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四技課程地圖      109入學年 
製圖 (109/09) 

 通識課程（32學分） 

專業必修課程（67學分） 專業選修（含模組）課程（≧27 學分） 

英文(4/4) 

勞作教育 (0/2) 

國文(2/2) 

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2/2) 

視聽英文(3/4) 

職場英文(1/2) 

體育-興趣選項分組(4/4) 

應用文寫作(2/2) 

 

核心通識（18學分） 

院通識（6學分） 

管理學(2/2) 

創新創意與民生科技(2/2) 

職場安全衛生概論(2/2) 

分類通識（8學分） 

通識(一) 

人文藝術領域（2/2） 

通識(二) 

社會科學及跨領域（2/2） 

通識(三) 

自然科學領域（2/2） 

通識(四) 

生命科學領域（2/2） 

專業課程（≧96學分） 

一年級課程 

圖書館與網路資源運用(2/2) 

鍵盤樂(4/4) 

教保名著選讀(2/2) 

二年級課程 

蒙特梭利教學理論與實務(2/2) 

教育心理學(2/2) 

社會科學統計(2/2) 

創造性教學與活動設計(2/2) 

教育哲學(2/2) 

兒童福利政策與法規(2/2) 

三年級課程 

專業英文(2/2) 

婚姻與家庭(2/2) 

鄉土文化教育(2/2) 

教育社會學(2/2) 

教具製作與應用(2/2) 

四年級課程 

多元文化教育(2/2) 

領導與溝通(2/2) 

專業實習(9/40) 

教保專題實作(2/2) 

 

一年級課程 

心理學(2/2) 

幼兒教保概論(2/2) 

幼兒發展(3/3) 

教保模式(2/2) 

幼兒健康與安全(3/3) 

幼兒觀察(2/2) 

二年級課程 

課程原理(2/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2/2) 

特殊幼兒教育(3/3) 

幼兒音樂(2/2) 

兒童營養與膳食(2/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3/4) 

幼兒園課室經營(2/2) 

嬰幼兒學習環境規劃(2/2) 

三年級課程 

急救法(2/2) 

兒童行為輔導(2/2) 

嬰幼兒保育實務(2/2) 

教保機構行政(2/2) 

幼兒園教材教法(2/2) 

幼兒園教材教法與實踐(2/2) 

幼小銜接課程教學(2/2) 

幼兒身心評估(2/2) 

教保專業倫理(2/2) 

幼兒學習評量(2/2) 

幼兒園教保實習 1/2(2/4) 

實務專題(2/2) 

四年級課程 

幼兒園教保實習 2/2(2/4) 

教保專業實習(9/40) 

專長模組 

專業能力 

 
1.才藝班老師 

2..課後照顧人員 

3.兒童報章雜誌編輯 

4.活動帶領員 

5.兒童戲劇工作者          

6.兒童戲劇劇本創造者 

7.兒童文學創造者 

8.插圖美工 

 

1.教保員 

2.特教老師保育員 

3.親職輔導員 

4.教保觀念講員 

5.教保機構行政人員／主管 

6.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7.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人員 

8.兒童餐點規劃與製作人員 

9.幼兒園主管 

 

一般能力 

 1.自我了解與發展 

2.生活能力與健康習性 

3.思考與問題解決 

4.科技資訊運用與主動學習 

5.語文能力與國際視野 

6.生涯規劃與實踐 

7.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8.認識與探索環境 

9.倫理與民主法治 

10.人本關懷與社會服務 

嬰幼兒保育與照護模組（≧10學分） 

 一年級課程 

托嬰服務導論（2/2） 

婦嬰護理(2/2) 

二年級課程 

嬰幼兒遊戲與玩具（2/2） 

三年級課程 

嬰幼兒保育實務(2/2) 

嬰幼兒活動設計(2/2) 

四年級課程 

早期療育（2/2） 

嬰幼兒按摩（2/2） 

坐月子服務(2/2) 

幼兒教保實務模組（≧10學分）

學分） 二年級課程 

幼兒音樂(2/2) 

幼兒教學媒體設計與應用（2/2） 

幼兒體能與律動（2/2） 

三年級課程 

幼兒戲劇（2/2） 

幼兒自然科學(2/2) 

幼兒數學(2/2)  

幼小銜接課程教學(2/2) 

四年級課程 

幼兒語文（2/2） 

課後照顧課程模組（≧10學分） 

 一年級課程 

教保機構活動企劃（2/2） 

二年級課程 

兒童文學欣賞與習作(2/2) 

三年級課程 

教保機構行政(2/2) 

課後照顧概論(2/2) 

初等教育(2/2) 

國小教材教法（2/2） 

四年級課程 

學習輔導(2/2) 

 

專業能力 

 

1.培育學以致用的托育人員。 

2.培育專業的幼兒園教保員。 

3.培育優質的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4.培育教保產業經營與管理人才。 

專業能力 

 
1.保母 

2.托嬰中心教保人員 

3.婦嬰用品店販售員 

4.感覺統合諮詢人員 

5.嬰幼兒食品與營養諮詢人員 

6.嬰幼兒教具銷售與服務員          

7.家庭托育中心主管 

 

