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3.30系實習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106.6.22系務會議通過、 

106.12.8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106.12.20系務會議通過、 

106.12.2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7.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  必修80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學分，生活創意必修4學分，專業必修52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0學分】 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跨系選修最多10學分) 
另修畢教保員核心知能32學分及社工師應考資格應備49學分(含45學科學分及社工實習4學分)，另授予核發學分證明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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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26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AD01 社會學*** 3/3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40AD08 心理學*** 3/3 專業必修 40AD05 社會工作概論*** 3/3 

生活創意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AK03 社會心理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選修 40AK31 社會福利概論*** 3/3 

共同專業選修 40AK01 生涯輔導 2/2 生活創意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跨領域 

(休運開課) 
431NXB 創意藝陣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至少21學分 通識必修6學分 通識選修2學分 學院必修2學分  
專業必修11學分  

至少24學分 通識必修8學分 通識選修2學分 學院必修2學分 
專業必修8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4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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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3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5 英語會話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AH19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AC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AD21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3 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AK32 社會統計*** 3/3 專業選修 40AK11 社會團體工作*** 3/3 

專業選修 40AK06 社會個案工作*** 3/3 專業選修 40AK05 社會研究法*** 3/3 

分組專業選修 40A900 家庭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AK33 家庭社會工作 2/2 

專業選修 40AK08 助人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AQ18 家人關係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816 人際關係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跨領域 

 (休運開課) 
431NXC 休閒活動規劃 2/2 

跨領域 

 (休運開課) 
431NXD 團康活動領導 2/2 

至少20學分 通識必修5學分 通識選修2學分  
專業必修5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8學分 

至少20學分 通識必修5學分 通識選修2學分   
專業必修5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8學分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  必修80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學分，生活創意必修4學分，專業必修52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0學分】 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跨系選修最多10學分) 
另修畢教保員核心知能32學分及社工師應考資格應備49學分(含45學科學分及社工實習4學分)，另授予核發學分證明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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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35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40A H4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專業必修 40AH42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AH3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 2/2 

專業選修 40AK15 社區工作*** 3/3 專業必修 40AH49 幼兒學習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AK24 社工實習(一) *** 3/3 共同專業必修 40AH39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3 

專業選修 40AK12 社會福利行政*** 3/3 專業選修 40AK1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3 

專業選修 40AK1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40AQ14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A818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858 兒童與家庭保護性社會 2/2 

跨領域 

 (休運開課) 
431NXE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 

 (休運開課) 
431NCM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AV5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至少 12學分 
專業必修5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7學分 

至少 10學分 
專業必修7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3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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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A274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 3/6 專業選修 40AK25 社工實習(二) *** 1/1 

專業必修 40AC51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 2/2 專業選修 40AV88 家庭諮商 2/2 

專業必修 
(教保員、師培) 40AH47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K26 多元文化與家庭 2/2 

專業必修 

(教保員、師培) 40AH45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A860 托育政策與照顧服務 2/2 

專業必修 40A27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0AV33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0AK2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專業選修 40AR28 生活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AQ41 兒童戲劇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890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AQ50 家政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K28 非營利組織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AA11 早期療育 2/2 

至少 12 學分    
專業必修10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2學分 

至少9學分 
專業必修1學分 專業選修至少8學分 

備註:  
1.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藍色標註為取得社工師應考資格課程。 

2.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  依據「正修科技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16學分，最高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9學分，最高25學分。 

6.紅色表示32學分教保課程**，藍色表示社工師45學分+至少400小時實習之課程***，咖啡色表跨領域課程。 
*代表須繳電腦上機費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