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玉芬 專任講師兼幼保科副主任

E-mail：
ki45693451@yahoo.com.tw
校內分機：612
教研室：D606-1 室
專長(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
發展學（兒童發展、人類發展）

學歷(Education)：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兒童發展碩士

經歷(Work Experience)：
新生醫專幼保科講師兼幼保科副主任(103 學年度~106 學年度上學期)
新生醫專幼保科專任講師(97 學年度~迄今)
台北私立欣苗幼稚園主教老師
新生醫校幼保科教師(89 學年度~96 學年度)
桃園生命線 20 期電話協談志工

證照：
保母監評委員、幼兒園教師證
CPR+AED 訓練合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華語導遊
華語領隊
國際禮儀接待員
健康促進師
幼兒園教師證
授課
(Courses Offered，近三年)：

開課學年度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選)表示選修，餘均為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教保實習二、教保產業實習、人類發展學、托育導論
幼兒語言發展與輔導＊
幼兒園實習、幼兒發展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園實習、幼兒發展、幼兒教保概論、幼兒教育思潮

備註

 諮詢時間 (Office Hour)
時段 1

學年/學期
10 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第 5、6 堂

時段 2

時段 3

週四 1 第 3、4 堂

週5第1堂

 著作 (Publications)：
01.盧玉芬 (2009)。
「97 學年度幼稚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教育部幼稚園輔導計劃。台灣：桃園，新生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
02. 盧玉芬 (2010)。
「98 學年度幼稚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教育部幼稚園輔導計劃。台灣：桃園，新生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
03. 盧玉芬 (2014)。
「新時代賽斯健康觀之就」
。第八屆醫護、婦幼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研討會。台灣：桃
園，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計畫 (Projects) (近五年)：

計畫名稱
103 年度輔航計畫子計畫 2.2 訂定學生能力檢定機制

擔任職務
計畫執行

「保母人員檢定證照輔導班」
103 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七-學生實習

計畫執行

105 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七-就業輔導

計畫執行

103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2 保母模擬檢定

計畫執行

103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3 實習輔導

計畫執行

104 年度輔航計畫子計畫 2.2 訂定學生能力檢定機制

計畫執行

「保母人員檢定證照輔導班」
104 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七-學生實習

計畫執行

104 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七-就業輔導

計畫執行

104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2 保母模擬檢定

計畫執行

104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3 實習輔導

計畫執行

105 年度輔航計畫子計畫 2.2 訂定學生能力檢定機制

計畫執行

「保母人員檢定證照輔導班」
105 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七-學生實習

計畫執行

105 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七-就業輔導

計畫執行

執行期間

備註

105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2 保母模擬檢定

計畫執行

105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3 實習輔導

計畫執行

106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2 保母模擬檢定

計畫執行

106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2-3 實習輔導

計畫執行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近五年)：

活動主題

01. 桃園新屋鄉公所公立托兒所教材評選委員

日期

2011.12

主辦單位

新屋鄉公所公立托兒所，台灣：桃園。

02. 桃園新屋鄉公所公立托兒所教材評選委員

2012.01.04 新屋鄉公所公立托兒所，台灣：桃園。

03「零~六歲兒童發與親職教育」講座

2012.11.03 龍興國小，台灣：桃園。

04「零~六歲兒童發與親職教育」講座

2012.11.17 龍興國小，台灣：桃園。

05. 【保母斑】嬰幼兒發展與輔導 8 梯次

102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06. 【保母斑】保母專業倫理 8 梯次

102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07. 【保母斑】嬰幼兒發展與輔導 8 梯次

103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08. 【保母斑】保母專業倫理 8 梯次

103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09. 【保母斑】嬰幼兒發展與輔導 8 梯次

104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10. 【保母斑】保母專業倫理 8 梯次

104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11.【保母斑】嬰幼兒發展與輔導 5 梯次

105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12. 【保母斑】保母專業倫理 5 梯次

105 學年度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13.沉浸式客語教學「繪本融入客語教學」講師

2016.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

14.托嬰中心保母在職研習講師「認識並促進嬰

2016.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新竹市。

2016.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新竹市。

幼兒認知和語言發展」

15. 托嬰中心保母在職研習講師「認識並促進嬰
幼兒社會和情緒發展」
16. 【保母斑】保母專業倫理 8 梯次

2016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市。

17.【保母斑】嬰幼兒發展與輔導 5 梯次

2017

新生醫專，台灣：桃園市。

18 沉浸式客語教學輔導團

19.「我家不吸菸，健康每一天」幼兒無菸才藝競賽

2016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台灣：桃園市

2017

桃園市衛生局，台灣：桃園市

活動 評審




其他 (Other Information)

01.長庚科大全國教保技藝競賽 2016「大專組幼兒律動」冠軍指導教師

02. 賽斯身心靈實習輔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