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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學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通識 
基礎 
課程 

 
 

 
 
 
 
 
 
 
 

   

通識 
博雅 
課程 

 
 

專業 
課程 

 

 
 
 
 
 
 
 
 
 
 
 
 
 

語文能力 

體能與國防 

通識博雅 

資訊與社會 

實用中文 國文(一) 國文(二) 

英語聽講練習(一) 

幼保專業能力

英文(一) 英文(二) 英語會話(一)英語聽講練習(二)

軍訓(一) 軍訓(二) 

體育(一) 體育(二) 體育(三) 體育(四)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通識博雅(一) 通識博雅(二) 通識博雅(三) 通識博雅(四) 通識博雅(五) 通識博雅(六)

嬰幼兒安全 

通識選修課程 通識必修課程 專業必修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

托育中心主任

計算機概論 

環境與人類生態 

英語會話(二) 英文能力檢定

 兒童觀察與實務 實習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
實務 幼兒教保概論 參觀 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

心理學 

兒童發展 

兒童生理學 

家庭概論 

兒童遊戲  生涯規劃  實務專題   實務專題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課程地圖(續) 
 

 

 

 

 

 

 

 

 

 

專業 
課程 

   
 
 
 
 
 

   
 
 
 
 
 
 
 
 
 
 
 
 
 
 
 
 
 
 
 
 
 

通識選修課程 通識必修課程 專業必修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生命教育 

特殊教育導論

家庭管理 

托嬰實務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
設計 

 兒童疾病與照顧 

 特殊兒童教材設計

 兒童發展評量

   專業倫理 

   班級經營 

 諮商理論與實務

 課後托育活動與
實習 

   晤談技巧 

 遊戲治療 托育機構行政管理 

 托育機構評鑑 

 心理衛生與適應

   兒童保護 

 保母技術能力指定
操作  優生保健與身體

檢查評估 

 創意思考教學 課程模式 

 課程教學與原理

 兒童電腦教學實務
應用

 語文課程與教學

 數學課程與教學

 社會課程與教學

多媒體製作 網際網路應用 

 美語課程與教學

   國音教學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
與教學

 兒童戲劇 

 藝術課程與教學

   肢體創作 

 兒童繪本製作 

 兒童與家庭福利  家庭心理學  親職教育  婚姻與家庭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多元文化教育 

 幼兒性別教育 人際關係  兩性關係  家庭管理實務  教育研究法  教育統計學 

   家族治療 

保母 嬰幼兒實務照護技能

幼稚園園長 嬰幼兒教育知識技能

幼稚園教師 幼兒發展輔導

課程活動設計 安親才藝班老師



                     通識博雅選修課程 
註：管理學院通識博雅選修課程 12 學分， 
  其中生命及自然科學領域各選修 4 學 
  分，而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各選修 2 
  學分。各領域選修課程如左圖所示， 
  課程開授情形以各學期通識教育中心 
  實際開授課程為準。 

  並於每學期開授通識博雅講座課程： 
  第一學期開授『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第二學期開授『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學期別 
領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人文學 

 
 
 
 
 
 
 
 

 
 
 
 
 

社會科學 

 
 
 
 
 
 
 
 
 
 
 

 
 
 
 
 
 
 
 

生命科學 

 
 
 
 
 
 
 
 

 
 
 
 
 
 
 
 

自然科學 

 
 
 
 
 
 
 
 

 
 
 
 
 

文學與人生 藝術與人生 邏輯與思考 古典音樂名曲

唐宋詩詞賞析 藝術潛能開發 文學、電影與人生 小說、電影與人生

音樂欣賞 藝術欣賞 藝術管理 設計與創作

文學與人生 藝術與人生 邏輯與思考 古典音樂名曲 

唐宋詩詞賞析 愛心與服務 文學、電影與人生 西洋美術經典名著賞析 

音樂欣賞 藝術欣賞 藝術管理 設計與創作 

現代世界史 婚姻與家庭 普通心理學 心理與人生

全球化議題 經濟與理財 生命教育概論 媒體素養概論

情緒管理 鄉土教育 勞資關係 國際關係 

法學緒論 現代世界史 普通心理學 心理與人生 

全球化議題 經濟與理財 生命教育概論 媒體素養概論 

情緒管理 鄉土教育 勞資關係 國際關係 

營養學概論 膳食療養學 食品與健康 運動與體適能

家庭醫學概論 身心醫學概論 體適能與全人健康 口腔與視力健康管理概論

健康醫學 醫療保健 生食療養 健康與疾病

營養學概論 膳食療養學 食品與健康 生死學概論 

運動與體適能 家庭醫學概論 身心醫學概論 體適能與全人健康 

健康醫學 醫療保健 生食療養 健康與疾病 

環境心理學 數學文化之旅 邏輯與創意思考 職業安全與衛生

環境污染與防治 自然與生活科技概論 數理思考與問題解決 地球環境與永續發展

生態保育 環境倫理 科技與人生 科技與社會

科技與社會 環境心理學 自然與科技 數學文化之旅 

邏輯與創意思考 職業安全與衛生 環境污染與防治 資訊科技與社會 

生態保育 環境倫理 永續發展 科技與人生 

小說欣賞與創作 古典小說創意教學 儒家經典名著選讀 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小說欣賞與創作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儒家經典名著選讀 古典小說創意教學-偶戲篇 

性別平等教育 探索知識管理 歷史世界的呼喚 職場倫理與文化 性別平等教育 探索知識管理 歷史世界的呼喚 職場倫理與文化 

口腔與視力健康管理概論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自然與生活科技概論 數理思考與問題解決 地球環境與永續發展 

人際關係與溝通 公共關係與行銷 人權與國際組織 愛情、婚姻與家庭

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心理學:理念與應用 人類社會與文化概論 

人際關係與溝通 公共關係與行銷 人權與國際組織 台灣歷史與文化 

愛情、婚姻與家庭 人類社會與文化概論



      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證照學習地圖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類別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英語能力 

 
 
 
 

資訊能力 

 
 
 
 

專業能力 

 
 
 

   
 

 
 

 
 
 
 
 

 
 
 
 
 

幼兒教具設計人員

網頁設計人員

幼兒產品設計師

影像編輯人員

專業文書人員

保母 

TQC-IP 
Photoshop(CS3)

電腦軟體應用

乙丙級技術士

進階與實用級

全民英檢初級

單一級技術士 
 
 
 

 

 

 

通識選修課程 通識必修課程 專業必修課程  專業選修課程

TQC-MD 
Flash(8) 

進階與實用級 

保母人員 

作品集設計 

展示設計  

英文能力檢定 

藝術教材設計

互動媒體教材設計

英語會話(二)

產品設計 

 

數位繪圖設計

幼兒教保概論 嬰幼兒安全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托嬰實務 

英文(一) 英文(二) 英語聽講練習(一) 英語聽講練習(二) 英語會話(一)

計算機概論 多媒體製作 網際網路應用

保母技術能力操作

 

益智型玩具設計

語文教材設計

數學教材設計

自然教材設計

美語教材設計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

造形原理 

設計素描 

 

視覺心理學 

色彩學 



證照相關資訊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考試日期/報名期間 相關網址 

保母人員單一級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1. 全國保母人員術科測試：報名：每年約 1 月 
                            考試：約 6-8 月 
2. 即測即評即發證保母人員術科測試： 
   團報與個別報名：約每年單月 1-7 日 
   學術科考試：每年 4.6.8.10 月之 12 日後 

勞委會中部辦公室 http://www.labor.gov.tw 

全民英檢初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

測驗中心 
考試：第一次：98/2/14  第二次：98/6/27 
報名：第一次： 97/11/25～12/3  第二次： 98/4/14～4/22 

全民英檢官方網站 http://www.gept.org.tw 

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技術士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考試：乙級：98/11/15   丙級：即測即評本校設有考場 
團    報：98/09/08～09/12   
個別報名：98/09/12～09/17 

勞委會中部辦公室 http://www.labor.gov.tw 

Photoshop CS3 國際證照 

Flash CS3 國際證照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請與本校資訊管理系連絡 電話:7310606 轉 5302、5303 
(本校設有術科考場) 

Adobe 官方網站： 
http://www.adobe.com/support/certification/ 

 
  



98.6.8 校務會議通過、98.5.4 系務會議通過、97.11.5 課程及選課規畫小組會議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課程標準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第一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54 學分】 

             最多跨系選修 6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可跨 9-10 學分) 

一 年 級 上 學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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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A026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A028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A02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A029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A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07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08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42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AH01 幼兒教保概論 2/2 通識基礎必修 4A009 *計算機概論 2/3 

