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葉大學 2017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 12 期) 

招生簡章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作

業要點辦理。 

二、主辦單位：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三、開設班別：2017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 12

期)。 

四、上課時數：96 小時。 

五、開班特色： 

(一)本校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為協助高中職及國民中小教師，在各

級學校校長及主任甄試中金榜題名，並增進教育專業知能，特

邀集國內教育界聲譽卓著的學者專家及績優學校校長開設相關

課程(詳如附件一、附件二)。 

(二)本課程授課內容分專題演講與教育專題實作，教育專題實作含

教育專題探討、教育法規、教育名詞、教育實務研討、校長與

主任甄試及遴選筆試與口試趨勢分析與實作。 

(三)本班理論與實務並重，採師徒制，特別注重甄試知能之提升。

2012 至 2016 年結業學員，至今累計已有 126 位金榜題名，包

括 11 位國立高中職校長、24 位國中校長、54 位國小校長、10

位國中主任、27 位國小主任(含 20 餘位榜首)。 

六、招生對象：公私立中小學教師 30-50 人。 

七、開班起訖時間：2017 年 4 月 15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24 日

止，每星期六：上午 8:00~下午 5:00(詳細上課時程及授課內容

如附件一)。 

八、上課地點：大葉大學校本部外語大樓 4 樓 J408 。 

九、報名方式：採網路或紙本方式報名。 

  (一)報名網址：http://163.23.1.93/prove/index1.jsp 

  (二)紙本報名：請填寫附件報名表後傳真至本校教育專業發展研究

所，傳真號碼：04-8511120。或將報名表 Mail 至 

wei82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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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收費：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34,000 元整，報名手續完成後，請列

印繳費單至郵局、中國信託繳費，或以 ATM 轉帳。 

十一、本班保留因授課教師個人因素調整課程之權利。學員結業後本校

將發給研習 96 小時之結業證明書。 

十二、本班報名人數超過 50 人時，本校得按報名繳費先後次序決定

上課人選，或分班上課。本班授課採全程錄影，遠道學員可申

請錄影教學。 

十三、聯絡人：朱庭葦小姐(0975-968958，Email: 

wei82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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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葉大學 2017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 12期) 

課程時間表 

 

場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主講人 職稱 

1 4/15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0:00 始業式 歐嘉瑞 大葉大學校長 

10:00~12:00 校長生涯發展：希

望與榮耀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13:00~17:00 考上校長與當好校

長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2 4/22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優質學校與評鑑 王保進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

授 

13:00~17:00 教育選擇權與實驗

教育 

秦夢群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與

政策研究所所長 

3 4/29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校長領導與校長學 林明地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

所教授 

13:00~15:00 邁向校長之路 李文題 台中市外埔國中校長 

15:00~17:00 校長增能授權與學

校績效 

林坤燦 國立南科實驗高中校長 

4 5/06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翻轉教室與自造教

育 

洪福源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副教授 

13:00~15:00 閱讀教育 蔣秉芳 彰化縣彰興國中校長 

15:00~17:00 校長遴選與校務經

營 

楊豪森 國立溪湖高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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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主講人 職稱 

5 5/13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組織行政管理的新

視野 

吳清基 台灣教育聯合系統大學

校長 

13:00~14:00 品格教育與道德領

導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14:00~17:00 行政領導與校務經

營 

李大偉 健行科技大學校長 

6 5/20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創意教學 溫明麗 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

座教授 

13:00~15:00 教育政策分析 顏慶祥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

所教授 

15:00~17:00 弱勢與偏鄉教育 田春梅 南投縣廬山國小校長 

7 5/27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國際領導與國際教

育 

黃乃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系教授 

13:00~15:00 特色學校經營 柯柏儒 彰化縣南興國小校長 

15:00~17:00 融合教育 馬心正 國立苗栗特教學校校長 

8 6/03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校長甄試與校長領

導 

吳政達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主

任 

13:00~15:00 校長領導與校務經

營 

范素惠 新竹縣寶山國中校長 

15:00~17:00 親師夥伴關係 柯建麟 彰化縣各級家長協會理

事長 

9 6/10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政府採購法 陳有政 台中市議會行政室主任 

13:00~15:00 地方教育行政組織

與運作 

陳善報 彰化縣副縣長 

15:00~17:00 教師社群與教師專

業發展 

李重毅 國立彰化和美實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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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主講人 職稱 

10 

 

6/17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2:00 校長甄試準備與應

試要領 

鍾珠霞

黃巧妮 

台中市候用國小校長/台

中市候用國中校長 

13:00~17:00 「學生輔導法」與

諮商輔導技巧及演

練 

魏麗敏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兼師資培育及就業輔導

處處長 

11 6/18 

(日)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7:00 面談與口試技巧及

演練 

黃德祥

黃新發

楊銀興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大葉大學講

座教授/台中教育大學教

育系副教授 

12 6/24 

(六) 

08:00~09:00  

 

教育專題實作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09:00~17:00 綜合研討 黃德祥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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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葉大學 2017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 12期) 

講座學經歷簡介 

(依上課先後順序排列) 

