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所在縣市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單

位系所

領域

服務單位

公私立

服務

狀態
專長

1 盧明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

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兒家 公立 在職

幼兒發展與評量、特殊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學前融合教

育

2 柯秋雪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
副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早期療育、學前融合敎育、到宅服務、家庭支持

3 林秀錦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
副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學前特殊教育、特教評量、幼小轉銜、融合教育、早期療

育、特殊學生教學實務、特殊學生學校適應

4 柯雅齡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

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幼保 公立 在職 特殊幼兒教育、行為觀察、融合教育

5 楊金寶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

幼兒保育系
教授 幼保 公立 在職 嬰幼兒照護、兒童福利、兒童保護

6 張孝筠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

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幼保 公立 在職

幼兒教育、蒙特梭利教學法、幼兒教育行政、幼兒教育政

策

7 王天苗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
退休教授 特教 公立 退休

早期介入、特殊幼兒教育、智能障礙、身心障礙者家庭、

融合教育

8 林佩蓉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副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幼兒語文發展與教學

幼教政策、媒體與兒童發展

9 幸曼玲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副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兒童認知與學習教學心理學（閱讀心理學）

10 陳淑琦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副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幼教課程發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11 陳娟娟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兼任助理教

授
幼教 公立 兼任 課程設計、實習

12 蔡昆瀛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特殊教育、早期療育、融合教育、發展遲緩、聽覺障礙、

政策法規、課程教學、評量鑑定、巡迴輔導、學前特教、

跨專業合作

13 廖鳳瑞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

展與家庭系
退休副教授 幼教 公立 退休 幼兒教育、課程與評量、行政與政策、教育評鑑

14 張英熙 臺北市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副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幼兒輔導、親職教育、正向管教、阿德勒心理學

15 康雅淑 桃園市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特教 私立 在職 學習障礙、特殊幼兒教育、融合教育

16 柯平順 桃園市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退休教授 早療所 私立 退休 教育學、特殊教育、幼兒特殊教育、心理學

17 田佳靈 桃園市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

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幼保 私立 在職 特殊幼兒家庭、融合教育、幼兒健康與安全

18 鐘梅菁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特殊幼兒教育、學前融合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幼兒安全

教育

19 朱思穎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應用行為分析、學前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多元文化回應

教學與教師效能、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持

20 何文君 新竹縣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

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講師 幼保 私立 在職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科技與兒童教育

21 林佳慧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
副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幼教課程與教學、幼教師資培育、幼兒戲劇、幼兒美感教

育

22 吳佩芳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
助理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早期療育、學前融合教育、學前特殊教育 、應用行為分
析、早期療育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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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孫世恆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
副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學前特殊教育、早期療育、專業團隊合作、家庭諮商服務

，物理治療

24 莊瓊惠 臺中市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退休副教授 師培 私立 退休 特殊幼兒教育

25 蘇慧菁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

事業經營系
助理教授 幼保 私立 在職 學前及融合教育、幼兒教育政策與行政專業發展

26 黃志雄 嘉義縣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幼教 私立 在職 幼兒腦科學、融合教育、特殊幼兒教育

27 吳佩芳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
副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應用行為分析、中重度障礙

28 張翠娥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

服務系
退休副教授 兒家 私立 退休 特殊教育、幼兒課程設計、幼兒教材教法

29 陳俞君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

服務系
副教授 兒家 私立 在職 兒童發展、早期介入

30 劉蔚萍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

服務系
助理教授 兒家 私立 在職 特殊教育、教育心理學、教育統計、研究方法

31 唐紀絜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副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幼兒發展與輔導、早期療育、幼兒教育、幼兒體能及營

養、健康促進

32 黃麗鳳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助理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比較教育、幼兒藝術、特殊幼兒教育、學前融合教育

33 張家瑞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助理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早期療育、特殊幼兒教育、融合教育、視覺障礙

34 張茹茵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助理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物理治療、輔具、特殊幼兒教育

35 黃愫芬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教授 幼教 公立 在職

特殊幼兒教育、幼兒體育、融合教育、語言發展與矯治、

自閉症、

36 鍾莉娟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
助理教授 特教 公立 在職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特殊幼兒教育、聽覺障礙、特殊兒

童早期療育、溝通障礙、融合教育特殊需求學生社會適應

37 鄭雅莉 花蓮縣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

教育學系
副教授 兒家 私立 在職

學前融合教育、學前特殊教育、早期療育、智能障礙、自

閉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