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4-2-3 

校外專業服務統計表 
 
陳狄成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99 工業類科輪調式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工作 評估委員 

99 
擔任南投縣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生活與應用科

學科 
評審委員 

98-99  擔任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評審委員 

98  擔任台灣省高級中等學校第 3 區科學展覽會 評審委員 

98-99 擔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碩士班口試 委員 

98 擔任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碩士班口試 委員 

 
廖錦文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本校教師評鑑委員會 委員 

99 本校教師評鑑委員會 委員 

98 本校教師評鑑委員會 委員 

100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室內配線職類 評判委員 
99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室內配線職類 評判委員 
98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室內配線職類 評判委員 
100 台灣省申辦家事及商業類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

事業單位現場評估 評估委員 

99 台灣省申辦家事及商業類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
事業單位現場評估 評估委員 

98 台灣省申辦家事及商業類科輪調式建教合作班
事業單位現場評估 評估委員 

100 高職校務評鑑實施方案 委員 
99 高職校務評鑑實施方案 委員 
98 高職校務評鑑實施方案 委員 
100 推動能源教育優良學校表揚選拔活動 訪視委員 
99 推動能源教育優良學校表揚選拔活動 訪視委員 
98 推動能源教育優良學校表揚選拔活動 訪視委員 
100 職校群科總體課程計畫線上審查會議 審查委員 



99 職校群科總體課程計畫線上審查會議 審查委員 
98 職校群科總體課程計畫線上審查會議 審查委員 
100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委員會 委員 
99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委員會 委員 
98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技能檢定委員會 委員 
100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技術士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

修職類 監評委員 

99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技術士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
修職類 監評委員 

98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技術士技能檢定：電腦硬體裝
修職類 監評委員 

100 教育部職業類科教師赴企業界研習計畫 指導委員 
99 教育部職業類科教師赴企業界研習計畫 指導委員 
98 教育部職業類科教師赴企業界研習計畫 指導委員 

 
陳宗明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 高級中等學校科展評審委員 委員 

 
石文傑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擔任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大綱諮詢輔導訪視 委員 

99 擔任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大綱諮詢輔導訪視 委員 

99 擔任嘉義縣第 50 屆國民中小學科展 評審委員 

100 擔任嘉義縣第 51 屆國民中小學科展  評審委員 

98 擔任 99 學年度輪調式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工作 委員 

99 擔任 100 學年度輪調式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工作 委員 

99 國科會應用科學教育學門專題計畫初審委員 審查委員 

100 國科會應用科學教育學門專題計畫初審委員 審查委員 

 



 
 
張紹勳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擔任「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計畫書面審

查委員 
書面審查委員 

 
梁滄郎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年 當選台灣省企業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第8屆理事長理事長 

99-100 年 當選台灣省企業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第9屆理事長理事長 

98 學年度 擔任進修學院招生委員會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審查小組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台中縣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參加校長、主任

甄選教育著作審查評審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大綱指導委員 委員 

99 學年度 擔任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總體課程計畫書審

查委員 
委員 

99 學年度 擔任 2010 第六屆亞洲技術及職業教育訓練國際

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委員 

98 學年度 
擔任雲林科技大學第 2 學期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委員 

 
陳文中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元智大學機械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 口試委員 

98 第 49 屆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第 4 分區科展評審委員 

9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評判委員 

99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評判委員 

99 第 50 屆國立暨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第 4 分區科展評審委員 

99 第 50 屆台中縣國民中小學科展 評審委員 

99 彰化縣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班技藝競賽「機械職群

車工組及鉗工組」 
監評委員 

100 彰化縣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班技藝競賽「機械職群

車工組及鉗工組」 
監評委員 

100 教育部充實實習教學設備訪視工作小組 訪視委員 



100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評判委員 

 
黃川桂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 學年度 99 年高級中等學校節能減碳創意教案徵選 評審委員 

99 學年度 99 年全國職業學校電機與電子群科專題製

作競賽 
評審委員 

98 學年度 台灣省第 49 屆高級中等學校第四分區科學

展覽 
評審委員 

99 學年度 第 51 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第三分區科學展覽 
評審委員 

98 學年度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8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

技藝競賽 
評判委員 

99 學年度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9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

技藝競賽 
評判委員 

100 學年度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0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

