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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課程填報資料（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填報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填報類科：幼兒園

適用對象：適用108學年度取得修習資格之師資生
 

 

 

 

 

 

※備註：■ 代表已符合，□ 代表尚未符合。

一、 報部核備時，請將此pdf檔列為附件上傳。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及素養指標、核心內容、融入議題等項目
，符合基準要求。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已完整送出，暫存狀態課程不列入學分統計及報部
清冊中。

■課程適用對象及規範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已填寫

■校內課程審議佐證資料:已上傳

■所有課程狀態皆為「已送出」

■規範學生修習教育實踐課程學分數達其應修畢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符合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46學分，學校開課規劃：62.0學分)

■教育基礎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15學分，學校開課規劃：20.0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17學分，學校開課規劃：24.0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14學分，學校開課規劃：18.0學分)

■專門課程學分數符合課程基準規範(課程基準規範：最低4學分，學校開課規劃：18.0學分)

■課程設計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符合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材教法：符合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學實習：符合

■課程設計已規劃含先修課程設計科目：符合

■整體教育專業課程符應每項教師專業素養及專業指標：符合

■整套課程有融入法定及必選教育議題：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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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貳、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54學分，其中：

1.專門課程，應修至少4 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基礎必修10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18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方法必修12學分)

4.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實踐必修10學分)

5.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應修至少32學分，並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
 

參、課程列表
 

一、教育專業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基礎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方法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實踐課程
應修學分數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課程應修學
分數

50.00 16.00 18.00 16.00 0.0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62.0 20.0 24.0 18.0 0.0 0.0

1
教育概論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2.0 選修 □ 2.0

2
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 必修 □ 2.0

3
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 必修 □ 2.0

4
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 必修 □ 2.0

5
教學原理
Teaching Methods

2.0 選修 □ 2.0

6
幼兒園課程發展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0 選修 □ 2.0

7
幼兒輔導
Guidance of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2.0

8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2.0

9
幼兒遊戲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y

2.0 選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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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10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2.0 選修 □ 2.0

11
幼兒園行政
Administr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2.0 選修 □ 2.0

12
幼兒園教學實習
Practicum for Teaching Young Children

4.0 必修 □ 4.0

13
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2.0

14
幼兒發展
Child Development

3.0 必修 □ 3.0

15
幼兒觀察
Observation of Young Children

2.0 必修 □ 2.0

16
特殊幼兒教育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3.0 必修 □ 3.0

17
幼兒教保概論
Found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2.0 必修 □ 2.0

18
幼兒學習評量
Assessment of Young Children

2.0 必修 □ 2.0

19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3.0 必修 □ 3.0

20
幼兒健康與安全
Health and Safety for Young Children

3.0 必修 □ 3.0

21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Pre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2.0 必修 □ 2.0

22
幼兒園課室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Preschool

2.0 必修 □ 2.0

23
幼兒園教材教法I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Preschool(I)

2.0 必修 □ 2.0

24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Preschool(Ⅱ)

2.0 必修 □ 2.0

25
教保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2.0 必修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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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門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26
幼兒園教保實習
Practicum in Preschool

4.0 必修 □ 4.0

27
人際關係與溝通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2.0 選修 □ 2.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18.0 -

1
幼兒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

2.0 選修 □

2
幼兒藝術
Arts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本課程並根據教育部公布之幼兒園教保活動大綱美感領域的課程目標，在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呈現

情意與藝術媒介方面的多元開發與整合。 主要聚焦於以下三點學習指標來進行循序漸進的課程規劃： 美-中-2-1-1 玩

索各種藝術媒介，發揮想像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美-中-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彩，進行創作 美-中-3-1-1 樂於

接觸視覺藝術、音樂或戲劇等創作表現，回應個人的感受

3
幼兒體能與律動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ovement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本課程並根據教育部公布之幼兒園教保活動大綱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的課程目標，發展穩定性、移動性與操作性動作

之「覺察與模仿」、「協調與控制」、「組合與創造」 三項能力的培養。

4
幼兒音樂
Music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5
幼兒戲劇
Drama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本課程並根據教育部公布之幼兒園教保活動大綱美感領域的課程目標，在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呈

現情意與藝術媒介方面的多元開發與整合。 主要聚焦於以下三點學習指標來進行循序漸進的課程規劃： 美-中-2-2-5

運用動作、玩物或口語，進行扮演 美-中-3-1-2 樂於參與在地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 美-大-3-2-3 欣賞戲劇表現，依個

人偏好說明其內容與特色

6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Social Studi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7
幼兒STEAM教育課程
STEAM Education in Early Years

2.0 選修 □

8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9
幼兒科技
Technology for young children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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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列表
 

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1 了解教
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
務

1-1 了解有關
教育目的和價
值的主要理論
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
理念與信念

9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
、幼兒園課程發展、幼兒學習評量、幼兒教保概論、幼兒園行政

1-2 敏銳覺察
社會環境對學
生學習影響
，以利教育機
會均等

8 幼兒園行政、幼兒教保概論、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幼兒多元文化教育、教育心
理學、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

1-3 了解我國
教育政策、法
規及學校實務
，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8 教育社會學、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育概論、幼兒學習環境設計、幼
兒教保概論、特殊幼兒教育、幼兒園行政、教保專業倫理

2了解並
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
求

2-1 了解並尊
重學生身心發
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異
，以作為教學
與輔導的依據

13 幼兒園教保實習、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特殊幼兒教育、幼兒觀察、幼兒發
展、幼兒健康與安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幼兒輔導、教
育概論、教育心理學、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學原理

2-2 了解並運
用學習原理
，以符合學生
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13 教學原理、幼兒科技、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幼兒園課程發展、幼兒學習環境
設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發展、幼兒遊戲、幼兒觀察、幼兒學習評
量、幼兒藝術、幼兒體能與律動

