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苓 Yang, Hsi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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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1999/12 迄今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所) 專任副教授 (台灣)

學歷
1.

Ph.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Early Childhood Edcation) 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主修幼兒教育)

2.

Master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Early Childhood
Edcation)

3.

Bachelor of Scienc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天主教輔仁大學）, Taiwan

經歷
1.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嬰幼兒保育系(所) 系主任兼所長

2.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進修推廣部 主任

3.

教育部幼兒園輔導計劃 (課綱、適性) 輔導委員

4.

內政部兒童局「嬰幼兒照顧諮詢小組」委員

5.

社家署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補助計畫

6.

台北市幼兒園基礎評鑑 評鑑委員

7.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宜蘭縣托嬰機構

8.

兒童局委託研發「0-2 歲嬰幼兒適性發展學習活動」

9.

參與兒童局委託辦理「0 至 2 歲兒童親職教育教材編製計畫」

審查委員

評鑑委員、訪視輔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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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專長：
嬰幼兒遊戲、學習環境設計、教保方案

學術成果：
(A) 期刊論文
段慧瑩、楊曉苓、蕭彩琴（2012/12）
。我國居家式托育服務之回顧與前瞻。兒童及
少年福利期刊，20，頁 69-87）。
楊曉苓、黃馨慧（2011/01）。臺北市托嬰機構之托育品質分析：結構特性與過程品
質。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8，53-77。
楊曉苓、段慧瑩、陳芃蓁（2008/12）。建構 0-2 歲嬰幼兒適性發展學習綱要及學習
活動之研究。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4，85-105。
段慧瑩、楊曉苓（2008/06）
。社區保母系統訪督人員服務執行現況初探。兒童及少
年福利期刊，13，頁 105-120）。
楊曉苓（2007/02）。兒童事故傷害監測系統：從國際經驗看台灣現況。兒童及少年
福利期刊，11，頁 177-191。
楊曉苓（2006）。美國的嬰幼兒托育現況及家庭托育制度。載於幼教新知電子報
（http://atecce.org/paper18.htm），18，頁 9-17。
楊曉苓、胡倩瑜（2005/04）
。台北市合格家庭保母托育現況及托育服務品質認知之
研究。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8，頁 1-32。
楊曉苓（2003/10）。寶貝的遊戲發展全記錄－初生∼1 歲：社會行為發展－遊戲~發
現和世界互動的橋樑。學前教育，26（7），頁 74-75。
(B) 研討會論文
Yang, H. L. (2011, November). Child Care Quality for Infant/Toddler Program. Speech
presented in Seminar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China.
(2011/11/18)
Yang, H. L., & Huang, H. H. (2011, July). Center-based supervision as a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infant/toddler program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3rd O.M.E.P. World Conference , Hong Kong, China. （2011/07/07-07/09）
楊曉苓、楊金寶、江秀麗（2010）。幼托園所實施老幼代間方案之現況、需求、與
困境－以台北市為例。發表於「2010「祖父母節」國際實務論壇」
（9/20-9/21
台北市國家圖書館）。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台灣樂齡發展協
會主辦。
江秀麗、黃珍敏、楊曉苓（2009）。幼兒積木遊戲的進行樣貌－以「房屋」遊戲主
題為例。發表於「2009 創意『遊』樂園：產學對話組曲」國際學術研討會（10/14
台南縣）。南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段慧瑩、楊曉苓（2008）。照顧保母的保母：社區保母系統訪督人員圖像初探。發
表於「2008 台灣幼兒教育與照顧學術研討會」
（03/08 嘉義縣）。南華大學幼
兒教育學系。
楊曉苓、段慧瑩（2008）
。0-2 歲嬰幼兒適性發展學習活動綱要之研究。發表於「內
政部兒童局 96 年度研究成果發表會」托育服務論文集（02/21 台中市東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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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頁 61-88。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品質策進協會主辦。
段慧瑩、楊曉苓（2006）
。我國實施社區保母系統之現況探討。發表於「2006 年幼
兒教保-－理論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2~12/03，頁 271-289。台中教育
大學。
(C) 專書論文
楊曉苓（2010）。嬰幼兒與發展。楊金寶、楊曉苓、蔡延治著，嬰幼兒健康照護與
活 動 設 計 ， 第 二 章 ， 頁 29-64 。 台 北 ： 國 立 空 中 大 學 出 版 （ ISBN ：
978-957-661-876-5）
。
楊曉苓（2010）
。機構式托育：生活與學習環境規劃。楊金寶、楊曉苓、蔡延治著，
嬰幼兒健康照護與活動設計，第十章，頁 319-354。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出
版（ISBN：978-957-661-876-5）。
楊曉苓（2010）。嬰幼兒遊戲與活動設計。楊金寶、楊曉苓、蔡延治著，嬰幼兒健
康照護與活動設計，第十一章，頁 355-388。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出版（ISBN：
978-957-661-876-5）
。
(D) 技術報告
段慧瑩、楊曉苓（2011）
。
「保母托育管理與費用補助計畫」效益評估研究。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GRB 編號：PG10006-0236。
（2011/06-2011/10）
楊曉苓（2010）。跨代文化傳承學習模式：幼托園所實施老幼代間方案之現況、需
求、與困境。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劃」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
方案（成果報告），2009/08/11-2010/02/10。
楊曉苓（2009）。台北市托嬰機構提昇教保品質之研究：以機構為本位之臨床視導
方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研究計劃，2009/07-2009/12。
楊曉苓、段慧瑩（2007）
。0-2 歲嬰幼兒適性發展學習活動綱要之研究。內政部兒童
局委託研究，GRB 編號：PG9601-0449。（2007/03/05~2007/12/15）
楊曉苓（2005）。新法之後？建置我國兒童遊戲傷害資料的探索性研究。國科會專
題研究（NSC94-2412-H-227-001）。
楊曉苓（2002）。台北市合格家庭保母托育服務品質之評估研究。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補助研究計劃，2002/07-2002/12。
Yang, H. L. (1999). The contexts of scaffolding interactions in Taiwanese early childhood
classroo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獲國科會 2000 年甲種研究獎勵）
(E) 其他出版
楊曉苓（2012）。善用資源、輕鬆享受親子互動時光。 載於臺北市政府托育資訊服務網
站
」
單
(http://kidstp.npo.org.tw/knowledge_content.asp?type=&id=209&knowledge=1)。
（2012/07/06）
(http://kids.taipei.gov.tw)

