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娟老師簡介 

 

大專教職經驗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主要教授課程或負責業務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

庭教育學系 

專任副教授 100年 8月起 兒童安全、學習檔案評量、測驗與評

量、家政教育概論、教保概論、兒童

社會與情緒教學、嬰幼兒發展評估、

教保觀摩與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

理三民托兒所 

兼任所長 94年 8月-99年

7月 

園務管理、教保專業發展、親職教育

規畫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

保科系 

專任副教授 93年4月起~100

年 7月 

教保實習、課後托育、兒童發展與輔

導、班級經營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

保科系 

專任講師 91~93年 幼兒活動設計與實驗、幼兒創造思

考、幼兒數學科學 

德育護專與技術學院 

幼保科 

專任講師 82年~91年 專題研究、兒童發展與輔導、教材教

法；幼兒教具設計、教保模式、幼兒

活動設計與實驗、 

臺北市立教育學院幼

教系 

兼任講師 82~83年 親職教育 

實踐專校家政科與實踐

管理學院生活應用系 

兼任講師 79~82年 兒童發展與輔導、親職教育 

中國文化大學家政系 兼任講師 79-85年 兒童發展與輔導 

 

專業服務 

教育部幼稚園輔導案輔導學者(民 95~100年)  

幼托整合後幼兒園評鑑系統研究計畫之審查委員 (民 96年) 

臺北市私立托兒所評鑑委員(民 93~100年起迄今) 

 

相關專業服務 

• 民 77~80年  研修碩士期間：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暑期「教師親子夏令營」之

策畫與執行、暨輔導員營前訓練。  

• 民 79~80年 參與「人本基金會」所舉辦之兒童森林小學假日生活營之策劃與活

動人員營前訓練。  

• 民 79~82年 參與台北市社教館家庭服務中心「親子成長生活營」與「快樂親子

教室」之策劃與執行、暨活動人員營前訓練。營中擔任親職課程主講。  

• 民 78~80年育達商職幼保科兼任教師(授課:兒童發展、家政教育)  



• 民 82~85年 接受救世傳播協會邀請在台北市政電台(有情天地)與中廣節目(活

出生命的色彩)作系列親子生活短講。  

• 民 82~86年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自我體驗與生活思考」特約講師  

• 民 83~93年 公共電視兒青組 節目顧問  

• 民 83~85年私立「種子學苑」(臺灣第二所森林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與在職輔導  

• 民 82~86學年  私立道生大學幼稚教育學分班講師(教師效能、氣質理論)  

• 民 97~99年 保母訓練課程講師(寶寶生活記錄、寶寶生活教育、保母角色)  

• 民 97、98年度中華民國幼教改革會監事 

• 民 99年兒照法學界 528行動聯盟發起人與執秘 

 

幼保相關行政經驗 

• 民 78-81年 天母品童心幼兒園園長，負責園務管理、教學督導、親職教育。 

• 民 82年~84年、93年專任幼保科/系行政 計 4年，期間協助經國幼保科創立經

國幼保中心、公設民營三民托兒所創設之招標案。 

• 民 94~99年公設民營三民托兒所所長 5年並經歷 97年第三次重新招標案 

• 民 93年兼任系行政老師協助系辦理國際研討會「幼兒語言發展」。 

• 民 96年申請承辦職訓局補助經國幼保系「安親課輔就業學程」 

• 辦理臺北市提升托育服務品質計畫:  民 96年 7月「空間與時間因素對教保活

動的影響」97年 4月「親子共讀萬花筒」、98年 6月「豆媧兒娃娃製作實務」、

99年 4~5月「專業教保機構參訪與研習:佳美、樟薪、諾瓦、善美真」、99年 4~5

月「兒童文學創作現象觀察與記錄(一)、(二)」、99年 4~5月「兒童文學作品後

製(一)、(二)」 

 

下頁續 

 

 

 

 

 

 



李慧娟  園所實務經驗結構圖(民 94~99年) 

 

•團隊凝聚 

•自我超越 

•生命的禮物 

•人際溝通與自我了
解 

•環境因應習性 

•教師協同合作共識 
 

 

•角落規劃、執行與評量 

•全語文教學理念 

•教師效能訓練 

•作息流程與銜活動 

•發展指標與學習指標 

•課程模式、融合教育 

•教師生命與工作角色省
思 
 

 

•父母效能訓練 

•幼兒氣質座談 

•親職聊天集 

•親子活動方案 

•親師合作規畫 

•發展「心的畢業方
程式」 

•教保專業發展與管理 

•財務與資產管理 

•餐點與製作管理 

•衛生保健與防疫管理 

•環境規畫與管理 

•教材教具資源管理 

•活動規劃與執行 

•人力資源管理 

•新手專業發展規畫 

•適性化實習作業設計 

園所實務
管理 

親職方案
與執行 

團隊合作
共識建立 

在職教師
專業成長
與輔導 



專業相關著作   

（一）研討會論文 

Lee, H. C.,Wang,L.C. (2011). Age changes in agentive perception to the day care cente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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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研究」研討會宣讀論文，6月 13日。 

張麗蘇、李慧娟，2009，「協助教保人員省思工作時間管理之行動研究」，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舉辦

之「幼兒園教師之行動研究」研討會宣讀論文，6月 13日。 

李慧娟、林鈺芳，2008，「幼兒園之科學活動與評量方法」，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舉辦之「2008 台

灣測驗與評量主題研究群」研討會中口頭發表。10月 31日。 

李慧娟，2006，少子化趨勢下蘇格蘭的幼兒教育相關政策--討論人引言，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舉辦之

「少子化趨勢下幼兒教育的危機與轉機」國際研討會中引言。11月 25日。 

李慧娟，2006，「空間與時間因素對教保規劃與活動之影響－以經國學院辦理三所托兒所為例」，在三

民托兒所舉辦之「九十六年度台北市教保人員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中口頭發表。 7月 14日。 

李慧娟、張毓容、許慧櫻、張文瑛、丁淑雲、林淨鈺、黃美芝，2005，「幼兒文字書本概念與可預測

讀物之相關研究─以台北縣某托兒所中班為例」。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舉辦之「2005年兒童語言發

展與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論文。12月 10日。 

(二)研究案 

李慧娟、邱書璇、高員仙、林昭溶，2004，幼保科系學生全腦運作效能與專業知能學習之相關性初探，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校內研究案。 

Reunamo, J., Wu. R., & Lee, H.C. (2009~). Children’s agentive perception uncovered. (臺芬國際合

作研究案，國科會申請中) 

(三)期刊論文 

Yang, S., Fee, C., Su,C., Lee, H.C., Yin, T., Chang, Y., Chen, C. & Wang, J. (2010). Knowledge 

about attitude towards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s: A survey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at kindergartens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pp.1-4. 

教學理念 

1. 重視啟動學生個人的內在學習動機與發展其內控品質 

2. 重視展現教師的身教典範與統整性與階梯鷹架式課程示範 

3. 重視規畫實習內容與行動學習活動 

未來研究領域(下頁續) 



1. 新手(novice)→專家(expert)＝＞專業氣質(professionalism)的形塑、如何構築幼兒園教師的整

體專業能力(whol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2. 幼兒自主(agentive)與社群(community)認知與學習 

3. 幼兒園家庭支持網絡(Day care based family supporting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