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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德校長主任培訓班(第三期)招生簡章 

一、 主辦單位：同德高中職訓中心、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二、 開班宗旨：同德高中職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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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遴選中金榜題名，並增進教育專業知能，促進

國家整體教育發展，特邀請黃德祥講座教授開設主持「校長培訓學

苑」。 

三、 課程特色：本班課程以「考上校長」、「當好校長」為兩大主軸，授

課內容包括知名學者專家講座、績優校長專業引導、校長主任甄試與

遴選練習與實作等。 

四、 授課方式：本班除相關課程教學外，採師徒制及客製化教學模式，根

據學員學經歷及專長，輔導撰寫與演練各項甄試與遴選所需準備事

項，包括：個人履歷表、自傳、辦學與治校理念與計畫、個人教學與

行政經驗與成效摘要報告書、筆試與口試實作演練等。 

五、 教學績效：黃德祥講座教授先前主持校長主任培訓班，卓然有成，累

計輔導考上高中職與國中小校長人數超過 200 人，遍布全台，結業學

員並已多人榮獲師鐸獎、校長領導卓越獎等，甚受各界好評。 

六、 課程進度：授課時數含實體與視訊教學共 105 小時。授課時間、主

題、講座學經歷等如附表一、二。本班並將根據學員需求，外加個別

及團體教學與輔導時間，直至考取校長為止，不另收費。報名表如表

三。 

七、 收費標準：新台幣 36,000 元整。(報到當日繳交，並得分期繳付)。 

八、 數位課程：本班課程將委由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全程錄製數位課程，遠

距學員可以向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洽購，另可收看課程直播。 

九、 上課地點：南投縣同德高中(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培英巷 8 號，電話：

049-255 3109，詳細導航請查 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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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餐飲停車：本班免費供應茶點，中餐自理，或由助理服務訂餐。同德

高中校園全程免費停車。 

十一、 開課免責聲明：(一)本班得因授課講座個人因素，彈性調整課

程。(二)報名人數低於 20 人時，得停止開班，全額退費。(三)本班結

業時發給結業證書，如需進修時數登錄，請自行處理。(四)本班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規定，採取必要防疫措施，倘因疫情或

天然意外災害，導致停班停課及其他損害，本班不負賠償責任。(五)

如因疫情管制或天然意外災害，本班得將實體課程改為視訊課程。

(六)視訊或直播課程，倘因停電或網路問題斷訊或收視不清，本班亦

不負賠償責任。 

十二、 服務團隊：黃德祥教授(0932-512160)，Line ID：dh9696；Email：

usb20000usb@gmail.com)；林文河輔導校長(0932-555581)、陳作成輔

導校長(0911-100139)；陳怡如小姐(0932-234478)。 

十三、 報名日期：本班歡迎國中小、高中職教師及主任等有志榮登校長

大位者報名，亦歡迎一般教師及現任校長參與進修。即日起報名，填

妥報名表後，請寄：usb20000usb@gmail.com 

 

表一 

2022 同德高中校長主任培訓班(第三期)課程表 

週

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職稱 

一 10/15(六) 08:00-09:00 報到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09:30 始業式 吳清基總校

長、黃德祥

教授 

台灣教育大學總

校長、教育部前

部長 

09:30-12:00 組織行政管理的

新視野-從紫牛到

藍海 

吳清基總校

長 

台灣教育大學總

校長、教育部前

部長 

13:00-16:00 校長生涯與專業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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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座教授 

16:00-18:00 考上校長與當好

校長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二 10/22(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12:00 新創新教育暨模

