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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兒家系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嬰幼兒教育」課程大綱 

 

上課時間：週四 :10:10–12:00 p.m. (必修 2 學分)  教室：________ 

班級: 兒家二  

授課教師：蘇育令 老師 

聯絡方式：048925@mail.fju.edu.tw（校內分機：          ） 

課程助教： 

 

課程目標： 

1. 瞭解嬰幼兒教育的意義 

2. 認識嬰幼兒教育的內涵 

3. 建立從事嬰幼兒教育之專業態度與職志 

 

課程內容: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瞭解嬰幼兒教育的意義、幼兒教育的環境與課程、幼兒行

為的輔導、家庭與社區參與。 

 

課程進度(暫定)： 

1. 09/15  課程簡介 分組與選小老師 

2. 09/22  閱讀 1：第一章、嬰幼兒教育的範疇及需求 (請帶上學期課本) 

3. 09/29  閱讀 2：第 28 章、嬰兒和學步兒課程 

4. 10/06  閱讀 3：第三、四章: 家庭與教師 

5. 10/13  閱讀 4：第六章、總目標、主題目標、和評量 

6. 10/20  閱讀 5：第七章、學習環境 

7. 10/27  閱讀 6：第八章、作息安排與課程規劃 

8. 11/03  期中考 

9. 11/10  參觀幼稚園 

10. 11/17  討論與分享 (繳交紙本參觀心得) 

11. 11/24  閱讀 7：第九章、經由課程、學習區創造啟發力 

 課堂 review activity 1 

12. 12/01  閱讀 8：第十章、經由課程、學習區促進身體動作: 律動經驗的引導（小組 1） 

 課堂 review activity 2 

13. 12/08  閱讀 9：第十一章、經由課程、學習區強化認知發展（小組 2） 

 課堂 review activity 3 

14. 12/15  閱讀 10：第十二章、經由課程、學習區增進語言能力（小組 3） 

 課堂 review activity 4 

15. 12/22  閱讀 11：第十三章、經由課程、學習區促使社會化發展（小組 4） 

 課堂 review activity 5 

16. 12/29  閱讀 12：第十四章、常規指引和團體活動（小組 5） 

 課堂 review activit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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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1/05  教案分享閱讀 13：第十五章、社會行為輔導（小組 6） 

 課堂 review activity 7 

18. 01/12  期末回顧與討論 

 

主要教材： 

蘇靖媛譯 (2008)。幼兒教育概論（Eva L. Essa 原著）。台北 紅葉。（課本） 

王慧敏等譯 (2004)。幼兒教保概論: 與幼兒一起工作。台北：心理。（第 28 章） 

 

參考教材: 

蘇秀枝等譯 (2009)。現代幼兒教育。台北：華騰。 

盧美貴（2010）。幼兒教育概論。台北：五南。 

 

作業與評量： 

一、課堂參與（佔 20%） 

1. 參與課堂討論 

2. 出席 

3. 參觀心得 (1000-1200 字 單行間距) 10%  

請於 11/16 晚上 12:00 前上傳平台，11/17 上課繳交紙本、請訂好  

• 記錄教室環境與角落名稱 

• 陳述議題（所選之議題必須是課堂上已提過或上學期教保概論的章節內容，並且

是在所參觀之場域你所親身觀察到之現象。請先描述與議題相關之現象，如某一

個你所觀察到的事件。在觀察筆記之後，請陳述你的想法、思考為何你會如此反

應、探索是有其他的想法或可能） 

評分標準： 

1. 準時繳交、符合字數及內容的規定。 

2. 與課本的內容相呼應，報告能反映出對課程閱讀的理解與融會貫通。最好能引用相關章節的內文來支

持你的觀察。 

 

二、期中考（佔 30%） 

1. 考試範圍：閱讀 1～閱讀 6 

三、課堂 review activity（佔 20%，7 次選 5 次最高分者） 

第 11 週至第 17 週，每週 review activity 1 次，共 7 次，每次範圍一章。 

四、章節導讀活動（小組，佔 30%） 

1. 全班分成 6 組，每組___人，每組負責導讀課本第 10～15 章其中一章（閱讀 8～閱讀

13）、並蒐集相關文章或短片共 2 篇 

2. 每組請先編劇、然後用影片短劇(或廣播劇)的方式呈現此章內容約 20 分鐘 

3. 然後用 PPT 檔案帶領全班熟悉負責章節之內容(可標出頁數)，並介紹相關文章與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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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此文章語課本中內容有和關係、請列出參考出處)、最後依據章節內容提出 5-6

題選擇題讓同學會回顧 (答案選項請統一四個選項)。 

4. 報告當日請交光碟: 報告 PPT 檔、題庫檔 (word)、劇本檔、影片檔、請確定影片檔案

可以撥放。 

報告當日請交紙本: 報告 PPT 檔、題庫紙本、相關文章 

5. 請清楚說明組員工作分配 

 

****幼犀利廣播與短片劇場劇本要項說明**** 

請於劇本前端附上 

1. 封面 (包括節目名稱、主題、組員名稱及學號、授課教師) 

2. 簡短一段說明此節目要說明的主題 (重要性) 

3. 相關文獻  

• 作者 年代 文章或書名  出版社 

4. 劇本內容 (有好笑但是也要有內容與專業程度的展現!!!!切記) 

5. 劇本與節目尾端工作分配清楚說明 

• 資料、圖片蒐集 

• 導演 

• 編劇 

• 演員 

• 影片錄製剪輯 

• 配樂 

• 字幕 

• 其他 

 

 

上課注意事項： 

1. 出席：無故缺席者每次扣總平均分數 3 分，遲到 3 次以一次缺席計，凡需請假者請事

前告知老師，並依學校規定辦理請假程序。 

2. 課前預讀：所有閱讀資料請在當次上課前讀完。 

3. 作業請準時繳交，遲交者一律扣分。遲交作業一日扣作業總分的級分數，如 AB，

B->C。 

4. 上課手機請關機。 

5. 認真傾聽他人看法是學習真誠地與他人溝通及對話的第一步，所以上課時請用心傾聽

他人看法並給予建設性之回應，以及積極參與課堂活動，共同營造充滿有學習氣氛又

歡樂的教室，為這學期的學習創造豐碩的成果與留下美好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