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號次 相片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參選政見

1 王伯宇 男
澳洲University of
Newcastle 休閒觀
光研究博士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與運動學系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助理教授
大仁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講師
澳洲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he Forum運動中心攀岩教
練
澳洲River Deep Mountain High 冒險旅遊公司嚮導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社團法人523登山會登山嚮導與領隊
攀岩國手
攀岩國家隊教練

2 王俊杰 男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休閒行為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副教授
國際戶外冒險領導學程GOAL 執行⾧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五屆監事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四屆秘書⾧

1.推動體驗與冒險教育在高等教育發展。
2.承接教育部體育署戶外探索計畫，對未來「向山
致敬」政策和108課綱健體領綱中的 「戶外運
動」做實質影響。

3 吳兆田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戶外領
導系博士

經歷：
2006年成立歷奇國際有限公司Adventure Matters, Ltd公
司負責人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五屆理事⾧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二屆至第四屆理事暨引導員認證委員
會委員
著作及發表：
1.探索學習的第㇐本書：企業培訓實務（2006）。台北
市：五南出版社
2.引導反思的第㇐本書（2012）。台北市：五南出版社
3.經驗談、談「經驗」（2012）。 體驗教育學報，第7期
4.職能發展冒險培訓方案（2010）。體驗教育學報，第4
期
5.國小老師的戶外冒險教育：您其實可以選擇...（
2010）。教師天地，165期
6. 冒險教育與培訓(2019)，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致力於體驗式培訓的創新與突破
年輕世代(30歲以下)的人才培養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六屆理事、監事選舉公報
第六屆理事、監事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9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14:00時起至15:00時止舉行投票。茲依據亞洲體驗教育學會選舉辦法，各候選人
所填報之個人資料及投票須知刊登如下：

理事候選人(20人)- 本屆理事應選15人，候補3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參選政見

4 吳崇旗 男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博士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兼副系
主任
二、經 歷
    1.亞洲體驗教育學會正引導員
    2.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第四屆理事⾧
    3.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副院⾧
    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體育室、休閒運動健康系主任
三、專⾧領域
    體驗與探索教育、戶外冒險教育、戶外遊憩領導

 
1. 促進體驗教育學術發展
2. 結合政策推展體驗教育
3. 籌組各區體驗教育聯盟

5 張鎮遠 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
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臺北市國中輔導教師/候用主任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藝教育績優人員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績優教師
金華偏鄉服務隊指導教師
飛颺青少年成⾧中心講師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講師
青少年生涯發展與適性輔導相關議題講師

1.持續推動以體驗教育實施核心素養課程的教與
學。
2.持續發展以體驗教育為本的跨領域與超學科課
程。
3.持續與世界各地之教育工作者交流，推廣體驗教
育。

6 許于仁 女

國立台南大學台南
大學數位科技學系
博士
中山大學管理碩士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AAEE) 第三屆~第五屆理事( 9年)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證照: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正引導員(100正04)

增進會員連結，平衡南北學習。
推動南部正副引導員社群連結平台。
厚植體驗教育專業，提昇產業競爭力。
支持學會永續發展，薪火相傳。

7 廖啟豪 男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
系學士

經歷：
中國青年救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 執行⾧
團隊鏈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理事⾧
團隊鏈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
中國民國嚕啦啦社會服務協會 理事
專⾧領域:
各級學校、組織、企業團體-團隊建立課程規劃
體驗教育課程設計
編著:
發現探索力-多元探索課程X活動應用實務

為亞洲體驗教育推廣及服務盡㇐分心力，
著力於課程開發及活動應用之多元發展+深度學習
，找尋體驗教育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

理事候選人(20人)- 本屆理事應選15人，候補3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參選政見

8 謝宜蓉 女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
管理系畢業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
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畢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戶外領
導系博士候選人

華人磐石領袖協會秘書⾧
AAEE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理事、認證委員、冒險治療委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戶外活動領導系 兼任講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戶外領導活動領導系博士候
選人

9 徐堅璽 男 台灣大學心理學研
究所碩士

1. 高山森林基地-課程總監
2. 杏語心靈診所-花蓮分部主任

1. 推動冒險治療在台灣的推廣與深化。
2. 爭取 2024 年第十屆國際冒險治療研討會
(10IATC)在台灣舉
辦。
3. 推動原民文化精神與體驗教育的結合。

