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華葳老師校外相關服務情形 

1.擔任校外專業服務（擔任校外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團體之重要職務、委員會委員、審查

委員、評鑑委員等） 

(1).擔任政府機關之職務 
年度 政府機關 職務 

100.06.30 
-104.06.29 

行政院 「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委員 

101.10.01 
-104.12.31 

教育部 「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指導會」委員 

102.04.01 
-105.05.19 

國家教育研究院 院長 

102.04.01 
-104.03.06 

教育部 「本國語文教育諮詢會」委員 

102.08.01 
-104.07.31 

教育部 第 4 屆「本土教育會」委員 

102.10.01 
-106.05.20 

教育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委員

102.11.01 
-104.06.30 

中央研究院 
「2014、2015 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審查委員會人文及

社會科學組委員 
102.11.04 
-104.10.31 

教育部 「第 1 屆教育部教育政策諮詢會」委員 

103.01.01 
-104.12.31 

臺北市立圖書館 「館務發展委員會」顧問 

103.01.01 
-104.12.31 

教育部 「人才培育白皮書專案推動小組」委員 

103.01.01 
-103.12.31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諮議委員 

103.01.01 
-104.12.31 

國家圖書館 
「教育部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選書

委員會」委員 
103.01.01 
-104.12.31 

政治大學 103 學年度「社會科學（一）組」學術研究獎初審委員 

103.01.23 
-105.01.22 

教育部 「戶外教育推動會」委員 

104.01.01 
-104.12.31 

科技部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諮議委員 

104.05.01 
-104.12.31 

中央研究院 「第四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審查委員會」委員

104.05.07 
-106.05.06 

教育部 「本國語文教育諮詢會」委員 

104.08.01 
-106.07.31 

教育部 第 5 屆「本土教育會」委員 

104.11.01 
-105.12.31 

中央研究院 「第 2 屆總統創新獎遴選小組人才培育組」委員 

105.01.01 
-105.12.31 

科技部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諮議委員 

105.01.19 
-105.12.31 

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選書委員會」委員 



105.03.09 
-107.03.08 

教育部 「戶外教育推動會」委員 

105 教育部 
「105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緊急因應組委員 
106.01.01 
-107.12.31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際評比專案諮詢小組」委員 

 
(2).擔任學術學會之職務 
日期/期間 學術學會 職務 
101 -迄今 臺灣心理學會 理事 
102.01.04-
104.01.03  

臺灣閱讀協會 理事 

102-迄今 
世界華語文教育

學會 
榮譽理事 

104.01.28-
107.01.27  

臺灣閱讀協會 監事 

 
(3).對各級學校之專業服務 
日期/期間 機關單位 職務 
99-104年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諮詢委員 
105-106年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諮詢委員 
101-102年 臺灣師範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當然委員 
103年 
105年 

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委員 

103.01.04-
105.01.03 

臺灣教育大學系

統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遴選委員 

105.03.15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第 14 任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2.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 

年度 專業期刊或學報名稱 擔任職務 

98.08.01 
-104.07.31 

南大學報（臺南大學） 指導委員會委員 

99-103年度 
106年度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臺灣師範大學） 編審委員、特約編輯 

100-103 教育心理學報（臺灣師範大學） 常務編輯委員 

102年度 臺灣數學教育期刊 審查委員 

102.04.01 
-105.05.20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國家教育研究院) 總編輯 

103.01.01 
-104.12.31 

國文學報（臺灣師範大學） 校外編審委員 

103.01.01 
-105.12.31 

中華心理學刊 編輯委員 

104.04.01 
-105.03.31 

臺東大學教育學報 顧問 

3.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與指導 



日期 邀請單位 活 動 或 研 習 名 稱 演講 指導

102.07.0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 101 學年度高中職素養評量提升命題

技巧工作坊（指導教授） 
 V 

102.09.05 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102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定

向輔導與生涯規劃」業界大師講座 
V  

102.12.26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

學 
 V  

103.01.09 教育部國教署 中央輔導團研習期中會議(講題：跨領域閱讀) V  

103.03.20 
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

驗小學 
全國各(教育)大學實驗小學--校長主任聯席會

議(講題:想讀享讀) 
V  

103.09.04 教育部國教署 
國教署 103 學年度九貫英語組輔導群委員成

長營 
 V 

103.10.04 高雄師範大學 第二屆國際學校華語教學工作坊（講師）  講師

103.12.04 中華資訊與教育學會 
2014 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講題：在雲

端亦在眼前談數位閱讀) 
V  

103.12.20 臺灣師範大學 幼兒發展資料庫先期研究（研討會主持人）  
主持

人 

104.05.16 國立東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題研習 (講題:中文閱讀

研究) 
V  

104.08.18 行天宮附設圖書館 
「書香巡迴」活動(講題：閱讀只會越來越重

要) 
V  

104.10.23 臺灣師範大學 
「第三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科教材

教法」論文發表主持人 
 

主持

人 

104.09.05 台中市傑人會 師生親子研習活動(講題: 小孩子愛讀書 ) V  

104.11.21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臺

灣師範大學合辦 
2015「教育的想像：演化與創新」國際學術研

討會 (講題:體制與公平後的信念與信任) 
V  

105.03.05 私立再興小學 師生親子研習活動(專題演講：還是閱讀) V  

105.03.23 臺灣師範大學 
高中優質化大師講堂(由生-師-我看改革-分享

107 課綱之精神與價值) 
V  

105.03.27 臺灣應用復健協會 
兒童閱讀書寫研討會(專題演講:第一堂『學齡

前認讀能力的培養』 第二堂『低成就學生閱

讀能力之養成』) 
V  

105.06.08 台灣首府大學 
人文教育學院「2016 年第二屆學術研过會教

師專業發展暨第六屆全國教育學院院長聯席

會」（引言人） 
 

引言

人 

105.06.28 新北市教育局 國中小主任儲訓班(講題:閱讀的關鍵在思考) V  

4.榮譽事項 

年度 獎勵單位 榮 譽 事 蹟 

100-103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外審委員(external exami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