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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成立與沿革
　　教育學院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前身為教育學系「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

修學校行政碩士班」，於 88 學年度起開辦，招收中等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校長、主任、組長等）教

師進修碩士學位。91 學年度教育學院成立後改隸教育學院，並於 95 學年度更名為「學校行政碩士

在職專班」，同年度亦增收國民小學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為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及學校行政運作的變革，97 學年度增收行政機關銓敘合格之相關職系人

員，並於 98 學年度起增收幼稚園、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有志奉獻行政工作之教師報考。

二、成立宗旨及教育目標
　　本專班成立宗旨為：落實教育部終身學習及回流教育政策，提供在職教師及教育行政相關人員

在職進修的優質管道。教育目標為提昇教育行政及學校行政相關人員之專業素養，充實教育行政之

實務技巧，強化學校經營之創新思維，以期培養卓越的領導人才。

三、中長期發展策略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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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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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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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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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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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現 職 重要經歷

胡悅倫 教授
●校內經歷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教育實習輔導室主任
●校外經歷
國家考試典試委員
國家考試筆試、口試委員
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編輯委員

最高學歷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教育心理計量、
人格心理學、
教育測驗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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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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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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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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參、課程地圖 

 

  

相關活動 

國內優質學校參訪 國外學術參訪 舉辦學術研討會 

 

舉辦專題演講 

 

學術論文發表 

 

基礎課程 

 

研究方法模組 專業基礎模組 

教育研究法 

論文研究計畫 

論文寫作指導 

質性研究 

高等教育統計 

   統計套裝程式
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 

教育行政研究 

學校行政研究 

專業取向課程 

 

學校經營與發展研究 

學校公共關係研究 

 

校園建築與規劃研究 

領導心理學專題研究 

 
教育人員壓力調適與 

情緒管理研究 

 
學校輔導研究 

學校行政模組 教育政策模組 

 
教育評鑑研究 

 
教育政策分析 

 

教育改革研究 

 

國民教育研究 

) (2-3) 
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研究 

台灣幼教政策生態探究 

究) (2-3) 

教育法律研究 

 

幼兒比較教育與國際組織研究 

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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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能量

　　學行碩畢業校友在母校卓越師資群與優質學習環境的孕育下，於教育場域展現傑出的專業能力

與領導才能。校友現任（曾任）於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有 32 人，新北市校長有 43 人，

桃園市校長有 35 人，基隆、宜蘭、花蓮地區校長有 12 人，新竹苗栗地區校長有 19 人，臺中、南投、

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地區校長有 11 人，及海外臺灣學校校長有 2 人，另有服務於教育部及各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專員、科長等有 9 人，是教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角色。

（一）臺北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一屆（88 級） 謝念慈 前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校長

第一屆（88 級） 徐月娥 前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陳世昌 前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李素珍 前臺北市立濱江實驗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楊振隆 前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王天才 前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戴國禎 前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朱賡忠 前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許順興 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蔣佳良 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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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六屆（93 級） 林美雲 前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莊登山 前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吳順來 前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許益財 前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方淑芬 前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周寤竹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蔡玲玲 前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趙雅鈴 前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薛仲平 前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林竺諼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周婉玲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陳錦謀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康燕玉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陳政翊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卓家意 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一屆（98 級） 匡秀蘭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一屆（98 級） 邢文斐 前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十三屆（100 級） 張云棻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四屆（101 級） 蔡來淑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五屆（102 級） 周麗修 前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校長

第十五屆（102 級） 陳昫姮 臺北市立濱江實驗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八屆（105 級） 蔡娟姿 前臺北市立臺北特殊學校校長

（二）新北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一屆（88 級） 徐美鈴 前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長

第一屆（88 級） 黃敏榮 前新北市立新莊高級中學校長 

第一屆（88 級） 鄒慶德 前新北市立樟樹國民中學校長

第一屆（88 級） 趙靜菀 前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校長

第一屆（88 級） 王秀燕 前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徐文淞 康橋國際學校秀岡校區校長

第二屆（89 級） 池勝源 前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楊麗華 前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張銘華 前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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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三屆（90 級） 林清南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

第三屆（90 級） 池旭臺 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吳慧蘭 前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黃麗米 前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張光明 前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劉淑芬 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李坤興 前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陳憲傳 前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傅朝華 前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呂秋萍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李佩寧 前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李立泰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長

第五屆（92 級） 羅國誠 前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蔡秀香 前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簡財源 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林佳生 前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第七屆（94 級） 林美真 前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劉台光 前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范筱蓉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王如杏 新北市汐止區青山國民中小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劉文章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李玉美 前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林裕國 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方慶林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李明生 前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賴連功 前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一屆（98 級） 張伯瑲 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一屆（98 級） 馬曉蓁 前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一屆（98 級） 李連成 新北市三芝區興華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二屆（99 級） 呂治中 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三屆（100 級） 黃中良 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五屆（102 級） 王敏秀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五屆（102 級） 林真真 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六屆（103 級） 林秀足 新北市立石門國民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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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五屆（92 級） 吳岳保 前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王淑芬 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吳廉章 基隆市私立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第十二屆（99 級） 陳心瑩 基隆市立復興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二屆（99 級） 周良基 前基隆市立暖西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四屆（101 級） 江忠僑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陳昺菎 前宜蘭縣立蘇澳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吳松溪 前宜蘭縣私立慧燈高級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陳　銓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林志全 前宜蘭縣立中華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二屆（99 級） 諶志銘 宜蘭縣立大進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五屆（102 級） 陳海鵬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校長