組論領導 

鄭崇趁教授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教育經營與管

理系教授 

13:00-16:00 地方教育行政組

織與運作 

鄧進權副局

長 

台北市教育局副

局長 

16:00-18:00 校長之路 邱申寶琪校

長 

國立成功商水校

長 

三 10/29(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12:00 中小學校長領導

能力精進與評鑑 

鄭彩鳳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教育系教授 

13:00-15:00 弱勢與偏差行為

學生輔導 

林家如校長 法務部矯正署勵

志中學校長 

15:00-16:30 校長甄試準備模

組分析 

吳耀騰校長 彰化縣員林市靜

修國小校長 

16:30-18:00 初任校長的榮耀

與挑戰 

涂明秀校長 彰化縣花壇國中

校長 

10/30(日) 19:30-22:30 【視訊教學】：

重要教育議題分

析(一)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四 11/5(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12:00 校長角色、領導

力與文化領導 

翁福元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教育政策與行

政學系教授 

13:00-16:00 校長領導理論與

應試策略 

吳政達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學院教授 

16:00-18:00 創意行政領導  

打造卓越學校 

賀宏偉校長 南投縣福龜國小

校長 

11/6(日) 19:30-22:30 【視訊教學】：

重要教育議題分

析(二)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五 11/12(六) 08:00-12:00 教育專業倫理 梁福鎮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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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中心暨教

師專業發展研究

所教授兼主任 

13:00-15:00 學校經營與發展 盧正川校長 高雄市路竹高中

校長 

15:00-18:00 卓越校長與新興

教育行政議題 

秦夢群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學院教授 

11/13(日) 19:30-22:30 【視訊教學】：

重要教育議題分

析(三)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六 11/19(六) 08:00-12:00 口試與諮商輔導

技術及演練 

魏麗敏教授 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教授兼

處長 

13:00-14:30 技職教育的發展

與挑戰 

楊世圳校長 國立北斗家商校

長 

14:30-16:00 中小學閱讀教育 蔣秉芳校長 彰化縣立藝術高

中校長 

16:00-18:00 中小學實驗教育 方廷彰校長 雲林縣立建國國

中校長 

11/20(日) 19:30-22:30 【視訊教學】：

重要教育議題分

析(四)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七 11/26(六) 08:00-18:00 (地方選舉日，全天實體課程停課一次) 

11/27(日) 19:30-22:30 【視訊教學】：

重要教育議題分

析(五) 

黃德祥教

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八 12/3(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12:00 教育政策分析與

校長甄試策略 

張芳全主任 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教育經營與管

理系教授兼主任 

13:00-15:00 學校經營與永續

發展 

洪慶在校長 國立台南女中校

長 

15:00-18:00 智慧校園與學生

數位學習 

王沛清校長 台中市新民高中

校長 

九 12/10(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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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國際教育與雙語

教育 

詹盛如特聘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教

育研究所特聘教

授兼學務長 

13:00-15:00 校務經營與簡報

製作 

蔣汝蘭校長 南投縣魚池鄉五

城國小校長 

15:00-16:30 校園危機處理 余碧玉校長 雲林縣二崙鄉大

同國小校長 

16:30-18:00 校長之路：態度

與堅持 

程俊堅校長 國立西螺農工校

長 

十 12/17(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12:00 學校課程發展與

設計 

林明煌主任 國立嘉義大學教

育系教授兼主任 

13:00-15:00 偏鄉學校經營 李政穎校長 彰化縣芬園鄉文

德國小校長 

15:00-16:30 口語表達訓練 彭瑞洵校長 台中市篤行國小

校長 

16:30-18:00 實驗教育課程創

新與校務經營 

黃俊偉校長 彰化縣立鹿江國

際中小學校長 

十

一 

12/24(六) 08:00-09:00 校長甄試實作練

習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09:00-12:00 創新思維與學習

評量 

黃寶園教務

長 

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教授兼教務長 

13:00-17:00 卓越校長領導與

績效 

武東星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校長 

17:00-20:00 結業式與期末餐

會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講

座教授 

 

 

表二 

    同德校長主任培訓班講座學經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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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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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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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學務長、兼外語學院院長、兼應外所所長、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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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諮詢顧問、內政部役政署

特約講座、祥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專長領域：教育學理論與應用、師資培育、青少年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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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董事、文

