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淑娟     專任講師兼秘書室行政講師 

 Shu-Juan Wang, Lecturer  

   E-mail：wsj1@hsc.edu.tw 
    

   校內分機：180 
 
   辦公室：秘書室二 (A202-1) 

專長(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行為輔導    婚姻與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 

學歷(Education)： 

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經歷(Work Experience)： 

1. 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研究助理 

2. 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系兼任講師 

3. 東吳大學兼任講師 

4. 元智大學幼教學程暨終身教育部兼任講師 

5. 桃園縣政府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委員 

6. 桃園縣政府托嬰中心評鑑委員 

7. 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考試監評人員 

 

社群 (Member)： 

 



 授課 (Courses Offered)： 

開課學期  開課名稱  

94-1 心理學（五專、二專、二專在職專班） 

94-2 心理衛生（五專）、幼兒發展評量與輔導（二專、二專在職專班） 

95-1 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五專）、幼兒活動設計實驗（二專在職專班） 

95-2 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五專） 

96-1  心理學（二專、二專在職專班）、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五專）、嬰

幼兒活動設計實驗（五專） 

96-2  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五專）、嬰幼兒活動設計實驗（五專）、幼兒

性教育（五專） 

97-1 社會學（五專）、幼兒衛生與安全教育（五專）、嬰幼兒行為輔導（五

專）、親職教育（五專） 

97-2 課程設計（五專）、職業倫理與道德（五專）、嬰幼兒特殊教育導論

（五專）、嬰幼兒按摩與體操（選）（五專）、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

（選）（五專） 

98-1 家庭教育（五專）、嬰幼兒發展與評量（五專）、保母基本技術與

原理（五專） 

98-2 社會調查與統計（五專）、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二專） 

99-1 家庭教育（五專）、婚姻與家庭（五專）、幼兒衛生與安全教育（五

專） 

99-2 幼兒發展與評量（五專）、社會調查與統計（五專）、生涯規劃（五

專） 

100-1 婚姻與家庭（五專）、幼兒衛生與安全教育（五專）、親職教育專

題（五專）、人類發展學（五專） 

100-2 嬰幼兒發展與評量（五專）、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五專） 

101-1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五專）、婚姻與家庭（五專） 

101-2 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嬰幼兒行為輔導（五專） 

102-1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五專）、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幼兒教

保活動設計(一) （五專） 

102-2 幼兒行為輔導（五專）、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五專）、幼兒教保

活動設計(二) （五專） 

103-1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五專）、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幼兒教

保活動設計(三) （五專） 

103-2 幼兒行為輔導（五專）、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四) （五專）、婦嬰

護理（五專）、幼兒多元文化教育（五專） 

104-1 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人類發展學（五專） 

104-2 兒童福利（五專）、幼兒語言發展與輔導（五專） 



105-1 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幼兒體能教學（五專） 

105-2 幼兒行為輔導（五專）、幼兒多元文化教育（五專） 

106-1 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人類發展學（五專） 

106-2 兒童福利（五專）、幼兒健康與安全（五專） 

107-1 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幼兒發展（五專）、幼兒學習評量（五

專） 

107-2 幼兒行為輔導（五專）、幼兒健康與安全（五專） 

108-1 婚姻與家庭教育（五專）、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五專） 

       ＊(選)表示選修，餘均為必修課程 

 著作 (Publications)： 

（Ａ）學位論文 

      王淑娟 (1994)。「青少年氣質與親子關係之研究」。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Ｂ）研討會論文 

Wang Shu-Juan (2007). A study 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enting attitude of foreign 

bride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ir children--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foreign brides’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7 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Eighth Conference, Hong Kong, July 4-7, 2007. 

