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嘉義大學「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程修習要點 

107 年 4 月 25 日師範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107 年 5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鑑於文教產業在技術創新及教育應用之迫切

需求，本學分學程整合幼兒教育學系、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二系課

程，規劃「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培育學生具有以

幼兒為中心的數位教材設計能力，研發產出幼兒園適用之數位教材，引導

學生成為幼兒數位教材研發之專業人才，以提供學生多元發展與就業選

擇。依據本校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由幼兒教育學系、數位學習設計

與管理學系成立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規

劃與執行相關事宜。本學程委員會設置委員五~七人，遴聘參與本學程核心

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組成之，任期一學年，學程召集人由師範學院院長擔

任之，並指定其中委員一人承辦相關業務。 

二、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通過本委員會之甄選，每學年辦理兩次，每年

名額由該年度可供使用之場地器材與儀器等容量決定招生名額，以規劃本

學程之幼兒教育學系、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二系學生優先錄取。各課

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老師要求訂定之。 

三、本學程修習至少 20 學分，包括必修 6學分，選修 14 學分。修習本學程之

學生得以原主修科系抵免本學程學分，至多可承認 10 學分。 

四、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數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數內，由

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五、學生修習本學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

分數，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六、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並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

目學分總數，其學分總數應依本校學則辦理。 

七、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數且成績及格之學生，經本委員會初審合格後，得向

教務處申請核發本學程修習證明書。 

八、本學程學生通過甄選後，已修畢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得辦理抵免。 

九、學生因修習本學程是否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依本校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

辦法辦理。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者，依本校學則、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相關法令規

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須經院課程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十二、「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程修習申請流程: 

 

 

 

  

1.學習成效評估 
․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前一學期所修
習課程成績平均達 75 分(含)以上 

2.申請進入學程 
․繳交申請表 
․繳交歷年成績單 

3.學分學程委員會審查 
․審查申請者資格 
․決定錄取名單 

4.進入學程╱申請學分抵免 
․公告錄取名單 
․報教務處註記學生身分 
․申請學分抵免 

5.修習學分 
․必修 6學分 
․選修 14 學分

6.審查學分╱符合要求 
․審核學分學程修習報告書 
․審核歷年成績

7.完成學程 
․教務處核備 
․頒發學程證書

補足學程分數 

學程分數不足 

學分保留進入
研究所 



立嘉義大學「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程規劃書 

一、學程名稱：國立嘉義大學「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程。 

二、設立宗旨：鑑於文教產業在技術創新及教育應用之迫切需求，本學程整合

幼兒教育學系、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二系課程，規劃「幼兒數位教材研發

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培育學生具有以幼兒為中心的數位教材設計能力，

研發產出幼兒園適用之數位教材，引導學生成為幼兒數位教材研發之專業人

才，以提供學生多元發展與就業選擇。 

三、教育目標： 

 1.提供學生跨領域學習機會 

 2.培養學生跨領域數位教材設計能力 

 3.增加學生多元發展與就業機會 

四、預期成效：學生得以學習幼兒教育、數位媒體等跨領域基礎概念外，亦可透

過開發、設計、實務應用、競賽、工作坊等，增加實務能力，具有多元發展的可

能與就業選擇。 

五、核心能力： 

 1.培育學生具有以幼兒為中心的數位教材設計能力 

 2.培育學生成為幼兒數位教材研發之專業人才 

   

