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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絲曼  專任助理教授 

Szu-Man Fu, Ph. D. 

Assistant Professor 

E-mail: fsm@hsc.edu.tw 

校內分機：611 

辦公室：幼保科 5F 教研室 

專長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教具設計製作、幼兒教育、親職教育、幼托機構評鑑、高等教育與學校評鑑 

學歷 (Education)：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經歷 (Work Experience)： 

01. 新生醫專專任助理教授兼幼保科主任 

02.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03.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社會科學系兼任講師 

04. 中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05. 元智大學幼教學程兼任講師 

06. 南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07. 海星中學專任教師兼幼保科主任、主任輔導教師 

08. 新生醫校專任教師兼幼保科主任 

社群 (Member)： 

教育部學生輔導資訊網專業人才資料庫 

教育部國教署幼兒園輔導教授 

保母術科監評委員 

托嬰中心輔導暨評鑑委員 

幼兒園輔導暨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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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 (Courses Offered)： 

開課學年度 課程名稱 備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保母技術、幼兒造型藝術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兒童戲劇、 

兒童保護實務、在宅托育理論與實務 
 

108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造型藝術、托育導論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遊戲理論與實務、幼兒餐點設計與製作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造型藝術、幼兒學習評量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教保環境規劃、兒童

產業概論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造型藝術、幼兒文學、 

幼兒學習評量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教保環境規劃、幼兒

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具設計與應用、幼兒造型藝術、幼兒文學、幼兒教保概論  
 

諮詢時間（Office Hours) 

學年／學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 星期二 7、8節 星期三 5、6節 星期五 3、4節 
 

 著作 (Publications)： 

(A) 期刊論文 

浮絲曼（2006）。影響幼保在職專班進修相關因素之研究。新生學報，1，85-120。 

蘇錦麗、浮絲曼（2010）。學習成效評估的另類方法：教師合作分析學生作業。評鑑雙月刊，

27，55-58。 

蘇錦麗、黃曙東、浮絲曼（2011）。評分量尺（rubrics）在大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之運用。教

育研究月刊，207，18-31。 

浮絲曼（2011）。以美學的觀點探究一所幼兒園園長的領導風格。新生學報，8，33-50。 

浮絲曼、蘇錦麗（2015）。我國大學校院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後設評鑑檢核表建構之研究。

高教評鑑與發展，9(1)，31-61。 

(B) 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s)  

浮絲曼 （2008，10月）。幼兒園主管行政管理的美學轉化。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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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舉辦之「醫護、婦幼與生命倫理、生活美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15，桃園縣。 

浮絲曼 （2012，8月）。性別平等觀念融入幼保科幼兒工作教材教法 。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舉辦之第二屆「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浮絲曼 （2013，8月）。福祿貝爾教育觀及其對幼兒教育之探究 。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舉辦之第七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Fu, S.-M., Su, J.-L.(2014, January). A Study on Constructing a Meta-evaluation Checklist for a 

System Assess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t Universitiesin Taiwan.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Honolulu, Hawaii, U.S.A. 

浮絲曼 （2014，9月）。評分量尺（rubrics）在幼兒教具課程評量之行動研究 。論文發表

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舉辦之第八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

桃園縣。 

浮絲曼 （2018，5月）。桃園地區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之探討。論文發表於桃園市客

家事務局舉辦之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桃園市。 

浮絲曼、翁如慧 （2019，5月）。客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主題活動--以「好吃的客家米

食-粢粑」為例。論文發表於桃園市客家事務局舉辦之第十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

研討會」，桃園市。 

浮絲曼 （2021，8月）。探究一位幼兒園教師客語沉浸式教學觀點的轉變。論文發表於桃園

市客家事務局舉辦之第十一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桃園市。 

浮絲曼 （2022，8月）。讓教具與客語相遇--教具設計與應用課程在幼兒園之教學實踐案例。

論文發表於桃園市客家事務局舉辦之第十二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桃

園市。 

浮絲曼、張禾、黃品綺、古安妤（2022，8月）。一位自閉兒母職經驗敘說之研究。論文發表

於新生醫管理專科學校舉辦之「第九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桃園市。 

(C) 專書專章及專書論文(Books / Chapters)  