，

「

知

識

加

油

元

楊曉苓等（譯）（2009）。嬰幼兒成長（第一章「保育與教育：理念與實務」、第二
章「聚焦：觀察嬰兒、學步兒及 2 歲大幼兒」）
。台北市：華騰文化（ISBN：
978-986-6637-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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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秀枝、謝瑩慧、張瓊云、楊曉苓等（譯）
（2007）。幼兒全人教育（第四章「處理
每日的例行公事」、第五章「幼兒身體動作的發展」）。台北市：華騰文化
（ISBN：986-7464-83-4）
。
楊曉苓、黃倩儀、魏毓瑩、潘明慧（譯）（2006）。嬰幼兒的創意資源。台北市：湯
姆生（ISBN：978-986-7138-84-2）
。
吳麗媛、楊淑朱、楊承達、楊曉苓等（譯）
（2005）。幼兒遊戲與發展理論（第五、
六章）。台北市：華騰文化（ISBN：986-7464-31-1）。
內政部兒童局發行，陳歷渝、王俊傑、白璐、張立東、陳榮煌、楊曉苓（譯）
（2005）。
兒童遊戲場安全手冊（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 CPSC）。台
北市：靖娟基金會。
楊曉苓（2004）。別再讓遊戲場危害兒童。聯合報民意論壇，10 月 18 日。
向盈穎譯，楊曉苓審定（2003）
。孩子們萬歲：義大利嬰幼兒保育方案（Bambini: The
Italian approach to infant/toddler care ）。 台 北 縣 ： 光 佑 文 化 （ ISBN ：
957-8641-75-3）
。
(F) 獲補助計劃

計畫名稱

計畫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教保品質精進計畫

計劃主持人

2016/01/012016/12/31

社團法人台北市幼兒園
協會

104 年度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訪視輔導 協同主持人
計畫

2015/04/012015/12/3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

2014/04/012014/12/31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社團法人台北市幼兒園
協 會辦 理 臺 北市 中正
托嬰中心

育成與永續經營--新莊德明公共托育 計劃主持人
中心品質精進計畫

2014/03/012014/12/31

新北市政府委託新北市
幼兒托育職業工會辦理
新莊德明公共托育中心

「Weplay」教玩具於 0-3 歲嬰幼兒發 計劃主持人
展之分析與應用

2013/06/012013/12/31

童心園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莊德明公共托育中心行政管理與教 計劃主持人
保品質提昇計畫

2012/09/01 - 新莊德明公共托育中心
2013/05/31

嬰幼兒家長親職教育模式之發展與成 計劃主持人
效評估研究

2012/08/01 –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2/12/31

臺北市中正托嬰中心托育品質提昇計
畫

0 至 2 歲兒童親職教育教材編製計畫

計劃主持人

課程教材研發專 2012/01/10 - 內政部兒童局
201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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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新莊市公共托育中心育成計畫

計劃主持人

2011/11/01 - 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
2012/05/31
會

保母托育管理與費用補助計畫效益評 共同主持人
估撰擬政策建議書案

2011/06/01 - 行政院研考會
2011/10/31

整合資訊應用技能於專業學習之行動 研究主持人
研究-以幼保系課程「嬰幼兒學習環境
設計」為例

2011/02/01 -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1/06/30

幼托園所實施老幼代間方案之現況、 研究主持人
需求、與困境

2009/08/01 - 教育部
2010/2/10

台北市托嬰機構提昇教保品質之研 研究主持人
究：以機構為本位之臨床視導方案

2009/07/01 -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09/12/31

0-2 歲托嬰機構的教保現況及托育品 研究主持人
質之評估研究

2008/01/01 -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2008/12/31

0-2 歲嬰幼兒適性發展學習活動綱要 計劃主持人
之研究

2007/03/06 - 內政部兒童局
2007/12/15

新法之後？建置我國兒童遊戲傷害資 主持人
料的探索性研究(94-2412-H-227-001-)

2005/08/01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6/07/31

台北市合格家庭保母托育現況之研究

2003/01/01 -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2003/12/31

研究主持人

台北市合格家庭保母托育服務品質之 主持人
評估研究

2002/07/01 -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0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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