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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校長主任培訓班招生簡章 

一、 主辦單位：同德高中、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二、 開班宗旨：同德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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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校長主任培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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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卓越領導獎等，甚受各界好評。 

六、 課程進度：授課時數共 90 小時。授課時間、主題、講座學經歷等如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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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課程將由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隨班全程錄製數位課程，遠距學

員可向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線上學院洽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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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餐飲停車：本班免費供應茶點，中餐自理，或由工讀生服務訂餐。同德高中

校園全程免費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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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開課聲明：(一)本班得因授課教授個人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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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班配合中央疫情中心之防疫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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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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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20000usb@gmail.com)；李文題輔導校長(0921-380678；

lwtwch@yahoo.com.tw；Line ID: 0921380678)。陳怡如小姐(0932-24478； 

a0932234478@gmail.com；Line ID：ce.td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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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一般教師及校長參與進修。即日起報名，填妥報名表後，請寄：

usb20000usb@gmail.com 

表一 同德高中校長培訓班課程表 

週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職稱 

一 4/10(六) 08:00-09:00 報到與始業式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

講座教授 

09:00-12:00 從工業 4.0 到 

教育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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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上校長與當好校

長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

講座教授 

16:00-18:00 校長主任甄試與遴

選應試策略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

講座教授 

二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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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2:00 108 課綱與核心素

養 

蔡清田教授 中正大學教育

研究所教授 

13:00-16:00 AI 發展與大數據分

析 

施因澤院長 中興大學理學

院院長 

16:00-18:00 校長甄試心法與校 彭瑞洵校長 台中市篤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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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領導 小校長 

三 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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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經營面面觀 林坤燦校長 國立中科實驗

高中校長 

13:00-16:00 108 課綱核心素養

之省思：終身學習與

自主學習 

王政彥副校

長 

高雄師範大學

副校長 

16:00-18:00 特色學校之經營 曾河嶸校長 國立高餐附中

校長 

四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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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專業發展 5.0 陳木金教授 政大教育系教

授 

13:00-16:00 學校領導理論與應

試分析 

吳政達校長 康寧大學校長 

16:00-18:00 校長的榮光與挑戰 王秀如校長 台中市沙鹿國

中校長 

五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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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美學與校園安

全 

湯志民教授 政大教育學院

教授、台北市教

育局前局長 

13:00-14:30 教師社群與公開觀

課 

吳夢竹校長 台中市大雅區

陽明國小校長 

14:30-16:00 少子化與學校發展 

 

林家如校長 南投縣國姓國

中校長 

16:00-18:00 創新與思辨教學的

實踐 

林作賢執行

長 

點點滴滴科技

公司執行長、實

踐大學講師 

六 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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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課程的發展 林明煌主任 嘉義大學教育

系教授兼主任 

13:00-16:00 美學領導 黃宗顯校長 台南大學校長 

16:00-18:00 校長甄試趨勢分析 邱東坡顧問 亞洲大學校務

顧問、國教署人

事室前主任 



4 
 

七 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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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學生問題與諮

商輔導策略 

張景然副校

長 

彰化師大副校

長 

13:00-16:00 學校績效與校務評

鑑 

王保進教授 中原大學教育

研究所教授 

16:00-18:00 校長歷練與專業發

展 

傅國樑校長 國立南投高中

校長 

八 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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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法規理論與實

務 

顏國樑主任 清華大學教育

與學習科技學

系教授兼主任 

13:00-16:00 每步都算數 蔡炳坤副市

長 

台北市副市長 

16:00-18:00 校園文化與學校經

營 

莊訓當校長 高雄市瑞祥高

中校長 

 

九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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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教育與學校發

展 

林明裕局長 桃園市教育局

局長 

13:00-15:00 親師關係與社會資

源運用 

廖學茂主任

委員 

財團法人張老

師基金會主任

委員 

15:00-16:30 學校創新與卓越領

導 

蕭進賢校長 南投縣中興國

中校長 

16:30-18:00 校長甄試與校長領

導 

盧正川校長 高雄市路竹高

中校長 

十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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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化課程與教學 楊洲松教務

長 

暨南大學教育

學院教授兼教

務長 

13:00-16:00 面談與溝通技巧 魏麗敏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

教授兼處長 

16:00-18:00 結業式與期末餐會 黃德祥教授 大葉大學榮譽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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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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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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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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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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教育理論與實踐 

3 姓名：蔡清田 

服務單位：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職稱：教授 

學歷：英國東英格蘭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工作圈召集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

