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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瓊慧 (Chiung‐Hui Chiu) Ph.D.
*學歷 日本上智大學教育學博士
*現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本職經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行政經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研發處 產學合作組組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教學組長
*資格
 教育部性別教育師資人才庫認可師資








保母人員職類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監評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專業認證評鑑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宣講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專業認證輔導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課程大綱輔導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特色發展輔導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適性教保輔導人員

*專業經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生物資料庫委員會委員
臺北榮民總醫院性別平等委推動員會委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宣講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專業認證輔導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課程大綱輔導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特色發展輔導人員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計畫適性教保輔導人員
台北市、新北市等公私立幼兒園、托嬰中心評鑑委員
台北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訪視委員
新北市教育局防災教育訪視委員
教育部「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講師
日本蒙特梭利兒童之家助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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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Certificate of Massage in School Program International Trainer
（MISP 兒童按摩國際培訓師證照）
 Certificate of Massage in School Program International Instructor
（MISP 兒童按摩國際講師證照）
 Certificate of Infant Massage Instructor
（IAIM 嬰兒按摩國際講師證照）
 嬰兒游泳國際講師證照（實習講師）
 IMPACT KIND HAND （幼兒按摩國際講師）
 IMPACT WELLBEING （按摩國際講師）
 Certified Project Associate
（IPMA Level D 專案管理師）
*開授課程
課程與教學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稚園教材教法、健康教材教法、創造力教學

文學與閱讀
教育
幼兒教育
嬰幼兒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語言學習

：兒童文學、幼兒文學
：親職教育
：幼兒教育概論、教保專業倫理、幼兒社會學
：知覺動作遊戲、托育服務概論
：性別與生活、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
：日文基礎一、日文基礎二

演講主題：
受邀至各幼兒園、國小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親子共讀、繪本教學、防災教育等專題演講，
性別相關講題包括幼兒性侵害防治教育的意義、重要性與內容、繪本中的性別圖像、性別平
等教育融入繪本教學、性別議題融入教學之課程規劃與教學模式…...等。

*期刊論文
邱瓊慧（2016）。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needle-related procedural pain and distres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健康科技期刊，3(2)，44-49。
邱瓊慧（2014）。再思幼托整合後的幼兒園師資培育。教育評論月刊，3(10)，3-5。
邱瓊慧（2014）。評介日本東京書籍版生活教科書. 教科書研究, 7(2), 117-135。
邱瓊慧（2013）。日本幼托制度改革下的 [兒童/育兒支援新制度]. 幼兒教育, (309), 18-30。
邱瓊慧（2012）。臺北市公立幼稚園辦理課後留園現況與困境分析研究. 幼兒教育, (305), 421.
邱瓊慧（2010）。幼兒園防災教育指標與教材轉化-以火災教材為例.。物業管理學會論文集,
66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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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瓊慧等 (2010)。日本兒童防災教育網站之內容分析-以 [消防防災博物館-兒童廣場] 為
例。 物業管理學會論文集，683-697。通訊作者。
邱瓊慧（2009）。幼兒園防災教育的教與學？-論其內涵與教學模式。2009 年物業管理暨防災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夏技術學院
邱瓊慧（2007）。職前教師創意教學行動之歷程研究—以幼稚園師資課程之幼兒文學課程為
例。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五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創
意論文集。89-104。
邱瓊慧（2006）。日本幼兒教育政策發展的回顧與啟示。教育資料集刊，31 輯，207-223。
邱琼慧（2006）。蒙台梭利教育的基本精神与启示。早期教育 (教師版)， 2006(4)，8-9。
邱瓊慧（2006）。日本保育制度之改革歷程及其現況探討。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九十四學年度激勵教師研究論文集。2-12。
邱瓊慧（1999）。台湾におけるモンテッソーリ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中譯：台灣蒙特
梭利教育學研究的現況與課題）。幼兒教育學研究，第 6 號，1-7。
邱瓊慧（1998）。モンテッソーリとピアジェ－幼児教育理論の類似点と相違点（中譯：蒙
特梭利與皮亞傑—幼兒教育理論的類似點與相異點）。幼兒教育學研究，
第 5 號，22-27 頁。

*研討會論文
邱瓊慧（2011）。仕事か、育児か－台湾女性の選択。日本保育学会第 64 回大会。日本：玉
川大学。
邱瓊慧（2009a）。臺北市公立國小附設幼稚園辦理課後留園現況調查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98 年度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邱瓊慧、張曉菁（2009b）。台湾における新住民子女の言語発達に関する研究。日本国際教
育学会第 20 回大会。日本：東京外国語大学。
邱瓊慧、翁麗芳、塘利枝子(2008a)。若者における異文化交流：台湾と日本の大学生交流経
験Ⅱ。日本国際教育学会第 19 回大会。日本：早稻田大學。