2-3 了解特殊
需求學生的特
質與鑑定歷程
，以提供適切
的教育與支持

5 幼兒觀察、特殊幼兒教育、幼兒發展、幼兒健康與安全、教學原理

3規劃適
切的課程
、教學及
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14 教學原理、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育社會學、幼兒音樂、幼兒園課程
發展、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
兒遊戲、幼兒學習評量、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幼兒園教保實習、幼兒園教
材教法(Ⅱ)

3-2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協同
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
教學及評量

7 幼兒STEAM教育課程、幼兒學習評量、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學實習
、幼兒戲劇、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學原理

3-3 具備任教
領域/群科/科
目所需的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13 教學原理、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幼兒音樂、幼兒科技、幼兒學習環境
設計、教育概論、幼兒健康與安全、幼兒學習評量、幼兒遊戲、幼兒STEAM教育課
程、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幼兒文學

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
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10 幼兒文學、幼兒學習評量、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幼兒
多元文化教育、幼兒科技、教育社會學、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學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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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
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17 教學原理、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育社會學、幼兒科技、幼兒學習環
境設計、幼兒園教學實習、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學習評量、幼兒文學、幼兒藝術、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
達、幼兒園教材教法(Ⅱ)、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幼兒體能與律動

3-6 根據多元
評量結果調整
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6 幼兒學習評量、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幼兒園教學實習、教育社會學、教學原
理

4建立正
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
輔導

4-1 應用正向
支持原理，共
創安全、友善
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
，以養成學生
良好品格及有
效學習

6 教學原理、教育哲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幼兒輔導、幼兒園課室經營、幼兒園教
保實習

4-2 應用輔導
原理與技巧進
行學生輔導
，以促進適性
發展

3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幼兒園課室經營、幼兒輔導

5認同並
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

5-1 思辨與認
同教師專業倫
理，以維護學
生福祉

9 幼兒園教學實習、教育概論、教育哲學、幼兒園課室經營、幼兒學習評量、幼兒
園教保實習、教保專業倫理、幼兒園行政、人際關係與溝通

5-2 透過教育
實踐關懷弱勢
學生，以體認
教師專業角色

5 人際關係與溝通、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教育哲學、教育概論、幼兒多元文化教
育

5-3 透過教育
實踐與省思
，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
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9 幼兒園教學實習、教育概論、教育哲學、幼兒戲劇、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
戲、人際關係與溝通、幼兒園行政、幼兒STEAM教育課程、幼兒園教保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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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融入議題列表
 

 

 

※*代表法定應融入議題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環境教育* 6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教學原理、教育社會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幼
兒學習環境設計、幼兒園教保實習

性別平等教育* 6 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幼兒園教學實習、
幼兒園教保實習

家庭教育* 4 教育概論、幼兒輔導、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幼兒園教材教法I

安全教育* 2 幼兒健康與安全、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防災教育* 1 幼兒健康與安全

家政教育* 1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藝術與美感教育 9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學實習、教育哲學
、幼兒音樂、幼兒戲劇、幼兒園教保實習、幼兒藝術、幼兒體能與律動

新移民教育 5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幼兒多元文化教育、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
學

融合教育 3 幼兒學習評量、特殊幼兒教育、幼兒遊戲

特殊教育 2 幼兒學習評量、特殊幼兒教育

生活教育 7 幼兒發展、幼兒觀察、幼兒園教學實習、教育概論、教育哲學、幼兒園教保實
習、人際關係與溝通

人權教育 3 幼兒教保概論、教育哲學、教學原理

媒體素養教育 2 幼兒科技、教育哲學

另類教育 4 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教學原理

本土教育 1 幼兒園課程發展

海洋教育 1 教學原理

媒體識讀 1 幼兒STEAM教育課程

閱讀素養 3 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幼兒文學、幼兒園教材教法I

法治教育 3 幼兒園行政、教育哲學、幼兒教保概論

生命教育 5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幼兒輔導、幼兒園
教學實習、幼兒園教保實習

原住民族教育 3 幼兒STEAM教育課程、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品德教育 6 幼兒文學、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幼兒園教學實習、教保專業倫理、幼兒園
教保實習

國際教育 2 教學原理、教育哲學

多元文化教育 9 教育哲學、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幼兒園
教學實習、幼兒園課室經營、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幼兒園教保實習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 1 幼兒科技

生涯規劃教育 4 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幼兒園教保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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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修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先修規劃 先修課程內容

幼兒園教學實習 依所列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兒園教材教法II、幼兒健康
與安全、幼兒園課室經營、幼兒園教保實習

幼兒觀察 依所列課程 幼兒發展

幼兒學習評量 依所列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
計

依所列課程 幼兒觀察

幼兒健康與安全 依所列課程 幼兒教保概論、幼兒觀察

幼兒園教材教法I 依所列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依所列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

幼兒園教保實習 依所列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兒園教材教法II、幼兒健康
與安全、幼兒園課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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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Foundation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一、瞭解教育學術的基本概念，及我國的教育現況。二、認識教育專業人員的角色與應有素養

，培養從事教育專業工作的興趣。三、培養探討教育相關之事務的興趣。四、培養分析教育議題

的能力。五、透過閱讀以探索自身的學習方向，奠定宏觀生涯視野的基礎。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專業素養3】(1)幼教課程取向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2)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溝通與決策及終

身學習

融入議題：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教師角色認知1.

課程與教學基礎2.

學校行政基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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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心理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Psychology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如何將心理學的原理原則運用於教與學，並期能有助於學習者個人的發展與成長

。在此目標下，可納入的相關主題包括：一、發展理論及其對教與學的含意。二、學習理論及其

對教與學的含意。三、個別差異。四、學習動機。五、有效的教學及評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與弱勢教育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3)多元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教育的實踐

【專業素養3】(2)課程發展、課程設計的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

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

行為取向的學習理論1.

認知取向的學習理論2.

建構取向的學習理論3.

人格、道德、認知與語言發展4.

動機與情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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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哲學 

課程英文名稱：Philosophy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科目是教育學程中的基礎科目，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解釋教育的概念和做法。其中包含各種主義

，如觀念主義、唯實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教育的分析哲學、批判理論、後現代、女性主

義等。希望能將這些主義與教育的概念做聯結，以增進對教育的理解。哲學各種形而上的假設是

本科教學的重點。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

化與弱勢教育

【專業素養4】(3)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法治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新移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

從哲學上的各種主義看它們對教育的主張。1.