專業必修 4AH02 兒童生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4A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AH03 心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4A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AH04 家庭概論 2/2 專業必修 4AH06 兒童與家庭福利 2/2 

專業必修 4AH05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4AH07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必修 AH08 兒童遊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5 小時      

二 年 級 上 學 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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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A02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A015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14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A02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A03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A030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4AH20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AH19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AH11 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AH09 兒童觀察與實務 1/2 專業必修 4AH12 特殊教育導論 2/2 

專業必修 4AH10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V07 課程與教學原理 2/2 

專業選修 4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V08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V02 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AV09 兒童發展評量 2/2 

專業選修 4AV03 家庭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AV10 特殊兒童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4AV11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V12 兩性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V06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V13 幼兒鍵盤樂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5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4 小時           （4）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課程標準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54 學分】 

             最多跨系選修 6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可跨 9-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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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A051 英語會話 2/2 通識博雅選修 4A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4A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AH14 參觀 1/3 

專業必修 4AH13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V27 美語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14 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AV28 晤談技巧 2/2 

專業選修 4AV15 兒童電腦教學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AV29 婚姻與家庭 2/2 

專業選修 4AV16 諮商理論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V30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17 班級經營 2/2 專業選修 4AV31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AV18 幼兒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V32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19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AV33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4AV20 保母技術能力指定操作(協同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34 兒童戲劇 2/2 

專業選修 
4AV21 

心理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AV35 優生保健與身體檢查評

估 
2/2 

專業選修 4AV22 語文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36 遊戲治療 2/2 

專業選修 4AV23 數學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37 兒童節奏樂 2/2 

專業選修 4AV24 社會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25 蒙特梭利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V26 兒童律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7）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7 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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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AH15 實習 6/18 專業必修 4AH17 托育機構行政管理實務 2/2 

專業必修 4AH16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AH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AV38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V43 托育機構評鑑 2/2 

專業選修 4AV39 藝術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44 家庭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V40 教育統計學 2/2 專業選修 4AV45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AV41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AV46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V42 音樂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V47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V48 家族治療 2/2 

    專業選修 4AV49 兒童保育專題討論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24   小時        （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2 小時         （4） 

 

 



說明： 

一、98 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年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年級學

生每學期至少修 9學分，最多修 25 學分，但修讀輔系、修讀雙主修、

或修讀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不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參觀」不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參觀次數至 

        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則須完成 2個月的實習，不以學分時數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六、跨系選修，最多 6學分。若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領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 

    組」及「托育教學組」課程中之某一類程，每類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 

    分，始可獲得此領域證明。 

    九、他系不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倫理(三)生涯規劃。 

    十、畢業生須通過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十一、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列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 證照、家庭教

育專業人員證照、Flash 證照、Auto CAD 2D、3D 專業級證照青年活

動企劃師證照，畢業生須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98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專業科目 

課程簡介 

一年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幼兒教保概

論(必)2/2 

本課程主要是要瞭解幼兒

教保之基本概念與理論基

礎，並釐清幼兒教保的基

本定義與精神脈絡，熟悉

幼兒教保課程與教學法，

及如何運用幼兒教保專業

知能於實務工作。並探討

我國現今的教保政策及未

來展望。 

1.保育的定義目的及其重

要性。 

2.發展的一般原則(簡述

即可，不必詳述，兒童發

展提到)。 

3.0-6 歲嬰幼兒的發展與

保育(簡述即可，不必詳

述，兒童發展提到)。 

4.幼兒教育的重要性。 

5.幼兒教育的演進。 

6.介紹世界各國的幼兒教

育。 

1.闡述保育工作的重要

性。 

2.介紹幼兒各階段的發展

狀況(簡述即可，不必詳

述，兒童發展提到)。 

3.介紹幼兒各階段與保育

要領(簡述即可，不必詳

述，兒童發展提到)。 

4.介紹幼兒的重要性及其

演進。 

5.介紹世界各國的幼兒教

育。 

6.示教：丙級保母技術士

檢定-遊戲學習區。 

兒童生理學

(必)2/2 

生理學是學習各類醫護知

識 前 必 備 的 基 礎 學 科 之

一，而有系統地了解幼兒

身體發展及生理的特性。

瞭解幼兒正常的生理構造

與功能，與成人生理的差

異。藉以學習如何照護幼

兒，進而能設計幫助幼兒

生理發展的各種活動。以

期對於幼兒的照護及教導

有所助益。 

1.了解生理學之基本概

念。 

2.了解各系統器官之功能

和特性。 

3.能將生理學知識應用於

幼兒保育工作。 

1.緒論。 

2.細胞。 

3.骨骼肌肉系統。 

4.神經系統。 

5.特殊感覺。 

6.循環系統。 

7.呼吸系統。 

8.泌尿系統。 

9.內分泌系統。 

心 理 學

(必)2/2 

本課程主要是介紹心理學

對個人的日常生活有非常

廣泛的影響。而透過心理

學各學派與各項原理原則

的介紹，進而了解心理與

行為形成的歷程。將有助

於 引 導 運 用 到 日 常 生 活

中 ， 進 而 更 加 地 了 解 自

己，使自己在生活上有更

1.認識心理學的發展與歷

史。 

2.了解心理學的研究方

法。 

3.了解人類行為與心理之

各項理論與歷程。 

4.與個人實際生活經驗

與實例相結合，以增進學

生自我了解與對他人的

1.心理學發展概述。 

2.感覺歷程。 

3.知覺歷程。 

4.意識與意識型態。 

5.學習原理。 

6.記憶與遺忘。 

7.語言與思考。 

1. 能力與人格測驗。 

2. 動機與情緒理論。 



佳之適應。 了解。 3. 心理異常。 

家庭概論 

(必)2/2 

家庭是每個人所熟悉且無

法輕易脫離的地方，但每

個人對於家庭的感受卻不

同。家庭的建立並不容易

也需要用心經營，本課程

將著重家庭基本概念的學

習 與 探 討 。 以 家 庭 的 意

義、功能與發展理論為基

礎，進而了解家庭角色關

係與生活及其相關的挑戰

及社會議題。 

1.家庭的本質與意義 

2.家庭的發展 

3.家庭互動 

4.家庭生活 

5.家庭的挑戰 

1.家庭的意義、功能與類

型 

2.發展理論、家庭的建 3、

擴展與收縮 

3.初為父母、子女教養、

家人關係 

4.家事分工、家庭決策、

工作與家庭生活、休閒與

家庭生活 

4.議題分析與探討、家庭

壓力、家庭暴力 

兒 童 發 展

(必)2/2 

本課程在使學生認識有關

兒童發展的基本理論，瞭

解兒童在各階段之發展與

其特性，期能掌握兒童發

展在教育上的意涵，俾使

其未來從事幼教相關工作

時，可運用所學促進幼兒

各層面發展，使其充分發

揮潛能。將理論與實務加

以融合，運用案例教學及

行動研究等方式切入，使

學生能確實運用理論解決

實 務 問 題 ， 提 升 實 務 效

能。 

根據兒童發展之各層面

加以論述，主要發展向度

與層面包括：新生兒及初

生嬰兒階段、幼兒期及學

齡前期、兒童期之主要生

理與心理特質，範圍含括

身體.動作.智力.認知.語

言.情緒.繪畫.遊戲.社會

行為.道德行為.人格及氣

質等發展現象，並進一步

探討相關教育配合措施

及輔導方式。 

1.兒童發展的理論觀點。

2.兒童發展的研究方法。

3.兒童生理與動作發展。

4.兒童認知發展。 

5.兒童語言發展。 

6.兒童情緒發展。 

7.兒童繪畫發展。 

8.兒童遊戲發展。 

9.兒童社會行為發展。 

10.兒童道德行為發展。

11.兒童人格與氣質發展。

12.案例討論。 

 