*技術報告
翁麗芳、邱瓊慧、洪福財、林曜聖、劉毓、徐于婷、高玲瑄（2009）。開拓兒童教養領域： 臺北市

公立幼稚園課後留園現況之研究. 98 年度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計
畫。
邱瓊慧（2009）。英國「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推廣運動之歷程研究。金鼎文教基金會委託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邱瓊慧（2008）。0-2 歲托育課程模組之建構。國立台北護理學院校務發展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
邱瓊慧（2006）。因應少子化的日本托育政策，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師資培育中心教師激勵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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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著作
邱瓊慧（2016）。第三章時間取樣、第四章事件取樣、第五章軼事記錄。收錄於蔡春美、洪
福財、邱瓊慧、盧以敏、張明傑、吳君黎（2016）。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2
版）。台北：五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09669
邱瓊慧譯， Janette K. Klingner, Sharon Vaughn, Alison Boardma 著（2015）。學習困難學生閱讀理
解概論。台北：心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00432
*繪本譯著
邱瓊慧譯，五味太郎 文圖（2016.8）。影子飛機。台北：上誼文化。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3248
邱瓊慧譯，香山美子 文，柿本幸造 圖（2015.12），分享椅。台北：小天下。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98630
邱瓊慧譯，有田奈央 文圖（2015.6）。弟弟不哭 ㄋㄟㄋㄟ來了。台北：台灣東方。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6799
邱瓊慧譯，Danny Parker 文、Matte Ottley 圖（2013.10）。降落傘男孩。臺北：台灣東方。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09875
邱瓊慧譯、山脇恭 文、菅原慶子 圖（2010.5）。寶寶的第一次：尿尿是什麼？。台北：維
京國際。入選 2010 年好書大家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67727
邱瓊慧譯、山脇恭 文、菅原慶子 圖（2010.5）。寶寶的第一次：衣服躲貓貓。台北：維京
國際。入選 2010 年好書大家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67727
邱瓊慧譯、山脇恭 文、菅原慶子 圖（2010.5）。寶寶的第一次：大口吃飯的秘密。臺北：
維京國際。入選 2010 年好書大家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67727
*橋梁書譯著
邱瓊慧譯，森山京 文，黑井健 圖（2016.4）。謝謝樹爺爺 我會跳繩了。台北：台灣東
方。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09786
邱瓊慧譯，龜岡亞希子（2016.2）。最棒的調味料。台北：台灣東方。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04777
*繪本導讀專文
邱瓊慧（2016.8）。繪本裡的影子遊戲～搭乘影子飛機，航向五味太郎的想像世界。《影子飛機》。
http://store.kimy.com.tw/Category/ProductDetail.aspx?no=H000000020165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3248
邱瓊慧（2015.6）。看見了嗎？孩子的大能力！。《弟弟不哭 ㄋㄟㄋㄟ來了》。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6799
邱瓊慧（2013.10）。我很安全，因為我有降落傘。《降落傘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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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09875
邱瓊慧（2015.1）。發揮創意，你我都能蓋滿夢想的集點章。《冬冬愛蓋章，咚！ (ぽんこ
ちゃん ポン！) 》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
wmUElEPTg3MQ==
邱瓊慧（2014.3）。做中學、不說教，讓孩子從體驗中學習！。《鴿子想要養小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0091
邱瓊慧（2014.1）。讓我也很想大聲說:「我的爸爸是○○○○」。《我的爸爸是電車司機 (おと
うさんはうんてんし) 》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
wmUElEPTgxMg==
邱瓊慧（2012.9）。從生活中體會父母的努力和辛勞 。《我的爸爸是麵包師傅 (おとうさん
は パンやさん) 》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
wmUElEPTc1Mg==
*相關文章
邱瓊慧（2014.12.31）。我們玩「蛋」了！幼兒科學就要這樣玩！。小康軒親親寶貝專欄‐教
師加油站。http://06kids.knsh.com.tw/Column1_1.asp?ID=77
邱瓊慧（2015.9.30）。繪本教學可以這樣做！～如何以繪本進行主題統整教學～。小康軒親
親寶貝專欄‐教師加油站。http://06kids.knsh.com.tw/Column1_1.asp?ID=100
邱瓊慧（2008.6.19）。小小孩看電視好嗎？。巧連智 教養資訊站，2008 年 6 月 19 日。
http://www.benesse.com.tw/educate/essay.asp?eid=1227&xid=3&stid=17
邱瓊慧（2008.6.16）。和孩子談電視新聞和節目。巧連智 教養資訊站，2008 年 6 月 16 日。
http://www.benesse.com.tw/educate/essay.asp?vid=3636
邱瓊慧（2007）。孩子不識字，該怎麼閱讀？。巧連智 教養資訊站。
http://www.benesse.com.tw/educate/essay.asp?vid=4422
巧連智育兒教養電子報‐本月專題。
http://www.benesse.com.tw/educate/essay.asp?eid=1227&xid=3&stid=17
邱瓊慧（2007）。提升自我親職力。巧連智 教養資訊站。
http://www.benesse.com.tw/educate/essay.asp?eid=1227&xid=3&st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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