對教育活動做哲學分析。2.

幫忙學生形成自己的教育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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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育社會學 

課程英文名稱：Sociology of Educatio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分成四大重點，介紹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特性；巨觀的教育社會學；微觀的教育社會學；以

及教育社會學理論在現實環境中的應用。希望透過理念的介紹，能讓學生對於教育社會學有粗淺

的認識。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與弱勢教育、(3)幼兒園

、家庭及社區環境與幼兒教育與照顧

【專業素養3】(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7)幼兒學習環境的理論基礎及規

劃原則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另類教育

理解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1.

探討教育機會均等概念與相關影響因素2.

分析學校與社會相關議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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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學原理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ethods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透過修習本科目課程之後，學生能了解教學原理的基本概念，能應用教學原理與方法於實際教學

情境之中，並且對於教學方面的教育研究產生興趣，奠定基本的教學知能。在課程內容的重點方

面，包括教學的基本概念、學理基礎、教學設計理念與模式、教學目標、主要的教學方法、班級

經營、教學媒體與科技、教學評鑑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專業素養3】(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專業素養4】(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國際教育、另類教育

教學原理的立論基礎與重要概念1.

教學方法的理解與策略學習2.

教學原理與方法之實踐與反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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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課程發展 

課程英文名稱：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說明幼兒園課程之意涵與理論基礎、課程要素與設計原則外，並闡述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之宗旨、內涵、實施通則及六大領域及適性課程之統整性主題課程設計。此外，本課程

將逐一介紹台灣當前較為普遍之幼兒園教學取向提供修課學生對於各類教學取向，包括：高瞻課

程、單元教學、主題教學、方案教學、華德福教學及蒙特梭教教學等之廣泛性的瞭解。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

【專業素養2】(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專業素養3】(1)幼教課程取向

融入議題： 

本土教育

1.幼兒園課程定義與理論基礎

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總綱與六大領域概覽

3.適性課程之統整性主題課程設計

4.各種幼教教學取向：高瞻課程取向、單元、方案與主題課程取向、華德福教育取向、蒙特梭
利教學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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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輔導 

課程英文名稱：Guidance of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認識幼兒輔導的基本理念與相關理論，認識並分析幼兒行為問題產生的原因

，以及幼兒問題可能產生之行為表徵。並依輔導原理訂定可行之幼兒團體及個別輔導策略，藉以

安排有效之輔導計畫，以及進行幼兒輔導之案例討論及實際練習。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5)幼兒觀察

【專業素養4】(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2)幼兒園親職教育、家園合作及社區協力、

(3)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家庭教育

1、幼兒輔導之理論基礎

2、幼兒團體輔導策略與個別輔導策略

3、幼兒各種問題行為輔導之案例分析

4、幼兒輔導之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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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課程英文名稱：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領學生探討環境與幼兒園課程間的關係、瞭解幼兒園設施設備的相關法規與環境的

安全維護、熟悉幼兒學習環境規劃的原則、觀察與分析環境對幼兒學習的影響。透由參訪、講座

、實例解析與實作，學習教室空間規劃、情境布置與活動設計的專業知能、並增進對幼兒園環境

品質的評估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4)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專業素養3】(7)幼兒學習環境的理論基礎及規劃原則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

環境與幼兒發展學習的關係1.

幼兒園環境規劃的原則、實例解析與實作2.

幼兒學習環境的評估工具3.

學習區的規劃與活動設計4.

幼兒學習環境與課程主題的結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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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遊戲 

課程英文名稱：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y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著重於探討將「遊戲」置於適當的環境當中，對於幼兒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藉由教學活動讓修課

同學對於兒童遊戲能夠有多元的了解與認識，並能適當運用。在課程中，除了解兒童遊戲的基本

理論之外，並能從中對於幼兒遊戲的「形式」與「元素」有所認識，更強調自兒童遊戲策略中

，了解引導者在幼兒室內與戶外遊戲裡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以體識兒童遊戲之於兒童發展的關

聯性。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專業素養3】(5)幼兒遊戲

融入議題： 

融合教育

1.遊戲的定義

2.遊戲與發展的關係

3.遊戲的觀察與紀錄

4.遊戲與學習及課程的關係

5.從幼兒遊戲看STEAM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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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了解台灣多元文化社會中，幼兒所屬之性別、族群、階級、特殊性等社會類別

對其學習的影響；認識多元家庭之教養觀及文化資源；了解如何運用多元背景家庭資源設計文化

融入課程；及熟悉如何執行反偏見課程，讓多元背景幼兒增能。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專業素養5】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與弱勢教育

【專業素養2】(3)多元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教育的實踐

【專業素養3】(10)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新移民教育

1.多元文化教育理論和議題

2.多元背景家庭文化資源

3.文化融入課程設計

4.幼兒反偏見課程

18 2019/04/25 08:31



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行政 

課程英文名稱：Administr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幼兒園行政管理所需要注意的重要議題，包括人事管理、知識管理、行銷管理、

財務管理、品質管理等，以及了解相關法令規定，並透過實際練習，使學生了解擬訂教育計畫的

格式與內容、擬定公文需注意的事項，以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檔案管理等，進而思考幼兒園在行

政上能做的改變。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3)幼兒園、家庭及社區環境與幼兒教育與照顧、(4)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

及實務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法治教育

1.幼兒園行政管理重要的法規及政策

2.幼兒園人事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含專業倫理

3.幼兒園財務與總務管理

4.幼兒園知識管理(教學與照顧)

5.幼兒園行銷管理(家長與社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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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教學實習 

課程英文名稱：Practicum for Teaching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4.0學分(教育實踐：4.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將教保理論轉化為實務教學，主要透過進園見習、進班試教，實際參與幼兒

園日常教保活動等方式，協助學生熟悉幼兒園的教保實務之運作、提升教保活動之規劃與實踐能

力、培養教師專業倫理及省思能力。並透過與園所專業人員互動及製作專業檔案的歷程，建立職

場溝通、及教保職涯規劃之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兒園教材教法II幼兒健康與安全幼兒園

課室經營幼兒園教保實習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

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

用

【專業素養4】(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

育、生活教育

主題規劃與教案設計1.

