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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富美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4 學期
Semester 2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課程綱要 九十四學年度 第二學期
科目：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上課時間：星期二第3、4節（講授課程）／星期三第1-4節（實習課程）
任課老師：陳富美  分機號碼：(02)29052104     E-mail：chenfume@mails.fju.edu.tw
助教：朱芬滿  分機號碼：(02)29053605     E-mail：als2036@mails.fju.edu.tw

課程目標 
1.了解兒童行為觀察的意義與重要性。
2.認識兒童行為觀察的策略。
3.實際演練各種觀察與記錄的技巧。
參考書籍 
1.廖信達著（最新版）：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台北：啟英文化。
2.黃意舒著（1996）：兒童行為觀察法與應用，台北：心理出版社。
3.林青青、劉慈惠、杜宜展、王莉玲合譯（2006）：嬰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台北：華騰。
4.黃馨慧編（1999）：幼兒行為觀察與記錄，台北：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5.廖鳳瑞、李易霖合譯（1999）：兒童行為觀察—課室經營之鑰，台北：光幼文化。
6.湯琬譯（1999）：兒童行為的觀察與記錄，台北：桂冠。

理論課程進度 實習課程進度
週次 月 日 授課內容 實 習 主 題 實習日期
一 2 21 課程說明 參觀輔幼 2/22
二 2 28 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日  
三 3 7 觀察意義與重要性 輔幼教室觀察(繳交期末報告分組名單) 3/8
四 3 14 客觀的觀察紀錄 兒童發展狀況觀察（一） 3/15
五 3 21 觀察類型與紀錄方法 兒童發展狀況觀察（二） 3/22
六 3 28 Diary Description Diary Description 3/29到4/5
七 4 4 春假調整放假 Diary Description 
八 4 11 Anecdotal Records Anecdotal Records 4/12
九 4 18 期中考試 日間部期中考試 
十 4 25 Specimen Records Specimen Records 4/26
十一 5 2 Time Sampling Time Sampling 5/3
十二 5 9 Event Sampling Event Sampling 5/10
十三 5 16 Checklist Checklist 5/17
十四 5 23 Rating Scales Rating Scales 5/24
十五 5 30 觀察系統 非教室情境觀察 5/31
十六 6 6 期末報告  
十七 6 13 期末報告 可於6月14日課堂中撰寫期末報告聽講心得 繳交期末報告聽講心得

評分標準：   出席參與—包括理論課程及實習觀察（10%）
期中考（15%）
觀察作業（55%）：每隔週星期一中午12點之前。
期末報告（15%）：繳交日期6月16日
期末報告聽講心得：撰寫於6月6日及6月13日聆聽同學期末報告之心得 感想（6月13日中午12點前繳交
）（5％)

注意事項：
實習報告繳交請於隔週星期一(中午12點之前)繳交，中午過後扣5分，之後每一天扣10分。

【兒童行為觀察與記錄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主題：觀察法在學術論文中的應用情形
全班分為六組，組內成員各找一篇運用觀察法的學術論文（期刊論文或博碩士論文），各自撰寫報告，合為
一團體報告。組員需討論分享彼此所蒐尋之論文（並於綜合心得中呈現），共同推舉出兩篇論文做為口頭
報告。為達團體報告的目的，口頭報告者與撰寫此論文之書面報告者不得為同一人。同時，全班口頭報告所
選之論文不得重複，請事前第一組之組長事前調查協調。

期末書面報告內容應包括：
1. 論文的基本資料
2. 觀察法在論文中的應用情形（觀察方法類型，觀察法採用的原因，樣本，如何取得觀察許可，觀察程序
，研究的限制）、觀察內容與結果
3. 對於此篇論文之心得
4. 附錄：觀察記錄表，記錄分析樣本，檢核表等
5. 綜合心得

注意：項目1-5請組員就個人所選擇之論文每人分別撰寫(然後合訂在一起)，項目6請組員就全組彼此討論分
享的內容，分別撰寫綜合心得。期末書面報告繳交型式為一組一份。繳交日期6月16日(星期五)。

期末口頭報告內容：論文標題、作者與系所、觀察內容、觀察結果與應用。



課程大綱

To look is one thing;
To see what you look at is another,
To understand what you see is a third;
To learn from what you understand is still something else,
But to act on what you learn i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s parents and teachers we must learn to look, see, understand, and then act 
wisely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irst four steps.  In your professional career you will repeat these 
steps.  The last step, to act wisely in the best i
nterests of children, will then be up to you as future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附註
【輔幼中心94學年度工作人員名單】
主任：楊康臨主任
秘書：詹美倩老師
大袋鼠班（5-6歲）：塗珮琄、陳瓊瑜老師
中、大河馬班（4-6歲）：劉香君、陳欣怡老師
中企鵝班（4-5歲）：楊慧美、陳巧湄老師
小花鹿班（3-4歲）：楊秀君、蔡書婷老師

【戶外遊戲場說明】
1.拉環單槓、 八爪台(小鞦韆、螺旋滑梯、黃色滑梯、攀爬網、繩索攀爬牆) 、 梯形攀爬架 、雙爬桿、
沙坑

2.花圃(菜圃) 、 原木鞦韆(皮帶鞦韆、輪胎鞦韆 ) 、 石桌、石椅 、 小木屋 、 瞭望台 (鋼管攀爬架
、垂直木梯、垂直攀爬繩)

3.足、籃、手三用球場 
阿姨：曾淑雅阿姨、張寶珠阿姨
      廚房阿姨(待聘)

【幼兒每日作息時間】
小、小小班上午作息時間
8:00~9:00 入園、角落時間
9:00~9:10 律動
9:00-9:40 戶外活動
9:40~10:10 點心時間
10:10~10:30 主題活動
10:30~11:30 角落活動
11:30~11:50 分享時間/半日班離園
11:50~12:20 午餐

中、大班上午作息時間 
8:00~8:30 入園、角落時間
8:30~9:00 戶外活動
9:00~9:10 律動
9:10~9:30 戶外活動
9:30~10:00 點心時間
10:00~10:30 主題活動
10:30~11:30 角落活動
11:30~11:50 分享時間/半日班離園
11:50~12:20 午餐

全日班下午作息時間
12:20~12:40 盥洗時間
12:40~13:00 午睡前故事時間
13:00~14:20 午睡時間
14:20~14:30 摺被/整理儀容
14:30~15:30 學習活動
15:30~16:00 點心時間
16:00~17:00 全日班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