學院院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國立暨南大學籌備

處教務組研究助理、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究組社會科研究教師、台北縣永和

市永平國小教師 

專長領域：課程設計、潛在課程、教育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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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歷 

4 姓名：施因澤 

服務單位：中興大學理學院 

職稱：院長 

學歷：美國馬里蘭大學跨科系應用數學博士 

經歷：中興大學人工智慧碩專班學程主任、校友中心主任、應用數學系系主任、中山

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技術學系助理教授、RSIS 駐美國國家航空氣象中心資深軟體

工程師、美國醫學光學影像公司資深軟體工程師、核能研究所軟體工程師 

專長領域：數值偏微分方程、影像處理、大數據分析、科學計算 

5 姓名：彭瑞洵 

服務單位：台中市篤行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 

經歷：教育局社會教育科見習候用校長、臺中市北區篤行國小主任、臺中市北區篤行

國小組長、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小教師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校領導 

6 姓名：林坤燦 

服務單位：國立中科實驗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博士 

經歷：全國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召集人、國立暨南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副理事長、靜

宜大學 EMBA 班兼任助理教授、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校長、教育部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台南大學暨遠東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立大里

高中籌備處教導主任、國立台中二中教務主任、秘書 

專長領域：策略管理專題、行銷管理專題、教育政策與行政 

7 姓名：王政彥 

服務單位：高雄師範大學 

職稱：副校長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哲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博士 

經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修暨推

廣部主任、中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秘書長秘書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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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歷 

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

究所所長 

專長領域：人際關係與溝通、決策分析、成人教育行政與政策、終身學習、社區教育 

8 姓名：曾河嶸 

服務單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博士 

經歷：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秘書、教務主任、圖書館主任、實習主任、科主任、

導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鑄造職類甲級技術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能力本位教材編撰委員 

專長領域：工業教育、工業管理、教育行政 

9 姓名：陳木金 

服務單位：政大教育系 

職稱：教授 

學歷：美國斯克蘭頓大學教育系博士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國臺灣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副教

授、美國斯克蘭頓大學客座教授、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總

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國立台東大學副校長、南華大

學研發長、教務長、南華大學幼教系系主任、國臺灣藝術學院學生事務長、教

育學程中心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教務處秘書、教師研習中心主任 

專長領域：校長培訓、教師培訓、教育領導、學校管理、創新教育 

10 姓名：吳政達 

服務單位：康寧大學 

職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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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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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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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姓名：王秀如 

服務單位：台中市沙鹿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班 

經歷：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候用校長、日南國中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

主任、訓育組長、導師、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社會領域輔導員、臺中市國民中

小學補救教學到校諮詢委員、臺中市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輔導種子講師、臺中市

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宣講種子講師 

專長領域：國際教育、教育行政 

12 姓名：湯志民 

服務單位：政大教育學院 

職稱：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教育學院院長、教育學系主任、政

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教師研習中心主任教育部審查委員、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召集人、師資培用與專業發展配套議題小組諮詢委員、台北市教育局長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校行政、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 

13 姓名：林明裕 

學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職稱：桃園市教育局局長 

經歷：勞動部政務次長、彰化縣政府副縣長、彰化縣政府教育處處長、臺中市立中平

國民中學校長、臺中縣立豐陽國民中學校長、台中縣立中平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訓導主任、彰化縣立二林國民中學教師 

專長領域：地方行政與教育、學校行政、人力資源 

14 姓名：林作賢 

服務單位：點點滴滴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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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歷 

職稱：執行長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香港新亞研究所藝

術與教育哲學博士候選人 

經歷：點點滴滴科技公司執行長、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講師、佛光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設計思考課程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 計畫、台灣雲芳蘭畫會創會理事長、台

灣自主學習暨父母成長推廣協會創會理事長、臺灣中小學科學展覽指導教師 

專長領域：設計思考、智慧財產權、創新創業 

15 姓名：林明煌 

服務單位：嘉義大學教育系 

職稱：教授兼主任 

學歷：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專任教授、2. 台灣應用日語學會理事、副理事長、日本

學校教育學會理事、國際委員會副委員長、日本早稻田大學講座教授、拓殖大

學、杏林大學、櫻美林大學客座教授、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組長、

南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主任、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教學助教、日本筑波市役所

中國語講師、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研究助手、台北市立日新國小專任教師、台北

市立日力行國小專任教師 

專長領域：課程發展設計、教育理論專題研究、語言教育心理學、日語教學 

16 姓名：黃宗顯 

服務單位：台南大學 

職稱：校長 

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南大學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教授兼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國立

