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靜宜 專任講師 

Ching-I Kuo, Lecturer 

E-mail：kci@hsc.edu.tw 

校內分機：220  

辦公室：行政大樓 2 樓教務處 

 
專長(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家政教學    課程與教學  教具製作 

 
學歷(Educatio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家政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碩士 

 
證照： 
      1.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書 

2.英國 BSI 協會 BS10012：2009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證照 

3.體驗教育助理引導員證 

4.心肺復甦術暨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訓練合格證 

 
經歷(Work Experience)： 

1.輔仁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助教暨幼兒中心教師 

 
2.明新科技大學幼保系及師資培育中心兼任講師 

 
3.元智大學幼教學程暨終身教育部兼任講師 

 
4.桃園縣政府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委員 

 
5.桃園縣政府托嬰中心評鑑委員 

 
6.桃園縣政府安親班（課後托育中心）普查委員 

 
5.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考試監評人員 

 
6.幼稚園輔導學者 

 
7.新生醫校幼保科專任教師、幼保科科主任、就輔組長、註冊組長 

 
8.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專任講師兼註冊組長 

mailto:kci@hsc.edu.tw


 

 
 

 授課 (Courses Offered)： 

開課學年度 課程名稱 開課學制 備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教學媒體製作 

五專 

五專 

五專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教學媒體製作 

五專 

五專 

五專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教材教法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五專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幼兒教材教法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五專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教材教法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五專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餐點設計與製作 

五專 

五專 

五專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 

五專 

五專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餐點設計與製作 

幼兒保育專題 

五專 

五專 

五專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社群 (Member)： 
中華家政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幼兒餐點設計與製作 

五專 

五專 

五專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托育導論 

五專 

五專 

五專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在宅托育理論與實務 

五專 

五專 

五專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家政概論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五專 

五專  

 

 



 

 著作 (Publications)： 

（Ａ）學位論文 

 
郭靜宜（2002）。高中職幼兒保育科應屆畢業生生計準備與生計選擇之研究---以北區高中職幼兒 保

育科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Ｂ）研討會論文 

           郭靜宜（2018）。姊姊變老師：幼保科學生的實習課程關。論文發表於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舉辦之「2018第十五屆全國托教論壇」論文集。 

郭靜宜、張素貞（2013，9 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修訂之分析。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專通識中心舉辦之「第七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桃 園

縣。 

郭靜宜(2013，7       月)。性別平等融入幼兒教材教法---我是男生我是女生。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舉辦之「第三屆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成果發表會，桃園縣。 郭靜宜

(2012，8       月)。性別平等融入家政概論課程---尋找家事達人。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通識教育中心舉辦之「第二屆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成果發表會，桃園縣。 郭靜宜、

王淑娟（2009，10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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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發表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通識中心舉辦之「第三屆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互融 攝」

學術研討會，桃園縣。 

郭靜宜（2008，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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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於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舉辦之「幼保專業倫理的建構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桃

園縣。 

Ching-I,kuo（2007/7）。A Research on the Analysis of Verbal Interactive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 

and Student 。 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8
th 

Annual Conference, 

Hongkong. 

郭靜宜（2006）。幼兒園「資深」與「初任」教師課室師生口語互動分析之研究。論文發表於 

「九十五年度教育部辦理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教師實務研習成果研討 會」，

桃園縣。 

 

 
（Ｃ）專書(Books / Chapters) 



郭靜宜、陳千蕙（2014）。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台北：啟英文化。 

郭靜宜(2013)。嬰幼兒照護實務。台北：啟英文化。 

郭靜宜(2012)。家政行銷與服務。台北：啟英文化。  

郭靜宜、陳啟勳、曹瑟宜（2011）。家政職業倫理。台北：啟英文化。  

郭靜宜、曹瑟宜（2008）。職業倫理。台北：啟英文化。  

侯嘉政、郭靜宜（2008）。行銷與服務。台北：啟英文化。  

陳千蕙、郭靜宜（2006）。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台北：啟英文化。  

郭靜宜、楊中宜（1998）。幼保指南-幼兒教保活動設計、幼保實務。台北：啟英文化。 

 
（Ｄ）其他作品(Other Publications / Presentations) 