化大學董事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教育、教育理論與實踐 

3 姓名：鄭崇趁 

服務單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 

職稱：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小教師、教育部幹事、秘書、組主任、事門委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秘

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主任、研發長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與經營管理、教育計畫、教育評鑑 

4 姓名：鄧進權 

服務單位：台北市教育局 

職稱：副局長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博士 

經歷：私立康寧大學長期照護學系助理教授兼研發長、嘉義縣政府教育處處長、彰化

縣政府教育處處長、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專門委員、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秘

書、督學、彰化縣政府秘書、教育局學務管理課課長、督學兼縣網中心、國教輔導團

執行   

秘書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與領導、課程發展與督導、溝通與協調 

5 姓名：邱申寶琪 

服務單位：國立成功商水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副研究員、臺中縣致用高中電子科教師兼導師、勤益

技術學院兼任講師、國立沙鹿高工電子科教師兼導師、科主任、實習組長、設備組

長、實驗組長、教務主任、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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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專長領域：電子工程、學校經營與管理、校務行政 

6 姓名：鄭彩鳳 

服務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 

職稱：教授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博士 

經歷：高雄市教育學會理事長、高雄師大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實習輔導處教授兼

處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育學術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組

長、教育學術基金會執行秘書兼董事、實習輔導處就業輔導組組長、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科員、股長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教育領導、組織行為、教育評鑑 

7 姓名：林家如 

服務單位：法務部矯正署勵志中學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博士 

經歷：南投縣立國姓國民中學校長、南投縣立魚池國民中學校長、南投縣水沙連社區

大學校長、南投縣教育處課程督學、南投縣立旭光高中教務主任、學務主任、教學組

長、訓育組長、課程發展組長、導師、教師、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教育部全國友

善校園傑出學務人員獎 

專長領域：學生輔導、生命教育、學校經營 

8 姓名：吳耀騰  

服務單位：彰化縣員林市靜修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大葉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博士 

經歷：彰化縣溪州鄉圳寮國小教師兼組長、彰化縣田中國小教師、田中鎮明禮國小總

務主任 、彰化縣健康與體育領域兼任輔導員、彰化縣溪湖鎮湖西國小校長 

專長領域：生物研究、學校經營、行政領導 

9 姓名：凃明秀 

服務單位：彰化縣花壇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畢業、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 

經歷：彰化縣政府教育處社教科課程督學、教育處學管科課程督學、彰化縣全國語文

競賽原住民族組召集人、彰化縣立彰興國民中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藝術領域召集

人、訓育組長、註冊組長、管樂班導師、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劇藝教師 

專長領域：音樂教育、學校經營、行政領導 

10 姓名：翁福元 

服務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職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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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學歷：英國雪菲爾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海外指導教授、亞非名人錄(2006-2009)、亞太名人錄

(2006-2009)、亞洲名人錄(2006-2009) 、財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基金會董事、暨南國

際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高階研習班講座、高中校務評鑑委

員、高教評鑑中心認證高校評鑑委員/高校後設評鑑委員、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美國)編輯委員 

專長領域：教育社會學、學校行政領導、教育政策分析 

11 姓名：吳政達 

服務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職稱：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兼主任、高考教育行政類科及格、臺灣省國民學校教

師研習會輔導員、秘書、教務組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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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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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行政職系命題委員、閱卷委員、臺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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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校長 

專長領域：教育政策分析、教育行政、教育統計 

12 姓名：賀宏偉 

服務單位：南投縣國姓鄉福龜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暨南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南投縣防災輔導團召集人、南投縣戶外教育輔導團召集人、屏科大幼保系兼任

助理教授、台中教育大學兼任講座、教育部戶外教育課程編輯委員 

專長領域：學校行政領導、教育行政、幼兒教育 

13 姓名：梁福鎮 

服務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職稱：教授 

學歷：德國柏林洪保特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院長、各縣市校長主任遴選委員、科技部審查委員、教