一年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兒童與家庭

福利 

(必)2/2 

家庭是兒童最早接觸的

環境，對兒童的發展是主

要關鍵點。兒童與家庭間

的關係密不可分，在探討

兒童福利服務取向的同

時，須以家庭為核心，目

的是藉由提升父母親職

技能與家庭成員健康的

互動，以確保兒童的幸福

感與健全發展。 

1.家庭政策 

2.兒童福利的意涵 

3.以家庭為核心之兒童福

利服務 

4.兒童權利 

5.兒童福利制度 

6.兒童福利實務 

1.我國家庭與兒童相關政

策 

2.兒童福利的基本理念以

及兒童福利服務的內涵 

3.兒童與家庭關係與家庭

服務方案之理念 

4.兒童權利之內涵 

5.兒童福利政策、法規與

行政體制 

6.托育服務與親職教育與

輔導 

7.單親家庭兒童服務 

8.兒童虐待 

9.未來兒童與家庭福利問

題與展望 

嬰幼兒安全 

(必)2/2 

本課程是要了解環境

中對於嬰幼兒有哪些

隱藏式危險之處，並能

於預防意外發生或意

外發生時能熟知傷害

處理技能及技巧。也使

學生學習到實務操作

能力，期能預防嬰幼兒

意外傷害或妥善處理

已發生的意外傷害。 

1.熟之意外傷害的預防措

施。 

2.具備急救處理知能。 

3.掌握嬰幼兒意外傷害的

護理技能。 

4.具備安全設備的使用技

巧。 

1.嬰幼兒意外事件的種

類。 

2.預防措施的準備。 

3.意外傷害預防的警覺。

4.急救常式及方法。 

5.心肺復甦術的技能。 

6.急救用品與一般保健相

7.準備與使用。 

8.各種嬰幼兒意外傷害的

護理。 

9.各種消防設備的使用知

能。 

10.各種逃生設備的使用

知能。 

11.各種防護設備的使用

知能。 

12.安全設備的維護需隻

和使用時機。 

13.野生毒物的介紹。 

14.示教：丙級保母技術士

檢定－安全醫護區。 

兒童遊戲 

(必)2/2 

本課程主要介紹幼兒遊

戲的基本理論架構，以及

遊 戲 對 於 兒 童 的 重 要

性，並探討成人與外在環

境在遊戲中所扮演的角

1.瞭解兒童遊戲發展理論

架構。 

2.探討兒童遊戲的重要

性。 

3.探討成人與外在環境對

1.兒童遊戲理論 

2.兒童遊戲發展 

3.成人在遊戲中的角色 

4.觀察遊戲 

5.遊戲環境 



色。 遊戲的影響。 

4.將遊戲理論結合實務進

行課堂演練。 

6.玩具與遊戲素材 

7.實務演練 

 



二年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兒童觀察與

實務(必)1/2 

兒童行為觀察記錄是教保

工作者實務的基本專業能

力，透過本課程使同學了

解觀察法的種類、特色、

使用時機，作為實際應用

之參考。 

1.了解觀察的意義與重要

性。 

2.了解觀察法的類型與記

錄方式。 

3.透過實務的操作，實地

觀察與紀錄，了解兒童行

為解釋與發展的理論。 

1.兒童行為觀察的基本觀

念介紹。 

2.觀察法的類型與紀錄。

3.兒童行為的觀察策略。

4.日記法，轶事紀錄法等

8 種記錄方式的介紹。

5.兒童行為解釋之討論。

6.個案分享與綜合討論。

7.實務演練。 

托嬰實務 

(必)2/2 

本課程主要提供 0-2 歲嬰

幼兒期的照護原則，培養

學生對於嬰幼兒能具備基

本照顧能力，並能給予適

當的健康照護及培養實作

技巧。 

1.熟知日常生活照顧的注

意事項。 

2.了解哺乳技能和常識。

3.熟知嬰幼兒所需裝備和

衣著。 

4.托嬰環境的規劃與佈

置。 

5.了解托嬰機構相關法

規。 

1.嬰幼兒基本生活照護。

2.嬰幼兒所需的各種物品

及設備。 

3.衣物及寢具選擇。 

4.了解母奶哺乳的價值及

用法。 

5.嬰幼按摩示範操作。 

6.嬰幼兒食具的清理與消

毒、副食品操作。 

7.斷奶與換奶粉應有的認

識。 

8.洗澡、睡眠、啼哭及大

(小)便訓練等之技能。 

9.掌握 0-2 歲嬰幼兒生活

空間設計與佈置。 

10.具備嬰幼兒生活環境

德規劃知能。 

11.居家安全的意義和注

意事項。 

12.示教：丙級保母技術士

檢定—清潔區。 

嬰幼兒營養

與餐點設計

(選)2/2 

藉由幼兒營養與膳食的課

程，讓學生認識基礎營養

學觀念（營養素、均衡飲

食、嬰幼兒期營養），增加

學生正確營養知識並能應

用所學營養知識，提供嬰

幼兒衛生安全且營養均衡

的飲食，並進一步教導幼

兒養成正確飲食習慣及提

昇照顧幼兒飲食的能力。

1.了解嬰幼兒的營養需要

與飲食特點。 

2.具備嬰幼兒餐點設計的

知識與操作技巧。 

3.具備嬰幼兒附食品調製

的知識與技能。 

4.具備嬰幼兒飲食問題的

處理技巧。 

5.具備疾病幼兒飲食問題

與食物調配。 

6.教授丙級保母技術士-

1.營養素的來源與營養常

識。 

2.食物的分類。 

3.均衡飲食與健康的關

係。 

4.食物的選購及製作技

能。 

5.各階段嬰幼兒餐點設計

原則。 

6.各階段嬰幼兒餐點設計

技巧。 



調製區所有內容。 7.均衡餐點的調製。 

8.提供點心的原則。 

9.掌握嬰兒生活空間的設

計及安全考量。 

10.具備嬰兒生活環境的

規劃知能。 

11.副食品添加的年齡及

時間。 

12.各類副食品的調製方

法。 

13.各類嬰幼兒食品衛生

與安全常識。 

14.嬰幼兒飲食習慣的建

立。 

15.不良飲食習慣的處理。

16.有各種疾病幼兒飲食

選擇之準則。 

17.示教：丙級保母技術士

檢定—調製區。 

課 程 模 式

(選)2/2 

本課程主要在介紹不同課

程教學模式讓學生了解各

種 教 學 模 式 之 理 論 、 歷

史、演進。 

1.蒙氏。 

2.高瞻課程模式。 

3.華德福教育。 

4.方案教學法。 

5.河濱街教學法。 

6.單元教學法。 

7.學習角教學模式。 

1.課程模式演進。 

2.介紹各課程模式。 

3.多元教育演變。 

家庭心理學 

(選)2/2 

家庭心理學是心理學的

ㄧ支，本課程著重理論與

實務的應用，將家庭視為

一個有機體的系統論觀

點，來處理所面對的家庭

問題，主要探討個人與其

家庭內外關係的問題，強

調家庭的變動，以改善人

類的家庭生活品質。 

1.家庭心理學系統觀點 

2.家庭系統的測量 

3.家庭中的循環性衝突 

4.家庭與適應議題 

5.家庭關係 

6.家庭心理學倫理議題 

1.家庭心理學意義、發展

與特色。 

2.家庭心理學的系統觀

點。 

3.家庭系統測量工具簡

介。 

4.家庭與婚姻量表。 

5.對偶關係探討。 

6.青少年適應。 

7.高齡化家庭適應。 

8.原生家庭型態 

9.家庭心理學的倫理議

題。 

兒童疾病與

照顧 

(選)2/2 

本課程在教保並重下，運

用衛生保健的知識，瞭解

嬰幼兒常見的疾病形成的

原因、症狀表徵、處理方

式、預防與照護重點。依

1.嬰幼兒保健之意義與重

要性 

2.嬰幼兒生病之反應與照

護 

3.幼兒用藥 

1.嬰幼兒保健之意義與重

要性 

2.幼稚園衛生保健工作 

3.嬰幼兒期的照護－嬰幼

兒常用基本技術 



據嬰幼兒各期之基本生活

需求，介紹其適當之健康

照顧及正確的實作技巧，

予以個體妥善的照顧。能

夠將嬰幼兒保健及疾病護

理的知識運用在幼保職場

中。 

4.嬰幼兒常見疾病的原因

及處理方法 

5.有關疾病保健的基本概

念 

４.嬰幼兒期的照護-新生

兒黃疸、尿布疹、溢奶 

5.嬰幼兒期照護-發燒、腹

瀉、腸絞痛 

6.口腔保健與視力保健 

7.幼兒用藥 

8.嬰幼兒生病之反應與照

護 

9.耳鼻與呼吸系統的疾病

與照護 

10.腸胃系統的疾病與照

護 

11.泌尿系統的疾病與照

護 

12.抽筋性與過敏性的疾

病與照護 

13.血液性及常見的骨科

問題 

人 際 關 係

(選)2/2 

本課程主要介紹人際關

係本質；進而強調自我在

溝通角色中所扮演的位

置，以及知覺與情緒的重

要性；最後針對語言和非

語言溝通的討論，來達到

學習處理人際衝突的方

法與技巧，進而促進個體

的自我了解與發展，必能

靈活運用於生活與職場。

1.增進自我認識。 

2.了解人際交往的各種情

境。 

3.增進社交禮儀。 

1.人際關係哲學。 

2.人際溝通的內涵與要

素。 

3.人際溝通的的特徵與技

巧。 

4.人際知覺。 

5.印象整飾。 

6.心理防衛機制。 

7.人際吸引。 

8.社交禮儀。 

生命教育 

(選)2/2 

本課程之目標在於協助學

生了解生命教育的意義, 

並學習將生命教育融入

教保課程以及實踐生命

教育。 

1.學校生命教育的目標。

2.學校應提供或設計的生

命教育經驗與活動。 

3.有效地組織生命教育與

各領域學習經驗。 

4.評估生命教育的活動經

驗。 

1.探討生命的起源。 

2.了解社會角色任務。 

3.人生歷程與生命改變。

4.生活環境與品質。 

5.問題解決能力。 

6.人際關係與溝通。 

7.情緒課程。 

 