*專案技術報告  

新生醫專幼保科(2018)。2018「智慧、勇敢、合群互助」客家本色藝文展演。 

郭靜宜、王淑娟等(2012，8 月)。以靜思語五段式教學法提升國中性別平等教育教學成效之行動研

究方案成果報告。台北：教育部 

郭靜宜（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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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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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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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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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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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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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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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靜宜等（2009）。桃園縣九十七年度北區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桃園：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郭靜宜等（2009）。桃園縣九十七年度北區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桃園：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郭靜宜等（2007）。桃園縣九十六年度中區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桃園：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郭靜宜等（2006）。桃園縣九十五年度南區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桃園：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郭靜宜等（2004）。桃園縣九十三年度北區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桃園：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郭靜宜等（2003）。桃園縣九十二年度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桃園：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郭靜宜等（2003）。新竹縣九十二年度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報告。新竹：新竹縣政府社會局。 

 
(E)提升教學品質各項創新表現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屬性 創新表現成果 

99 郭靜宜 製作教具 優等—基本縫教學光碟與操作板 

100 郭靜宜 編纂教材 優等--幼兒玩具應用 

100  郭靜宜 製作教具 佳作---投影片之疊片技法應用 

101 郭靜宜 製作教具 佳作---立方體，變!變!變! 

101 郭靜宜 編纂教材 優等---家政概論服裝單元補充教材 

101 郭靜宜 製作教具 優等---環保資源住宅設計示範教具 

101 郭靜宜 數位教材設計 家政概論服裝篇—手工基本縫 
 

100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高中職組佳作--2011 全國嬰幼兒教玩具製作比賽 

101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高中職組佳作—2012 馬偕全國嬰幼兒創意教具競賽 
大專組佳作------2012 馬偕全國嬰幼兒創意教具競賽 

101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高中職組第一名---第四屆全國紙芝居故事創作與表演

競賽 

101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高中職組第二名—2013 第一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幼兒

律動競賽) 

102 郭靜宜 編纂教材 
優等---嬰幼兒照護實務 
優等---創意偶的製作與應用 



102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高中職組佳作---2013 全國嬰幼兒教玩具製作比賽 
大專組佳作---2013 全國嬰幼兒教玩具製作比賽 

102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大專組佳作—2014 第二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說故事競

賽) 

103 郭靜宜 改進教學 佳作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104 郭靜宜 編纂教材 佳作-偶的製作與應用自編講義 

104 
林葙葙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台灣玩具協會主辦 104 年親子活動教案設計暨幼兒教

玩具競賽，大專學生組第一名 

104 郭靜宜 
105 年度數位教材製作競

賽 
佳作-家政概論服裝篇—手工基本縫 

105 郭靜宜 編纂教材 
優等-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補充教材--《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大綱-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 

106 郭靜宜 編纂教材 特優-語文教具補充教材---不一樣的書 

106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大專組第三名—2018 第六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幼兒律

動競賽) 

107 郭靜宜 編纂教材 
優等-幼兒餐點設計製作補充講義-嬰幼兒營養與膳食

(電子書) 

107 郭靜宜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大專組第二名—2019 第六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幼兒律

動競賽) 

 



 
 

 計畫 (Projects)：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執行期間 備註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性別平

等教育研究與發展計畫補助案 

 

主持人 2011.10-2012.8 主持人： 

郭靜宜 

王淑娟 

101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

計畫項下分項計畫三「服務天使

關懷計畫」 

協同主持人 2012.01-2012.11 主持人：江昱明 

協同主持人： 

郭靜宜、 

王淑娟 

102 年度 102 年度北區輔航計畫

主軸二子計畫 1-1「成立教師專

業社群」--幼保科創新教材教法

實務研討專業成長社群 

社群召集人 2013.05-2013.08 主持人：江昱明 

協同主持人： 

郭靜宜 

成員：許孟勤 

張素貞、林葙葙、

邱郁倫 

103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項下分項計畫 3-2「幼兒運動遊

戲指導員檢定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4.09-2014.10 主持人：浮絲曼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胡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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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別平等教育課

程學推動或教材法研發計畫 

協同主持人 2014.11-2015.7 主持人：王淑娟 

協同主持人： 

蔡秀芬、 孫立華、

郭靜宜 、吳建興 

2015 第二屆全人健康促進研討會

-提升兒童產業與教保品質分場 

協同主持人 2015.09 主持人：許家彰 

協同主持人： 

郭靜宜、 王淑娟 

104 學年師生增能計畫-教師深度

研習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6.01-2016.02 主持人：浮絲曼 

協同主持人： 

郭靜宜、 許家彰 

「幼保專業理論與實務融攝研習

--教師實務研習」(99 學年度提升

共同主持人 2010.1-2010.12 主持人：江昱明 



教學品質計畫 — 子計畫 2：提

升教師實務能力計畫)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林葙葙 

盧玉芬、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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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08.12 主持人：江昱明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王淑娟 