集中實習、教學省思2.

專業檔案製作3.

優質園所參訪或見習4.

課程回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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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 

課程英文名稱：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實踐：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to learn different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to design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o apply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for children’s English learning in their daily

lif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

用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1.Teaching young children English in Taiwan

2.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earlier, the better?

3.Theorie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4.Integrated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5.Accessible leaning environment for English learning

 

 

課程概述補充：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to learn different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to design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o apply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for children’s
English learning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topics cover the debates of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a younger age, the facts of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theorie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s well as a wide range of practical skills in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class observations are
provided. Also, participation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re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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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發展 

課程英文名稱：Child Development 

課程學分數：3.0學分(教育基礎：3.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科目旨在幫助學生了解個體發展的特性與保育原則，介紹個體自受孕至幼兒期的發展特徵、影

響發展的因素，以及適宜的教保策略。介紹幼兒發展的面向包括：幼兒腦的發展、生理動作發展

、知覺發展、認知發展、語言發展以及社會情緒發展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融入議題： 

生活教育

1.幼兒發展研究方法

2.早期學習、動作技能與知覺能力

3.認知發展

4.語言發展

5.情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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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觀察 

課程英文名稱：Observation of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目的在介紹觀察理論與技術，讓學生針對幼兒在身體動作、語言、認知、社會、情緒等

方面的發展或學習狀況進行觀察練習。本課程將討論：觀察的意義與目的、觀察者的角色、專業

性與保密性、客觀的觀察、觀察方法的選擇、觀察與評量的關係、軼事記錄法、日記記錄法、樣

本取樣法、事件取樣法、時間取樣法、檢核表、計數統計法、觀察的信效度與評估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發展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

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5)幼兒觀察

融入議題： 

生活教育

1.幼兒行為的觀察策略

2.日記法與軼事紀錄法

3.樣本描述法與觀察的信效度

4.事件描述法與質性觀察量化法

5.時間取樣法與次數統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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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特殊幼兒教育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課程學分數：3.0學分(教育基礎：3.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瞭解特殊教育發展歷史與學前特殊教育之現況。經由講述、參觀、影片與講

座等方式，引導學生熟悉特殊需求幼兒的鑑定安置輔導流程、政策與法規、特殊需求幼兒的發展

與輔導、個別化教育計畫等，最後探討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如何與特殊需求幼兒的家庭一起合作

。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4)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6)特殊需求幼兒身心特質、教學及輔導、(8)特殊教育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融入議題： 

融合教育、特殊教育

1.特殊教育政策與法規

2.特殊需求幼兒教育現況

3.特殊需求幼兒發展特質與教學輔導

4.特殊需求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5.與特殊需求幼兒的家庭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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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教保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Foundation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介紹幼兒教保工作的意義、基本概念與工作內容，使同學對幼兒教育及照顧有初步認

識，進而作為奠定未來成為專業教保服務人員之基礎。課程內容包括幼兒園教保內涵、教保理論

、我國學前教保的生態環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當今重要的教保法令與政策，以及教保人員

應有的專業能力與英表現的專業倫理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3)幼兒園、家庭及社區環境與幼兒教育與照顧、(4)主

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融入議題： 

人權教育、法治教育

1.幼兒教保服務的意義、重要性及範圍

2.教保服務工作的內容-教保課程內涵、幼小銜接、親職教育與社區資源的運用

3.幼兒教保思潮與人員典範

4.教保服務人員專業倫理

5.幼兒教保法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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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學習評量 

課程英文名稱：Assessment of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協助同學瞭解新舊評量派典之差異及評量與學習關係的演變；介紹幼兒發展與學習評

量之內容、種類及在幼教現場的運用；以幼兒發展篩檢實作提升同學幼兒發展評量能力，並連結

課綱，練習幼兒學習評量之規劃與實作。過程中將持續提升同學評量之專業倫理。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

【專業素養2】(5)幼兒觀察

【專業素養3】(9)幼兒學習評量與教學評量

【專業素養5】(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融合教育、特殊教育

1.新舊評量派典介紹

2.學習與評量關係的演變

3.幼兒發展篩檢

4.表現評量、真實評量及課程本位評量

5.幼兒學習評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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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課程英文名稱：Curriculum Design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課程學分數：3.0學分(教育方法：3.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課程主要目的是在協助修習本課程的同學認識課程的理論基礎、基本要素，並瞭解課程設計的基

本原理以及熟悉課程統整性設計的意義，同時以習得之課程設計原理設計教保活動，並協助同學

透過實例的分析，有效地將所理解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運用至實務經驗，藉由學習、評析

、討論等方法，增進幼教知能、應用及實務經驗的汲取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觀察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專業素養3】(1)幼教課程取向、(2)課程發展、課程設計的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10)幼

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1.課程基本概念與理論概說

2.活動課程設計要素

3.統整性課程的意義與價值

4.我國幼教目標

5.主題統整課程設計發想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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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健康與安全 

課程英文名稱：Health and Safety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3.0學分(教育方法：3.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包含幼兒健康與幼兒安全。(一)幼兒健康領域：旨在引導學生瞭解幼兒常見的健康問題

，熟悉基本的幼兒保育方法、幼兒健康照護的方法與幼兒園傳染疾病的管理等；(二)幼兒安全領

域：主要在引導學生瞭解幼兒常見傷害事故，熟悉幼兒園的安全管理、室內教保活動安全、戶外

遊戲場安全、幼兒園逃生演習與緊急應變措施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教保概論幼兒觀察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2)幼兒健康促進、安全與保護、常見健康問題及照護方法、(6)特殊需求幼兒身心