二年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兒童活動設

計與實習 

(必)2/3 

本課程介紹嬰幼兒之課程

設計理論及原理，並使學

生將其理論透過教案撰寫

及 課 堂 試 教 方 式 做 為 練

習，使學生透過實務更熟

練 課 程 設 計 的 方 法 及 技

巧。 

1.了解幼兒課程的重要

性及模式。 

2.了解課程目標設計的

重要性。 

3.熟悉單元教案設計與

練習。 

4.培養課程設計與規劃的

能力並將所學發揮於實

務上。 

1.幼兒課程設計理論 

2.幼兒教保目標 

3.幼兒活動設計內容 

4.幼兒教保評量 

5.單元課程活動設計 

6.主題網介紹 

7.方案及高瞻遠矚介紹 

8.實務演練 

特殊教育導

論(必)2/2 

本課程內容以各類型特殊

需求兒童的認識為主要架

構。除知識的了解外，並

強調培養對特殊需求兒童

應有的正確態度，經由學

習來幫助特殊需求兒童的

過程中，進而獲得個人的

成長。 

1. 了 解 特 殊 需 求 兒 童 的

身、心特質。 

2.了解特殊教育的服務與

內容。 

3.了解特殊需求兒童的教

育與輔導原則。 

1.特殊教育的內涵。 

2.學前特殊教育。 

3.智能障礙兒童。 

4.學習障礙兒童。 

5.情緒障礙兒童。 

6.過動症兒童。 

7.自閉症兒童。 

8.肢體障礙之兒童。 

9.溝通障礙之兒童。 

10.聽覺障礙之兒童。 

11.視覺障礙之兒童。. 

12.多重障礙之兒童。 

13.特殊需求兒童之轉銜

教育。 

14.資賦優異之兒童。 

課程與教學

原理(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認識課程模

式與教學原理的運用 ，學

習讓課程與教學的概念、

模式及策略整合，及教學

原理的運用。 

1.探討課程與教學的意

義、目標、性質。 

2.瞭解各種課程教學理

論、策略、概念。 

3.明白課程教學的原則與

技術。 

4.認識不同的課程教學方

法策略。 

5.闡述現代之課程教學改

革與趨勢。 

6.探知課程與多媒體教學

科技的運用。 

 

1.課程教學的意義、信念

與教師。 

2.課程教學目標、評量、

與教學計劃。 

3.現代課程教學改革與趨

勢。 

4.認知課程教學理論。 

5.互動課程教學理論。 

6.建構課程教學理論。 

7.多元智慧課程教學理

論。 

8.講述與討論課程教學

法。 

9.創造思考課程教學。 

10.合作教學法。 

11.教學技巧。 

12.教學媒體與資源的運



用。 

13.協同教學與同儕教練

之探究。 

親職教育 

(選)2/2 

本課程兼重理論與應用，

透過對親職理論與親職意

義、功能的了解，進而配

合機構與對象需求，實施

並擬定有效的親職教育活

動與計劃。 

1.發展史 

2.溝通分析 

3.父母效能訓練 

4.行為改變技術 

5.對象、機構 

6.內容方法 

7.問題與展望 

1.親職教育發展史 

2.親職教育之理論基礎-

溝通分析 

3.親職教育之理論基礎-

父母效能訓練 

4.親職教育之理論基礎-

行為改變技術 

5.親職教育之實施對象與

機構 

6.親職教育之實施內容方

法 

7.親職教育之實施之問題

與展望 

兒童發展評

量(選)2/2 

幼保工作者除了必須全

面瞭解幼兒各方面的發

展、熟悉正式與非正式的

評量措施外，還必須具備

與父母溝通的技巧，以及

了解評量結果代表的涵

義。本課程主要在介紹兒

童 發 展 評 量 的 基 本 原

理，進而瞭解兒童發展評

量的各項方式，透過各種

常用的兒童發展評量工

具的介紹，以增進學生熟

悉相關兒童發展評估工

具的能力。 

1.了解心理與教育測驗的

基本原理 

2.介紹常用的發展評量工

  具 

3.熟悉常用發展評量工

具。 

4.探討兒童評量的相關議

題。 

1.心理與教育測驗的基本

原理 

2.影響評量結果的因素 

3.常用的發展評量工具 

4.評量結果的應用 

5.非標準化評量的使用 

6.評量的倫理考量 

7.兒童評量的相關議題。

特殊兒童教

材設計 

(選)2/2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對特

殊幼兒教材及教學法有

概括的認識。課程的內容

涵蓋特殊教育教學法、各

類特殊幼兒教材，課程中

會藉由介紹與設計教材

及進行教學演練以使學

生將來進入教學現場時

能對特殊需求的幼兒提

供予適當的協助。 

1.特殊兒童課程設計的理

念 

2.特殊幼兒學習準備 

3.認知領域教學法 

4.社會情意領域教學法 

5.生活經驗統整教學法 

6.特殊兒童教材教具自製

與編選 

7.特殊兒童教學評量實作

1.特殊兒童的教導原則 

2.特殊幼兒學習準備技能

3.教師角色與專業團隊 

4.功課表的擬定及單元安

排 

5.概念發展教學、單元、

科學探究模式問題解決

教學法、創造能力教學法

6.合作學習、角色扮演 

7.工作分析、精熟/編序教

學、活動本位教學法 

8.特殊兒童操作性教材 

9.促進知覺發展之教材 

10.促進讀、寫、語文能力



發展之教材 

11 教學製作 

創意思考教

學(選)2/2 

本課程透過創意思考教學

基本概念與理論基礎，運

用不同思考的實際操作方

式。提供積極的創意思考

空間，幫助學生具備創意

思考的能力與技能，使學

生能將創意思考的觀念與

方法運用於實務教學中，

讓孩子對學習更有興趣。

1.創意思考的教學目標與

原則。 

2.教學模式。 

3.創意思考的教學策略。

4.教師發問技巧。 

5.創意遊戲。 

6.創意評量。 

7.創意思考教學活動設計

與應用。 

1.創意思考教學的目標、

涵義、教學原則。 

2.創意思考教學的模式。

3.擴散性的創造思考教學

的策略。 

4.創意思考發問的技巧。

5.創意遊戲。 

6.創意思考活動設計。 

兩 性 關 係

(選)2/2 

本課程的主旨在探討兩性

關係相關的議題，並進一

步帶領學生認識兩性的差

異，以促進合諧的性別關

係，與美滿的婚姻生活。

1.認識性別刻板印象、建

立正確的兩性觀念、進而

得以尊重異性。 

2.探索個人各種不同的特

質，瞭解造成這些特質的

家庭、文化與社會脈絡，

建立屬於個人的雙性化

特質。 

3.如何擇偶、約會與戀愛。

4.安全的性。 

5.認識親密關係中的衝突

與學習經營之道。 

6.了解男女刻版印象與婚

姻關係 。 

7.婚姻的選擇。 

8.婚姻問題與溝通。 

1.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

2.交友、約會與戀愛(網  

路交友與戀愛)。 

3.婚前性行為之探討與安

全性行為之學習。 

4.愛情關係中常見的衝突

與經營。 

5.男女刻版印象與婚姻。 

6.婚姻適應。  

7.單身及其他選擇 。 

8.婚姻問題與溝通 。 

幼兒鍵盤樂 

(選)2/2 

鍵盤樂器的學習可以說是

所有樂器學習之始。不管

是基本聽力養成或是基礎

樂理，先開始鍵盤樂學習

可達成日後學習音樂必備

的基礎。本課程透過的鍵

盤樂器，從最基本的鍵盤

手型，指法，用幼兒最喜

歡的遊戲及講故事方式，

讓幼兒在想像中開始學習

音樂，有趣而不枯燥喔！

1.基本的鍵盤樂器概念 

2.手型的確立 

3.由簡而難的彈奏練習 

4.獨譜 

5.鍵盤音樂欣賞 

6.幼兒音樂影片欣賞 

以適合幼兒的芬貝爾敎

材為基礎，視學生進度而

定。 

 



