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靖宜  講師兼行政教師 

Wang, J. Y. 

E-mail:juddyandmary@hsc.edu.tw 

校內分機：601 

辦公室：幼保科辦公室（幼保 2F） 

專長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教保概論 / 兒童文學 / 幼兒美勞藝術教育 / 教保模式 

幼兒教具設計製作與應用 / 幼兒環境規劃與佈置 / 幼兒科學教育與實驗 

學歷 (Education)：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畢 

教育部-幼稚園合格教師證 

行政院勞委會-單一級保母技術士技能證照 



經歷 (Work Experience)： 

   1.苗栗縣兒童與家庭發展協會 理事長 

   2.桃園市中壢區中正公共托育家園 主任 

   3.苗栗縣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督導 

   4.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庭服務系講師  

   5.勞委會、苗栗縣政府保母職前核心課程講師 

   6.新竹縣湖口、南寮、橫山國小附幼 親職教育講師 

   7.苗栗縣政府托嬰中心評鑑訪視員 

   8.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保母托育班在職班講師 

   9.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兼任講師 

  10.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兼任講師 

  11.托嬰中心、幼稚園、安親課輔班教師約 9 年 

  12.國小附設公幼代理老師 

 

 授課 (Courses Offered)： 

開課學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學制 備註 

110 學年第 1 學期 

托育導論 

兒童文學 

教保課程模式 

五專  

110 學年第 2 學期 

幼兒遊戲理論與實務 

在宅托育與實務 

幼兒園教材教法 

兒童戲劇 

五專  

111 學年第 1 學期 

托育導論 

兒童文學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學習評量 

五專  

 

 



 著作 (Publications)： 

（Ａ）論文( Papers) 

王靖宜（2005）。資訊科技融入幼兒教學之參與式行動研究-以台中縣一所私立幼稚園為例。      

            朝陽科技大學。  

（Ｂ）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s) 

梁珀華、王靖宜 (2005)。 我的教室有一部電腦: 幼稚園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究。 

九十三年度國科會「資訊教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台南大學。(NSC 

93-2520-S-324-001) 

 梁珀華、王靖宜、崔峨嵋 (2005)。 幼兒與科技：資訊科技融入幼稚園主題教學之研究。朝

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嬰幼兒發展與保育學術研討會。朝陽科技大學。 

 梁珀華、王靖宜 (2006)。幼稚園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參與式行動研究。朝陽科技大學人

文暨社會學院九十四學年度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朝陽科技大學。(NSC 93-2520-S-324-001) 

 Liang, P. H., & Wang, J. Y. (2006). The teacher’s role and perspectives towa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curriculum for young children: The case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IAD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WW/Internet 2006. (NSC 93-2520-S-324-001) Murcia , 

SPAIN 

   

 計畫 (Projects)：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備註 

99-107 年苗栗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實施計畫 
主持人 99-107 年  

105、106 年苗栗縣育兒指

導服務實施計畫 
主持人 105-106 年 

 

105、106 年度苗栗縣父母未就業 

家庭育兒津貼親職教育講座 

實施計畫 

主持人 105-106 年 

 

108 年度苗栗縣育有未滿二歲 

 兒童育兒津貼親職教育計畫 
主持人 108 年 

 



108 年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8 年 

 

108 年度社福志工教育訓練 

 (竹南高中場) 
協同主持人 108 年 

 

108 年度社福志工教育訓練 

 (苗栗農工)  
協同主持人 108 年 

 

109 年度苗栗縣志願服務社團 

 送愛心服務到家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9 年 

 

109 年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9 年 

 

109 年『企』志高昂、『耆』機再現

-「銀髮樂活行長者友善關懷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9 年 

 

109 年度社福類基礎與特殊志工訓 

 練課程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9 年 

 

110 年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協同主持人 110 年 

 

110 年『企』志高昂、『耆』機再現- 

 高齡志工暨企業志工精進計畫 
協同主持人 110 年 

 

110 年高齡志工、企業志工策進計畫

「銀髮樂活行 長者友善關懷計畫」 
協同主持人 110 年 

 

111 年度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營養餐飲服務計畫 
協同主持人 111 年 

 

111 年照顧服務員職前訓練 協同主持人 111 年  

 

 

 

 



 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活動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演講】囝仔欲按哪教？談孩子的發展  

        與教養方式 

102.12 
信勢國小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政府 

【演講】愛與榜樣-談孩子的發展與教養  湖口 湖口 

【演講】了解孩子從親密的愛與共讀開始     南寮 南寮 

【演講】親子 DIY ~我的軟軟好朋友   103.11 橫山鄉衛生所 橫山鄉立幼兒園 

【演講】看過來~0-3 歲繪本選擇與 

        教玩具製作 
 獅潭鄉圖書館 苗栗縣政府 

【演講】芝麻開門~好玩ㄉ教玩具及 

        0-3 歲童書 
108.9 泰安鄉圖書館 苗栗縣政府 

【演講】抱抱~繪本共讀及造型藝術遊戲 105.7 汶水國小 苗栗縣政府 

【演講】藝術遊戲&有趣的繪本 105.8 頭屋立圖書館 苗栗縣政府 

 諮詢時間 (Office Hour) 

學年/學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三 5-6 節 週四 6-7 節 週五 7-8 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5-6 節 週二 1-2 節 週四 1-2-節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1-2 節 週三 5-6 節 週五 3-4-節 

 其他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