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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葉大學 2013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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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師資培育中心。 

三、開設班別：大葉大學 2013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五期)。 

四、上課時數：96 小時。 

五、開班特色： 

(一)本校為協助高中職及國中小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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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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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主任甄試筆試及口試試

題分析與實作。 

(三)本班理論與實務並重，採師徒制，注重甄試知能之提升。2012 至 2013 年

結業學員至今累計已有 34 位金榜題名，包括 3 位國立高中職校長、6 位國

中校長、17 位國小校長、8 位國中小學主任。 

六、招生對象：公私立中小學教師 30-50 人。 

七、開班起訖時間：2013 年 10 月 5 日起，至 2013 年 12 月 21 日止，每星期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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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8:00 至下午 17:00(詳細上課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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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4008@mail.dyu.edu.tw 。    

十、收費：每人報名費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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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依璇小姐(0988-308245，Email: q131425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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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葉大學 2013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五期) 

 

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職稱 

08:00~11:00 
教育專題實作與

課程實務 
黃德祥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所長 

11:00~12:00 始業式 武東星 大葉大學校長 1. 10/5(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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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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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政策與立法 楊瓊瓔 
立法委員 (立法院教育

委員會召集人) 

13:00~15:00 校長之路 林文河 國立嘉義高工校長 

2. 10/12(六) 

15:00~17:00 夢想起飛 陳香妘 國立岡山農工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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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規劃與經營 張鈿富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13:00~15:00 
校長主任甄試趨

勢分析 
簡文益 南投縣德化國小校長 

3. 10/19(六) 

15:00~17:00 
校長主任甄試要

訣 
賀宏偉 南投縣和雅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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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26(六) 

09:00~12:00 
校園危機處理與

學生事務 
劉仲成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

教育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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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職稱 

13:00~17:00 有效的校長領導 劉奕權 
行政院教育科學文化

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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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領導與校務

發展 
鍾任琴 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5. 11/2(六) 

13:00~17:00 
我國當前國民教

育政策 
黃新發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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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學教學與校

務評鑑 
王保進 台北市立大學副校長 6. 11/9(六) 

13:00~17:00 學校文化與經營 秦夢群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

與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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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領導與學校

經營 
黃宗顯 

國立台南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 

13:00~15:00 校務經營 陳木柱 國立台中一中校長 

7. 11/16(六) 

15:00~17:00 優質化學校經營 林賜郎 國立溪湖高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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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障礙與輔導 洪榮照 台中教育大學教務長 8. 11/23(六) 

13:00~17:00 
十二年國教與課

程發展 
陳明印 大葉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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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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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職稱 

09:00~12:00 
校長學的理論與

實務 
林明地 國立中正大學教務長 

13:00~15:00 校務發展與評鑑 郭鴻耀 台中市立后綜高中校長

 

 

9. 

 

 

11/30(六) 

15:00~17:00 
地方教育行政與

發展 
張基郁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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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主流化 郎亞琴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

研究所副教授 
10. 12/7(六) 

13:00~17:00 
諮商實務與面談

技巧 
魏麗敏 

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

用心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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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試實務演練 洪明財 
大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理教授 11. 12/14(六) 

13:00~17:00 
優質學校建構與

發展 
湯志民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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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行政人員的

法律素養 
黃明看 

藍海法律事務所律師暨

黃明看會計事務所會計

師 

12. 12/21(六) 

12:00~17:00 
期末餐會暨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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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年中小學校長、主任專業成長培訓班(第五期)講座學經歷簡介 

編號 簡  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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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學務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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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領域：教育學、青少年研究 

2 姓名：楊瓊瓔 

服務單位：立法院 

職稱：立法委員  

學歷：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東海大學公共行政研究班 

經歷：臺灣省議會（第九、十屆）省議員、臺灣省議會中國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臺彎省