三年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兒童學習環

境設計與實

務 

(必)2/2 

首先從理論的角度分析學

習空間對幼兒的重要性，

之 後 透 過 實 際 的 規 畫 練

習，使學生能掌握整體教

育空間的設計能力。 

1.了解教育空間與兒童的

關係 

2.具有規劃學習環境的能

力 

3.培養學生對教育空間的

掌握能力 

1.幼兒教育空間設計理

論。 

2.學習環境設計與幼兒行

為。 

3.室內學習環境的設計與

規劃。 

4.如何規劃室內學習區。

5.戶外學習環境的設計 

6.遊戲場及庭園的設計 

附屬設施的規畫。 

專 業 倫 理

(選)2/2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幼兒保

育人員的專業發展歷程以

及該具備之專業規範與倫

理之探討。 

1.幼兒保育人員人格特質

之探討。 

2.幼兒保育人員之專業智

能與專業規範。 

3.幼兒保育人員之專業成

長。 

4.幼兒保育人員生涯之探

討。 

1.自我探討。 

2.我合適嗎?談專業幼師

的人格特質。 

3.保育人員行為對幼兒之

影響。 

4.談專業倫理。 

5.幼兒保育人員之專業規

範。 

6.幼兒保育人員的行為。

7.幼兒保育人員應具備之

專業智能。 

8.幼兒保育人員之自我檢

討。 

9.幼教工作之困境。 

10.幼兒保育人員的專業

成長。 

11.身心修養與休閒生活

安排。 

兒童電腦教

學實務應用 

(選)2/2 

關於兒童電腦教學，除藉

由電腦教導孩子如何將

電腦應用於日常生活事

務中，同時也幫助孩子發

展多元性智能。 

本課程可使學生了解如

何透過電腦幫助孩子發

展邏輯分析､問題解決､

讀寫能力､視覺辨識､藝

術創作，數學及語文等能

力。 

1.兒童電腦教學的原則。

2.運用電腦啟發感官知覺

能力。 

3.運用電腦發展邏輯分析

能力。 

4.運用電腦學習讀寫能

力。 

5.運用電腦創作藝術作

品。 

6.運用電腦學習發展數學

學習能力。 

7.運用電腦學習發展語文

學習能力。 



諮商理論與

實務(選)2/2 

本課程以諮商理論為基

礎，透過不同的諮商學

派，對人的本質、諮商

歷程有深入的探討，獲

得個人了解自我的問題

與需求的各種觀念與處

理的方法，促進個人自

我覺察與成長，並運用

所學於諮商實務中。 

1.介紹諮商理論與諮商和

個人的關係。 

2.諮商歷程。 

3.將各諮商學派應用在實

務中。 

4.相關議題的探討。 

1.諮商是什麼。 

2.現實諮商學派。 

3.個人中心學派。 

4.完形學派。 

5.認知與行為諮商學派。

6.個體心理學。 

7.存在主義學派。 

8.女性主義學派。 

9.諮商實務的特殊問題。

10.個案研究。 

班級經營

(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要了解幼兒

班級經營之基本概念與理

論基礎和重要性，學習班

級經營正確觀念與作法，

並且能夠運用專業知能於

實際的教學中。 

1.了解班級經營的範圍，原

則與原理。 

2.討論幼兒發展特性與教

室行為。 

3.熟悉課程與學習活動的

安排。 

4.探討時間管理。 

5.了解教室環境安排與氣

氛建立。 

6.熟知人際關係：與家

長、幼兒、同事的溝通。

1.認識班級經營的理論派

別。 

2.介紹班級經營的範圍，

原則與原理。 

3.幼兒發展與環境關係 

4.教室行為與幼兒發展之

關係。 

5.學期初的班級經營。 

6.課程與學習活動的安

排。 

7.班級時間管理。 

8.教室環境規劃與情緒氣

氛培養。 

9.人際關係：與家長、幼

兒、同事的溝通。 

10.培養幼兒良好班級行

為。 

11.幼兒問題班級原則之

輔導。 

12.幼兒班級經營理念與

反省性教師的養成。 

幼兒性別教

育(選)2/2 

本課程主要重點在於透

對個體性別角色的剖析

與自省覺知，使幼兒得以

透過學前教育歷程充分

發展其潛能，不再受困於

性別所限。 

1.對性別意識的建構有所

瞭解 

2.剖析幼兒園中的性別現

象 

3.實際運用性別平等概念

於教育課程設計 

1.兩性教育相關理論 

2.幼稚園中的性別議題 

3.性別平等教育中教師的

角色 

4.繪本中的性別意識 

5.幼兒階段性別平權教育

6.幼兒性別平等課程設計

7.性別平等教育實務演練

生 涯 規 劃

(選)2/2 

本課程是針對四技學生

的生涯規劃所設計的課

程，除了配合發展的歷

程，介紹生涯發展與規劃

的理論與實務，並特別著

1.生涯發展的概念。 

2.介紹生涯發展與規劃的

理論與實務。 

3.了解職業趨勢、職業選

擇的過程。 

1.認識生涯發展與規劃的

概念。 

2.探索自我。 

3.工作價值觀。 

4.生活型態的追尋。 



重針對個別學生的自我

發展狀態，設計一系列實

作作業，以協助學生了解

自我、激發潛能、建立自

我的生涯規劃藍圖，透過

創意生活的發揮，使個人

在生涯的發展過程中，圓

一個人生的夢。 

4.針對個別學生的自我發

展狀態，設計一系列實作

作業。 

5.建立自我的生涯規劃藍

圖。 

5.探索工作世界。 

6.職業趨勢與職業選擇。

7.生涯抉擇過程。 

8.生涯規劃。 

9.生涯藍圖。 

10.生涯行動。 

保母技術能

力指定操作 

(選)2/2 

本課程提供保育員不僅

熟悉 2-6 歲的幼兒更重要

的是對 0-2 歲育兒技巧須

熟悉，參與證照考試，達

到終身證照的一技之長 

1.了解丙級保母技術士的

重要性 

2.示範丙級保母技術士各

區的操作 

3.自我操作練習 

1.熟悉丙級保母技術士考

試相關流程 

2.藉著學生實際的參與使

學生能將理論與實務結

合，有助未來投入保母的

行業 

3.需繳交基本材料費 

心理衛生與

適應(選)2/2 

本課程主要協助學生了

解情緒教育的重要性以

及 相 關 理 論 及 個 別 差

異，並學習情緒管理及

壓力紓解的方法，幫助

學生有更好的情緒調適

及人際溝通。 

1.介紹情緒管理。 

2.認識壓力與壓力調適。

3.探討保育人員的調適問

題。 

1.情緒管理。 

2.壓力與壓力調適。 

3.人際溝通。 

4.工作場所之溝通技巧。

5.工作場所之情緒調適。

語文課程與

教學(選)2/2 

本課程之目標在於協助學

生了解幼兒 0～6 之語言發

展與溝通能力的發展，語

言與思考之關係、語言與

文字關係，其次進一步了

解培育幼兒聽、說讀、寫

能力的教學方法和教材的

有效使用。 

1.了解幼兒語言教學之原

理原則。 

2.幼兒語言教學之各種教

材。 

3.熟悉聽說讀寫之各式教

學活動。 

4.讀寫環境的安排。 

5.設計統整性的語言課

程。 

1.幼兒的語言發展。 

