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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學分課程規畫表 

109年 3月年 23日中心課程協調會議討論通過 

學期 課程類別 小教甲班 (39名) 

（師資培育中心） 

小教乙班 (30名) 

（師資培育學系） 

中小教合流班 (30名) 

（師資培育學系） 

中教甲班 (36名) 

（師資培育中心） 

中教乙班 ( 36名) 

（師資培育中心） 

第一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概論（必） 教育概論（必）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教育概論（必） 教育概論（必） 

教育心理學（必） 教育心理學（必）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教育心理學（必） 教育心理學（必） 

教育社會學（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教育社會學（選） 

教學方法課程 

 

教學媒體與應用（選） 教學媒體與應用（選） 教學媒體與應用（必） 教學媒體與應用（必） 教學媒體與應用（必） 

特殊教育導論（選）3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特殊教育導論（選）3  

專門課程 國音及說話（必） 國音及說話（必） 國音及說話（必） (空白) (空白) 

普通數學（必） 普通數學（必） 普通數學（必） (空白) (空白) 

兒童英語—雙語教學（選） (空白) (空白) 

健康與體育（選） (空白) (空白) 

合計學分 27門 56學分 18門 37學分（小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8學分，選修 10學分） 9門 19學分（中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6學

分，選修 4學分） 

第二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發展心理學（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青少年心理學（選） 

教育哲學（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教育哲學（選） 

教學方法課程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 

學習評量（必） 學習評量（必） 學習評量（必） 學習評量（必） 學習評量（必） 

閱讀理解與學習策略（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閱讀理解與學習策略（選） 

行為改變技術（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行為改變技術（選） 

教育實踐課程 教育見習（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教育見習（選） 

(空白)  探究與實作（選） 

專門課程(小

教)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必）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必）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必） 

（空白） （空白） 

自然科學概論（必） 自然科學概論（必） 自然科學概論（必） （空白） （空白） 

藝術概論（選）  （空白） （空白） 

藝術概論—雙語教學（選） （空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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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學分 29門 58學分 19門 38學分（小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8學分，選修 16學分） 10門 20學分（中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4學

分，選修 12學分） 

第三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行政（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教育制度與法規（選） 

教學方法課程 教學原理（必） 教學原理（必） 教學原理（必） 教學原理（必） 教學原理（必） 

輔導原理與實務（必） 輔導原理與實務（必）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輔導原理與實務（必） 輔導原理與實務（必） 

生命教育（選） 生命教育（選）  

多元文化教育（選） 多元文化教育（選） 

教育實踐課程 探究與實作（選） (空白)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國

語文教材教法（必）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國

語文教材教法（必）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國

語文教材教法（必） 

1.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文科分科教材教法 中文

系 

2.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科分科教材教法 外語

系 

3.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科分科教材教法 數理

所 

4.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歷史科分科教材教法 

應用歷史系 

5.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化學、生物科分

科教材教法 數理所 

6.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分科教材教法   

資工系 

7.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分科教材教

法  體健系 

8.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輔導科、生涯規劃科分

科教材教法  輔諮系 

9.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科分科教材教法音樂系 

10.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科、藝術群科分科教

材教法 視藝系 

11.中等學校機械群科教材教法 生機系 

12.中等學校農業群科教材教法 農藝系 

13.中等學校食品群科分科教材教法 食品系 

14.中等學校家政群科分科教材教法 幼教系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

教法（必）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

教法（必） 

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材

教法（必） 

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材教法（選） 

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教材教法—雙語教學（選）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材教法—雙語教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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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課程(小

教) 

科技領域概論（選） （空白） （空白） 

表演藝術—雙語教學（選） （空白） （空白） 

合計學分 40門 78學分 20門 40學分 

（小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8學分，選修 18學分） 

20門 40學分 

（中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6學分，選修 4

學分） 

第四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現代教育思潮（選） 至小教或中教各班任選 現代教育思潮（選） 

教學方法課程 班級經營（選） 班級經營（選） 班級經營（選） 

教育實踐課程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選必）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