六、課程地圖： 

類別 

課程名稱 

預計

開課

學期 

預計授課老師 

說明 

必修課程 數位學習概論 一下 林菁、邱柏升 左列

科目

任選 3

科 6

學分 

視覺傳達設計 (I) 一上 王思齊 

系統化教學設計 二上 劉漢欽 

教育概論 一上 數位系：林菁 

幼教系：蔡淑玲 

教育心理學 一下 數位系：劉漢欽 

幼教系：楊正誠 

教學原理 一下 鄭青青 

選修

課程 

教材內

容開發

課程 

數位內容設計 二下 王佩瑜 左列

科目

任選 7

科 14

學分 

多媒體互動程式設計 二上 黃國鴻 

數位互動式多媒體 二上 邱柏升 

網路教學策略 三上 劉漢欽 

電腦動畫 二上 王秀鳳 

數位插畫 二下 未定 

課程與媒材研發概論 一下 吳光名 



幼教課程模式 三下 鄭青青 

幼兒園課程發展 二下 吳樎椒 

教具設計與應用 二上 簡美宜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二下 吳光名  

 教學策略與方法 二下 未定 

 幼兒園課程設計 二上 鄭青青 

遊戲與

創意設

計課程 

遊戲設計概論 一上 陳秋榮 

故事創意設計 三下 未定 

創意思考與設計 二上 未定 

創意遊戲與玩具設計 三下 未定 

創意課程設計與實作 三上 未定 

創造思考教學 一上 孫麗卿 

 網路概論 一上 陳秋榮 

實務與

應用課

程 

網路實作 二上 黃國鴻 

數位遊戲企劃 二上 陳秋榮 

數位出版 二下 王秀鳳 

創客教育與實作 四上 邱柏升 

圖畫書設計與實作 四上 未定 

益智課程與媒材設計

與實作 

三下 吳光名 

數位媒體設計與應用 二上 數位媒體設計與

應用 

備註:   

1.本學程修習至少 20 學分，包括必修 6學分，選修 14 學分。 

2.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得以原主修科系抵免本學程學分，至多可承認 10 學分。

3.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老師要求訂定之。 

4.各課程預計開課學期及授課老師，得依實際情形調整。 

5.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數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數內，由

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6.本學程必修與選修課程名稱、學分數，得由相關科系所就其專業課程提報

本委員會審核認定相抵之。 

七、產業連結說明：本學程相關產業包含文教、數位、媒體、幼教等相關領

域。 

八、課程結構說明： 

   (一)本學程修習至少 20 學分，包括必修 6學分，選修 14 學分。 

   (二)本學程必修與選修課程名稱、學分數，得由相關科系所就其專業課程提 

       報本委員會審核認定相抵之。 



九、非正式課程規劃：以業界參訪、專題演講及成果競賽為主。 

十、師資規劃：幼兒教育學系、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專兼任師資共同協助

相關業務。 

十一、多元教學法設計：除幼兒教育、數位媒體的基礎概念外，教學內容以開

發、設計、實務應用等為主，學生透過實際操作來縮短實用落差。 

十二、學習輔導：透過學分學程課程規劃，接受校內課程教師指導，亦可藉由

專題演講、工作坊等機會，接受業界老師指導。 

十三、就業輔導：安排業界參訪及專題演講，協助學生認識業界人士，提升就

業競爭力，學分修畢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增加多元就業管道。 

十四、學生學習成效：定期辦理成果競賽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十五、跨院系協調機制：由幼兒教育學系、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成立幼兒

數位教材研發學程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行相關事宜。本學程委員會設置委員五~

七人，遴聘參與本學程核心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組成之，任期一學年，學程召

集人由師範學院院長擔任之，並指定其中委員一人承辦相關業務。 



國立嘉義大學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幼兒數位教材研發學

程」申請表 

系 所  組 別  姓 名  

學 號  年 級  日 期   年  月  日 

通 訊 

地 址 

□□□  通 訊

電 話

 

行動： 

E-mail  

 註：通訊地址及電話，請務必填寫，以便通知相關訊息。 

主修系

所主管

意  見 
（簽章）

指導教授

意見(大學

部免填）
（簽章）

檢 附 
資 料 

□ 歷年成績單 

資 格 

審 查 

(學系) 

□ 具申請資格 

□ 不具申請資格（原因：           ） 

                審查者： 

甄 選 
結 果 

□ 錄取                    □ 不錄取 

備 註 

 
 
 
 
 
 

 
召集人  承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