2.「語言獲得」理論。 

3.幼兒的讀寫蒙發。 

4. 雙 語 言 ／ 雙 文 化 的 經

驗。 

5.全語言的教學觀。 

6.全語言自然學習教室模

式。 

7.全語言學習活動與教材

設計。 

8.兒童語文學習評量。 

9.正音教學介紹。 

數學課程與

教學(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要幼兒與兒

童瞭解數學的課程架構，

並能夠設計安排幼兒與兒

童數學課程，實際運用在

教室教學中。 

1.探討幼兒與兒童數學教

育的本質。 

2.數學教育的內涵與重

點、教學理論、教學原

則、活動設計原則。 

3.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

設計幼兒與兒童數學基

本概念的評量活動。 

4.適性的教學目標、教材

教法及學習評量活動。 

1.兒童數學的課程規劃與

活動教學。 

2.數學方面：了解幼兒與

兒童與數的教育，認識基

數、位數、四則運算和分

數的教學方式和實際操

作。 

3.教學法：在可利用的日

常情境，運用數學思考中

學習：自由探索與學習的



5.整體教學之領域，進行

創造性的課程設計並進

行實務操作。 

幼兒教室。 

4.教學中學習利用幼兒團

體遊戲。 

5.學習數學概念的發展形

態。 

6.整合性的教學自然科學

課程設計。 

7.實際試教與檢討。 

社會課程與

教學 

(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要瞭解兒

童社會的課程架構，並能

夠設計安排幼兒社會課

程，實際運用在教室教學

中。 

1.了解社會教育方案規劃

之相關理論與理念之建

立 

2.瞭解兒童社會發展之相

關理論 

3.進行統整的課程設計並

實際進行教學研討 

1.兒童社會課程實施 

2.兒童社會教育實施 

3.幫助兒童發展情緒知學

技能 

4.幫助兒童發展社會技巧

5.「民主教堂」班級經營

的理念與常規建立 

6.統整的課程觀點 

7.實務操作與研討 

蒙特梭利教

育與實務 

(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認識蒙特

梭利教學法，獲得蒙特梭

利 感 官 教 育 的 相 關 理

論，讓理論課程與操作課

程相互搭配進行，從中瞭

解並掌握蒙特梭利理論

精神，且能實際應用蒙特

梭利教學輔導孩子發展。

1.蒙特梭利博士生平簡介

2.蒙特梭利教學之哲學觀

及精神 

3.介紹日常生活練習及教

具操作 

4.介紹感官教育及教具操

作 

5.介紹語文教育及教具操

作 

6.介紹算數教育及教具操

作 

7.介紹文化教育及教具操

作 

1.介紹蒙特梭利博士生平

及哲學觀 

2.介紹日常生活練習之理

論及部分教具 

3.介紹感官生活練習之理

論及部分教具 

4.介紹文具生活練習之理

論及部分教具 

5.介紹算數生活練習之理

論及部分教具 

6.介紹文化生活練習之理

論及部分教具 

兒童律動 

(選)2/2 

唱唱跳跳為幼兒之本能。

透過律動可以建立幼兒的

統合協調，並且加強自信

心，另外一方面，更可以

建立對音樂的基本喜愛，

甚至，對語言的發展，想

像力的發揮，都有莫大的

幫助。 

1.何謂幼兒律動 

2.如何設計好的律動 

3.如何選擇音樂 

4.律動的練習 

5.小組制定律動教案 

1.音樂與律動教學 

2.音樂想像的練習 

3.肢體開發 

4.小組呈現 

 



三年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參觀 

(必)1/3 

本課程主要是讓學生實

地至幼保相關、機構如托

嬰中心、特教機構、課後

托育見習，體驗幼兒教保

實務，驗證幼保理論。從

參與幼兒或兒童的學習

活動，增加學生瞭解幼保

相關人員的工作內容，以

深入瞭解幼保相關機構

的運作，增加對幼兒保育

生態的了解，並為將來投

入幼教職場作準備。 

1.熟悉幼兒園所環境與資

源運用   

2.培養觀察幼兒行為及處

理問題行為能力 

3.了解幼保相關園所行政

組織與實務。 

1.驗證已知學理，培養從

事幼兒保育工作實務

之志向 

2.熟練專業知能，充實幼

兒保育工作實務的方

法與技能 

3.瞭解就業市場，認識幼

兒保育工作實務之現

況 

4. 6 次參觀、6 次參觀前

瞭解、6 次參觀後討論

5.參觀園所，彼此比較與

檢討 

美語課程與

教學(選)2/2 

本課程旨在幫助即將成為

幼稚園老師的學生,增加

基本英文能力與自信, 並

且能在幼稚園所裡協助外

籍老師或獨當一面。包括

英語教學法介紹及應用要

訣、遊戲的設計與應用、

教案編寫、教學活動設計

及評量設計; 並能實際地

運用在課堂教學上。 

1.瞭解幼兒期是學習語言

的黃金期與語言發展的特

點。 

2.介紹語言習得與語言教

學的理念與相關理論。 

3.實際應用語言習得之教

學法於實際教學情境中。

1.第二語言學習理論與

方法的沿革。 

2.溝通式語言教法。 

3.全語言理念與英語教

學。 

4.TPR 語言教學法。 

5.律動與英語教學之結

合。 

6.Phonic 自然拼音教學法

之介紹之教學原則。 

晤談技巧 

(選)2/2 

本課程主要著重實際演練

的技巧，透過晤談技巧的

教學與實際演練，以便協

助學生能與兒童及周遭人

際建立良好關係，並產生

輔導性的影響。 

1.晤談的基本態度 

2.了解問題的技巧 

3.問題澄清與確定的技巧 

4.問題處理與解決的技巧 

5.綜合演練 

1.助人歷程概論 

2.晤談的基本態度 

3.技術演練：專注、結構

化、簡述語意 

4.技術演練：情感反映、

同理心、摘要、具體 

5.技術演練：引導、探問

6.技術演練：澄清、解釋

7.技術演練：面質、立即

性 

8.技術演練：自我表露、

力場分析、做決定 

9.技術演練：問題解決、

色扮演 

10.家庭作業、結束 

11.綜合演練晤談的歷程 

婚姻與家庭 

(選)2/2 

本課程主要在探討與明白

婚姻及家庭的真相，進而

1.現代人對婚姻與家庭的

看法 

1.現代人眼中的婚姻與

家庭，以及面對婚姻與家



更加成熟.培養婚姻與家

庭經營的能力。 

2.婚姻的過程 

3.婚姻的階段探討 

4.家庭與婚姻的問題 

庭抉擇時的重點 

2.自我、約會、戀愛、婚

姻決定、分手、結婚、親

子關係 

3.婚姻的經營、階段中的

互動 

4.婚前同居、姻親關係、

離婚/外遇問題、婚外情

國音教學 

(選)2/2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認識

國音的重要，充實學生「國

音」的各項知識，培養學

生能說一口流利的國語，

使學生成為優秀的語文教

師。 

 

