17 人   9.94%   8.00%

其他機構 9 人 5.26% 4.25%

二、教政所畢業生任職大學校院教職員與擔任教育行政機關科長（主任、專員、

督學）職務以上名單如後所示：

（一）任職大學校院教職員名單

級 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96 級 洪雅琪 南加州大學種族與公平研究中心問卷研究部門
Survey Research USC Race and Equity Center 副主任

97 級 林倍伊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94 級 鍾欣儒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組長

94 級 王友聖 國立中央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組長

94 級 張嘉原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組長

96 級 古雅瑄 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 執行秘書

96 級 楊雅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秘書

96 級 林例怡 國立聯合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專員

97 級 蔡佩樺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組長

101 級 朱家昱 國立政治大學研發處學術推展組 編審

101 級 許凱威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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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教育行政機關科長（主任、專員、督學）職務以上名單

級 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 稱

94 級 諶亦聰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主任秘書

94 級 高慧容 國家教育研究院 專員

94 級 盧柏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 專員

95 級 蔡秉欣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主任

95 級 鄭芳渝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科長

95 級 薛承祐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私校管理科 科長

97 級 蘇庭暄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督學

97 級 林光偉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綜合規劃科 科長

97 級 陳　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科長

97 級 薛莉萍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科長

97 級 李幼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督學

98 級 田宜庭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 專員

98 級 劉冠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專員

98 級 黃淑娟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專員

98 級 徐蔚文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科長

99 級 吳國男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專員

99 級 吳佳珊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科長

99 級 紀盈如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科長

 99 級 陳沛雯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科長

 99 級 楊詠翔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校園安全防護科 專員

99 級 陳炫佑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99 級 林詩穎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科 科長

 99 級 王芝翔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科長

100 級 張萩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專員

100 級 康雅媚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物力動員處 視察

101 級 梁雅琪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特殊教育組 專員

101 級 魏　琦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專員

102 級 余品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 專員

106 級 朴鍾盛 韓國教育部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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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重要學術活動

▲ 2006 年海峽兩岸教育發展與改革學術研討會 ▲ 2006 年臺澳教育局長高峰會

▲ 2007 年第 12 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教育學術研討會 ▲ 2007 年教育管理專業學院學術研討會

▲ 2007 年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 2007 年臺日教育專業管理學院發展趨勢論壇

▲ 2008 年海峽兩岸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高峰論壇 ▲ 2009 年海峽兩岸教育領導與經營策略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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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中小學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研討會

▲ 2017 年新南向教育政策論壇▲ 2016 年教育創新經營與學校領導學術研討會

▲ 2016 年教育創新經營與學校領導學術研討會
▲ 2013 年教育行政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後教改的教育革新與發展

▲ 2013 年第一屆海峽兩岸教育領導人論壇
- 後現代教育發展與兩岸教育新方向研討會

▲ 2012 年教育及學校行政學術研討會

▲ 2017 年智慧教育競爭力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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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師生活動

▲ 2005 年包種茶節 ▲ 2006 年政大附中教育行政實習

▲ 2008 年聯合導生敘餐－京采飯店 ▲ 2009 年教育行政研究課程－聖誕節活動

▲ 2012 年教政所所學會暨所友會成立大會 ▲ 2014 年湯志民教授榮任臺北市教育局局長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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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送舊晚會

▲ 2015 年教政所十週年所慶 ▲ 2018 年教政所所友會歲末餐會

▲ 2019 年國家考試地方特考上榜經驗分享會 ▲ 2019 年吳政達教授榮任康寧大學校長交接佈達典禮

▲ 2019 年教政所敬師餐會

▲ 2022 年秦夢群教授榮退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