浮絲曼 (2005)(2009再版) 。嬰幼兒的安全環境—建立安全的生活空間。載於馬祖林、賴伶

蜜、浮絲曼等（合著），嬰幼兒保育概論（頁5-1至5-50）。台北：群英。 

浮絲曼 (2006)。幼兒教具設計與運用。台北：永大。 

浮絲曼 (2010)。幼兒教具設計與運用(二版)。台北：永大。 

浮絲曼（2012)(2016、2018修訂）。兒童福利概論：兒童福利的意義與範圍。載於謝依蓉、

浮絲曼、黎文貞等（合著）（修訂版），兒童福利（頁2-1至2-12）。台北：啟英。 

浮絲曼 （2012)(2016、2018修訂）。兒童福利概論：我國兒童福利的發展。載於謝依蓉、浮

絲曼、黎文貞等（合著）（修訂版），兒童福利（頁4-1至4-24）。台北：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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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技術報告及其他(Technical Reports / Other Publications)  

浮絲曼(2007)。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千雅幼稚園

(2006.08.01-2007.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7)。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文化托兒所

(2006.08.01-2007.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8)。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千雅幼稚園

(2007.08.01-2008.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8)。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仁愛幼稚園

(2007.08.01-2008.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8)。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諾貝爾托兒所

(2007.08.01-2008.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9)。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仁愛幼稚園

(2008.08.01-2009.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9)。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諾貝爾托兒所

(2008.08.01-2009.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09)。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大溪公托埔頂所

(2008.08.01-2009.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10)。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蕙幼托兒所

(2009.08.01-2010.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13)。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立得幼兒園

(20012.08.01-2013.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16)。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小奶爸幼兒園

(20013.08.01-2016.06.30)。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21)。109學年度準公共輔導計畫成果報告書--桃園市私立小奶爸幼兒園

(2020.09.01-2021.07.31)。台北：教育部。 

浮絲曼(2022)。110學年度準公共輔導計畫成果報告書--桃園市私立小奶爸幼兒園

(2021.09.01-2022.07.31) 台北：教育部。 

 計畫 (Projects)：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備註 

「提昇幼保系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95 年度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

學品質專案計畫之分項計畫)  

主持人 2006.08.01-2006.11.30 

 

「提昇幼保師生創造力計畫」 

(96 年度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
主持人 2007.08.01-200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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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質專案計畫之分項計畫) 

「建置教師教學資源中心之運作機制與功

能」(98 年度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提昇整體

教學品質專案計畫之分項計畫) 

主持人 2009.08.01-2009.11.30 

 

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

院計畫「103學年度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

育專班-兒童教保人才學分(位)學程」 
主持人 2014.08.01-2015.07.31 

 

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

院計畫「104學年度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

育專班-兒童教保人才學分(位)學程」 
主持人 2015.08.01-2016.07.31 

 

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暨輔導計畫 主持人 2016.09.01-2016.12.31  

106年度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暨

輔導計畫 
主持人 2017.03.01-2017.12.31  

107-108年度桃園市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培

訓暨輔導計畫 
主持人 2018.03.01-2019.08.31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案：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休退學相關因素

之探討 

主持人 2019.05.01-2019.12.31 
 

110學年度教學實務研究計畫~ 

學習成果導向的教學設計與評量在幼兒教具

設計與應用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HSC-110-12) 

主持人 2021.04.01-2021.12.31 

 

111學年度教學實務研究計畫~ 

結合鷹架教學翻轉幼兒園、家庭與社區課程

之行動研究(HSC-111-012) 

主持人 2022.004.01-2022.12.31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活動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評鑑委員】 

桃園縣公私立托兒所評鑑 
1998~2008 桃園縣各公私立托兒所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評鑑委員】 

桃園縣健康管理學園評鑑 
2006~2008 

桃園縣各公私立幼稚

園、托兒所 
桃園縣衛生局 

【演講】教具設計與製作技巧 2006.07 竹北市政府 竹北市公托 

【演講】教具設計與製作技巧 2006.08 中壢市政府 中壢市公托 

【解說員】健康管理學園 2007.04.16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演講】教具設計與製作技巧 2007.08 竹北市政府 竹北市公托 

【演講】課後照顧服務概念 2008.07.08 中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中原大學 

【演講】幼稚園輔導經驗分享 2008.09.02-03 教育部 教育部 

【演講】「居家托育環境安全規劃與幼

兒生活作息安排」 
2009.06.07 武陵高中 

第二區保母支持系

統—北區保母協會 

【演講】「居家托育環境安全規劃與幼

兒生活作息安排」 
2009.06.21 桃園中山國小 

第二區保母支持系

統—北區保母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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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 

建置教學資源中心之經驗分享 
2009.08.21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演講】教學經驗分享 2009.11.12 新生醫專 新生醫專 

【演講】客語文本與教具 DIY 2016.04.23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演講】幼兒教保活動教具 DIY 2016.07.01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演講】客語文本與教具創作 DIY 2017.8.19-20 花蓮縣客家事務局 花蓮縣客家事務局 

