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臺科技大學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書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 課程名稱：兒童教保環境規劃
(二) 開課單位：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三)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王惠姿/副教授
(四) 課程類別：進修部(平常班)、四技三年級
(五) 學分數及修別：2學分2小時(必修)
(六) 開課期間：103學年度第1學期
(七) 預計修課人數：40人
二、教學目標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探討兒童學習環境規劃的理論基礎，並透過實務操作，以建立學生具
備室內學習區與戶外環境規劃及佈置之能力，以提升教保教學專業能力。
1.了解『環境』於兒童發展上之重要性。
認知領域
2.建立學生對『兒童教保環境』相關的概念、知識。
3.了解教室與戶外學習環境規劃的流程。
1.認識環境規劃與兒童發展間的關係。
情意領域
2.學習教室與戶外學習環境規劃的準則與技巧。
3.將設計之環境作品放置於數位平台上與同學分享。
1.具備規劃、設計並製作幼兒園環境模型的能力。
技能領域
2.模擬建置幼兒園教學現場環境的能力。
3.運用環境規畫檢核表評析兒童教保環境的適切性。
三、適合修讀對象
針對全國各大專院校大學部兒童教育及幼兒保育系(或相關學系)學生所設計，學習者須
具備高中畢業程度(或等同學歷)，須擁有幼兒保育相關知能，並對兒童照護知識及技能
有興趣學習者。
四、課程內容大綱（請依週次，逐次填寫，並說明當週授課方式採同步、非同步或課室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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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這語文區中缺少了什麼
6-2 幼兒期的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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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瞧瞧孩子們豐富的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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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美勞區佈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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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運用策略幫助孩子學習

9-3 積木區的功能
9-4 積木區佈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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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教學目標

電腦區的規

10-1-2 學習叮嚀

劃與運用

10-1-3 孩子可以玩電腦嗎?
10-2 幼兒期的電腦

非同步

10-2-1 美國幼兒教育協會的論點

10-3 電腦區的功能
10-4 電腦區佈置原則
10-5 電腦區材料指引

10-5-1 材料表單下載
10-5-2 電腦區相關網站介紹

10-6 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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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習導引

戶外遊戲環
境規劃

11-1-1 教學目標

非同步

11-1-2 遊具小記者現場報導
11-2 戶外遊戲場環境設計

11-2-1 戶外遊戲場的規劃
11-2-2 戶外遊戲場的類型
11-2-3 戶外遊戲場的遊戲設施
11-2-4 戶外遊戲場的遊具材質
11-2-5 遊戲場與遊戲行為
11-2-6 戶外遊戲區的分配及動線

十六

11-3 兒童遊戲場安全的建立

11-3-1 常見兒童遊戲場傷害肇事遊具或環
境
11-3-2 兒童遊戲場的潛在危險

11-4 戶外遊具的安裝及環境管理

11-4-1 安裝注意事項
11-4-2 戶外環境的管理
11-4-3 兒童遊戲場安全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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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環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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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想一想 您心目中的幼兒園是什麼

例

樣子
12-2 巧米幼兒園
12-3 夢想家幼兒園
12-4 貝比幼兒園
12-5 幼兒園模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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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娃娃屋幼兒園
12-7 習題
12-8 補充教材
教材 FAQ
友善下載
關鍵詞彙總
表
教材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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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方式（可複選）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提供面授教學，次數：5 次，總時數：10小時
 提供線上同步及非同步教學，次數：13次，總時數：26 小時
六、學習管理系統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有包含者請打_）
(一) 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二) 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實體授課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請益時間：每週三、五 17:00-18:20
E-mail:jwang@ctust.edu.tw
研究室地點/分機：7502/3624
八、作業繳交方式
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線上即時作業填答、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線上測驗、成績
查詢。
九、成績評量方式（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期中考15%、期末考15%、學習歷程50%(討論區發表議題，出席狀況，線上提問，課程
閱讀，線上作業，線上評量)、期末報告20%
十、上課注意事項
請同學留意每週授課方式，確實進入數位教學平台中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