編號 簡  歷 

1 姓名：歐嘉瑞  

服務單位：大葉大學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工學博士  

經歷：大葉大學講座教授、逢甲大學商學院特約講座教授、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學

院講座教授、開南大學商學院業界榮譽講座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兼任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兼任教授、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所兼任副教授、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國際車輛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經濟部能源局局長、經濟部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處長、經濟部主任秘書、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副局長、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專長領域：系統方法、產業分析、策略管理、政策評估 

2 姓名：黃德祥 

服務單位：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職稱：教授兼所長、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學歷：英國雪菲爾大學哲學博士、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彰化師大輔導系教授、彰化師大教研所教授兼所長、學務長、大葉大學教

授兼學務長、兼外語學院院長、兼應外所所長、教育部不適任教師審議小

組委員、教育部高中職校務評鑑委員、教育部優質化高中諮詢委員、考試

院文官培訓所講座、台中市政府顧問、祥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彰化縣教

育審議委員會委員、彰化縣政府諮議委員 

專長領域：教育學理論與應用、青少年研究 

3 姓名：王保進 

服務單位：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職稱：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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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經歷：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副教授、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副教授、國立嘉義師範學院電算中心

主任、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課務組組長、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小學校長培育中

心主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臺北市立大學籌備

處組長、臺北市立大學副校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規劃處處長

兼研究員、台灣教育大學系統執行長 

專長領域：教育評鑑、教育行政、教育統計 

4 姓名：秦夢群 

服務單位：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職稱：所長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哲學博士及教育博士、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教育碩士、政大電算中心教育部主任、警廣「情話話情」、「情深往事」、

「鬥陣來學習」節目主持人，四度提名金鐘獎 

經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育學系主任、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教育評鑑、學校行政、教育法規 

5 姓名：林明地 

服務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職稱：教授兼教務長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哲學博士 

經歷：台北縣中和市興南國小教師、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助理編輯、秘書、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三科股長、教育行政類科高考及格、教育部公費留學考

試教育行政學錄取、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學院院長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學校行政學、量化研究、學校與社區關係 

6 姓名：李文題 

服務單位：台中市外埔國中校長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府候用校長、臺中市立沙鹿國中教務、輔導主任、臺

中縣立潭子國中總務、輔導、教務主任、合作社理事主席、臺中縣立清海國

中生教、教學、輔導組長、新竹縣立中正國中導師、臺中縣大甲鎮文昌國小

教師、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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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專長領域：學校經營與領導 

7 姓名：林坤燦 

服務單位：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大教育研究所學校行政碩士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

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台中二中教務主任及秘書、國立台中二中家長會秘書、美國高中姐妹

校執行秘書、台中縣教育會總幹事、中投區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試務工作委

員會 總幹事、財團法人國立大里高中教育基金會第一屆董事兼執行長、中

投區高中高職擴大免試入學委員會總幹事、教育部課務發展工作圈課程審

查委員 

專長領域：學校領導 

8 姓名：洪福源 

服務單位：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職稱：副教授 

學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副教授、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專長領域：教育心理學、統計資料分析、課程與教學 

9 姓名：蔣秉芳 

服務單位：彰化縣立彰興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彰化縣大竹國小教師、彰化彰德國中教師、組長、彰化縣鹿鳴國中校長 

專長領域：閱讀教育、校務經營與管理 

10 姓名：楊豪森 

服務單位：國立溪湖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研究所博士 

經歷：私立致用商工教師兼導師、組長、私立曉陽商工教師兼導師、國立溪湖高中

教師兼組長、秘書、主任、國立虎尾高中校長 

專長領域：校務經營與管理、中等學校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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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11 姓名：吳清基 

服務單位：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職稱：總校長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博士 

經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兼任教授、教育部技職司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

臺北市副市長、教育部部長、淡江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師大名譽教授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與政策 

12 姓名：李大偉 

服務單位：健行科技大學 

職稱：校長 

學歷：賓州州立大學工業教育系博士、東密西根大學工業教育系碩士、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學士 

經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務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系主任、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所)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教授 

專長領域：行政領導、校務發展 

13 姓名：溫明麗 

服務單位：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 

職稱：講座教授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台灣師大教授兼進修推廣部主任及慈濟大學教授、系主任、院長、華梵大

學副校長 

專長領域：教育哲學、教育經營與領導、教師專業成長 

14 姓名：顏慶祥 

服務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職稱：客座教授 

學歷：政治大學教育博士、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  

經歷：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處長、教育部南部七縣市策略

聯盟指導教授、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授兼研發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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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學程副教授兼中心主任、國立嘉義師院副教授兼校長秘書、淡江大學教育

研究中心講師、台北縣立福和國中教師 

專長領域：國際比較教育、新住民第二代培力、中國教育研究、12 年國教 

15 姓名：田春梅 

服務單位：南投縣廬山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經歷：南投縣廬山國小主任 

專長領域：學校行政 

16 姓名：黃乃熒 

服務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職稱：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藝教育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行政碩士、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行政哲學博士 

經歷：台灣省立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副研究員、國立中興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副教