郭靜宜、王淑娟(2008)。「建構幼保科專業倫理課程內涵初探—以新生醫專幼保科為例」。發

表於【品格校園．專業成長】學術研討會。台灣：桃園，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郭靜宜、王淑娟（2009）「幼教預備工作者專業倫理概念之初探—以新生醫專幼保科為例」。

發表於第三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台灣：桃園，新生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Ｃ）專書(Books / Chapters) 

1. 王淑娟、林欣瑩（1999）特殊幼兒保育。台北：啟英文化。 

2. 王淑娟、林欣瑩（2004）幼兒行為輔導--理論與實務。台北：群英出版社。 

3. 王淑娟（2004）特殊幼兒保育教師手冊。台北：啟英文化 

4. 王淑娟、林欣瑩（2006）幼兒行為輔導。台北：啟英文化。 

 

（Ｄ）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 

1. 俞筱鈞、黃志成、簡維政、王淑娟（1994）愛能因素量表探討性研究。台北：國科會。 



2. 俞筱鈞、黃志成、王淑娟（1995）中華民國兒童堅毅量表常模之建立。台北：國科會。 

3. 王淑娟（2008）。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輔導報告。台北：教育部。 

 

（E）其他作品(Other Works) 

 

 計畫 (Projects)：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備註 

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專案 
幼保科共同

主持人 
全人健康環境建

構計畫 

幼保科共同主持人：林葙

葙、臧瑩卓、張素貞、王

娟 

「幼保專業倫理的建構與實

踐」(97 年度新生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辦理提昇整體教學品

質專案計畫：「培養關懷、品

格，營造樂學易(e)學的校園」

計畫一之子計畫三) 

共同主持人 2008.01-2008.12 主持人：江昱明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王淑娟 

許孟勤、盧玉芬 

99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計

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10.01-2010.12  

99 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北區初階培訓計畫 

共同主持人

/承辦人 2010.08-2010.12  

99 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進階培訓計畫 

共同主持人

/承辦人 2010.08-2010.12  

100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11.01-2011.12  

100 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人

員再進階培訓計畫(與世新大

本校聯絡人

/承辦人 

2011.02-2011.08  



學協辦) 

100 年度青少年性行為之教

育與法規檢討公民會議計畫

（南、北） 

共同主持人 2011.04-2011.07 駱俊宏、王淑娟、黃小玲 

輔航計畫--第三場讀書會 

Eye trackinh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共同主持人 
101.01.17 江昱明、王淑娟、阮震亞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與教學之開發及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案--以靜思語五段

式教學法提升國小性別平等

教育成效之行動研究方案 

共同主持人

/聯絡人 
2011.10-2012.08 

郭靜宜、王淑娟 

101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12.01-2012.12  

101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計畫--子計畫 3.3 保母天使關

懷社區幼兒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王淑娟 

教育部 101 年度大專校院女

學生領導力培訓營委辦案

(南、北) 

共同主持人 2012.08-2012.12 陳俊生、王淑娟、林祺堂、

黃小玲、簡麗芬 

101 年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救濟案例研討會(國

小、國高中職、大專) 

共同主持人 2012.08-2012.12 翁榮銅、王淑娟、郭靜宜 

102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13.01-2013.12  

103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專案計畫 

子計畫 3.2 輔導專業證照/增

強就業競爭實力 

BLS 基本救命術 

主持人 2014.04  

103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主持人/承 2014.01-2014.12  



計畫--性平經費 辦人 

教育部 103 年度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

業人員高階培訓計畫 

主持人 2014.05-2014.12 王淑娟、吳建興 

103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所設「性別相關研究中心」

或「性別相關系所」辦理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推動或

教材教法研發計畫 

主持人 2014.11-2015.07 王淑娟、蔡秀芬、孫立華、

郭靜宜、吳建興 

104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5.01-2015.12 104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

用計畫--性平經費 

105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16.01-2016.12 105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