培育目標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夜二技課程地圖   109入學年 
製圖 (109/09)  

 通識課程（14學分） 

專業必修課程 

（36學分） 

專業選修（含模組）課程 

（≧22學分） 文學欣賞(2/2) 

人文社會科學(2/2) 

英文(2/2) 

藝術與生活(2/2) 

環境與生命(2/2)   

核心通識（10學分） 

分類通識（選 4學分） 

通識(一) 

人文藝術領域（2/2） 

通識(二) 

社會科學領域（2/2） 

通識(三) 

自然科學領域（2/2） 

通識(四) 

生命科學領域（2/2） 

專業課程（≧58學分） 

一年級課程 

圖書館與網路資源運用(2/2) 

教具製作(2/2) 

教育心理學(2/2) 

鄉土文化教育(2/2) 

幼兒教育社會學(2/2) 

二年級課程 

學習環境與規劃(2/2) 

教保研究方法(2/2) 

社會科學統計(2/2) 

兒童餐點與營養(2/2) 

一年級課程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與實務(2/2) 

兒童健康照顧(3/3) 

人類發展(3/3) 

教保概論(2/2) 

兒童行為觀察(2/2) 

幼兒園課程設計(3/4) 

幼兒園班級經營(2/2) 

幼兒教材教法(2/2) 

幼兒教材教法與實踐(2/2) 

二年級課程 

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2/2) 

教保人員專業倫理(2/2) 

教保機構實習 (4/8) 

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3/3) 

親職教育(2/2) 

實務專題(2/2) 

專長模組選修 

嬰幼兒保育與照護模組（= 8學分） 

 二年級課程 

急救原理與實作(2/2) 

嬰幼兒身心評估（2/2） 

嬰幼兒按摩（2/2） 

托育政策與法規(2/2) 

托育服務(2/2) 

嬰幼兒保育實務(2/2)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 

 
1.保母 

2.托嬰中心教保人員 

3.婦嬰用品店販售員 

4.感覺統合諮詢人員 

5.嬰幼兒食品與營養諮詢人員 

6.嬰幼兒教具銷售與服務員          

7.家庭托育中心主管 

1.才藝班老師 

2.安親班老師 

3.課後照顧人員 

4.兒童報章雜誌編輯 

5.活動帶領員 

6.兒童戲劇工作者          

7.兒童戲劇劇本創造者 

8.兒童文學創造者 

9.插圖美工 

 

1.教保員 

2.特教老師保育員 

3.親職輔導員 

4.教保觀念講員 

5.教保機構行政人員／主管 

6.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7.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人員 

8.兒童餐點規劃與製作人員 

9.幼兒園主管 

一般能力 

 1.自我了解與發展 

2.生活能力與健康習性 

3.思考與問題解決 

4.科技資訊運用與主動學習 

5.語文能力與國際視野 

6.生涯規劃與實踐 

7.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8.認識與探索環境 

9.倫理與民主法治 

10.人本關懷與社會服務 

幼兒教保實務課程模組（≧8學分） 

 二年級課程 

幼兒音樂（2/2） 

幼兒戲劇教學（2/2） 

幼兒教學媒體設計與應用（2/2）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2/2) 

幼小銜接課程教學設計與實作（2/2） 

專業能力 

 

   

培育目標 

 

1. 培育學以致用的托育人員。 

2. 培育專業的幼兒園教保員。 

3. 培育優質的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4. 培育教保產業經營與管理人才。 

 

 

課後托育課程模組（= 8學分） 

一年級課程 

教學原理（2/2） 

二年級課程 

課後照顧實務與應用(2/2) 

教保機構活動企劃(2/2) 

學習輔導（2/2） 



 

 

 

 

專業必修課程 

（90學分） 
一年級課程 

人類發展學(3/3) 

幼兒教保概論(2/2) 

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2/2) 

托嬰服務導論(2/2) 

嬰幼兒遊戲與玩具(2/2) 

二年級課程 

心理學(3/3) 

幼兒教具製作與應用(2/2)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導論

(2/2) 

社會學(3/3) 

幼兒發展(3/3) 

幼兒教保模式(2/2) 

故事說演與應用(2/2) 

嬰幼兒急救法(2/2) 

三年級課程 

幼兒觀察(3/3) 

幼兒學習環境規劃與應用 

特殊幼兒教育(3/3) 

教保政策與法規(2/2) 

幼兒園活動方案企劃(2/2) 

多元文化與家庭(2/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4) 

教保實務實習(2/4) 

四年級課程 

幼兒健康與安全(3/3) 

幼兒行為輔導(2/2) 

教育統計概論(2/2) 

幼兒園教材教法(2/2) 

幼兒園教材教法與實踐

(2/2) 

教保專業倫理(3/3) 

