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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育專業服務情形 

1-1.擔任校內專業服務（擔任校內行政、委員會委員、籌辦學術會議等）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學生事務委員會 委員 

100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00 「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遴選考試 出題、監試、口試委員 

100 教學卓越計畫-落實教學品保-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子計畫主持人 

100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策劃與執行教師 

100 學生職涯諮詢 顧問 

100 教師教學諮詢服務教師 輔導教師 

100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101 學生事務委員會 委員 

101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01 「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遴選考試 出題、監試、口試委員 

101 教學卓越計畫-落實教學品保-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子計畫主持人 

101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策劃與執行教師 

101 學生職涯諮詢 顧問 

101 教師教學諮詢服務教師 輔導教師 

101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102 「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遴選考試 出題、監試、口試委員 

102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策劃與執行教師 

102 朝陽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諮詢服務教師 輔導教師 

102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102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2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委員會 委員 

102 教師教學社群成果 評審委員 

103 學生社群成果展示會、發表會 評審委員 

103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103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委員會 委員 

103 「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遴選考試 出題、監試、口試委員 

103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委員 

103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策劃與執行教師 

 

  



 

 

1-2.擔任校外專業服務（擔任校外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團體之重要職務、委員會委員、審

查委員、評鑑委員等）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桃園縣政府 100 學年度國民小學(含附幼)教師甄試國小 

附幼特殊教育教師 
口試評審委員 

100 台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處 出版組組長 

100 
教育部 100學年度國民教育幼兒班教學訪視與 

輔導工作小組 
巡迴輔導教授 

100 教育部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 輔導教授 

100 南投縣幼兒園基礎評鑑 評鑑委員 

100 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學課程大綱審查 審查委員 

100 南投縣 101學年度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審查 審查委員 

100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自評委員 

100 靜宜大學教學研究計畫經費補助案 評審委員 

100 桃園縣政府幼兒園教師甄試 甄試委員 

100 台灣嬰幼兒教保學會 理事 

100 南投縣政府公私立幼稚園評鑑 評鑑委員 

100 國家教育研究院 命題委員 

101 台灣教育評論學會 出版組組長 

101 台中市愛林幼兒園 課程諮詢委員 

101 南投縣政府 幼兒園評鑑委員 

101 台灣嬰幼兒教保學會 理事 

101 教育部幼兒園專業認證評鑑輔導 輔導教授 

101 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輔導 輔導教授 

101 教育部國民教育幼兒班 輔導教授 

101 桃園縣政府幼兒園教師甄試 甄試委員 

101 台中教育大學 期刊審查委員 

101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論文口試委員 

101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審查委員 

101 國家教育研究院 命題委員 

101 嘉義大學 論文口試委員 

101 亞洲大學教具比賽 評審委員 

10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家諮詢會議 委員 

101 亞洲大學 論文口試委員 



 

 

102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論文口試委員 

102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審查委員 

102 桃園縣政府幼兒園教師 甄試委員 

102 台灣教育評論學會 出版組組長 

102 台中市愛林幼兒園 課程諮詢委員 

102 南投縣政府 幼兒園評鑑委員 

102 弘光科技大學 期刊審查委員 

102 台中教育大學 期刊審查委員 

102 台灣嬰幼兒教保學會 理事 

102 教育部幼兒園專業認證評鑑輔導 輔導教授 

102 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輔導 輔導教授 

102 教育部國民教育幼兒班 輔導教授 

102 台中教育大學 論文口試委員 

102 雲林縣政府教保員甄試 甄試委員 

103 桃園縣政府幼兒園教師 甄試委員 

103 南投縣政府 幼兒園評鑑委員 

103 彰化師範大學「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工作計畫 諮詢委員 

103 弘光科技大學 期刊審查委員 

103 台中教育大學 期刊審查委員 

103 台灣嬰幼兒教保學會 理事 

103 教育部幼兒園專業認證評鑑輔導 輔導教授 

103 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輔導 輔導教授 

 

2.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 

年度 專業期刊或學報名稱 擔任職務 

100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編審 

101 台中教育大學幼教年刊 編審 

101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編審 

102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編審 

102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編審 

102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兒童照顧與教育》期刊 編審 

103 台灣教育評論月刊 編審 

103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兒童照顧與教育》期刊 編審 



 

 