特質、教學及輔導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安全教育、防災教育

1.幼兒基本的保育方法

2.幼兒常見的健康問題

3.幼兒健康照護的方法

4.幼兒園常見傳染疾病的管理

5.幼兒園的安全管理

6.室內教保活動的安全

7.戶外遊戲場的安全

8.幼兒園逃生演習與緊急應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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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課程英文名稱：Pre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培養職前教師及教保人員在與多元背景家庭互動、合作及溝通所需建立的知能，除能

敏銳察覺多元背景家庭之需求與處境，並培養依不同需求規劃服務方案之能力。透過討論、對話

、講述、規劃等方式，幫助學生未來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經營幼兒園、家庭和社區之合作關係

。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專業素養5】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3)幼兒園、家庭及社區環境與幼兒教育與照顧

【專業素養2】(3)多元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教育的實踐

【專業素養3】(8)家庭和社區參與及教保課程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家政教育、新移民教育

1.幼兒園、家庭與社區關係之理論與相關議題

2.多元背景家庭的資源與知識技能

3.多元背景家庭的親職需求與相關活動規劃

4.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合作之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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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課室經營 

課程英文名稱：Classroom Management in Preschool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方法：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協助同學了解班級經營的基礎理論，引導同學能從班級經營的理論與實務

，來研究班級經營對於教師教學成效的影響，並協助同學能有效地將所理解的班級經營策略拓展

運用至實務班級經驗，以增進未來從事教育工作時所需的班級經營知能，包括各項班級經營知能

的理論、應用及實務經驗的汲取等。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4】(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3)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多元文化教育

1.幼兒園班級經營導論

2.班級常規建立

3.幼兒問題行為輔導與正向行為塑造

4.班級時間的管理與運用

5.人際溝通（園內、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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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教材教法I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Preschool(I)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實踐：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建構教學的能力，促使學生探究幼兒園之課程與教學取向，認識社會、情緒

和語文等領域之能力發展、相關學習理論以及教材教法(教學目標、內容與方法等)、熟悉幼兒園

教學材料(繪本、教具、坊間教材等)，以協助學生具備撰寫教學活動設計之能力。課程將介紹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內容，課程亦安排學生至幼兒園見習，熟悉幼兒園的教學情境。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10)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1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教材教法的應用

融入議題： 

家庭教育、閱讀素養

1.新課綱架構與精神(社會建構論、遊戲)

2.幼兒園教學方法與型態（幼兒創造性教學之理論與教學實例）

3.社會領域教材教法

4.情緒領域教材教法

5.語文領域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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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課程英文名稱：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Preschool(Ⅱ)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實踐：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建構教學的能力，學習幼兒園之探究課程之教學取向，認識身體動作與健康

、美感和認知等領域之能力發展、了解相關學習理論以及教學法、並熟悉幼兒園教學材料(繪本、

教具、坊間教材等)。課程主題含括協助學生編寫教學活動設計，並結合創造性教學理論與統整性

課程之概念，設計、執行和評量跨領域之教學計劃，並至幼兒園進行試教。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10)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1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教材教法的應用

融入議題： 

安全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

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教材教法1.

美感領域教材教法2.

認知領域教材教法3.

幼兒園試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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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教保專業倫理 

課程英文名稱：Professional Ethic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實踐：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教保相關政策法規與倫理內涵，以提供學生理解教保服務人員之權利、義務、責

任、專業規範以及幼兒與家長的權益，培養職前教保服務人員之專業認同、習得幼教理念與專業

能力與態度，覺察並省思職場中的倫理議題，獲得合宜的情緒表達與職場溝通能力，具備專業倫

理素養，以良好的專業知能在進入幼教職場後提供幼兒專業的學習品質。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4)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

1.幼兒教育專業倫理守則

2.中華民國幼兒教育專業倫理守則

3.專業倫理議題思考策略：對幼兒的倫理、對家庭的倫理、對同事的倫理、對社會的倫理

4.自己與他人情緒的認識

5.人際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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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教保實習 

課程英文名稱：Practicum in Preschool 

課程學分數：4.0學分(教育實踐：4.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將教保理論轉化為實務教學，主要透過進園實地實習、進班試教，實際參與

幼兒園日常教保活動等方式，協助學生熟悉幼兒園的教保實務之運作、提升教保活動之規劃與實

踐能力、培養教師專業倫理及省思能力。並透過與園所專業人員互動及製作專業檔案的歷程，建

立職場溝通、及教保職涯規劃之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所列課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兒園教材教法II幼兒健康與安全幼兒園

課室經營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2)幼兒健康促進、安全與保護、常見健康問題及照護方法、(5)幼兒觀察

【專業素養3】(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專業素養4】(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

育、生活教育

幼兒園實務、課程發展與課程設計、幼兒園品質評估1.

優質園所參訪2.

實習幼兒園實地實習3.

教保活動設計、試教與保育實作、回顧與省思4.

專業檔案之規劃與製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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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人際關係與溝通 

課程英文名稱：Human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實踐：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與正向溝通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能力。本課程旨在培養與增進學生的溝通協調能

力，以建立和諧圓滿的人際互動。課程中以理論配合生活常見的例子，說明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

與溝通的方法，包含自我概念、積極傾聽、有效表達、衝突解決、自我肯定等主題，並利用有趣

的課堂活動，讓同學練習與體驗增進人際關係的技巧。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生活教育

1.人際關係的意義、特性與重要性

2.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

3.傾聽與溝通

4.人際衝突與溝通

5.壓力調解與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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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文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ldren's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帶領學生探索成人如何在創作給幼兒的書中呈現兒童形象及童年概念，培養學生成為

具批判閱讀能力的幼兒文學讀者。幫助學生認識各種文類、作家及作品，並了解幼兒文學的創作

與出版，進而學習多元閱讀教育與文學教育的意涵。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閱讀素養

幼兒文學類型1.

文學與幼兒的關係2.