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教育行政哲學、後現代教育行政 

17 姓名：柯柏儒 

服務單位：彰化縣南興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彰化縣政府教處課程督學 

專長領域：學校行政、12 年國教課程規劃 

18 姓名：馬心正 

服務單位：國立苗栗特教學校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經歷：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教師、國立員林農工教師。 

專長領域：特殊教育、學校行政、領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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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19 姓名：吳政達 

服務單位：國立政治大學 

職稱：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高考教育行政類科及格、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助理教授、淡江

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副教授、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

教育部大學、高中職評鑑委員、教育部私立大學獎補助委員會委員、考試院

高等考試文教行政職系命題閱卷委員、臺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委員、各縣市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各縣市國中小校務評鑑委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優質高中訪視委員、教育與心理期刊執行主編、教育研究

月刊總編輯 

專長領域：教育政策分析、教育行政、教育統計 

20 姓名：范素惠 

服務單位：新竹縣寶山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育行政碩士  

經歷：新竹縣新埔國中教師、主任、榮獲 102 年度特殊優良教師暨教育行政人員 

專長領域：學校行政、領導管理  

21 姓名：柯建麟 

服務單位：彰化縣各級學校家長協會 

職稱：理事長 

學歷：博士 

經歷：民生國小、彰化藝術高中家長會長、陽明國中家長會長 

專長領域：領導與溝通、學校教育改革 

22 姓名：陳有政 

服務單位：台中市議會行政室 

職稱：主任 

學歷：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  

經歷：台中縣政府、中區水資源局政風室、台中市採購稽核小組委員 

專長領域：政府採購法、行政法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Re_XQ/search?q=sc=%22%E5%9C%8B%E7%AB%8B%E6%96%B0%E7%AB%B9%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Re_XQ/search?q=sc=%22%E5%9C%8B%E7%AB%8B%E6%96%B0%E7%AB%B9%E6%95%99%E8%82%B2%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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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23 姓名：陳善報 

服務單位：彰化縣政府 

職稱：副縣長 

學歷：暨南大學教育學碩士、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 

經歷：台中縣教育局長、彰化縣政府主任秘書、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主任、高雄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主任、文建會處長、國立高雄應用科大講師  

專長領域：行政領導、地方教育行政組織與運作 

24 姓名：李重毅 

服務單位：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校長、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特教組長、社團組長、秘

書、學務主任、教務主任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教育文化 

25 姓名：鍾珠霞 

服務單位：台中市候用國小校長  

職稱：臺中市候用國小校長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碩士、新竹教育大學師資班、東海大學語文教育

學系畢業  

經歷：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教務、學務、總務主任、輔導主任 

專長領域：學生輔導、學校行政 

26 姓名：黃巧妮 

服務單位：台中市候用國中校長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台灣 師大國文系、國立彰化師大國文所碩士 

經歷：國立台中高工實習教師、私立大明高中專任教師、台中市立龍津國中導

師、組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 

專長領域：國語文教育、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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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27 姓名：魏麗敏 

服務單位：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職稱：教授兼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處長 

學歷：台灣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 

經歷：台中教育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教授兼主任、兼人

文學院院長、台中市諮商師公會理事長 

專長領域：諮商理論與技術、團體諮商、親職教育、綜合活動與班級輔導 

28 姓名：黃新發  

服務單位：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職稱：講座教授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美國蒙大拿大學進修  

經歷：苗栗縣政府教育局督學、課長、主任督學、教育局局長、台灣省政府教育

廳 第四科視察、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督學、台灣省教職員福利會總幹事、台

灣省 政府教育廳台灣書店總經理、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第四科科長、台灣省

政府教育廳暨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專門委員兼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

主任、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副主任、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校經營與管理 

29 姓名：楊銀興  

服務單位：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職稱：副教授兼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高雄市仁愛國小、臺北縣碧華國小教師、臺中師院助教、講師、副教授、

行政兼職：國小組長、師院校長機要秘書、衛生保健組主任、主任秘書、初

等教育學系主任、國民教育研究所所長、國民教育學系主任、教務長 

專長領域：教學評量、師資培育制度、心理與教育測驗、測驗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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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2017年度中小學校長、主任 
專業成長培訓班報名表     N O :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籍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公： 

宅：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傳    真： 

服務機關 職稱:  

照 

片 

浮 

貼 

處 

E-mail  

最 高 學 歷 校                系 

檢 附 資 料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相片 3  張 

身分證影本半浮貼 (正面) 身分證影本半浮貼 (反面) 

注意事項 

1.報名繳費後，退費條件依：教育部台(九一)高(四)字第九一０七七二二四號函辦理。 

(1)因報名人數不足開班人數者，由本單位通知辦理全額學費退費。 

(2)凡繳費後於規定期限內因個人因素不克上課，得依規定申請辦理退費，逾期不受

理。 

2.退費標準：(1)自報名繳費後起至開課一週內：退還已繳學費之七成。(2)自實際上課日起未

逾全期三分之一：退還已繳學費之五成。(3)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不予退還。 

 

報名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