技藝競賽 
評判委員 

98 學年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高職校務評

鑑 
訪評委員 

99 學年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高職校務評

鑑 
訪評委員 

99 學年度 100 年度充實實習教學設備輔導 訪視委員 

99 學年度 100 年度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 評估委員 

100 學年度 教育部受託辦理 100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

校教師甄選 
試教委員 

 
姚凱超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99 建教合作評估委員 評估委員 

98-99 全國工科技藝競賽裁判委員 裁判委員 

 
張菽萱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9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命題 命題委員 

99 
弘光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學位論文

考試委員會 
委員會委員 

100 建教合作事業機構 評估委員 

 



 
楊學成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98 98 學年度輪調式建教合作機構 評估委員 

9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8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電腦輔助繪圖裁判

長 

 
陳清檳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0 學年 
教育部能源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計畫之暑期

K-12 能源科技教育種子教師培訓 
授課教師 

100 學年 100 年度充實實習教學設備輔導訪視說明會議 參與人員 

100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100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命題暨評判召集人會議 

鑄造職種評判召集

人 

100 學年 第 51 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 評審委員 

100 學年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會 考試委員 

100 學年 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考試委員 

100 學年 
10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審查會議 
參與人員 

100 學年 100 年度充實實習教學設備輔導訪視委員 參與人員 

100 學年 第 51 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現場複審) 評審委員 

100 學年 
擔任第 51 屆國立暨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分區科學展覽會第 3分區評審 
評審委員 

100 學年 
第 51 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假本線水上國小初

審競賽作品 
評審委員 

100 學年 100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專案編班申辦計畫 審查委員 

100 學年 機械職群車工組及鉗工組 監評人員 

100 學年 擔任 100 學年度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人員 評估人員 

100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技藝競賽鑄造科 職種召集人 

100 學年 100 學年度建教合作事業機構評估委員行前會議 參與人員 

99 學年 第 50 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複審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99 學年 第 50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99 學年 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考評委員 

99 學年 十二年國教實施計畫—高職校務評鑑實施方案 訪評委員 



99 學年 
9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審查會議 
參與人員 

99 學年 技藝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第 2次會議 參與人員 

99 學年 第 50 屆國中小科學展覽會 評審委員 

99 學年 99 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設備經費審查 評審委員 

99 學年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學為考試委員會 考試委員 

99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9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鑄造職種競賽協調會議 

鑄造職種評判召集

人 

99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9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命題暨評判 
工作委員兼召集人

99 學年 99 學年度辦理技藝教育績優人員 審查委員 

99 學年 機械職群車工組及鉗工組 監評人員 

99 學年 擔任 99 學年度建教合作事業單位評估 評估人員 

99 學年 
擔任「模具-沖壓模具項」「模具」職種乙級級

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
評鑑委員 

99 學年 99 學年度技藝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參與人員 

99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講師儲訓

研習 
研習講師 

99 學年 99 學年度技藝教育推動小組委員會第 3次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授課教師 

98 學年 擔任一般實習教學設備之線上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98 學年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講座儲訓工作坊 參與人員 

98 學年 第 49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評審 評審委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建教合作教育事業單位評估 評估委員 

98 學年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坊 參與人員 

98 學年 汽車科進廠實習 評估委員 

98 學年 裝潢技術科進廠實習 評估委員 

98 學年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講座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年度台南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推動小組第二

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充實實習教學設備—一般實習教學設備」各群

科線上審查委員初複審結果協調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支持網路專案計畫中區

輔導委員諮詢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8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命題暨評判工作委員會召集人第一次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中技藝教育暨生涯發展教

育輔導訪視檢討會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諮詢委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參與人員 

98 學年 
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工作計畫績

效初評會議 
考評委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第 1學期國中技藝教育暨生涯發展教

育輔導訪視檢討會 
訪視委員 

98 學年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98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命題暨評判 
工作委員兼召集人

98 學年 
98 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暨生涯發

展教育輔導訪視 
訪視委員 

98 學年 
98 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暨生涯發

展教育輔導訪視籌備會 
訪視委員 

98 學年 擔任高職校務評鑑第 5期程 訪評委員 

98 學年 

98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實習教學設備—

區域技術教學中心設備及區域產業特色發展設

備申訴案件複審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98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實習教學設施審

查會議 
參與人員 

98 學年 
台南縣 98 年國中技藝教育充實教學設備經費審

查 
評審委員 

98 學年 高職校務評鑑第 4期 訪評委員 

98 學年 
98 年度列管重大施政計畫及中央一般性補助款

基本設施計畫年終考評 
考評委員 

98 學年 
台中縣政府 98 年度列管重大施政計畫年終考核

說明會 
參與人員 

98 學年 台南縣 98 學年度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技藝競賽 參與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