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教育學系 111 學年度課程架構圖 

 

校定必修

(30 學分) 

共同必修 

(10 學分) 

通識課程 

(20 學分) 

大學中文 2 

英文領域 8 

體育 0 

服務學習 0 

核心必修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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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門課，須

修畢至少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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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8-12  
選修通識三大

領域中自由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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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專業知能課程(32學分) 

○師 幼兒發展 (一上，3學分) 

○師 幼兒教保概論 (一上，2學分) 

○師 幼兒觀察 (一下，2學分) 

○師 特殊幼兒教育 (二上，3學分) 

○師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二上，3學分) 

○師 幼兒園課室經營(三上，2學分) 

○師 幼兒健康與安全(三上，3學分) 

○師 幼兒學習評量 (三下，2學分) 

○師 幼兒園教材教法I (三下，2學分) 

○師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三下，2學分) 

○師 教保專業倫理 (四上，2學分) 

○師 幼兒園教保實習 (四上，4學分) 

○師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四下，2學分) 

---------------------------------------------------------------- 

教育基礎課程(至少6學分) 

○師教育心理學 (一上，2學分) 

○師教育社會學 (二上，2 學分) 

○師教育哲學 (二下，2學分) 

---------------------------------------------------------------- 

幼兒劇專題製作(四上，3學分) 

 
 

 

專業選修 

(35 學分) 

專門課程(至少4學分) 

○師幼兒STEAM教育課程 (一上，2學分) 

○師幼兒藝術(一下，2學分) 

○師幼兒文學(二下，2學分) 

○師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二下，2學分) 

○師幼兒科技 (二下，2學分) 

○師幼兒體能與律動(二上，2學分) 

○師幼兒音樂(三下，2學分) 

○師幼兒戲劇(三下，2學分) 

○師幼兒設會探究與情緒表達(三上，2學分) 

教育基礎課程 

○師教育概論(2學分) 

○師幼兒園行政 (三下，2學分)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6學分) 

○師教學原理 (2學分) 

○師幼兒遊戲 (一下，2 學分) 

○師幼兒園課程發展 (二下，2 學分) 

○師幼兒輔導 (四下，2 學分) 

○師幼兒學習環境設計(三下，2 學分) 

○師幼兒多元文化教育(三上，2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6 學分) 

○師人際關係與溝通 (三下，2 學分) 

 ○師幼兒園英語融入教材教法 (四上，2 學分) 

○師幼兒園教學實習 (四下，4學分，師資生必選！) 

 

幼兒繪本賞析與導讀(一上，3 學分)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一上，3 學分)       

創造性舞蹈教學(一上，3 學分)            

家庭教育 (一上，3 學分)   

環境與幼兒教育 (一下，2學分) 

創造力教育 (一下，2學分) 

教育研究法(一下，3 學分)   

兒童媒體素養與製作 (一下，3 學分)  

  幼兒教育專題研究 (二上，3 學分) 

幼兒發展專題研究 (二上，3 學分) 

近代幼兒教育思潮(二上，3 學分)         

幼兒語文教學 (二上，3 學分)   

幼兒生命教育 (二上，3 學分)   

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二下，3 學分)       

幼教名著選讀(二下，3 學分)             

教育統計 (二下，3 學分)                   

學校文化與幼兒教育 (二下，3 學分) 

族群、文化與家庭(二下，3 學分)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三上，3 學分)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Ⅰ(三上，2 學分)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三上，3 學分) 

嬰幼兒活動設計與環境規劃 (三上，3 學分) 

幼兒創造性課程(三上，3 學分) 

嬰幼兒保育實習(三下，3 學分) 

各國學前教育 (三上，3 學分)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Ⅱ(三下，2 學分) 

幼兒教育海外實習(三下，4 學分) 

  

器樂(四上，3 學分) 

托育原理與技術(四上，3 學分) 

幼教產業探索(四下，3學分) 

幼教事業經營 (四下，3學分) 

專題研究(一) (二上，1學分) 

專題研究(二) (二下，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三上，1 學分) 

專題研究(四) (三下，1 學分) 

專題研究(五) (四上，1 學分) 

專題研究(六) (四下，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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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定必修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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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畢業總學分：128 學分 

其餘選修 

(20 學分) 

可採計為其餘選修課程如下： 

(1)跨系課程。 

(2)超修之通識課程學分。 

(3)超修之本系專業選修課程學

分 。(備註：學分數不可分割採

計，同一科目之學分不可部分採

計為專業選修課程學分，部分採

計為其餘選修課程學分。) 

(4)第二教育學程學分。 

(備註：須非認列為系定必修、專

業選修學分、中等教育學程學分

→參見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

六、九條) 

(5)上修本系、外系之碩士班課

程。 (備註：上修碩士班課程不

可同時作為大學部及研究所學

分。如上修碩士班所課程欲作為

日後抵免研究所學分，則需申請

不計入學士學位畢業學分。) 

 

請注意！輔系、雙主修不可作

為其餘選修。  

除非輔系、雙主修無法完成，

且所修的課程於畢業時無法認

列為系定必修或專業選修者，

才會歸為「其餘選修」。 

 

備註： 

(1)原住民外加、獨招、僑生、外籍生不具師資生資格。 

(2) 為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師為幼兒園師資類科課程。 

(4)黃底為幼兒園類科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 

(5)本系學生之系專門(系定必修+專業選修)應修習本系所開設之科目。若選修外系或師培中心開設

各類學程之相同科目者，不得採計為本系系專門科目。如有特殊情形者，需事先提出申請，經核准

後始得修習。 

(6)選修課之授課年級、學期及開課數視該學年度整體情況調整。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77040,r7804.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77040,r7804.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77046,r7798.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61477,r7800.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3-1208-7192.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1159,r7799.php?Lang=zh-tw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179754.php?Lang=zh-tw
http://ec.site.nthu.edu.tw/p/404-1134-160488.php?Lang=zh-tw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67037,r3977.php?Lang=zh-tw
http://cfte.site.nthu.edu.tw/p/412-1275-1573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