瞭解與實作幼兒文學的創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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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藝術 

課程英文名稱：Arts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了解幼兒藝術課程與教學的相關理論，認識與運用幼兒藝術創作的工具與多

元媒介，透過實務同儕試教以建立學生具備視覺藝術教學的基礎認知與素養。從做中學與行中思

，親身參與創意、創作到創價的歷程，培養適性的幼兒藝術教師角色特質、課程設計以及多元教

學策略引導知能。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5)幼兒遊戲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1.對稱概念-探索虛實線條與正反空間概念，如何創作版面?哪些藝術家作品，具有什麼特色?

(發想可能:版畫、對摺圖畫、墊版畫、紙板畫、珍珠版畫、光碟反射、楊英 風、安迪渥荷等)

2.色彩渲染-探索色料與水份的微妙漸層混色歷程，如果摺疊紙張預測圖案樣貌也充滿探究的
樂趣，紙質的選用是否會影響創作成果?

(發想可能:濕水彩畫、染畫-紙、紙巾、棉布、捆染畫、紙漿畫、華德福等)

3.型塑動詞-紙黏土、油黏土、麵粉黏土等的特質不同為何?要透過哪些動態方式來成形?可否
想出五十個動詞呢?

4.環境探究-戶外就是幼兒收集鬆散材料的資源室，運用這些撿拾也可以發現許多藝術。在金
木水火土的元素中探討自然素材的轉化與運用，除了新竹玻璃工藝館還有哪裡值得一遊?

5.物品偶建-從不要的衣物襪或是布料、鈕釦等中，用縫、用 編、用織發現偶的誕生!讓偶家
族在一場戲中歡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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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體能與律動 

課程英文名稱：Physical Education and Movement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介紹幼兒身體動作與健康以及美感領域的基本概念，使學生能瞭解幼兒動作發展的基

本元素與運用方式，幫助學生能設計幼兒體能與律動的活動與進行實作試教與律動編創演出，更

加瞭解幼兒階段身心發展特質，具備幼兒課程與教學的知能以及發展幼兒藝術知能與創造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5)幼兒遊戲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1.幼兒肢體發展與動作元素簡介

2.課綱身體動作與健康以及美感領域指標解說

3.律動編創與體能教案設計，分組教學設計與討論

4.律動編創與體能指導原則與實作

5.音樂的選用與律動實作(自選)，兒歌結構解析，音樂詞曲詮釋與編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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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音樂 

課程英文名稱：Music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結合奧福音樂教學法、高大宜音樂教學法、達克羅茲音樂教學法等，作實務分析及練習

，以瞭解音樂的本質為藍本，加上生活經驗的精華及適應生活的有效方法，配合其它音樂教學法

及音樂家的經驗，提升敏銳的觀察力與感受力，並靈活運用於幼兒教學中，使兒童能夠自然地親

近、感受、喜好音樂，同時獲得良好的人格發展，進而提升對於藝術、美感教育及鑑賞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

用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1.幼兒音樂的內涵—律動教學與動作發展認知學習

2.幼兒音樂律動教學認知(認識幼兒生理、心理發展的特徵，依幼兒年齡次序之動作發展概況)

3.幼兒音樂教育(達克羅茲律動教學法、奧福教學法、鈴木教學法、高大宜教學等)

4.創意的幼兒音樂教學(節奏遊戲、模仿遊戲、自然韻律的表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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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戲劇 

課程英文名稱：Drama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認識戲劇基本類型與元素、開發學生創作及想像力，學習自我表達，介紹教

育劇場的類型、說演故事的方法、幼兒劇的創作以及演出行政分工，為大四畢業公演幼兒劇演出

而準備。並根據教育部公布之幼兒園教保活動大綱美感領域的課程目標，在探索與覺察、表現與

創作、回應與賞析呈現情意與藝術媒介方面的多元開發與整合。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5)幼兒遊戲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收集與選用繪本來說演故事，解析故事文本的角色、情節、情境進行讀劇1.

戲劇中的道具元素、物品劇場、偶戲、一桌二椅的象徵運用等2.

說演故事與物品劇場呈現3.

兒童劇團介紹與演出賞析、戲劇的燈光元素(光影戲與黑光劇等)、各組劇本討論4.

戲劇中的音樂元素、小組劇本初稿討論，角色詮釋與小組排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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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課程英文名稱：Social Studi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幼兒社會發展及幼兒情緒發展的內涵，並探討教學策略，藉以增進學生進行幼兒

社會教學以及幼兒情緒教學的能力。主要課程內容包括：幼兒的社會發展、幼兒社會教學內涵與

策略、幼兒情緒發展、幼兒情緒教育內涵與策略，並透過幼兒社會與情緒領域之教學活動設計、

實地試教與檢討、多元敘事成果發表會等，增進學生課程思考及實務教學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4】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專業素養3】(1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教材教法的應用

【專業素養4】(3)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融入議題： 

生命教育

1、幼兒情緒發展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發現

2、情緒教育之內涵與策略

3、幼兒社會發展之理論與相關研究發現

4、幼兒社會能力教學之內涵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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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STEAM教育課程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Education in Early Years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ss are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quiry-based STEM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ways to improve and assess young

children’s inquiry ability. Three approaches are introduced: (1) theme-based STEM

activities, (2) project-based STEM curriculum, and (3) project approach to STEM

curriculum.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媒體識讀

1.Inquiry cycle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2.Theme-based STEM activity

3.Computational thinking

4.STEM projects

5.Culturally integrated STEM projects

 

 

課程概述補充：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ss are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quiry-based STEM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ways to improve and assess
young children’s inquiry ability. Three approaches are introduced: (1) theme-
based STEM activities, (2) project-based STEM curriculum, and (3) project approach
to STEM curriculum. This class also involves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ally
integrated STEM curriculum. Students will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they
learn in this class to hold a STEM camp and develop STEM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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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 

課程英文名稱：Science and Mathematics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理解幼兒科學與數學教學的理論基礎(含與STEM教育關係、幼兒概念發展、教

學理論等)及其教學目標、內容與方法等，並且認識數學與自然科學的相關資源及教具的選擇、運

用與製作，以促進幼兒科學與數學課程及活動的設計能力，進而增強幼兒科學與數學的教學能力

。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

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

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4)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5)幼兒觀察