10 李晟瑋 男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Spor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Adv
enture Education
(Ph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Sport
Business
Management
(MSc)

國立宜蘭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兼任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促進體驗教育學界與業界交流，互相觀摩學習與
合作
2.促進北中南東區間交流，達到資源與資訊共享
3.提升體驗教育從業人員之教學品質與專業經驗的
傳承，培養更具競爭力的年輕新血
4.協助體驗教育國際間之串流與交流，增加台灣體
驗教育國際學術競爭力

11 吳佳穎 男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
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歷奇國際有限公司 戶外課程講師
社團法人台灣土也社區行動協會 理事
靜宜大學閱讀書寫中心 體驗教育講師

期待加入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能夠幫上㇐份心力，
本身在戶外、冒險教育㇐直有精進，期待有機會
能與學會的其他理事共創更多機會及創新課程，
讓學會可以招募更多新會員

理事候選人(20人)- 本屆理事應選15人，候補3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參選政見

12 林群 男

國立台灣大學創業
創新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在學中)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系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TTAPG 冒險治療專業社群委員
衛生福利部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專責醫師暨執行⾧

新竹平衡身心診所主治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總醫師/兼任主治
醫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住院醫師
臺大醫院㇐般科住院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實習醫師

協助在臺灣辦理的2024年國際冒險治療研討會事
宜，推動冒險治療在臺灣的專業化與本土化。

13 柯慧儀 女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
產業經營所碩士 現任台北市和平實驗國小教師

1.回應世界重要趨勢與當前教育部重要政策-核心
素養，幫助學會發展以體驗教育為本之核心素養
課程，並推廣至中小學
2.協助體驗教育融入中小學師資職前培育
3.協助體驗教育融入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14 廖晉偉 男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
產業經營學系學士
畢業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
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班在學

1.財團法人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 執行⾧
2.團隊發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

推廣高品質體驗教育及戶外教育，並組織化經營
學會

15 鄭峰茂 男

樹德科技大學 經營
管理研究所 碩士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 博士班

1.107/08~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講師
2. 107/08~  屏東科技大學主題休閒遊憩服務中心/業務執行
教師
3. 107/08~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計畫：屏東內埔青年壯遊
點/計畫主持人
4. 108/02~  教育部補助計畫：創新教學暨問題導向課程專案
計畫/分項子計畫主持人
5. 108/02~  教育部補助計畫：特色專業實地實務課程專案計
畫/分項子計畫主持人
6. 103/09~107/07 高雄市體育處-國際體育組（高雄國家體
育場）/助理研究員
7.   97/02~103/07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系/兼任(專
案)講師

1.持續協助學會相關業務推廣，創造學會及會員最
大效能
2.持續協助學會產業(庶務業務)、官(教育部)、學
(屏東科技大學)相關業務連結與推廣
3.持續協助學會三級引導員課程相關業務推廣
4.持續協助學會體驗探索教育課程相關業務推廣
5.持續協助學會低高空繩索體驗場地課程相關業務
推廣

理事候選人(20人)- 本屆理事應選15人，候補3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參選政見

16 黃宏嶈 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
導學系 戶外領導組
碩士

1. AAEE 正引導員培訓 結業/副引導員 認證
2. 宏星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課程總監
3. 微糖趣冰 創辦人
4. 苡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5.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資深講師

1.促進跨世代『交流』,讓更多的年輕新㇐代的體
驗教育工作者與資深成員有更多對話交流機會,並
促進年輕人於學會的參與度及想法貢獻。
2.多元創新的教學領域『交織』:促進更多不同領
域的教育單位相互激盪,各式引導技術的交流、多
元的教學手法、教育科技等創新的運用,讓更多元
的聲音進來產生碰撞及交織,讓體驗教育更廣義的
被運用傳遞。
3.產學的經驗『交換』落地:讓體驗教育工作者在
企業內訓能更符合的職能訓練需求,學校場域能跟
貼近教學現場所需的素養發展,使其成效能更加發
酵延續。

17 許冠濱 男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

1.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理事⾧
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青年旅社協會監事
3.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理事
4.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業諮詢委員
5.中華民國外貿協會會獎認證專業講師