幼兒學習評量(2/2) 

幼兒園課室經營(2/2) 

幼兒園行政(2/2)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2/2) 

幼兒園教保實習 1/2 

五年級課程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2/2) 

教保專題討論(2/2) 

教保員專業發展(2/2) 

教保專業證照輔導(2/2) 

幼兒園統整課程計畫與實

施(3/3) 

課後照顧導論與實務(2/2) 

幼兒園教保實習 2/2(4/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五專課程地圖      109入學年 

製圖 (109/09) 
通識課程（78學分） 

國文 (18/18) 

英文 (12/12) 

數學 (6/6) 

公民與社會(2/2) 

全民國防教育(2/2) 

視聽英文(6/6) 

音樂(2/2) 

體育(8/8) 

健康與服務(2/2) 

歷史(2/2) 

物理學(2/2) 

化學(2/2) 

生物學(2/2) 

生涯規劃(2/2) 

健康與護理(2/2) 

地理(2/2) 

藝術概論(2/2) 

生活科技(2/2) 

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概論(2/2) 

   

二年級課程 
性別關係(2/2) 

情緒與時間管理(2/2) 

幼兒鍵盤樂 (4/4) 

三年級課程 
幼兒器樂合奏(2/2) 

嬰幼兒疾病與照護(2/2) 

0-2 歲蒙特梭利教學(2/2) 

人際關係(2/2) 

四年級課程 
融合教育(2/2) 

鄉土文化教育(2/2) 

幼兒機構評鑑(2/2) 

創造性思考與問題解決教學

(2/2) 

幼兒園經營與管理(2/2) 

感覺統合概論(2/2) 

特殊嬰幼兒篩選與鑑定(2/2) 

幼兒休閒活動(2/2) 

五年級課程 
早期療育服務模式(2/2) 

教保實務英文(2/2) 

方案教學理念與實務(2/2) 

家庭發展(2/2) 

人際關係(2/2) 

幼教服務與行銷(2/2) 

家庭教育學(2/2) 

教保實習(9/40) 

專業選修（含模組）課程

（≧52學分） 

專業課程（≧142學分） 

一般能力 

 1.自我了解與發展 

2.生活能力與健康習性 

3.思考與問題解決 

4.科技資訊運用與主動學習 

5.語文能力與國際視野 

6.生涯規劃與實踐 

7.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8.認識與探索環境 

9.倫理與民主法治 

10.人本關懷與社會服務 

   

培育目標 

1. 培育學以致用的托育人員。 

2. 培育專業的幼兒園教保員。 

3. 培育優質的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專業能力 

 
1.保母 

2.托嬰中心教保人員 

3.婦嬰用品店販售員 

4.感覺統合諮詢人員 

5.嬰幼兒食品與營養諮詢人員 

6.嬰幼兒教具銷售與服務員          

7.家庭托育中心主管 

8. 幼兒園主管 

1.教保員 

2.特教老師保育員 

3.親職輔導員 

4.教保觀念講員 

5.教保機構行政人員／主管 

6.教具設計與製作人員          

7.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人員 

8.兒童餐點規劃與製作人員 

1.才藝班老師 

2..課後照顧人員 

3.兒童報章雜誌編輯 

4.活動帶領員 

5.兒童戲劇工作者          

6.兒童戲劇劇本創造者 

7.兒童文學創造者 

8.插圖美工 

嬰幼兒保育與照護模組（≧10學分） 

 
一年級課程 

托嬰服務導論(2/2) 

嬰幼兒遊戲與玩具(2/2) 

三年級課程 

婦嬰護理(2/2) 

早期療育理論與實務(2/2) 

四年級課程 

保母基本技術與原理 

嬰兒按摩(2/2) 

五年級課程 

教保專業證照輔導(2/2) 

保母進階技術與原理(2/2) 

嬰幼兒活動設計(2/2) 

坐月子服務(2/2) 

嬰幼兒托育環境規劃(2/2) 

幼兒教保實務模組（≧10學分） 

ㄧ年級課程 

幼兒教學文書處理 2/2） 

幼兒音樂與律動（2/2） 

二年級課程 

幼兒性別教育(2/2) 

三年級課程 

3-6歲蒙特梭利教學(2/2) 

教保實務媒體運用(2/2) 

四年級課程 

幼兒生活技能訓練(2/2) 

幼兒品格教育(2/2) 

教學資源應用與製作(2/2) 
幼兒自然科學(2/2) 

五年級課程 

兒童繪本與教學設計(2/2) 

幼兒戲劇(2/2) 

課後照顧課程模組（≧10學分） 

 
二年級課程 

故事說演與應用(2/2) 

三年級課程 

初等教育(2/2) 

教保名著選讀(2/2) 

四年級課程 

學習輔導(2/2) 

國小教材教法(2/2) 

五年級課程 

課後照顧導論與實務(2/2) 

兒童文教產業(2/2) 

課後才藝規劃與設計(2/2) 

專長模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