3.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與指導 

年度/日期 邀請單位 活動或研習名稱 演講 指導 

100 靜宜大學 教師知能研習活動演講   

100 彰化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講師   

100 嘉義縣政府 國幼班教師研習-教師專業檔案-講師   

100 嘉義縣政府 國幼班教師研習-幼兒學習檔案-講師   

100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幼保論壇專題演講講師   

100 教育部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暨統整課程 

宣講講師 
  

100 環球科技大學 教師專業研習-行動研究   

100 臺中縣神岡鄉公所 托兒所教師專業研習   

101 南投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講師、 

教師專業發展 
  

101 苗栗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講師   

101 花蓮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講師   

101 信誼基金會 
教師專業發展、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研習講師 
  

101 雲林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研習講師   

101 連江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1 台中市衛理幼兒園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2 新竹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2 新竹市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2 高雄市政府 教師教學檔案   

102 雲林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2 花蓮縣政府 幼兒學習檔案   

102 新生醫專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2 南投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研習-策略領導與經營行銷   

103 台中市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3 高雄市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3 宜蘭縣政府 幼兒學習檔案   

103 國家教育研究院 幼兒園課程領導   

103 台南教育大學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3 彰化縣政府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103 台中市政府 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   

103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104 教育部 
104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推廣人員增能研習課程表 
  



 

 

4.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研習或研討會 

年度/日期 辦理單位 研習名稱 

主

持

人 

引

言

人 

與

談

人 

評

論

人 

參

加

人 

100 
朝陽科技大學 

人文暨社會學院 

朝陽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 99學年度

學術研究與創作成果發表會 
     

100 中臺科技大學 
2011「文教事業經營與發展」學術 

研討會 
     

100 靜宜大學 「多元化的教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100 
朝陽科技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 
99 學年度師資培育學術研討會      

100 
朝陽科技大學 

人文暨社會學院 
專題演講：創新、創意是自找的      

100 
朝陽科技大學 

人文暨社會學院 
專題演講：大學國際化的佈局與策略      

100 朝陽科技大學 
教師社群研討會-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 
     

100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精進工作坊系列一提升教師教學的

方法：如何提升教師教學的方法 

-以人文學院為例 

    
 

100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精進工作坊系列二學生學習評量的

方法：教學評量的理念與實施法 

-以人文學院為例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創造力教育研習活動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創造力教育研習活動：創意與情意教育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傾聽不一樣的聲音-

輕鬆協助情緒困擾的新世代學生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不再緊緊相依的愛

如何 say goodbye 

~談校園多元情愛關係之輔導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當我們學在一起 

~談多元文化裡的班級經營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100學年度師資培育學術研討會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壓力管理與身心解放」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如何善用 FACEBOOK

輕鬆凝聚班級向心力」 
     

101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中心 

教師專業研討會(三)蛻變中取勝， 

雲上見真章 
     

101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中心 

教師專業研討會(二) 

現在大學生該怎麼教？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利用 UCAN協助學生職涯規劃?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大學師生關係的醍

醐味：如何邁向雙贏的師生關係」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壓力管理與身心解放」 
     

101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如何善用 FACEBOOK

輕鬆凝聚班級向心力」 
     



 

 

101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中心 

教師專業研討會(二) 

現在大學生該怎麼教？ 
     

102 
新生醫護 

專科學校 

2013提升兒童產業與教保品質 

學術研討會 
     

102 教育部 102學年度專業認證輔導工作坊      

102 
朝陽科技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優質銜接-K-12國民基本教育之 

創新與發展研討會 
     

102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利用 UCAN協助學生

職涯規劃? 
     

102 
朝陽科技大學學

生發展中心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大學師生關係的醍

醐味：如何邁向雙贏的師生關係」 
     

103 
朝陽科技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迎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革新與教學創新研討會 
     

103 台灣師範大學 
科技部幼兒發展資料庫前期計畫 

實施研討會 
     

103 國家教育研究院 
師資培育課程之評量設計人才 

養成工作坊 
     

103 台北市政府 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研習      

103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壓力紓解與情緒管理      

103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散落的葡萄-解多重人格/解離性 

身分疾患 
     

103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導師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103 
朝陽科技大學學

生發展中心 
教師與人師，導師魅力的關鍵      

103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發展中心 
訓練式班級經營-師者可以傳道、解惑      

104 教育部 
104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

推廣人員增能研習課程表 
     

 

5.榮譽事項 

年度 獎勵單位 榮譽事蹟 

94~102 教育部 教育部離島暨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幼兒班巡迴輔導-小功 

100 朝陽科技大學 
幼稚園行政、幼稚教育概論、幼兒教保模式專題研究－獲得 

朝陽科技大學「教師編製教材及教學參考資料」獎助 

101 朝陽科技大學 第一學期「精進教學品保與課程改善歷程」，獲得表現傑出獎 

101 朝陽科技大學 第二學期「精進教學品保與課程改善歷程」，榮獲特優 

101 朝陽科技大學 教學傑出獎 

 

6.其他（含各種證照） 

年度 發證單位 證照名稱 

100 教育部 教育部幼兒園專業認證評鑑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