許孟勤、盧玉芬 

106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項下分項計畫 3-2「幼兒運動遊

戲指導員檢定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7.09 主持人：浮絲曼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翁榮銅 

106 年度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

項下分項計畫 3-2「教具製作比

賽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17.10 主持人：浮絲曼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 

107 年度教學實務研究計畫 主持人 2018 主持人：郭靜宜 

107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案 

 :幼兒園品格課程與教學設計 

主持人 2018.12-2019.05 主持人：郭靜宜 

107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

畫 1.1.6 推動多元學習機制方案: 

幼兒運動遊戲初級指導員證照研

習 

共同主持人 2018.10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王淑娟 

107 學年度「幼兒保育科-教玩具

設計製作競賽」 

共同主持人 2019.10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浮絲曼 

108 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子計畫 1.1 推動多元學習機制方

案:幼兒運動遊戲初級指導員證

照研習 

共同主持人 2019.10 共同主持人： 

郭靜宜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活動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托兒所、托嬰中心評鑑】 

桃園縣公私立托兒所評鑑委員 

1994-2009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安親班普查】  

桃園縣托育中心（安親班）普查 

2009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課後托育中心評鑑】  

桃園縣課後托育中心評鑑輔導 

2010-2011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社會局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教保環境規劃、幼兒行為觀察 

2007.8-2008.7 

 

私立泡泡園托 

兒所 

教育部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角落規劃、主題教學 
2008.8-2009.7 私立大惠幼稚園 教育部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角落規劃、主題教學 2008.8-2009.7 

私立一心幼稚 

園 
教育部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幼兒閱讀、課程設計 

 

2008.8-2009.7 

私立快樂營托 

兒所 
教育部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角落規劃、主題教學 2009.8-2010.7 
私立一心幼稚 

園 
教育部 

【幼稚園/托兒所輔導】  

角落規劃、主題教學 
2011.8-2012.7 

金門縣開瑄國 

小附設幼稚園 
教育部 



 
 

活動主題 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家長場次) 
2017.12.22 

慈文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學生場次) 
2016.06.06 

平南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教師場次) 
2015.11.04 

龍興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教師場次) 
2014.08.29 

武漢國中 教育部 

【演講】 

八年級職業試探演講 
2013.12.26 

仁和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家長場次) 
2013.03.16 

仁和國中 教育部 

【演講】 

七年級師學生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 
2013.03.09 

仁和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教師場次) 
2013.02.09 

仁和國中 教育部 

【演講】九年級職業試探演講 2012.12.3 仁和國中 教育部 

【演講】幼兒園新課綱教師研習 
2012.11.27 

三立托兒

所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家長場次) 
2012.05 

瑞平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學生場次、家

長場次) 

2012.06 

石門國中 教育部 

【演講】 

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講座(家長場次) 
2012.05 

大溪國中 教育部 

【演講】親職講座—親師合作 2012.12.25 一心幼稚園 一心幼稚園 

【演講】親職講座—親師合作 2011.12.16 一心幼稚園 一心幼稚園 

【演講】 

親職講座—親子溝通 

    2010.12.19 一心幼稚園 一心幼稚園 

【演講】 

教師進修—活動設計與角落規劃 
    2009.10 

廣東省惠州 吉尼爾幼兒園 

【演講】 

親職講座—陪孩子長大 
    2009.10 

廣東省惠州 吉尼爾幼兒園 

【演講】 

96 托兒所評鑑輔導說明會 
  2008.01.19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演講】 

95 托兒所評鑑輔導說明會 
  2007.01.10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演講】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2006.07.17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諮詢時間 (Office Hour) 
  

學年/學期 時段 1 時段 2 時段 3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三 1,2 堂 週四 1,2 堂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二 1,2 堂 週五 1,2 堂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7,8 堂 週二 3,4 堂 週三 3,4 堂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3,4 堂 週二 1,2 堂 週五 5,6 堂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3,4 堂 週三 3,4 堂 週四 3,4 堂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3,4 堂 週三 3,4 堂 週五 3,4 堂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一 6,7 堂 週三 6,7 堂 週五 6,7 堂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一 1,2 堂 週三 1,2 堂 週四 5,6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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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二 3,4 堂 週三 1,2 堂 週五 7,8 堂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7,8 堂 週四 7,8 堂 週五 7,8 堂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二 7,8 堂 週三 3,4 堂 週五 3,4 堂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二 7,8 堂 週四 3,4 堂 週五 3,4 堂 

       


	 授課 (Courses Offered)：
	（Ａ）學位論文
	（Ｂ）研討會論文

	 計畫 (Proje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