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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台灣 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幼兒教育博士 \ 2009.7
美國 伊利諾大學學前教育系 \ 碩士 \ 1988.5
台灣 台灣大學經濟系 \ 學士 \ 1984.6

經歷
現任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2012.8-至今
台北市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諮詢會 委員
台北市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 委員
宜蘭縣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 委員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委員
曾任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師培中心專任副教授 2009.8-2012.7 (2010.2-2012.7 兼主任)
私立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專任講師 2007.8 -2009.7
台北市立師院幼教系 \實踐大學兒家系\國立台北師院幼教系兼任講師 1988–2009
台北市公辦民營三民托兒所 所長 1995.04 – 2005.8
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幼兒保育學系專任講師 1995.08 – 2000.7
教育軟體研發專員 ( 張世宗教育\設計研究室 ) 1994 – 1995
幼兒園教學顧問 ( 社會局到園輔導專案 \ 貓熊托兒所特約顧問 ) 1993 – 1995
幼兒教師 ( 樂樂托兒所 \ 蒙特梭利理想園 ) 1988 – 1991
翻譯編輯 (哈佛企管顧問公司 \ 管理雜誌 ) 1984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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