婦幼安全發展協會副會長、臺灣縣體育會槌球委員會主任委員、臺中港警察之友會

主任委員、清水高中校友會會長、臺中縣登山協會會長、臺中縣工商協進會顧問、

臺中縣幼兒教育事業學會權益顧問、臺中釣魚協會顧問、臺中縣國際太極氣功十八

式推展協會名譽理事長、中華民國婦幼安全發展協會理事長、臺中縣救難協會名譽

理事長、臺中港女國際同濟會會長、中英獅子會會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中華民國和諧促進發展協會理事長、立法院（第四~八屆）委員 

專長領域：金融監督管理、組織改革、教育政策與教育立法 

3 姓名：林文河 

服務單位：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職稱：校長  

學歷：國立中正大學機械研究所工學博士、國立中正大學機械研究所碩士、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工教系畢業 

經歷：砲兵少尉排長(傘兵)、樹林國中專任教師、國立台中高工專任教師、導師、科主任、

總務主任、訓導主任、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專長領域：汽車修護、機械工程、校務經營與管理 

4 姓名：陳香妘 

服務單位：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職稱：校長 

學歷：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數學系、國立中正大學數學系碩士班、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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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歷 

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歷：國中教師、國立員林農工教師、圖書館主任、學務主任、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商借人員、秘書 

專長領域：學校經營與領導、科學教育 

5 姓名：張鈿富 

服務單位：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 

職稱：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學歷：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主修教育行政） 

經歷：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健行工專校長、國立暨南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系教授兼

主任、人文學院院長、教育學院院長 

專長領域：教育政策分析、決策理論與分析、計量研究方法、高等教育 

6 姓名：簡文益 

服務單位：南投縣魚池鄉德化國小 

職稱：校長 

學歷：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 

經歷：臺東信義國小教師、乾峰國小教師兼訓導組長、乾峰國小總務主任、乾峰國小教導

主任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 

7 姓名：賀宏偉 

服務單位：南投縣鹿谷鄉和雅國小 

職稱：校長 

學歷：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 

經歷：南投縣北山國小主任、南投縣北山國小總務主任、南投縣北山國小教導主任、南投

縣候用國小校長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 

8 姓名：劉仲成 

服務單位：教育部 

職稱：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司長 

學歷：國立台北教育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歷：南投縣竹山鎮雲林國小教師、南投縣政府教育局主任督學、南投縣政府教育局局長、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處長、教育部督學兼教研會執行秘書 

專長領域：教學視導與評鑑、學校經營與管理、教育政策分析 

9 姓名：劉奕權 

服務單位：行政院 

職稱：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 

學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經歷：教育部科長、專門委員、副司長、司長、執行秘書、督學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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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歷 

10 姓名：鍾任琴 

服務單位：朝陽科技大學 

職稱：校長 

學歷：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歷：朝陽科技大學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副校長、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校長、國立嘉義師範學院副教授兼總務長、國立嘉義師範學院講

師、救國團張老師指導委員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學校經營與管理 

11 姓名：黃新發 

服務單位：教育部 

職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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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暨南國際

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私立逢甲大學合

作經濟系、省立台中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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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學校經營與管理 

12 姓名：王保進 

服務單位：臺北市立大學 

職稱：教授兼副校長 

學歷：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歷：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業務處處長、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

教授、兼中小學校長培育及專業發展中心主任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統計套裝軟體運用、教育評鑑 

13 姓名：秦夢群 

服務單位：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職稱：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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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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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教育評鑑、學校行政、教育法學、教育政策  

14 姓名：黃宗顯 

服務單位：國立台南大學教育學院 

職稱：教授兼院長 

學歷：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哲學博士 

經歷：國立台南師範學院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實習組主任、進修部主任、主任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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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歷 

書、國立台南大學教育經營管理研究所所長、考選部教育行政高普考閱卷、命題委

員、教育部大學系所評鑑訪評委員及認可委員、教育部高中職校務評鑑委員、指導

委員、教育部高中職校長續任訪評委員及優質高中補助方案諮詢及計畫審查委員、

各縣市校長甄選命題委員  

專長領域：學校經營與管理、學校領導與溝通、教育行政、學校教育改革 

15 姓名：陳木柱 

服務單位：國立台中一中 

職稱：校長  

學歷：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研究所 40 學分班結業、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 

