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稱 園長 姓名 洪麗玲 

證照 

1.幼師合格証 

2.CPR急救證照 

3.幼兒園園長證 

教學年資 1980~迄今 

E-mail k00002@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教育理念: 

每個當老師的都期望，我今年要比去年進步一點點，比去年更釐清一些幼教概念和教學

方法，更能掌握課程的施行和學習情境的關係，更能心平氣和的和孩子相處、和家長互

動，每天都能快樂上學，豐盈的下班回家。有了正確的目標和看法，隨這年齡自然成長

的就是放諸四海皆可的經驗囉！以我自己個人體驗開放性教育的經驗為例，我希望跟孩

子的關係不只是師生，也是親密的朋友；我希望孩子不只是跟我學習，他可以跟小朋友

學習、跟豐富的環境學習、跟書學習、跟玩具、教具學習，跟所有在他心靈中駐足的萬

事萬物學習。我希望我不會是嘮叨的老師，孩子可以知道什麼場合做什麼事，自己可以

決定要做什麼事，以及什麼時間做什麼事，做多久。我希望我可以知道每一個孩子的學

習狀況，讓他能適性發展。我希望家長可以知道我在他孩子身上花的力氣，並且在孩子

上學的三年中願意跟我攜手同行。對於幼兒教育我的想法是：幼教沒有一蹴即成的新鮮

事，教育是日積月累的工夫，是一步一腳印的親身體驗。如果你也相信幼教是可以努力

的，孩子是可以發展的，經驗是可以累積的，那麼歡迎妳一起加入幼教生力軍的行列，

期許自己從家庭開始了解孩子、接納孩子，進而能放在心中駕馭。持之以恆，相信你一

定能做到。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邱靜美 

證照 

1.合格幼教師 

2.中華民國蒙特梭利啓蒙基金

研習証書 

3.CPR急救證照 

教學年資 1989~迄今 

E-mail k00007@mail.tut.edu.tw 

學經歷 

國立台南大學(前師專)幼二專畢 

台南科技大學畢 

幼教教學經驗 15年 

園務行政經驗 16年 

教育理念: 

經營理念：精要務實。 

.基本策略：務實致用，創新精進。 

.教育理念：有慈有嚴。 

.教育態度：關愛而不溺愛，責求而不苛求。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郭美惠 

證照 

1.幼師合格証 

2.中華民國體育 C級指導員 

3.CPR急救證照 

4.幼兒園園長證 

教學年資 1986~迄今 

E-mail k00019@mail.tut.edu.tw 

學經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研究所 

教育理念: 

幼兒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因此培養幼兒正確的人生觀、基本的生活技能，良好的生活態度，

是我的一種堅持;注重個別差異，透過觀察、紀錄和省思，在孩子的學習過程中，給予鼓勵、輔

助和引導，尊重、關心、耐心的對待孩子，也是我常常提醒與激勵自己的方向。 

在教學過程中，我重視培養幼兒生活自理能力，對人、事負責任的態度，與運用各種方法解決

問題的能力，從而適應未來社會生活，開創個人獨特的人生。也希望孩子能夠快樂地生活，學

習和成長，『展開笑容關心孩子、愛孩子，凡事站在孩子的位置看世界』，看著孩子從萌芽長葉

到結果，就是最大的喜悅。 

史金納博士曾說:「孩子心中的成就感就是他學習過程中最大的獎勵。」那麼建立孩子的成就感

就是身為教師的最大使命，設計完善的教學計劃，多元的教學活動，擴充孩子的視野，讓孩子

對學習充滿快樂與成就感，對生活感覺愛與幸福，對將來所要面臨的一切無所畏懼，充滿自信。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黃江玲 

證照 

1.幼稚園合格教師証 

2.美國 MIA蒙特梭利合格教師 

3.CPR急救證照 

4.幼兒園園長證 

教學年資 1984~迄今 

E-mail k00020@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師範學院/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教育理念: 