【專業素養3】(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5)幼

兒遊戲、(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10)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生命教育

1.幼兒園新課綱認知領域

2.幼兒科學與數學概念發展(非正式數學、科學迷思概念)

3.科學程序能力(觀察、推論、紀錄、實驗等探究能力)

4.幼兒科學與數學教育理論及趨勢(STEM教育)

5.幼兒科學與數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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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科技 

課程英文名稱：Technology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奠基在幼兒發展及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探討幼兒生活科技及資訊科技的學習與教學。幼兒

生活科技的範疇包括幼兒生活中科技使用需求，到因著幼兒的需求而使用的科技工具的學習，以

及教育者能瞭解、評估及整合符合幼兒發展而使用在教室中的科技。幼兒資訊科技主要的範疇瞭

解幼兒的運算思維的發展，並能在非螢幕的情境下設計萌發幼兒運算思維的教學。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專業素養3】(5)幼兒遊戲、(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融入議題： 

資訊教育(含數位學習)、媒體素養教育

1.幼兒科技素養的思認識與培養

2.生活科技的教與學運用

3.資訊科技的教與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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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本校 107 年 11 月 29 日師資培育中心中心會議通過 

本校 107 年 12 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依據教育部發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規 

劃開課。 

二、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54學分，其中： 

1.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4 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基礎必修10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18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方法必修12學分) 

4.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實踐必修10學分) 

5.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應修至少32學分，並取得敎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 

三、本校規劃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 

至擬任教類科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54 小時，並應經本

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四、申請幼兒園類科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者，應修至少 10 學分全英語授課之師培課程，

其中： 

1. 教育實踐課程－幼兒園教學實習為必修、幼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為必選，應修至少 6 

學分。 

2.專門課程與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合計至少 4 學分，其中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2學分。 

五、本課程表適用108學年度起取得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者（包括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 

    師資生）。惟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適用依教育部實施計畫規定。 

六、本表經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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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素養 必、選修修習 備註 

 

專門 

課程 
 

幼兒文學 2 2 3 選  

 

 

 

 

  

至少 4 學分 

幼兒藝術 2 2 2、3 選 

幼兒體能與律動 2 2 2、3 選 

幼兒音樂 2 2 3 選 

幼兒戲劇 2 2 3、5 選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2 2 2、3、4 選 

幼兒 STEAM 教育課程 2 2 3、5 選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 2 2 1、2、3、5 選 

幼兒科技 2 2 2、3 選 

教育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2 1、2、3、5 選 

 

至少16學分 
(包含教保專業知能

課程中教育基礎必修

10學分) 

教育心理學 2 2 1、2、3 必 

教育哲學 2 2 1、4、5 必 

教育社會學 2 2 1、3 必 

幼兒園行政 2 2 1、5 選 

教育方法

課程 
 

教學原理 2 2 2、3、4 選 

 

至少 18 學分 
(包含教保專業知能

課程中教育方法必修

12學分) 

幼兒園課程發展 2 2 1、2、3 選 

幼兒輔導 2 2 2、4 選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 2 1、2、3 選 

幼兒遊戲 2 2 2、3 選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2 2 1、2、3、5 選 

教育實踐

課程 

幼兒園教學實習 4 4 3、4、5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園

教保實習」 至少 16學分 
(包含教保專業知能

課程中教育實踐必修

10學分) 
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 2 2 3 選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2 5 選  

教 

保 

專 

業 

知 

能 

課 

程 

 

教育

基礎 
(10 學分) 

幼兒發展 3 3 2 必  

1.依「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相關系

所科與輔系及學

位學程學分學程

認定標準」規定

辦理，應修至少 

32 學分，並取得

敎保專業知能課

程學分證明。  

2.本校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業經教

育部 107年 5月

11日臺教師(二)

字第 1070071274 

號函核定。 

幼兒觀察 2 2 2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發

展」 

特殊幼兒教育 3 3 1、2 必  

幼兒教保概論 2 2 1 必  

教育

方法 
(12 學分) 

幼兒學習評量 2 2 1、2、3、5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3 2、3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觀

察」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3 2、3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發

展、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 2 1、2、3、5 必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2 4、5 必  

教育

實踐 
(10 學分)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2 2 3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2 2 3 必 

教保專業倫理 2 2 1、5 必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4 2、3、4、5 必 

先修課程為「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設

計、幼兒園教材教法

ⅠⅡ、幼兒健康與安

全、幼兒園課室經

營」 

合計規劃總學分數為 80 學分，至少應修習 54 學分 

 



108年4月25日

 

師資職前課程填報資料（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依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填報學校：國立清華大學

填報類科：全英語授課-幼兒園

適用對象：本課程表適用108學年度起取得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

生資格者（包括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師資生）
 

 

 

 

 

 

※備註：■ 代表已符合，□ 代表尚未符合。

一、 報部核備時，請將此pdf檔列為附件上傳。

二、 請確認貴校規劃學分數及素養指標、核心內容、融入議題等項目
，符合基準要求。

三、 請確認每門課皆已完整送出，暫存狀態課程不列入學分統計及報部
清冊中。

■課程適用對象及規範學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已填寫

■校內課程審議佐證資料:已上傳

■所有課程狀態皆為「已送出」

■課程設計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符合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材教法：符合

■教育實踐課程已規劃教學實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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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修習學分數規範
 

貳、課程設計其他補充說明
 

(一)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54學分，其中：

1.專門課程，應修至少4 學分。

2.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基礎必修10學分)

3.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18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方法必修12學分)

4.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16學分。(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中教育實踐必修10學分)

5.教保專業知能課程，應依「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規定辦理，應修至少32學分，並取得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證明。

 

(二)申請幼兒園類科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者，應修至少10學分全英語授課之師培課程，其中

：

1.教育實踐課程－幼兒園教學實習為必修、幼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為必選，應修至少6學分。

2.專門課程與教育基礎課程應修合計至少4學分，其中專門課程應修至少2學分。
 

參、課程列表
 

一、教育專業課程
 

 

二、專門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基礎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方法課程
應修學分數

