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葙葙 專任講師

Shang-Shang Lin

E-mail：sslin@hsc.edu.tw

校內分機：612

辦公室：幼保大樓六樓幼保科教研室

D606-1
專長(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

幼兒課程與教學

幼兒文學

生命教育

學歷(Education)：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博士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美國休士頓大學教育碩士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修幼兒教育)

經歷(Work Experience)：

1. 現任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保科專任講師

2. 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畫幼兒園輔導學者

3.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保母人員核心課程講師

4. 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考試監評人員

5. 高職幼保科教師及科主任

證照(Certifications)：

1. 高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科、生命教育科教師證

2. 丙級技術士保母監評委員證書

學術社群(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1. 全美幼兒教育學會(NAEYC)會員

2. 台灣生命教育學會會員



著作(Publications)：

（Ａ）期刊論文(Journal Papers)

林葙葙、胡倩瑜（2009）。畫中有話道生死--一位幼兒園教師實施生死教育之教學歷程。

新生學報，4，67～92。

林葙葙（2010）。RTI 向下延伸之新趨勢 --介入反應模式在幼兒階段之應用。特

教論壇，8，1~14。

張素貞、林葙葙（2011）。幼教輔導人員專業能力滿意度之調查研究--受輔園所之觀點。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7，49~76。

林葙葙（2013）。當科技與人文相遇：科技融入幼兒園教學之再思。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10，39~67。

林葙葙、林娟如（2014）。幼兒數學認知診斷評量工具初探。教育學誌，32，1~44。

林葙葙、尹玫君（2017）。幼兒園教師科技使用準則之建構。教育研究學報，51(2)，1-28。

（Ｂ）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s)

Lin, S.S.(2012). When Humanity Meets Technology : Rethinking Technology in Preschool, The

Third Asian Conference on Arts & Humanities 2012, Osaka, Japan.

林葙葙（2013）。幼兒園電腦學習區的功能與運用之探討。2013教育高階論壇「數位時代

之教育議題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4-1~12-4-9。國立台南大學。

林葙葙（2014）。大專幼保科系教師對幼兒使用平板電腦觀點之探討。2014第一屆全人健

康促進(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 B：提升兒童產業與教保品質，7-34。新生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

林葙葙（2015）。科技納入我國幼兒園課程之探討。2015幼兒科學教育「產學對話組曲」

學術研討會，60-77。南臺科技大學。

林葙葙（2016）。幼兒園教師科技使用準則之建構。2016教育高階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

公共教育再定位：讓改革成真。國立台南大學。

Lin, S.S.(2018). A Survey Study on the Opinions of Preschool Teache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 Use Guidelines, Paper presented at 2018 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Eighth Conference, Kuching, Malaysia, July 5-8, 2018.



（C）專書專章(Books / Chapters)

李汝禮、周淑梅、林葙葙、徐玉青、徐茂瑋等編著（2009）。尊重、感恩與分享—資訊

與網路倫理。超越顛峰與價值抉擇—生命與科技倫理，231-262。台北：社團法人

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孫效智等著（2010）。我們結婚吧？！。打開生命的16封信，117~128。台北：聯經。

作者群：陳海珊、黃同展、胡敏華、周淑梅、劉桂光、何軒盛、陳炯堯、劉心儀、

林葙葙、林麗雲、李玉美、彭川耘、姚翰玲、徐玉青、徐茂瑋、游文聰。

（D）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

林葙葙（2008）。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

林葙葙（2010）。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

林葙葙（2011）。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

臧瑩卓、胡倩瑜、林葙葙、張素貞（2011）。10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

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A-2深度研習）成果報告。

林葙葙（2012）。10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

林葙葙（2013）。101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成果報告。

林葙葙（2017）。105學年度幼兒園輔導計畫：適性教保輔導 年度成果報告。

林葙葙（2018）。106學年度幼兒園輔導計畫：專業發展輔導 受輔及輔導紀錄彙整。

（E）其他作品(Other Publications)

林葙葙（2012）。成衣夢工廠--幼兒數學教具。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改進教學申請報告。

林葙葙（2014）。《生命的抉擇》生命教育影音教材。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改進教學申

請報告。

林葙葙（2015）。動手玩佈置—幼兒學習區規劃與佈置。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改進教學

申請報告。

林葙葙（2016）。請你看我這樣教—微型教學的應用與省思。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改進

教學申請報告。

林葙葙（2017）。數位說故事的魅力--數位說故事在幼兒多元文化教育之應用。新生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改進教學申請報告。

林葙葙（2018）。兒童戲劇改進教學成果--勇闖巫婆村兒童歌舞劇的誕生。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改進教學申請報告。



專業服務(Professional Services)