1.擴大青年人參與，進階深耕培育優秀人才，結合
地方特殊生態活動
2.異業結合創新，研究多元學習方向，發展在地專
業體驗教育

18 楊雯卿 女 淡江法文系畢業
1.現負責校園飛颺青少年成⾧中心教育組
2.曾負責校園福音團契中部辦公室中學事工
3.曾任校園飛颺青少年成⾧中心主任

1.協助校園團契將體驗教育融入國中、高中職服務
性社團
2.推動教會界青少年帶領人才進行體驗教育訓練及
督導帶領
3.致力讓飛颺青少年成⾧中心能持續推動體驗教育
訓練機構

19 李基源 男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
運動健康系 碩士

1.高雄市探索教育發展協會-執行⾧
2.立眼休閒園藝企業社-負責人

㇐、全力耕耘、發展南部體驗教育的多元性
二、定期推動區域性年會、研討會、工作坊
三、連結產業、NGO組織、教育、公部門資源，
拓展市場的多樣性與運用
四、將北部豐厚的發展經驗，有系統地分享至南
部

20 詹雲雅 女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
與健康休閒硏究所

1.樂晴戶外課程經理
2.國際引導技術學會理事
3.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理事及選訓委員

發揮所⾧,致力於南部的發展與推廣。

理事候選人(20人)- 本屆理事應選15人，候補3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性別 學歷 經歷 參選政見

1 張宏林 男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
公共傳播學系
世新大學公關暨廣
告研究所

現任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綠色和平電台主持人、亞
洲體驗教育學會第五屆監事。臺灣綠黨前召集人與前秘書
⾧、全球綠人台灣之友會前執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
金會前秘書⾧、荒野保護協會前秘書⾧，曾任多個公益團
體主要職務，⾧期致力於社會改革和公民參政。

2 蔡居澤 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遊憩資源管理與觀
光研究所休閒行為
哲學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公民訓育研究所教
育學碩士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系主任
研究專⾧:
戶外探索教育、戶外環境教育、童軍教育
綜合活動、課程設計與教學
著有:<將探索教育帶回學校>、<探索教育引導技巧手冊
>、<探索教育與活動活校>等書。

1.推動體驗教育學術研究及發展
2.研究素養導向教育的體驗教育基礎
3.建構體驗教育學苑課程藍圖

3 詹雲雅 女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
與健康休閒硏究所

1.樂晴戶外課程經理
2.國際引導技術學會理事
3.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理事及選訓委員

發揮所⾧,致力於南部的發展與推廣。

監事候選人(3人)-本屆監事應選3人，候補1人



投票時間、地點、方法及投票須知：
㇐、投票時間：中華民國109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14:00時起至15:00時止
二、投票地點：師大(暫定)，確認詳細地點後將另外於行前通知確認
三、選舉人資格：於投票時為本學會有效會員者，為本次選舉之選舉人。
四、選舉票顏色：理事→黃色、監事→粉紅色。

(七)對於同㇐位被選舉人劃記或填選兩次以上者，以㇐票計算。
(八)集體圈寫選舉票或將已圈寫之票明示他人者，視為妨礙會議進行，得取消其選舉與被選舉等權利。
(九)其他未盡事宜，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為準則。

五、投票須知：
(㇐)被委託會員需同步出示委託書，以領取選票。每位會員只能被委託㇐次。
(二)領取選票後才能進行選舉程序，最後報到時間為下午14:30，逾時視同放棄。
(三)選票以『√』劃記於候選人姓名左方空格，或就會員中自行填寫會員姓名於選票空白欄內，經塗改、劃記超過表格或經監票委員認定無法辨識者皆視為
無效票。
(四)本屆理事應選15人，即僅能劃記或填選共15名，劃記加填選如超過15名名額之選票視同廢票。
本屆監事應選3人，即僅能劃記或填選共3名，劃記加填選如超過3名名額之選票視同廢票。
(五)有下列情形之㇐者，該選舉票即全部作廢：
1. 圈選人數超過規定人數
2. 在選票上簽名、蓋章或壓印指模者
3. 以其他記號圈選者
4. 用其他筆直接圈選者

(六)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者，該選舉票即部分作廢：
1. 圈選後經塗改者，該部分作廢
2.圈選越格者，該部分作廢
3.所填選人不具本次選舉有效會員資格者，該部分作廢
4.部分以其他記號圈選者，該部分作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