【演講】如何營造幼兒園團隊氛圍 2017.07.07 新屋鄉立幼兒園 新屋鄉立幼兒園 

【演講】 
幼兒園推動本土語言經驗分享與傳承 

2018.03.03 

2018.03.10 

桃園市立武漢國小附設

幼兒園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演講】 

幼兒園主題教學融入客語教保活動 
2018.03.14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客家委員會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演講】 

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倫理 
2018.07.02 桃園市立新屋幼兒園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演講】 
客語沉浸式教學融入幼兒園情境規畫 

2018.09.01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客家委員會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演講】 
幼兒園推動本土語言經驗分享與傳承 

2019.08.01 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演講】 

親子溝通與互動技巧 
2020.05.16 連江縣家庭服務中心 

連江縣政府衛生福

利局 

【演講】 

幼幼客語闖通關新教材培訓 
2020.08.08-09 慈濟大學 

客家委員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材評選委員】  

桃園縣新屋鄉公立托兒所教材評選  
2011.01.11 桃園縣新屋鄉公所 桃園縣新屋鄉公所 

【訪視輔導員】 

新北市私立課後托育中心訪視輔導員 

2011.09- 

2011.12 

新北市私立 

課後托育中心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教材評選委員】  

桃園縣新屋鄉公立托兒所教材評選  
2012.01.04 桃園縣新屋鄉公所 桃園縣新屋鄉公所 

【評鑑委員】 

桃園縣公私立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員 

2012.09- 

2012.11 
桃園縣公私立托嬰中心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評鑑委員】 

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員 

2012.09- 

2012.12 
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訪視輔導員】 

桃園縣公私立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員 

2012.12.01- 

2012.12.25 
桃園縣公私立托嬰中心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評選委員】 

新竹縣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委託營運管

理 

2013.01.17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訪視輔導員】 

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員 

2013.08- 

2022.12 

新北市公私立 

托嬰中心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訪視輔導員】 

桃園市公私立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員 

2013.09- 

2022.12 

桃園縣公私立 

托嬰中心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外聘督導】 

新竹縣私立托嬰中心外督 

2017.07- 

2022.12 
新竹縣私立托嬰中心 新竹縣政府社會局 

【輔導員】 

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輔導員 

2017.07- 

2022.12 
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訪視輔導員】 

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訪視輔導 
2018.07.01- 

2018.08.31 
台灣地區幼兒園 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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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評論人】 

2019第十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

討會」 

2019.05.18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 

【訪視輔導員】 

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訪視輔導 
2019.07.01- 

2019.08.31 
台灣地區幼兒園 客家委員會 

【評審委員】 

108「我家不吸菸 健康每一天」 
2019.04.26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口試委員】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 
2019.07.13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口試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020.07.07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論文指導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019.08.01- 

 2020.07.07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口試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021.09.07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論文指導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2020.08.01- 

 2021.08.31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與談人】 

沉浸式族語教學國際研討會~「專題討

論（一）- 沉浸式幼兒園族語師資的專

業養成」 

2022.09.17 原住民族委員會 東華大學 

其他 (Other Information)： 

1 96學年度第一學期績優導師、第二學期績優導師、96學年度考核優等 

2 97學年度第二學期績優導師、97學年度考核優等 

3 100學年度績優導師 

4 100~102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種子教師 

5 101學年度第 2次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獎勵核定優等獎 

6 101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校外實習成果海報設計比賽，榮獲全校第一、二名 

7 101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玩具競賽，榮獲全國大專組第二名 

8 103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玩具競賽-個人組，榮獲全國大專組第二名 

9 103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玩具競賽-團體組，榮獲全國大專組第一名 

10 104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幼兒健康四格畫作，榮獲全國大專組優勝 

11 104學年度新生醫專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嬰幼兒遊戲理論與實務講義--佳作 

12 105學年度新生醫專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幼兒保育專題講義--優等 

13 106學年度編纂教材：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補充教材—福祿貝爾延伸教具--優等 

14 107學年度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幼兒園、家庭與社區--佳作 

15 108學年度改進教學：運用翻轉教學模式在兒童戲劇課程之學習成效--特優 

16 
109學年度改進教學：結合鷹架與翻轉教學模式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課程之學習

成效—優等 
 

17 109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幼兒情緒四格畫作，榮獲全國大專組第二名 

18 110學年度製作教具：擴增實境故事創作-透明片繪本製作—佳作 

19 
110學年度改進教學：SCOP 結合翻轉教學模式運用於《親職教育活動企劃書》提升學生學

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優等 

20 110學年度校級績優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