育部諮詢委員、考選部命題委員、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委員、臺灣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諮詢委員。 

專長領域：教育哲學、教育理論與實務、師資培育 

14 姓名：盧正川 

服務單位：高雄市路竹高中 

職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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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碩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博士候選人 

經歷：國立岡山農工教師兼導師、組長圖書館、學務、實習及總務主任、性別平等委

員會執行秘書、合作社理監事、教師會理事、理事長、文教基金會執行秘書、家長會

執行秘書、校友會總幹事、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校長、高雄市教育局防災教育輔導

團組長、高雄市、基隆市實驗教育審議委員 

專長領域：資訊教育、技職教育、學校經營與領導 

15 姓名：秦夢群 

服務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職稱：名譽教授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教育行政與領導研究所哲學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主任、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長、與教育學院創院院

長。中英文著作刊登於著名教育學術期刊並收入於 TSSCI 與 SSCI 等資料庫 

專長領域：教育學、教育行政與領導、教育組織與運作 

15 姓名：魏麗敏 

服務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職稱：教授兼處長 

學歷：國立台灣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 

經歷：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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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學院院長、學務長、曉明女中校友會理事長、彰化縣與南投縣性別平等委員、台中市

諮商師公會理事長 

專長領域：諮商理論與技術、親職教育、班級經營 

16 姓名：楊世圳 

服務單位：國立北斗家政商業職業學校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導師、國立員林崇實高工註冊組長、設備組長、圖書館主任 

、總務主任、學務主任、99 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校長 

專長領域：技職教育、學校經營管理、行政領導 

17 姓名：蔣秉芳 

服務單位：彰化縣立藝術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彰化縣立鹿鳴國中、彰興國中、芬園國中等校校長、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助理教

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培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領域：閱讀教育、校園美學、學校經營管理 

18 姓名：方廷彰 



10 
 

編號 簡      歷 

服務單位：雲林縣立建國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造力發展碩專班肄業 

經歷：台北市立永吉國中導師、桃園市立龍岡國中導師、員生合作社理事主席、桃園

市立草漯國中導師、輔導組長、訓導主任、桃園市立南崁國中輔導主任、財團法人南

崁國中基金會執行秘書、雲林縣樟湖生態國中小教務主任、學務輔導主任、雲林縣政

府計畫處綜合規劃科課程督學、雲林縣立東勢國中學務主任、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國教

輔導團執行秘書 

專長領域：實驗教育、創意教學、學校領導 

19 姓名：張芳全 

服務單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 

職稱：教授兼主任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經歷：行政院經建會從事教育政策規劃、分析與評估、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學

系助理教授、中國測驗學會秘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專長領域：教育統計與評量、教育經營與管理、教育政策分析 

20 姓名：洪慶在 

服務單位：國立台南女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國立臺南大學教育行政經營研究所碩士班 

經歷：臺南市立永仁高中、國立曾文農工實驗研究組長、秘書、學務主任、國立潮州

高中教師、教學組長、學務主任、教務主任、秘書、臺南市私立崑山中學導師、教學

組長、國中部主任、110 年教育部師鐸獎 

專長領域：數學教育、教育領導、學校經營 

21 姓名：王沛清 

服務單位：台中市新民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臺中市立惠文高中校長、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教育廳國中電腦研習教材編輯委員、臺中

市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召集人、臺中市國民中學體育促進會主任委員、教育部升學審

議委員會委員、全國高中體育總會理事 

專長領域：數位學習、系統規劃、程式設計、學校行政、學校建築與規劃 

22 姓名：詹盛如 

服務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職稱：特聘教授兼學務長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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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      歷 