1.講述國音制定的經過。 

2. 國 音 教 學 重 點 ， 包 括

聲、韻、調、拼音、注音、

輕聲、ㄦ化韻、變調、合

音、衍聲及一字多音之現

象與用法。 

3.字音字形研究。 

4.注音符號教學之運用。 

「語音基本原理」、「聲

母、韻母、聲調的發音」、

「拼音方法」、「聲調變

化」、「輕重音」、「連音變

他」、「兒化韻」、「多音

字」、「兩岸字音比較」、

「朗讀技巧」。為達到實

際的運用，並加以口語及

書面的練書。  

課後托育活

動與實習

(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讓學生了

解 課 後 托 育 之 基 本 概

念、理論基礎和其重要

性，透過參觀學習中實際

運用課後托育理論於幼

保實務工作。 

1.認識課後托育理論。 

2.了解課後托育課程與教

學。 

3.課後托育行政經營與課

後托育人員專業成長。 

1.課後托育理念及兒童

發展相關理論。 

2.九年一貫各學習領域。

3.課後托育課程。 

4.課後托育家庭作業寫

作指導。 

5.課後托育班級經營。 

6.多元評量在課後托育

之應用。 

7.課後托育中心設立與

立案。 

8.課後托育招生。 

自然生活科

技課程與教

學(選)2/2 

本課程主要是要幼兒與兒

童瞭解自然科學的課程架

構，並能夠設計安排幼兒

與兒童自然科學課程，實

際運用在教室教學中。 

1.探討幼兒與兒童自然科

學教育的本質。 

2.自然科學教育的內涵與

重點、教學理論、教學原

則、活動設計原則。 

3.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

設計幼兒與兒童自然基本

概念的評量活動。 

4.適性的教學目標、教材

教法及學習評量活動。 

5.整體自然科學之領域，

進行創造性的課程設計並

進行實務操作。 

1.兒童自然科學的課程

規劃與活動教學。 

2.科學方面：瞭解幼兒與

兒童自然科學教育的實

施，植物、動物、地球環

境和自然力量主題概念

的活動設計與運用。 

3.教學法：在可利用的日

常情境，運用自然科學思

考中學習：自由探索與學

習的幼兒教室。 

4.教學中學習利用幼兒

團體遊戲。  

5.科學活動的類型。 

6.戶外科學與學校中的



環境活動。 

7.整合性的自然科學課

程設計。 

8.實際試教與檢討。 

教育研究法

(選)2/2 

本課程主要在學習與了解

教育研究的過程，並學會

撰寫教育研究計畫。能應

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實地進

行量化研究，並能利用電

腦統計程式分析量化資

料。 

1.瞭解教育研究的基本概

念與背景 。 

2.探討教育研究的理論概

述，質化與量化研究之內

涵。 

3.熟知研究工具的使用，

研究方法的介紹，與研究

的表達。 

4.具備以實用為導向的研

究能力且有效率解決研究

問題。 

1.教育研究的內涵。 

2.研究派點及基本概念。

3.文獻探討。 

4.調查研究法\觀察研究

法相關研究法\發展研究

法之介紹。 

5.實驗研究法之理論基

礎與設計。 

6.信度與效度之分析。 

7.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解

釋。 

8.研究計畫。 

9.研究報告之撰寫。 

10.研究倫理。 

11.SPSS 運用。 

兒童戲劇 

(選)2/2 

本課程探討幼兒戲劇的基

本概念及種類，讓學生對

兒童戲劇先有概念後，進

行戲劇的練習及設計，透

過實際編劇及演出並將所

學發揮於實務上。 

1.瞭解幼兒戲劇的基本概

念。 

2.透過肢體、聲音、模仿

及創造力了解戲劇的

基本元素。 

3.透過實際編劇及演出並

將所學發揮於實務上。

1.何謂幼兒戲劇 

2.幼兒戲劇的種類 

3. 兒童戲劇表演手法及

戲劇活動研究 

4.手偶製作與操作 

5.劇本創作及練習 

6.創作性戲劇 

7.實務演練 

優生保健與

身體檢查評

估 

(選)2/2 

本課程主要介紹優生保健

的基本觀念，以及探討遺

傳諮詢的技巧與優生保健

相關措施的實施。主要引

導學 比正確、客觀、審慎

的技巧與態度進行嬰幼兒

童身心發展的評估及進行

評估時應注意之事項。並

加強有效及合理應用身心

檢查與評估之檢測工具。

1.優生保健概論 

2.遺傳學概論 

3.先天性缺陷兒之探討 

4.婚前健康檢查 

5.婚前遺傳診斷 

6.新生兒先天代謝異常之

篩檢 

7.遺傳諮詢 

8.熟知健康評估概念 

9.身體檢查技術 

10.評估健康概念 

11.嬰兒之健康評估 

12.幼兒之健康評估 

13.兒童之健康評估 

1.優生保健概論 

2.胚胎與胎兒發展 

3.遺傳學概論 

4.先天性缺陷兒 

5.婚前健康檢查、產前遺

傳診斷 

6.新生兒先天性代謝異

常之篩檢 

7.遺傳諮詢的技巧 

8.優生保健法與施行細

則 

9.護理人員與優生保健 

10.我國優生保健政策與

展望 

11.遺傳疾病的社會心理

探討 

12.健康評估導論 



13.身體檢查技術 

14.營養評估導論 

15.排泄之評估 

16.活動與運動評估 

17.認知與知覺評估 

18.睡眠與休息之評估 

19.嬰幼兒之健康評估 

20.特殊狀態之評估 

遊戲治療

(選)2/2 

本課程主要使學生獲得遊

戲治療的理論與概念，並

加以實際練習，進而促進

個人良好適應 

1.瞭解遊戲治療的發展與

相關概念。 

2.學習透過遊戲的方式，

瞭解兒童內心世界的想法

與感受。 

3.實際體驗遊戲治療的過

程。 

4.增進個人良好適應。 

1.遊戲治療的定義與對

象。 

2.遊戲治療的內容。 

3.遊戲治療的歷史與發

展。 

4.治療性效果。 

5.遊戲治療的理論與技

巧。 

6.階段特徵與治療任務。

7.遊戲治療室的設備與

玩具。 

8.沙箱治療。 

兒童節奏樂 

(選)2/2 

敲敲打打是幼兒的最愛。

透過節奏樂器的練習與認

識，可以建立音樂的欣

賞，而在團體合奏中，更

可以建立群性。 

節奏樂基本認識 

基本樂理與讀譜 

節奏樂器的演奏法 

節奏樂器合奏練習 

節奏樂基本認識 

基本樂理與讀譜 

節奏樂器的演奏法 

節奏樂器合奏練習 

期末小組呈現 

 



四年級上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實習 

(必)6/18 

本課程主要為透過機構

參訪，讓學生從實務中印

證理論，並將他人的經驗

與自己的體會結合，從不

同性質的幼兒保育機

構，瞭解機構的特色，並

為將來的實習做準備。 

1.熟悉幼兒園所環境與資

源運用 

2.培養觀察幼兒行為及處

理問題行為能力 

3.增進幼兒課程教案撰寫

能力與教學技巧 

4.了解幼兒園所行政組織

與實務 

1.見習三天，實習三星期

2.藉著實際的參與，使學

生能將理論與實務結

合，能對未來的工作做

充份的準備，以減少挫

折感 

實務專題(一) 

(必)1/2 

本校各系「實務專題」小組學生人數以三人一組為原則，本系(科)將安排合適指

導老師。 

家 庭 生 活 教

育實務 

(選)2/2 

家庭生活教育是為了家

庭的保健而形成的一種

教育計畫，也是增進個

人及家庭幸福的教育運

動。家庭生活教育需要

推廣才得以落實，因此

家庭生活教育者的責任

重大。實務的學習讓家

庭生活教育者了解社區

相關的議題與需求，進

而提升實務工作的效

能。 

1.家庭生活教育的涵意 

2.家庭生活教育的實施 

3.家庭生活教育的推廣方

式 

4.各類型家庭生活教育的

實施方式 

5.家庭生活教育的未來發

展方向 

1.家庭生活教育的目的、

目標及其建構 

2.家庭生活教育的實施領

域、實施標準 

3.家庭生活教育活動實施

方式之介紹 

4.依不同類型的家庭，規

劃不同家庭生活教育的

模式 

5.專業化發展、結合社區

資源、家庭生活教育終身

學習化 

藝 術 課 程 與

教學(選)2/2 

本課程主要在闡述幼兒與

兒童藝術教育與美學、創

造力、及認知發展的關

係。瞭解幼兒與兒童藝術

教育的理論與教學目標，

引導學生欣賞藝術作品，

能認識與使用不同的美術

創作媒材，並設計適宜的

教案將理論應用在教學活

動設計上。 

1.國內外幼兒與兒童藝術

相關理論。 

2.幼兒與兒童藝術與發

展。 

3.讓生活裡的素材，激發

孩子的創造力。 

4.幼兒與兒童藝術教學活

動設計。 

1.幼兒與兒童藝術教育的

目標。 

2.幼兒與兒童繪畫心智發

展。 

3.幼兒造型教學:平面造

型、立體造型。 

4.幼兒與兒童藝術與創造

力。 

5.幼兒與兒童藝術教學活

動設計。 

教 育 統 計 學

(選)2/2 

統計學為研究社會科學問

題之不確定情況下，做決

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

為讓同學確實掌握統計方

法的原則，本課程重視統

計方法的觀念澄清及統計

軟體的學習與操作。 

1.統計學在教育研究上應

用的重要性。 

2.教育統計學的基本概念

與理論。 

3.基本的統計方法 正確

且有效率用於解決研

究問題。 

4.應用統計方法於實際情

境中。 

1.學的基本概念介紹。 

2.分配與圖示法。 

3.量數。 

4.地位量數。 

5.分配。 

6.相關與回歸。 

7.與抽樣分配。 

8.估計。 

9.定變異數分析。 



5.用電腦統計軟體進行研

究資料的分析與解釋。

10.數分析。 

11.統計法。 

12.計與使用電腦軟體進

行統計考驗。 

肢體創作 

(選)2/2 

1.行動與意念之關聯  

2.肢體與造型之結合 

3.透過肢體開發，釋放心

靈，了解自己 

1.能以身體為素材，作為

創作表演之目的。 

2.探索與表現 / 實踐與

應用 

3.審美與理解 

1.互動認識 / 觀察認知 

2.肢體動作概論 

3.肢體與心理成長 

4.非移位性技巧 

5.移位性技巧 

6.身體記憶訓練 

7.認識創造性舞蹈的元

素:時間、空間、流動、

力量、關係、形式 

音 樂 課 程 與

教學 

(選)2/2 

本課程著重於指導學生如

何進行幼兒的音樂課程，

並且運用幼兒音樂教學法

1.音樂教學法的認識 

2.如何活用音樂教學法 

3.設計教案 

1.蒙特梭利教學法 

2.高大宜教學法 

3.鈴木教學法 

4.幼兒音樂及影片欣賞 

5.小組教案呈現 

 