用計畫--性平經費 

教育部 105 年度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

業人員高階培訓計畫 

主持人 2016.05-2016.12 王淑娟、吳建興 

105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專案計畫 

子計畫 3.2 輔導專業證照/增

強就業競爭實力 

BLS 基本救命術 

主持人 2016.10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所設「性別相關研究中心」

或「性別相關系所」辦理性

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推動或

教材教法研發計畫 

主持人 2016.09-2017.07 王淑娟、蔡秀芬、孫立華 

106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承

辦人 

2017.01-2017.12  

教育部 106 年性別平等教育

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研

共同主持人

/聯絡人 

2017.08-2018.07 趙明玲、王淑娟、蔡秀芬、

孫立華、沈郁芳、張銘湄、



究計畫-創作劇本媒體製作到

運用網路科技推廣活動 
莊美盈、羅美蘭 

幼保產業職能增能計畫(勞動

部青發署) 
主持人 2017.08-2018.07  

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

先導計畫--從品格力到學習

力--幫助每個孩子成功之創

新教學教師成長社群 

主持人 2017.08-2018.07 王淑娟、郭靜宜 

107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 107.01-107.12  

107年度「性別相關研究中心

或系所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教學推動或教材教法研

發」補助計畫 

主持人 
107.08-108.07 王淑娟、孫立華、蔡秀芬 

107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

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主持人 107.10  

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運

動遊戲指導員 
主持人 107.10 郭靜宜、王淑娟 

108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支用

計畫--性平經費 
主持人 108.01-108.12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1.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縣/市 輔導園所 輔導主題 日期 次數 

桃園縣 私立冠樺托兒所 角落教學 

環境規劃 96/8-97/7 10 次 

桃園縣 私立溫德爾幼稚園 角落教學 

環境規劃 
98/8-99/7 10 次 

桃園市 龜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幼兒園暫行課綱輔導 103/8-104/7 8 次 

桃園市 建德國小附設幼兒園 幼兒園暫行課綱輔導 104/8-105/7 8 次 

 

2. 教師參與整合性計畫之情形 



日期 整合性計畫 相關資訊與研究成果報告 

95.2-96.12 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 全人健康環境建構計畫 

 

3. 托兒所、托嬰中心、課後托育中心評鑑 

 活動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桃園縣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委

員 

2008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桃園縣托嬰中心評鑑委員 2009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桃園縣新設置私立托兒所訪

視輔導委員 

2010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桃園縣 99 年度課後托育中心

(安親班)輔導訪視工作委員 

2010.12- 

2011.2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桃園縣托嬰中心評鑑委員 2012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諮詢時間 (Office Hour) 

學年/學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1,2 堂 週三 6,7 堂 週四 3,4 堂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5,6 堂 週二 1,2 堂 週三 1,2 堂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二 3,4 堂 週三 5,6 堂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二 3,4 堂 週三 3,4 堂 週四 3,4 堂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7,8 堂 週三 3,4 堂 週四 3,4 堂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5,6 堂 週三 3,4 堂 週四 3,4 堂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3,4 堂 週三 3,4 堂 週四 3,4 堂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2,3 堂 週二 2,3 堂 週四 7,8 堂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2,3 堂 週二 2,3 堂 週四 2,3 堂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5,6 堂 週二 5,6 堂 週三 5,6 堂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2,3 堂 週三 2,3 堂 週四 2,3 堂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5,6 堂 週二 7,8 堂 週四 7,8 堂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3,4 堂 週二 5,6 堂 週三 5,6 堂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3,4 堂 週二 1,2 堂 週三 5,6 堂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3,4 堂 週二 5,6 堂 週四 3,4 堂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二 2,6 堂 週三 3,4 堂 週四 3,7 堂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1,2 堂 週三 5,6 堂 週四 5,6 堂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二 1,2 堂 週四 1,2 堂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二 1,2 堂 週三 1,2 堂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三 1,2 堂 週五 1,2 堂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2,3 堂 週三 2,3 堂 週四 7,8 堂 

 

 連結 (Link) 

   http://www.wretch.cc/blog/a589295 

 其他 (Other Information) 

01. 兼任本校祕書室行政講師，承辦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 

02.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家庭教育、親職教育、親子關係等相關諮詢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