（A）幼兒園/托兒所輔導

縣/市 輔導園所 輔導主題 日期

桃園縣 私立天籟幼稚園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 96/8-97/7

桃園縣 私立育華托兒所 環境規劃與觀察記錄 98/8-99/7

桃園縣 私立健行幼稚園 學習區與主題教學 99/8-100/7

桃園縣 私立頂尖幼稚園 學習區與主題教學 100/8-101/7

桃園縣 私立頂尖幼稚園 主題教學與繪本故事 101/8-102/7

新竹縣 聚集德非營利幼兒園 學習區規劃與教學 105/8-106/7

新竹縣 聚集德非營利幼兒園 精緻化教學 106/8-107/7

（B）演講/研習

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透過遊戲增進親子關係 97.10.5 97.11.2 蘆竹龜山 彭婉如基金會

生命教育繪本分享 97.11.26
新生醫專

圖書館
新生醫專圖書館

2010 龍潭鄉閱讀起步走閱讀推廣活

動--親子共讀講座
99.08.01

龍潭鄉立

圖書館

主辦：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龍潭鄉立圖書館

2011 龜山鄉立圖書館多元悅讀活

動—新手父母講座：從小培養閱讀力
100.08.06

龜山鄉立

圖書館
桃園縣龜山鄉立圖書館

2011 龜山鄉立圖書館多元悅讀活

動—奶娃兒故事屋：閱讀起步走
100.09.24

龜山鄉立

圖書館
桃園縣龜山鄉立圖書館

頂尖親師座談會專題講座：

為孩子的學習搭鷹架
101.09.15 頂尖幼稚園 桃園縣私立頂尖幼稚園

(C) 服務學習/志工

計畫名稱 日期 合作機構 服務方式

亮麗新生‧愛到檳城

馬來西亞國際志工
102.8.12~102.8.21

馬來西亞美樂迪連鎖

幼教培育機構

帶領學生至馬來西亞檳城

擔任國際志工，與當地幼教

機構合作，進行幼兒及中小

學營隊服務；並至當地幼兒

園進行戲劇與美勞活動，促

進文化交流

班級服務學習 103.4.40
關西鎮華光智能發展

中心附設小羊兒融合

幼兒園

指導學生至關西鎮小羊兒

融合幼兒園進行唱遊律動，

陪伴照顧小朋友一同至鄰

近山坡觀賞油桐花，以及協

助照顧身心障礙幼兒



班級服務學習
103.6.28
103.10.18

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

社會福利基金會

帶領學生參與天使心家族

桃園區家長講座活動，擔任

愛奇兒陪顧志工

班級服務學習 104.12.11 龍潭私立健行幼稚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進行社

區服務，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新生天使深耕品德--
保母天使關懷社區幼

兒活動

104.12.25 龍潭私立健行幼稚園

運用品德教育繪本，進行故

事展演活動，培養學生活動

帶領及說故事的技巧，深化

幼兒及學生的品德教育

幼兒文學服務學習 105.12.9. 龍潭私立頂尖幼兒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至社區

幼兒園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幼兒文學服務學習 105.12.13. 龍潭私立健行幼稚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至社區

幼兒園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幼兒文學服務學習 105.12.16. 桃園市立龍潭幼兒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至社區

幼兒園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幼兒文學服務學習 106.11.24. 龍潭私立頂尖幼稚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至社區

幼兒園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幼兒文學服務學習 106.12.1. 龍潭私立健行幼兒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至社區

幼兒園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幼兒文學服務學習 107.11.23. 龍潭私立健行幼兒園

配合課程帶領學生至社區

幼兒園為幼兒說故事並進

行延伸活動

(D) 繪本編審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辦理單位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年新竹縣環境教

育創新及特色作為計畫

--廢玻璃的輕旅行之環

保繪本說故事計畫」

繪本編審

委員

2018.6~

2018.7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新竹縣

政府、新竹縣議會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承辦單位：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聚集德非營利幼兒園

計畫(Projects)：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備註

「協助桃園女子監獄辦理幼兒照

護輔導服務計畫」(98 年度協助矯

正機關辦理幼兒照護輔導服務計

畫，內政部兒童局，計畫編號

98ACF001Dj)

共同主持人 2009.9-2009.12
主持人：江昱明

共同主持人：盧玉芬、

胡倩瑜、林葙葙、張

素貞、葉曉萍、吳姍

錞

「幼保專業理論與實務融攝研習

--教師實務研習」(99 學年度提升

教學品質計畫 — 子計畫 2：提升

教師實務能力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0.1-2010.12
主持人：江昱明

共同主持人：郭靜宜、

林葙葙、盧玉芬、王

淑娟

「幼教輔導人員專業能力滿意度

之調查研究-受輔園所之觀點」(99

年度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題

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0.1-2010.12 主持人：張素貞

共同主持人：林葙葙

「100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

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

畫--[以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探究小

型精緻化園所服務模式與運轉成

效](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

「A-2 深度研習」)

