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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假日班 幼兒保育系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 
     必修 40學分【含校訂必修 8學分，系訂必修 32學分】 
     選修 32學分【校訂選修 4學分，系訂選修 28學分  】 跨系選修最多 4學分 
   ＊系訂必修 32學分乃依據「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分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需業經教育部教審認通過，令核予教保知能證

明。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校訂必修 SOA002 實用英文 2/2 系訂必修 SOA204 特殊教育導論 3/3 

校訂必修 SOA001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SOA219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SOA212 兒童發展 3/3 系訂必修 SOA218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系訂必修 SOA202 幼兒教保概論 2/2 系訂必修 SOA221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系訂必修 SOA2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系訂必修 SOA211 嬰幼兒保健 3/3 

系訂選修 SOA833 兒童文學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ㄧ) 2/2 

系訂選修 SOA868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64 家政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5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系訂選修 SOA881 人際關係 2/2 

系訂選修 SOA816 幼兒節奏樂 2/2 系訂選修 SOA813 幼兒律動 2/2 

系訂選修 S0A878 母嬰照護 2/2 系訂選修 SOA877 兒童遊戲 2/2 

系訂選修 S0A886 多元文化與家庭 2/2 系訂選修 SOA875 色彩學 2/2 

    系訂選修 SOA887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2 

學期至少 19學分/19小時    

(校必修4學分/時,系必修7學分/時; 系專業選修8學分/時) 

學期至少 19學分/19 小時 

(通識選修2學分/時; 系必修13學分/時; 系專業選修4學分/時)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校訂必修 SOA004 ＊網際網路應用 2/3 校訂必修   SOA005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OA222 專業倫理 2/2 系訂必修 SOA220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系訂必修 SOA215 幼兒班級經營 2/2 系訂必修 SOA226 親職教育 2/2 

系訂必修 SOA217 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2 系訂選修 SOA874 嬰兒按摩 2/2 

系訂必修 SOA22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系訂選修 SOA85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校訂選修 SOA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選修 S0A829 早期療育 2/2 

系訂選修 SOA883 托嬰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31 企劃行銷 2/2 

系訂選修 SOA869 性別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55 家庭管理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72 兒童戲劇設計與應用 2/2 系訂選修 SOA885 繪本製作 2/2 

系訂選修 S0A856 遊戲治療 2/2 系訂選修 SOA803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系訂選修 SOA884 家政推廣 2/2 系訂選修 SOA876 生命教育 2/2 

系訂選修 S0A827 感覺統合 2/2 系訂選修 S0A832 職能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46 國音教學 2/2 系訂選修 SOA888 教保服務專題討論 2/2 

系訂選修  S0A879 嬰幼兒身體評估 2/2 系訂選修 S0A834 藝術治療 2/2 

系訂選修 S0A894 美語教學 2/2 系訂選修 SOA894 生活資源管理 2/2 

系訂選修 SOA896 家人關係 2/2 系訂選修 SOA895 幼兒數學與自然科學 2/2 

系訂選修 S0A893 美語教學 2/2     

學期至少 19學分/21小時 

(校必修2學分,系必修7學分; 通識選修2學分;系專業選修8學分) 

學期至少 15學分/18小時 

(校必修2學分;系必修5學分系;專業選修8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