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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 博士候選人
1.任教於文藻外語大學吳甦樂教育中心並兼任生命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曾擔任學校進修部主任、教務長及行政副校長。協助
推動學校生命教育及生命教育的國際化。
2.曾擔任社團法人臺灣生命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及理事長，參與
生命教育師資培育等計畫。
3.擔任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及綜合型高
中綜合活動領域綱要之生命教育科綱要撰寫委員。
4.持續擔任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諮詢委員，並擔任高雄市友善
校園計畫生命教育小組之諮詢委員，目前也擔任國教署生命教
育專業發展中心縣市培力委員，目前協助高雄市及屏東縣之生
命教育推動。
5.曾獲 104 年大專院校組生命教育績優人員。
6.曾擔任高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副教授並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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