共同主持人 2011.7~2011.9 主持人：臧瑩卓

共同主持人：胡倩瑜、

林葙葙、張素貞

「2012 提升兒童產業與教保品質

學術研討會」(101 整體獎補助計

畫)

共同主持人 2012.1~2012.12 主持人：江昱明

共同主持人：林葙葙、

浮絲曼、盧玉芬、黃

雅萍

「2013 提升兒童產業與教保品質

學術研討會」(102 整體獎補助計

畫)

共同主持人 2013.1~2013.12 主持人：江昱明

共同主持人：張素貞、

林葙葙、臧瑩卓、胡

倩瑜

104 學年輔航計畫—幼保科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5.7-8.30

主持人：胡倩瑜

共同主持人：臧瑩卓、

林葙葙



104 年新生天使深耕品德計畫--保
母天使關懷社區幼兒活動

共同主持人 2015.12
共同主持人：胡倩瑜、

臧瑩卓、林葙葙

104 學年輔航計畫—幼保科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6

主持人：胡倩瑜

共同主持人：臧瑩卓、

林葙葙

104 學年結合大學資源打造桃園

知識城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6

主持人：胡倩瑜

共同主持人：臧瑩卓、

「2016 第三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

研討會 主題 B：提升兒童產業與

教保品質分場」(105 整體獎補助

計畫)

幼保科分場

負責人

2016.4~2016.9 分場負責人：林葙葙

協同負責人：胡倩瑜、

臧瑩卓、翁榮銅

105 學年師生增能計畫程序五

-教師深度研習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6
主持人：胡倩瑜

共同主持人：臧瑩卓、

林葙葙

105 學年輔航計畫—教師專業成

長社群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6

共同主持人：胡倩瑜

臧瑩卓、林葙葙

106 學年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計畫--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理論與

實務接軌之專業成長社群

共同主持人 2017
主持人：張素貞

共同主持人：林葙葙、

臧瑩卓、胡倩瑜、許

家彰

「幼兒園教師科技使用準則運用

意見調查--以桃園市為例」(106 年

度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內專

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 2017.3-2017.12 主持人：林葙葙

2018「智慧、勇敢、合群互助」

客家本色藝文展演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8.3-2018.6

主持人：胡倩瑜

共同主持人：林葙葙、

臧瑩卓、張素貞

開設課程(Courses Offered)：

開課學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學制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文學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科技融入幼兒園教學

親職教育

五專

五專

五專

五專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幼兒教學原理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五專

五專

五專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文學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

五專

五專

五專

五專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在宅托育理論與實務

兒童戲劇

五專

五專

五專

五專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文學

托育導論

幼兒課程原理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五專

五專

五專

五專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在宅托育理論與實務

幼兒遊戲理論與實務

幼兒教學原理

幼兒園教材教法 I

五專

五專

五專

五專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課程原理

幼兒教保課程模式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幼兒學習評量

五專

五專

五專

五專

 諮詢時間 (Office Hour)

學年/學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5,6 堂 週四 1,2 堂 週五 1,2 堂

其他(Other Information)

(A)改進教學獲獎

1. 101 年度「成衣夢工廠--幼兒數學教具」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改進教學教具製作

優等

2. 103 年度「《生命的抉擇》生命教育影音教材」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改進教學教

具製作優等



3. 104 年度「動手玩佈置—幼兒學習區規劃與佈置」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改進教學

特優

4. 105 年度「請你看我這樣教—微型教學的應用與省思」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改進

教學優等

5. 106年度「數位說故事的魅力--數位說故事在幼兒多元文化教育之應用」榮獲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教師改進教學優等

6. 107年度「兒童戲劇改進教學成果--勇闖巫婆村兒童歌舞劇的誕生」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教師改進教學優等

(B)績優導師

1. 102學年度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績優導師

2. 103 學年度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績優導師

3. 104 學年度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服務學習績優教師

4. 105 學年度榮獲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績優導師

(C)競賽獲獎

1. 101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台語「看圖說故事」紙芝居比賽，以「爸爸的手」榮獲佳作

2. 104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具比賽，以「兔子的新衣裳」榮獲大專組第一名

3. 105 年榮獲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學術論文獎」

4. 105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以「拼被人送的禮」榮獲大專組說演故事佳作

5. 106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以「愛生氣的乳牛」榮獲大專組說演故事佳作

6. 106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以「快樂昆蟲派對」榮獲大專組幼兒律動佳作

7. 107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以「最珍貴的寶貝」榮獲大專組說演故事佳作

8. 108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教保技藝競賽，以「公雞孵蛋」榮獲大專組說演故事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