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孟勤

助理教授

Meng-Chin Hsu,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E-mail：mengchin@hsc.edu.tw
校內分機：611
辦公室：幼保大樓五樓 D515
專長(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
幼兒課程與教學、托育服務

學歷(Educatio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

經歷(Work Experience)：
01.中國工商專校學生輔導中心老師
02.台灣師範大學家庭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研究助理
03.台北縣托兒所教保員、所長
04.台灣社區托育家事管理發展協會講師
05.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保母人員核心課程講師
06.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服務學習組長、實習輔導組長
07.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
08.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學者
09..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輔導人員資格

社群 (Member)：

 授課 (Courses Offered)：

開課學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學制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教保課程模式

五專

幼兒行為觀察

五專

幼兒學習評量

五專

備註

 著作 (Publications)：
（Ａ）期刊論文(Journal Papers)
許孟勤(2009)。原住民教保員的身分認同。幼兒教育，295，1-14。
許孟勤(2010)。服務學習方案中態度改變的教學設計。研習資訊，27(1)，41-48。
許孟勤(2013)。臺灣 1991-2011 年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回顧。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1，
43-64。
許孟勤(2016)。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s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s curriculum for
preservice childcarer。新生學報，17，45-68。

（Ｂ）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s)
Hsu, Meng-Chin（2007）
。How kindergarten teachers change and learn in a learning community。
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8th Annual Conference “Rethink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許孟勤（2007）
。論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概念與幼保專業課程的整合。發表於通識課程與專業
課程相互融攝。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辦。
Hsu, Meng-Chin（2008）
。A case study of strategies and difficulties on two nursery school
directors’ curriculum leadership。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8th Annual Conference “Educating Young Children i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許孟勤（2008）。從認知科學理論談多媒體教學設計原則。發表於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
互融攝。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辦。
Hsu, Meng-Chin（2010）。The use of internal state language in children’s pretend play。
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10 th Annual Conference“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Hsu, Meng-Chin（2011）。The Relations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Quality and Young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School。Boromrajonani College of Nursing Phayao 2th
Conference“New Frontiers in Education, Nursing, and Public Health”
許孟勤(2012)。性別平等觀念融入幼保科社會學教學。發表於第二屆【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

學術研討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辦。
許孟勤(2012)。啟動幼保科學生對母語認同之研究。發表於第二屆【多元語言與多元文化課程教
學實務】學術研討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辦。
許孟勤、施宜煌(2012)。臺灣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趨勢(2001-2011)。發表於第六屆【醫護、婦幼
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辦。
許孟勤、施宜煌、張瓊尹(2012)。學習檔案融入幼兒教學－一個幼兒園天使班中班的實踐。
發表於 101 年度提升兒童產業與教保品質學術研討會。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
科主辦。

（Ｃ）其他著作(Other Publications)
陳儒晰、曾榮祥、游振鵬、張耀宗、黃柏叡、張盈堃、許孟勤、黃誌坤、蔡淑苓、張弘勳(2010)。
幼兒社會學。台北：華騰文化。
許淑真、莊雅琳、胡淨雯、許孟勤、施宜煌(2011)。幼兒園班級經營。台北：華都文化。
翁桓盛、許孟勤(2012)。婚姻與家庭。台北：心理出版社。
張貝萍、金幼婷、王亦玲、藍久惠、劉豫鳳、游振鵬、許孟勤、施宜煌、顏名聰、祁安美、朱
芬郁、黃琴雅、郭靜緻(2017)。人類發展學(三版)。台中：華格納出版社。

 計畫 (Projects)：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教育部補助 97 年提升整體教學品

幼保科協

2008.1-2008.12

質專案計畫

同主持人

97 年度校內研究計畫補助案

主持人

2008.1-2008.12

教育部補助 97 學年度大專校院開

主持人

2008.8-2009.7

主持人

2009.8-2009.7

99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

共同主持

2010.7-2010.9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人

教育部補助 100 年提升整體教學品

幼保科協

質專案計畫

同主持人

101 年度校內研究計畫補助案

主持人

2012.1-2012.12

教育部補助 101 年提升整體教學品

幼保科協

2012.1-2012.12

質專案計畫

同主持人

10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

共同主持

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
教育部補助 98 學年度大專校院開
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

2011.1-2011.12

2012.7-2012.9

備註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人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 101 年暑期工

主持人

2012.6-2012.7

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

共同主持

2013.7-2013.9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人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 102 年暑期工

主持人

2013.7-2013.8

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畫

輔導學者

2013.8-2014.7

103 年度校內研究計畫補助案

主持人

2014.1-2014.12

103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補助案

主持人

2014.1-2014.12

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

共同主持

2014.7-2014.9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人

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畫

輔導學者

2014.8-2015.7

104 年度校內研究計畫補助案

主持人

2015.5-2015.12

104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補助案

主持人

2015.2-2015.12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

主持人

2015.8-2016.7

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畫

輔導學者

2015.8-2016.7

105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補助案

主持人

2016.8-2017.8

106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補助案

主持人

2017.4-2017.12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 106 年暑期工

主持人

2017.7-2017.8

主持人

2017.08-2017.03

107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補助案

主持人

2017.5-2018.12

107 年度校內產學合作補助案

協同主持

2018.7-2019.7

讀計畫

讀計畫

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計畫—104
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程序六：教
師深耕服務案

讀計畫
106 年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

人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 107 年暑期工

主持人

2018.8-2018.8

輔導學者

2018.8-2019.7

讀計畫
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畫

 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活動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98.6.7

台北縣米倉國小

玩具圖書館協會

【演講】兒童行為問題輔導

101.5.16

清雲科技大學

清雲科技大學

【演講】教師多元文化研習

101.6.9

金門縣卓環國小

金門縣卓環國小

【演講】親子共玩

【指導老師】教育部補助大專青年國際 98.2~103.8 越南、尼泊爾、馬來
志工服務計畫

新生醫專

西亞、柬埔寨

【指導老師】教育優先區小學營隊活動 96.8~103.7

總計 11 個梯次

新生醫專幼兒保育科

【指導老師】教育部補助學校推動青年 101.6.25-8.2

天使發展中心

新生醫專幼兒保育科

學生參與暑期工讀服務計

桃園縣輔具資源中

畫—寶貝天使早療服務

心
樂活育幼院

【演講】重要議題融入課程—幼兒性別

103.3.22

桃園縣龜山鄉公所

【演講】師資生的多元文化素養

103.3.19

文化大學教育系

【演講】弱勢家庭幼兒的課程規劃與輔

103.4.19

桃園縣龜山鄉公所

103.06.21

桃園市社區

桃園縣清心幼兒園

平等教育
文化大學教育系

桃園縣清心幼兒園

導
【演講】認識幼兒的感覺與情緒

平鎮親子館

 其他 (Other Information)：
01.校內【96 學年度第一學期】績優導師
02.教育部【97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服務學習】績優教師
03.校內【97 學年度】績優社團指導老師
04.校內【98 學年度】績優社團指導老師
05.校內【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績優導師
06.校內【99 學年度】績優導師
07.校內【100 學年度】績優導師
08.校內【101 年度】服務學習績優教師.
09.校內【101 學年度】績優導師
10.校內【102 年度】服務學習績優教師.
11.校內【101 學年度】教師評鑑績優
12.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2014 年度】博士學術論文獎.

 諮詢時間 (Office hours)：週一 1-2 節、週三 5-6 節、週四 5-6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