經歷：文華高中教務主任、卓蘭實驗學校校長、清水高中校長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工業教育 

16 姓名：林賜郎 

服務單位：國立溪湖高中 

職稱：校長 

學歷：台灣省立教育學院化學系、國立彰化師大特殊育研究所 40 學分班、台中健康暨管理

學院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 

經歷：國立員林農工導師、設備組長、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實習組長、實習主任、教務

主任、國立竹山高級中學校長 

專長領域：學校經營與管理、優質化高中計畫與評鑑 

17 姓名：洪榮照 

服務單位：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職稱：教授兼教務長 

學歷：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經歷：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授兼圖書館館長、國立台中師範學院助教、講師、副教授、總

務長、實習輔導處長、台中縣政府教育局督學、課長、局長、省立彰化社會教育館

編纂、台中縣海墘國小教師、教學組長 

專長領域：身心障礙教育（情緒障礙、智能障礙）、諮商輔導、鑑定評量、測驗編製 

18 姓名：陳明印 

服務單位：大葉大學 

職稱：副校長 

學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歷：教育部主任秘書、技職司長、國教司長、教育研究委員會執行秘書、督學、國教司

科長、專門委員、副司長、國立資料館館長、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專長領域：學校行政、教育行政與決策 

19 姓名：林明地 

服務單位：國立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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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歷 

職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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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姓名：郭鴻耀 

服務單位：台中市后綜高中 

職稱：校長 

學歷：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學校行政碩士 

經歷：大甲國中導師、順天國中創校教學組長、順天國中訓導主任兼家長會幹事、順天國

中輔導主任、台中縣第二期國中校長儲訓班班長、教育局國教課辦事、台中縣大甲

鎮日南國中校長  

專長領域：學校行政 

21 姓名：張基郁 

服務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職稱：處長 

學歷：國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博士 

經歷：大葉大學生物產業科技系主任、總務長、學務長、教務長、嘉南藥學專科學校食品

衛生科講師、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處長、彰化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校友會理事長、彰

化縣童軍會理事長、彰化健興慢跑會會長、中華民國馬拉松協會副理事長、法鼓山

法行會中區分會副總幹事、國立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校友會秘書長、衛生署署

立醫院餐飲 HACCP 認證輔導專家學者代表、美國食品科技研究院(IFT)會員 

專長領域：食品科技、生物產業科技、教育行政 

22 姓名：郎亞琴 

服務單位：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職稱：副教授 

學歷：加拿大多倫多大學應用心理研究所教育博士 

經歷：大葉大學學生發展輔導組組長 

專長領域：諮商理論與實務、心理治療、人格心理學、性別教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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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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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姓名：洪明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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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歷 

服務單位：大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職稱：助理教授兼就學服務中心主任 

學歷：國立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經歷：彰化縣芬園國小校長、台中啟聰學校校長、國立水里商工校長 

專長領域：特殊教育、親子教育、生命教育 

25 姓名：湯志民 

服務單位：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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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主任、教育學院副院長、國立政大附中籌備處主任、校長、臺

北市政府教育局祕書、專員、第一科科長、第二科科長、基隆市政府教育局督學、

國教課長、臺灣省政府教育廳科員、臺北縣政府教育局課員、臺北縣江翠國小教師

專長領域：教育行政及學校行政、教育視導、中等教育、學校規劃與建築  

26 姓名：黃明看 

服務單位：藍海法律事務所、黃明春會計師事務所 

職稱：律師、會計師  

學歷：嘉義師專畢業、國立中正大學法學碩士、高考及格 

經歷：國小教師、審計部審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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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葉大學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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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最 高 學 歷 校                系 

檢 附 資 料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學歷證件或相關證書影本 1 份 

相片 1  張 

 

照 

片 

浮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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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