1.孩子的學習有如一塊吸水海棉，隨時都在學習與吸收，當老師的我  

  應了解孩子的成長需求，並做最充分的預備。 

2.每個孩子的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應受到尊重，在老師正確的引導  

  下，帶領孩子發揮所長。 

3.培養孩子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及問題的解決能力。 

4.老師提供好的示範─對孩子多一點關愛、多一點同理，讓孩子學習 

  愛自己也愛別人 

5.最重要的是讓上學成為孩子的期待。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林昕瑩 

證照 

1.幼稚園教師合格證 

2.中餐烹調丙 級技術士證 

3.CPR急救證照 

4.幼兒園園長證 

教學年資 1999~迄今 

E-mail k00022@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家政系畢業 

教育理念: 

日常老和尚：『在溫暖、關懷、包容中成長的孩子，善根容易被啟發。』『教育是人類深沉

的樞紐』願自己如同媽媽的心，當孩子的朋友，培養孩子獨立、有自信；並啟發孩子的良

知、良能與善根，培養孩子關懷別人、諒解他人、代人著想的心胸、利益他人的情懷與習

慣，並落實在生活中。並以正確的身教來影響孩子，而不是嚴格的控制或放任的溺愛！期

望能多欣賞、少挑剔；多感恩、少責備。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方鳳君 

證照 

1.丙級保母證照 

2.幼教師合格證 

3.CPR急救證照 

4.幼兒園園長證 

教學年資 2005~迄今 

E-mail k00027@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 

教育理念: 

＊以啟發的方式讓孩子發展潛能。 

＊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培養孩子的自信心。 

＊以專業的技能引導孩子學識禮節。 

＊以樂當孩子的朋友陪伴他們快樂學習。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陳雅琦 

證照 

1.幼教師合格證 

2.丙級保母證照 

3.幼兒園園長 證 

教學年資 2006~迄今 

E-mail k00028@mail.tut.edu.tw 

學經歷 崑山科技大學幼保系畢業 

教育理念: 

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需要許多的「愛」，那不是「溺愛」而是「關愛」，從不斷的探索中，學

習更多能帶著走的能力及知識，在漢家到處都有驚喜，哪怕是那一草一木，就讓我們一同

在這大家庭裡快樂探索與學習吧!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陳燕華 

證照 

幼師教師證 

AMS蒙特梭利證照 

CPR急救證照 

教學年資 1998~迄今 

E-mail k00044@mail.tut.edu.tw 

學經歷 逢甲大學、台南大學學士後幼兒教育學分班 

教育理念: 

從事幼教工作多年，我深信幼兒是可以好好的被塑造與教養的，而且只要給幼兒自主充分

的學習機會，放手讓孩子自己去做，讓幼兒的生活與教育能夠密切結合，落實做中學，生

活及學習的教育理念，相信幼兒的生活能力是可以培養出來的。蒙特梭利博士曾說：「教

育的目的，應該不是將一些經過選擇的事實塞給小孩，而是培養其自發的學習慾望。」在

蒙氏教室裡，孩子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習的項目，因此孩子在學習過程中，不會覺

得單調、乏味。我也注重幼兒的自理能力，及遇到問題與挫折時，有解決事情的能力，我

相信從挫敗經驗中，孩子會學習到思考，及不斷嘗試各種方法解決困難，而這正是可以讓

孩子自己變得更強大、更成長、茁壯的動力。而我也期待孩子在面對許多不同的難關時，

能帶著樂觀、積極、正向的態度，去面對挑戰，相信孩子們一定可以做到的。在班級經營

上，我期望班級能營造出充滿愛與關懷的學習環境，及培養出愛己、愛人並樂於分享的幼

兒，讓幼兒能在溫馨、多元的環境裡學習，並健康快樂的成長。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邱怡禎 

證照 

1.丙級保母證照 

2.幼兒園遊戲設施管理人員 

3.CPR證照 

4.撫觸按摩教保人員 

教學年資 2008~迄今 

E-mail k00030@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附設漢家幼兒園（2010.8 ~迄今） 

＊台南市佳里區劍橋幼稚園（2008.6 ~ 2010.7） 

教育理念: 

尊重每個幼兒的個別發展，以公平及同理的心去對待每位幼兒，將每位幼兒當成自己的孩

子一樣看待。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陳婕瑜 

證照 CPR急救證照 教學年資 2010~迄今 

E-mail k00031@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附設漢家幼兒園（2010.8 ~迄今） 

教育理念: 