臺南師範學院教授兼國民教育研究所代理所長、教授兼主任秘書、教授兼進修

部主任 

專長領域：領導美學、學校經營與創新、社會理論在教育行政上的應用 

17 姓名：邱東坡 

服務單位：亞洲大學 

職稱：校務顧問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職行政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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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歷 

經歷：教育部國教署科長、人事室主任、葳格高中校務顧問 

專長領域：人際關係、教育行政 

18 姓名：張景然 

服務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職稱：副校長 

學歷：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教育博士 

經歷：台灣團體諮商與治療研究學會理事、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工作小組委員、彰化師大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主

任、教育部中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委員、彰化師大軍訓室主任、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審定委員、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教授、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戒菸專線服務中心」主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副

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觀護人 

專長領域：諮商師教育與督導、團體諮商實務與研究、學校諮商專題研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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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南華大學教務長、中原大學教授、台北市立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專長領域：校務研究、統計資料分析、教育評鑑、高等教育 

20 姓名：傅國樑 

服務單位：國立南投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雲林科技大學技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國立北港高中校長、工研院機械工業研究所助理工程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南開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高中職組商借教師、總務主任、科

主任、導師、學習扶助方案委員、實習實作審查委員、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外語群科中心學校諮詢委員、國教署 108 年度軍訓教官複審委員會主席、

勞動部人力發展署「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技能檢定術科監評委員 

專長領域：技職教育、高職學校行政領導 

21 姓名：顏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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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職稱：教授兼主任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 

經歷：臺北縣明志、莒光國小教師、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輔導員兼秘書、教育

部秘書、組主任、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助理教授兼校長特別助理、課務組長、副

教授兼教學與學校評鑑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系主任、中華民國教育行政學會理

事、監事、中華民國學校行政學會理事、理事長 

專長領域：教育政策、教育與學校行政、教育法令、教育評鑑、教育政治學 

22 姓名：蔡炳坤 

服務單位：台北市政府 

職稱：副市長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獲得博士 

經歷：國小老師、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督學、臺中縣文化局副局長、臺中市立臺中第一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長、臺中市副市長、文化部政務

次長、慈濟教育志業體執行長 

專長領域：教育政策、教育與學校行政 

23 姓名：莊訓當 

服務單位：高雄市瑞祥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 

經歷：林園高中校長、鼓山高中教務主任、海青工商專任教師、教育局國際教育資源

中心支援教師、海青工商學務主任、海青工商主任輔導教師、左營高中總務處

主任、主任輔導教師、導師、註冊組長、明義國中輔導教師 

專長領域：輔導諮商、教育行政 

24 姓名：吳夢竹 

服務單位：台中市大雅區陽明國小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見習候用校長、臺中市篤行國民小學主任、臺中 

市光復國民小學教師、組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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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教育行政、學校管理 

25 姓名：蕭進賢 

服務單位：南投縣中興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博士 

經歷：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校長、102 年度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專長領域：教育行政、校長領導 

26 姓名：廖學茂 

服務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 

職稱：主任委員 

學歷：政大、北大、台大EMBA 

經歷：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股)公司董事長、台中市政大校友會理事長、朝陽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中華保險服務協會理事長、北京大學台灣校友總會副理事長、美國

理財認證協會 CFP 考試委員、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監事、全國商業總會金融

組委員、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企業導師、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講師團特聘

講師 

專長領域：保險知識教育、青少年服務、企業經營管理 

27 姓名：林家如 

服務單位：南投縣國姓國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工業教育博士候選人 

經歷：教育部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旭光高中學務主任、教務主任 

專長領域：學校行政 

28 姓名：盧正川 

服務單位：高雄市路竹高中 

職稱：校長 

學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博士班 

經歷：國立岡山農工教師兼導師、教師兼資訊科主任、設備組長、技術服務組長、教

師兼圖書館、學務、實習及總務主任、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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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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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執行秘書、校友會總幹事 

專長領域：學校行政、資訊教育、軟體應用、網頁設計、應用電子 

29 姓名：楊洲松 

服務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 

職稱：教授兼教務長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師培中心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教授兼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專長領域：教育哲學、道德教育、教學媒體、數位學習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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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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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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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與班級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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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同德校長主任培訓班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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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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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生活照) 

E-mail  

學經歷 

 

 

 

報到當天繳

交資料 
 相片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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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題輔導校長(0921-380678；lwtwch@yahoo.com.tw；Line ID: 0921380678)。陳怡如

小姐(0932-234478；a0932234478@gmail.com；Line ID：ce.tdv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