規劃（選必）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選必） 

教育實踐行動研究（選） 教育實踐行動研究（選）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必）2/4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必）2/4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必）2/4  

1.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文科教學實習 中文系 

2.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科教學實習 外語系  

3.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科教學實習 數理所 

4.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歷史科教學實習應用

歷史系 

5.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化學、生物科教

學實習 數理所  

6.中等學校科技領域—資訊科技教學實習資工系 

7.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教學實習 

體健系 

8.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輔導科、生涯規劃科教

學實習  輔諮系 

9.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科教學實習 音樂系 

10.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科、藝術群科教學實

習 視藝系 

11.中等學校機械群科教學實習 生機系 

12.中等學校農業群科教學實習 農藝系  

13.中等學校食品群科教學實習 食品系 

14.中等學校家政群科教學實習 幼教系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雙語教學（選） 

國民小學綜合領域教材教法（選） 

國民小學科技領域教材教法（選）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教材教法（選）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選） 

 

 

 

 

 

專門課程(小

教) 

音樂（選） （空白） （空白） 

童軍（選） （空白）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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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學分 33門 66學分

（72學時） 

16門 32學分（36學時） 

（小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必選 4學分，選修 20學分） 

18門 36學分 

（中教單一班級開課學分：必修 4學分，選修 6

學分） 

    

  說明： 

     1.教育理論基礎與教學方法類課程必修課，原則上每門開 5班；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因為師範學院必修，故只開 4班。 

     2.教育理論基礎與教學方法類課程選修課中、小教各開 1班，中小教合流班不另開課，可至中教或小教班級任選。 

     3.小教 46學分每學期小教修習學分不得超過 13學分，中教 26學分每學期中教修習學分不得超過 9學分，分為 4學期開課。 

     4.教育基礎課程必修 2科 4學分，方法課程必修至少 5科 10學分，超修課程均列入選修課程。 

     5.課程表適用 108學年度-109學年度修讀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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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學分課程規畫表 

 

開課學期 課程類別 幼教一甲 必選修 學分數 

第 1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心理學 必 2 

教育概論 必 2 

教育社會學 必 2 

幼兒教育概論 必 2 

幼兒健康與安全 必 3 

專門課程 幼兒文學 必 2 

小計 開課學分：必修 13學分（選課上限 14學分） 

第 2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哲學 選 2 

教學原理 選 2 

幼兒發展與保育 必 3 

教學方法課程 幼兒園課程設計 必 3 

幼兒行為觀察 必 2 

幼兒遊戲 選 2 

教育實踐課程 幼兒園教材教法(I) 必 2 

專門課程 幼兒體能與律動 必 2 

小計 開課學分：必修 12學分、選修 6學分（選課上限 14學分） 

第 3學期 教學方法課程 特殊幼兒教育 必 3 

幼兒園課室經營 必 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必 2 

幼兒學習評量 必 2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選 2 

教育實踐課程 幼兒園教材教法(II) 必 2 

專門課程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索與遊
戲 

選 2 

小計 開課學分：必修 11學分、選修 8學分（選課上限 14學分） 

第 4學期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行政（學校行政） 選 2 

教育實踐課程 幼兒園教保實習(I) 必 2 

 幼兒園教保實習(II) 必 2 

 幼兒園教學實習(I) 必 2 

 幼兒園教學實習(II) 必 2 

 幼保人員專業倫理 必 2 

小計 開課學分：必修 10學分、選修 2學分（選課上限 1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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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幼兒園師資類科職前教育課程，應修至少 50 學分，其中： 

（一）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46 學分 

 1.教育基礎課程至少 15 學分 

 2.教育方法課程至少 17 學分 

 3.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14 學分 

（二）專門課程至少 4 學分 

二、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需至幼兒園見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

服務學習 (幼兒園至少 54 小時實地實習)，並經本校幼兒教育學系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

專業知能。 

三、本表自 109 學年度起師資生適用，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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