教育實踐課程
應修學分數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課程應修學
分數

8.00 2.00 0.00 6.00 0.0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8.0 2.0 0.0 6.0 0.0 0.0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 選修 □ 2.0

2
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Young Children

2.0 必修 □ 2.0

3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Practicum for Teaching Young Children

4.0 必修 □ 4.0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學分數小計 4.0 -

1
幼兒文學(全英語教學)
Children' s Literature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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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選修
跨類
課程
設計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育
實踐
課程

特殊需求領
域及領域/科
目調整知識
課程

普通
課程

2
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
STEAM Education in Early Years

2.0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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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列表
 

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1 了解教
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
務

1-1 了解有關
教育目的和價
值的主要理論
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
理念與信念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1-2 敏銳覺察
社會環境對學
生學習影響
，以利教育機
會均等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2了解並
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
與學習需
求

2-1 了解並尊
重學生身心發
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異
，以作為教學
與輔導的依據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2-2 了解並運
用學習原理
，以符合學生
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3規劃適
切的課程
、教學及
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3-2 依據課程
綱要/大綱、課
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協同
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
教學及評量

2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

3-3 具備任教
領域/群科/科
目所需的專門
知識與學科教
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 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幼兒
文學(全英語教學)

3-4 掌握社會
變遷趨勢與議
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2 幼兒文學(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3-5 應用多元
教學策略、教
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4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幼兒文學(全英語教學)、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全
英語教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3-6 根據多元
評量結果調整
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2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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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指標 課程數 符應素養/指標之課程

4建立正
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
輔導

4-1 應用正向
支持原理，共
創安全、友善
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
，以養成學生
良好品格及有
效學習

1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5認同並
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

5-1 思辨與認
同教師專業倫
理，以維護學
生福祉

1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5-3 透過教育
實踐與省思
，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
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

2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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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融入議題列表
 

 

 

※*代表法定應融入議題

議題名稱 課程數 融入議題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 2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環境教育* 1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藝術與美感教育 1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生活教育 1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媒體識讀 1 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

新移民教育 1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閱讀素養 2 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幼兒文學(全英語教學)

品德教育 3 幼兒文學(全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
教學)

原住民族教育 1 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

生涯規劃教育 2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多元文化教育 2 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生命教育 1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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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修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先修規劃 先修課程內容

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
教學)

依說明 先修課程為「幼兒園教保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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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資料
 

課程中文名稱：教育心理學(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Educational Psychology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基礎：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探討如何將心理學的原理原則運用於教與學，並期能有助於學習者個人的發展與成長

。在此目標下，可納入的相關主題包括：1.發展理論及其對教與學的含意、2.學習理論及其對教

與學的含意、3.個別差異、4.學習動機、5.有效的教學及評量。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1】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專業素養2】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量、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1】(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與弱勢教育

【專業素養2】(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3)多元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教育的實踐

【專業素養3】(2)課程發展、課程設計的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

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品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

1.行為取向的學習理論

2.認知取向的學習理論

3.建構取向的學習理論

4.人格、道德、認知與語言發展

5.動機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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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2.0學分(教育實踐：2.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to learn different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to design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o apply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for children’s English learning in their daily

life.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

用

融入議題： 

閱讀素養

1.Teaching young children English in Taiwan

2.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earlier, the better?

3.Theorie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4.Integrated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5.Accessible leaning environment for English learning

 

課程概述補充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to learn different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to design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o apply integrated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for children’s
English learning in their daily life. The topics cover the debates of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t a younger age, the facts of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theorie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s well as a wide range of practical skills in integrat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nglish class observations are
provided. Also, participation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re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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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園教學實習(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Practicum for Teaching Young Children 

課程學分數：4.0學分(教育實踐：4.0學分 ) 

課程選修別：必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將教保理論轉化為實務教學，主要透過進園見習、進班試教，實際參與幼兒

園日常教保活動等方式，協助學生熟悉幼兒園的教保實務之運作、提升教保活動之規劃與實踐能

力、培養教師專業倫理及省思能力。並透過與園所專業人員互動及製作專業檔案的歷程，建立職

場溝通、及教保職涯規劃之能力。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依說明：先修課程為「幼兒園教保實習」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3-6 根

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專業素養4】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專業素養5】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

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

用

【專業素養4】(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融入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藝術與美感教

育、生活教育

主題規劃與教案設計1.

集中實習、教學省思2.

專業檔案製作3.

優質園所參訪或見習4.

課程回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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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文學(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Children' s Literature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to get into the worl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topics cover the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 and to respond to literature.

Different kin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would be introduced in the class,

including books for the very young children, picture storybooks, poetry,

fantasy...etc. Participation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demonstrations are

required.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

，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融入議題： 

品德教育、閱讀素養

The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

Child development and literature2.

Th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 and to respond to literature3.

The kind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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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文名稱：幼兒STEAM教育課程(全英語教學) 

課程英文名稱：STEAM Education in Early Years 

課程學分數：2.0學分 

課程選修別：選修 

課程屬性：■英語授課 □教材教法課程 □教學實習課程 □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與訓練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課程概述：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ss are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quiry-based STEM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ways to improve and assess young

children’s inquiry ability. Three approaches are introduced: (1) theme-based STEM

activities, (2) project-based STEM curriculum, and (3) project approach to STEM

curriculum. This class also involves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ally integrated STEM

curriculum.

課程大綱：

先修課程：

未規範先修課程

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3】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量、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專業素養5】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力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3】(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專業素養5】(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融入議題： 

原住民族教育、媒體識讀

1.Inquiry cycle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2.Theme-based STEM activity

3.Computational thinking

4.STEM projects

5.Culturally integrated STEM projects

 

 

課程概述補充：

The purposes of this class are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quiry-based STEM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ways to improve and assess
young children’s inquiry ability. Three approaches are introduced: (1) theme-
based STEM activities, (2) project-based STEM curriculum, and (3) project approach
to STEM curriculum. This class also involves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ally
integrated STEM curriculum. Students will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they
learn in this class to hold a STEM camp and develop STEM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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