（三）基隆、宜蘭、花蓮地區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

（四）桃園市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一屆（88 級） 李麗花 前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一屆（88 級） 周仁尹 桃園市私立大興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一屆（88 級） 許黎琴 前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校長

第一屆（88 級 ) 吳清明 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黃光雄 前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胡六金 前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二屆（89 級） 江樹嶸 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羅新炎 前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陳崑玉 前桃園市私立大興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二屆（89 級） 鍾禮章 前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古如毓 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李培濟 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張秋銘 前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校長

第三屆（90 級） 沈杏熾 前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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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四屆（91 級） 徐小玲 前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林益鋒 前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林永河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高鴻怡 前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林祺文 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蘇美珍 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張美珍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陳麗玉 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林挺世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傅美琴 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李春芳 前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王炎川 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八屆（95 級） 祁樹華 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張美玲 前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何信璋 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徐宗盛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九屆（96 級） 王碧禛 桃園市大溪區內柵國民小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蔡永智 前桃園市私立至善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陳麗捐 前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一屆（98 級） 江秋富 前桃園市私立至善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三屆（100 級） 鐘啓哲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校長

（五）新竹、苗栗地區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三屆（90 級） 黃增新 前新竹縣立勝利國民中學籌備處校長

第三屆（90 級） 童鳳嬌 新竹縣立中正國民中學校長

第四屆（91 級） 謝鳳香 新竹縣立關西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吳聲坤 前新竹縣私立東泰高級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陳韋伊 新竹縣立橫山國民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魯和鳳  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張明智 新竹縣立新豐國民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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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十一屆（98 級） 李詩慶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三屆（100 級） 姚麗英 前新竹市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三屆（100 級） 陳姿利 新竹縣立峨眉國民中學校長

第一屆（88 級） 謝義鄉 前苗栗縣立大倫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吳忠道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校長

第五屆（92 級） 吳雲道 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校長

第六屆（93 級） 張慶應 苗栗縣立文林國民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湯秀琴 苗栗縣立苗栗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屆（97 級） 彭文彬 苗栗縣私立建臺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二屆（99 級）   羅玉琴 苗栗縣立三灣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三屆（100 級）  絲玉霞 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小學校長

第十五屆（102 級 ) 洪毓澤 苗栗縣立大西國民中學校長

（六）臺中、南投、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地區國小、國中、高中、高職校長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一屆（88 級） 江世大 前臺中市立潭秀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陳木柱 前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四屆（91 級） 呂培川 前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第四屆（91 級） 張玉台 前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校長

第八屆（95 級） 謝淑雲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校長

第二屆（89 級） 馬惠娣 前南投縣立社寮國民中學校長

第十六屆（103 級）  孫宏禮 前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第九屆（96 級） 張添唐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校長

第十九屆（106 級） 謝怡靜 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中學

第六屆（93 級） 蕭耀宗 前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校長

第七屆（94 級） 林榮洲 前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校長 

（七）海外臺灣學校校長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七屆（94 級） 蕭穗珍 前越南胡志民市臺灣學校校長

第九屆（96 級） 李明威 前馬來西亞私立檳吉臺灣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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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專員、科長等

屆 / 級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 10 屆 (97 級 ) 鍾佳惠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教育設施科 科長

第 10 屆 (97 級 ) 鄭卉玶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體育保健科 科長

第 11 屆 (98 級 ) 鄭淑玲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學輔校安室 主任

第 13 屆 (100 級 ) 李奕芸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科長

第 15 屆 (102 級 ) 紀咸仰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科長

第 17 屆 (104 級 ) 戴麟藹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綜合規劃及生涯輔導組 科長

第 17 屆 (104 級 ) 周碧惠 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專員

第 18 屆 (105 級 ) 林琬琪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專門委員

第 19 屆 (106 級 ) 池柏勳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專員

國際參訪活動

▲ 92 級　參訪華東師範大學

▲ 93 級　參訪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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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級　參訪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 95 級　參訪日本吉備高原學園高等學校

▲ 96 級　參訪日本早稻田大學

▲ 97 級　參訪山東青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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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級　參訪韓國漢陽大學

▲ 99 級　參訪廣西師範大學

▲ 100 級　參訪日本北海道大學 / 幌北小學校

▲ 101 級　參訪馬來西亞 中華獨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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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級　參訪雲南省教育廳 / 昆明八中

▲ 103 級　參訪日本聖德學園

▲ 104 級　參訪日本和歌山縣立向陽高等學校

▲ 105 級　參訪日本名古屋大學附屬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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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級　參訪泰國萊弗士國際學校

▲ 107 級　參訪越南國家教育大學

學術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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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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教育及學校行政學術研討會 ▲ 2016 年教育行政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後現代的校務治理：大學校長高峰論壇

▲ 2016 年教育創新經營與學校領導研討會 ▲ 2017 年教育行政學術研究前沿高峰論壇

▲ 2018 年教育發展與永續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21 年中小學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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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活動

▲ 2018 年學行碩 20 週年慶

▲ 2009 年學行碩 10 週年慶

▲ 2007 年新生座談

▲ 2005 年校友聯誼會成立大會 ▲ 2006 年校友座談

▲ 2008 年新生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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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頒發新任校長獎牌 ▲ 2018 年頒發新任校長獎牌

▲ 2019 年頒發新任校長獎牌 ▲ 2020 年頒發新任校長獎牌

▲ 2017 年教師節敬師活動 ▲ 2018 年教師節敬師活動

▲ 2019 年教師節敬師活動 ▲ 2020 年教師節敬師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