＊用愛心、耐心與同理心對待每位孩子。 

＊每位孩子都是家長的寶貝，同樣也是我們的寶貝。 

＊寶貝們，願我能陪你們渡過這最寶貴最快樂的童年。 



 

職稱 幼教師 姓名 邱禎惠 

證照 丙級保母證照 教學年資 2012~迄今 

E-mail k00032@mail.tut.edu.tw 

學經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幼稚教育學程 

教育理念: 

幼教對我來說，是我從小夢寐以求的工作。 因為孩子的天真、無邪，能常常讓我會心一笑。

對於教育有極大的熱忱，一直秉持著用同理心的角度去對待孩子，實施愛的教育，引領每

個擁有不同特質的孩子激發自身潛能並完全發揮。以亦師亦友的角色去帶領我的孩子們，

不斷的用鼓勵的方式建立他們的信心，尊重孩子的意見，也讓他們來上課時不覺得有壓力，

能夠在一個非常快樂的環境中，激發他們無限的潛能。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葉雅娟 

證照 
1.丙級保母證照 

2.CPR急救證照 
教學年資 

2014~迄今 

E-mail k00036@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保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幼稚教育學程 

教育理念：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陳錦雯 

證照 

1.丙級保母證照 

2.中餐烹調丙 級技術士證 

3.兒童捏塑 師範級 

4.幼兒園園長證 

教學年資 2009~迄今 

E-mail k00037@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保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幼稚教育學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附設漢家幼兒園 

＊愛家幼兒園 

＊崑山科技大學附設幼兒園 

教育理念： 

1.以身教言教、互敬互愛的方式，珍惜生命中的一切，學習愛自己、愛幼兒、愛家長、愛

社區。 

2.以尊重生命、關懷生活週遭人、事、物的態度培養幼兒良好的人格與品德。 

3.用良善的語言與人相處、培養思考、判斷、自主與積極等解決問題的能力。 

4.給予幼兒一個溫馨、安全、有愛的成長環境，孕育健康、快樂、有自信的幼兒。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郭沛築 

證照 CPR急救證照 教學年資 2004~迄今 

E-mail k00038@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保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附設漢家幼兒園 

＊龍之堡幼兒園 

＊寶仁幼兒園 

站在孩子的角度，用愛及包容的心去接納每一位孩子，更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培養觀察

力、思考力、表達能力，讓每位孩子都能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自信及快樂中成長。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汪菊英 

證照 CPR急救證照 教學年資 2000~迄今 

E-mail S00225@mail.tut.edu.tw 

學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            

教育理念: 

孩子的世界是充滿很多的樂趣，老師是每天跟著孩子一起學習許多的事物，跟著孩子一起

成長、歡笑，老師要觀察每一位孩子的個別差異，給他最好的學習，不只是功課，還有做

人的道理，每一位孩子都會有他的優點等待老師去發現。 



 

職稱 教保員 姓名 羅郁鈴 

證照 CPR急救證照 

幼兒園遊樂設施管理人員 

教學年資 2004~迄今 

E-mail K00043@mail.tut.edu.tw 

學經歷 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畢業 

幼教教學園務行政 

教育理念: 

＊孩子就像縮小版的大人，老師和家長需做好榜樣讓孩子學習。 

＊鼓勵孩子嘗試做好生活自理能力，不要剝奪他們的學習機會。 

＊培養孩子健全心態，成績不是絕對，但品行不能變壞。 

＊與孩子如朋友般相處。 



 

職稱 行政人員 姓名 王甫玉 

證照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TQC 

＊CPR急救證照 

E-mail k00038@mail.tut.edu.tw 

學經歷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廖末喜舞蹈劇場 

＊洪氏(天津)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附設漢家幼兒園 

 



 

職稱 司機叔叔 姓名 葉明祥 

證照 ＊職業小客車 

＊CPR急救證照 

 

職稱 廚房阿姨 姓名 張錦鳳 

證照 ＊丙級烹飪技術士 

＊CPR急救證照 



 

職稱 
廚房阿姨 姓名 王張秀枝 

證照 
＊丙級烹飪技術士 

＊CPR急救證照 

 

職稱 技工 姓名 賴秀卿 

證照 CPR急救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