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101 學年度新生入學課程標準 

                     102.12.5 系務會議通過、102.12.23 教務會議通過.103.9.11 課程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0：必修 8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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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04 英文(二) 2/2

國防通識必修 90A005 軍訓(一) 0/2 國防通識必修 90A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AH01 幼兒教保概論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AH05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H20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H03 心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AH40 兒童與社會福利 2/2 

專業必修 90AH02 兒童生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AH24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04 家庭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AV78 設計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AV72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3 設計素描 2/2 

        

合計 16 學分 19 小時 合計 15 學分 19 小時   (3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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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46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43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44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18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

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AH46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H08 

兒童遊戲 2/2 專業必修 
90AH50 兒童行為觀察與實

習 
2/2

專業必修 90AH25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H44 特殊教育導論 3/3

專業必修 90AH26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必修 90AH27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

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76 

數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07 家庭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7 人因工學 2/2 

專業選修 90AV49 幼兒鍵盤樂 2/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         (4 選 2) 合計 16 學分 19 小時    (3 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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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0AH29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90AH53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90AH43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

務 
2/2 專業必修 

90AH30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90AH41 
兒童發展評量 2/2 專業必修 

90AH54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

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H48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H3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

(一) 
2/2 專業選修 

90AV93 
家庭生活教育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AV5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1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V52 諮商理論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V36 兒童節奏樂 2/2 

專業選修 90AV29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0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V79 活動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AV57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80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94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1 語文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4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

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合計 19 學分 20 小時     (7 選 4)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    (8 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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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58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必修 90AH42 托育機構行政管理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59 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90AH55 心理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必修 
90AH60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

(二) 
2/2 專業必修 

90AH57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V44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V4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66 保母技術能力指定

操作(協同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87 
蒙特梭利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V43 家庭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63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V35 遊戲治療 2/2 

專業選修 90AV85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8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說 2/2 

專業選修 90AV86 數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90 說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V95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合計 13 學分 16 小時     (6 選 3)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      (8 選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