經歷：世界比較教育學會聯合會執行委員、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秘書長、常務理

事、亞太高等教育研究聯盟計畫主持人、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兼任研究

員、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理事長 

專長領域：教育管理與政策、高等教育、比較教育 

23 姓名：蔣汝蘭 

服務單位：南投縣魚池鄉五城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系博士班 

經歷：台東縣太麻里鄉華源國小教師、台中縣后里鄉內埔國小教師、南投縣德化國

小、埔里鎮史港國小教師、埔里鎮南光國小主任 

專長領域：學校經營與領導、校務評鑑、媒體製作 

24 姓名：余碧玉 

服務單位：雲林縣二崙鄉大同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體育學院體育學碩士 

經歷：國小級任老師、訓導組長、總務主任、訓導主任、雲林縣崙背鄉陽明國民小學

校長、雲林縣西螺鎮中山國民小學校長 

專長領域：學校經營與領導、體育教育、危機處理 

25 姓名：程俊堅 

服務單位：國立西螺農工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體育學碩士 

經歷：雲林縣西螺鎮中山國民小學代理教師兼級任老師、達德商工試用教師兼導師、

訓育組長、體育組長、雲林縣立麥寮國民中學代理教師兼導師、國立西螺農工教師兼

導師、衛生組長、國立西螺農工教師兼總務處主任、秘書、學生事務處主任、國立西

螺農工校友會秘書長、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校長、世界跆拳道總部(國技院)跆拳道 9 段

(最高段位) 

專長領域：校務行政、學校經營與領導、跆拳體育 

26 姓名：林明煌 

服務單位：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 

職稱：教授兼主任 

學歷：日本筑波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台北市小學教師、教育部公費留日、日本早稻田大學講座教授、日本拓植大

學、杏林大學、櫻美林大學客座教授 

專長領域：課程與教學、教育評鑑、教育學 

27 姓名：李政穎 

服務單位：彰化縣芬園鄉文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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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經歷：彰化縣芳苑鄉民權國民小學 教師．主任、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主任、彰

化縣政府教育處課程督學、111 年教育部師鐸獎 

專長領域：實驗教育、學校經營、偏鄉學校教育 

28 姓名：彭瑞洵 

服務單位：台中市篤行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

所碩士、新竹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經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兼任講師、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語文輔導團副領召、 

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臺中市篤行國小主任、校長任職 20 年、臺中市即席演說國小

教師組第一名、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小教師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校領導、溝通表達 

29 姓名：黃俊偉 

服務單位：彰化縣立鹿江國際中小學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大科學家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高雄市中山國中慈暉班導師、台南市南新國中生教組長、設備組長、補校主

任、彰化縣立田中高中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專長領域：國際教育、科學教育、校務經營 

30 姓名：黃寶園 

服務單位：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職稱：教授兼教務長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副教授兼所

長、中臺科技大學秘書室主任秘書、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處長、南投縣社區大學校長、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主任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校領導、教育心理學 

32 姓名：武東星 

服務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所博士 

經歷：大葉大學校長、國立中興大學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中興大

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主任、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副院長；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工程

科技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國立中興大學研發處

校務企劃組組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科技與材料研究所教授、大葉大學電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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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副教授、教授、工業技術研究院光電工業研究所工程師、2015 年教育部師鐸獎 

專長領域：材料科學、光電技術、學校經營與領導  

0 

表三 

 

同德校長主任培訓班(第三期)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公： 

宅：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手機電話： 

Line ID： 

服務機關  職稱: 大頭相片黏貼處 

(得用手機自拍 

生活照) 

E-mail  

學經歷 

 

 

 

報到當天繳

交資料 
 相片 2 張 (大頭照片，得用手機自拍列印) 

身分證影本(正面)(得用手機自拍) 身分證影本(反面)(得用手機自拍) 

□本人已充分了解本班招生簡章 

報名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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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聯絡人：黃德祥教授(0932-512160，Line ID：dh9696；Email：

usb20000usb@gmail.com)；林文河輔導校長(0932-555581)、陳作成輔導校長(0911-

100139)；陳怡如小姐 (0932-234478)。     【2022/9/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