四年級下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托育機構行

政管理

(必)2/2 

本課程主要是介紹托育機

構行政的意義、範圍及原

則。讓學生能知悉托兒所

行政組織、教務、保育工

作及事務管理、所舍建

築、設備及評鑑等事務，

並能熟練托兒所公文之實

作，為將來就業作準備。

1.驗證已知學理，培養從

事學前工作實務之志向。

2.熟練專業知能，充實學

前機構工作實務的方法

與技能。 

3.瞭解就業市場，認識學

前機構工作實務之現況。

1.了解托育機構行政管理

的基本概念及重要性。

內容包括： 

(1)托育機構之人事管

理 

(2)環境規劃 

(3)總務行政 

(4)教學行政、保育行

政、機構與家庭社區的

關係、相關法規及托育

機構之評鑑 

實務專題

(二) 

(必)1/2 

本校各系「實務專題」小組學生人數以三人一組為原則，本系(科)將安排合適指

導老師。 

托育機構評

鑑(選)2/2 

本課程主要是介紹托育

機構行政的意義、範圍及

原則。讓學生能知悉托兒

所行政組織、教務、保育

工作及事務管理、所舍建

築、設備及評鑑等事務，

並能熟練托兒所公文之

實作。 

1.介紹幼兒學前機構管理

的現況與趨勢。 

2.了解有關行政管理之相

關法令。 

3.了解行政管理之內容與

實務分享。 

1.幼教工作人員應有的專

業素養。 

2.教育領導之相關理論之

介紹。 

3.相關教育法令之介紹。

4.課程編排。 

5.文書管理。 

6.財務管理。 

7.人事管理。 

8.幼兒資料的儲存與建

檔。 

9.幼兒餐點與營養。 

10.器材設備與環境佈置。

11.親職教育。 

家庭管理實

務 

(選)2/2 

家庭管理實務乃在熟悉家

庭各項資源管理之相關概

念與原則，掌握家庭資源

管理的意義、目標與特

色，進而學習規劃家庭資

源管理並落實應用至實

務。 

1.家庭資源與管理 

2.家庭人力資源管理 

3.家庭物力資源管理 

4.家庭財力資源管理 

5.個人管理與 

家庭資源管理實務應用 

1.家庭資源的認識及管理

概念 

2.家庭管理的流程與原則

3.家庭中人力資源及其運

用 

4.物力資源介紹與運用：

居家環境美化與綠

化、設計理念 

5.家庭消費與經濟管理 

6.實務應用 

兒 童 保 護

(選)2/2 

本課程主要介紹廣義與

狹義的兒童保護定義與

工作，進而認識兒童虐

1.認識受虐兒童的類型與

成因。 

2.探討家庭暴力的種類與

1.暴力的意義。 

2.婚姻暴力。 

3.家庭暴力。 



待的類型、成因與施虐

者的特質，受虐兒童的

處遇與責任通報制。 

型態。 

3.學習辨識受虐兒童的警

訊及通報制度。 

4.探討暴力與兒童發展。

5.從社區觀點探討兒童保

護。 

4.兒童虐待的種類及成

因。 

5.受虐者與施虐者的特

質。 

6.受虐兒童與目睹暴力兒

童的發展。 

7.社會對兒童的暴力。 

8.通報制度的探討。 

9.台灣社會的兒童保護。

多元文化教

育(選)2/2 

本課程主要在於介紹多

元文化教育的意涵與目

標，以期學生能具體多元

文化的概念，並進一步在

實務操作的過程中，涵養

幼兒多元文化的胸懷。 

1.了解多元文化教育的意

義與目標 

2.了解多元文化課程設計

模式 

3.實務操作與討論 

1.文化多元論。 

2.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之實

現。 

3.多元文化課程的類別介

紹。 

4.多元文化課程理論背

景。 

5.實際教學演練與討論。 

6.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之實

施。 

兒童繪本製

作(選)2/2 

一本好的繪本，就像一扇

通往秘密花園的門，打開

它，可以看到創作者巧手

經營的繽紛天地，在美麗

的景緻中，孩子的見識和

眼光被拓展，對美的感覺

被提昇，信心和勇氣也不

斷加添，成長的步伐，將

因為好書的陪伴，而更加

穩健。 

設計時最重要的部份

在於整體感。整體感是

始於繪本企畫之初，而

不是在繪製的過程中

才開始作業。一般繪本

在創作上，整體感可透

過連貫性和延續性來

維持。連貫性最常見的

手法來自重覆，如選擇

相似的東西、重覆出現

的人物、左右頁的表現

模式複製等；延續性則

可藉由線條、色調、明

暗對比等繪畫圖像因

素來表現。整體感如能

搭配「製造驚喜」的劇

情或故事內容，甚至突

破既有的圖像語言表

達格式，創造新的語

言，必定會是一部引人

入勝的好繪本。 

1.繪本繪圖的注意事項 

(1) 線條 

(2) 形狀 

(3) 色彩、光影 

(4) 文字與圖畫的比 

例 

2.認識書的裝訂種類。 

3.如何將繪製完成的圖畫

製作成繪本。 

家庭治療 本課程兼具理論與實務的 1.家族治療概論 1.家庭與家庭系統概念、



(選)2/2 應用，主要在協助學生認

識家族治療的理念與相關

各派的理論，透過學生瞭

解個人所處家庭系統的影

響，增進個人之心理健

康。也經由暸解幼兒與兒

童家庭對其產生的影響，

掌握適切兒童行為輔導與

親職教育問題的處理。 

2.家族治療理論的介紹 

3.家族治療實務討論 

4.家族治療實務應用 

特徵 

2.家庭的發展週期 

3.家族治療理論介紹 

4.案例討論 

5.個人家庭統整 

兒童保育專

題討論 

(選)2/2 

本課程旨在指導學生撰

寫專題報告，介紹專題

報告撰寫之基本方法，

及其應該注意事項。同

時透過教育研究法與相

關議題的結合與瞭解，

撰寫相關議題之研究報

告。藉由議題討論讓學

生學習資料收集分析及

瞭解兒童保育的現況。 

對兒童保育工作有統整

的討論與思考，深入探討

兒童教保實務工作之常

見問題學習研讀學術著

作。 

1.兒童保育工作的現況與

未來趨勢。 

2.兒童教保模式專題討

論。 

3.保育人員教育與訓練方

式。 

4.保育人員知福利。 

5.保育機構行政工作特

色。 

6.兒童安全。 

7.兒童健康與疾病。 

8.教學方法。 

9.課室管理。 



幼保系館平面圖 

6F 

教師研究室 
(六)(七)(八) 

(九)(十) 
22-0601~0605 

22-0601 莊美玲老師(6025) 

22-0602 杜佩紋老師(6020) 

22-0603 林琬淇老師(6026)  

22-0604 林子建老師(6029) 

22-0605 林廷華老師(6019) 

5F 
課後托育教室/ 
兒童美語教室 

22-0501 

教具製作室 
22-0502 

課程活動設計室 
22-0503 

嬰幼兒學習環境設計室 
/多功能劇場 
22-0504 

音樂教室 
22-0505 

教師研究室(五)  
22-0506 

李秋霞老師(6023) 
楊志宏老師(6024) 

  

4F 

精緻機構式托

育示範中心/兒

童健康評估教

室/兒童 
資源中心 
22-0401 

遊戲治療室/ 
晤談室 
22-0402 

感覺統合教室/ 
體能教室 
22-0403 

教師研究室(三) 
22-0404 

陳文齡主任(6017) 
林子雯老師(6018) 

電腦教室 
22-0405 

教師研究室(四)  
22-0406 

林庭玉老師(6022) 
邱美文老師(6021) 

    

3F 
教室 

22-0301 
教室 

22-0302 
教室 

22-0303 
教室 

22-0304 
教室 

22-0305 

教師研究室(二) 

 22-0306 
王碧霞老師(6016) 

    

2F 
教室 

22-0201 
教室 

22-0202 
教室 

22-0203 
教室 

22-0204 
教室 

22-0205 

教師研究室(一)  

22-0206 
陳惠芳老師(6015) 

  

1F 
教室 

22-0101 
玄

關 

主任辦公室 
22-0102 

系主任(6017) 
曾清保(6027) 

系行政辦公室 
22-0103 

蔡玉梅(6028) 
工讀生(6070) 

教室 
22-0104 

軍訓辦公室 
22-0105     

    視聽教室  

22-B101 

育嬰示範教室 

22-B102 

會議室 

22-B103 

營養膳食製作室 

22-B104 

生命科學示範教室 

22-B105 
    B1 

22-B102~B105 為合格保母檢定試場 

  行為觀察室、兒童發展評估室（設於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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