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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Course Information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幼教系  1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43U00250 / A

學分數學分數 3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幼兒健康與安全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Health and Security for Young Children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卓美秀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年之下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53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53人

起始週 / 結束週 / 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M014 / 星期1第3節 
第1週 / 第18週 / M014 / 星期1第4節 
第1週 / 第18週 / M014 / 星期1第N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Please obser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not to make illegal copies.

教學綱要/syllabus

第一部分/Part I(※依課程委員會審議之內容決議填入)

一、教學目標所一、教學目標所
要達成之能力培要達成之能力培
養項目養項目 :
[依據課程委員會依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之課程審議通過之課程
與基本素養與基本素養 /核心核心
能力關聯表填寫能力關聯表填寫 ]

Item 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Core Literacy/Core Competencies 相關性 Relevance

高度相關 中度相關

1 溝通表達 . .

2 理性多元 .

3 設計創新 . .

4 促進健康 .

5 文創學習 . .

6 照顧關懷 .

二、教學目標二、教學目標
(Objective)

1.認知面：[使學生理解、應用、分析、綜合、比較、推論、評估本課程之理論與概念]：
     了解自己的健康信念及幼兒生理發展 認識幼兒常見的健康問題與照顧方法 理解幼兒常見的傳染疾病與照護方法
2.技能面[使學生能獲得運用與實做本課程理論與概念之技巧]：
     熟悉促進幼兒健康保健之各種技術 評估幼兒園環境的清潔衛生與安全
3.情意面[能引發學生對本課程之興趣，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增加觸類旁通與自主學習]：
     培養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幼兒健康問題與促進的專業敏感度

三、符合教學目三、符合教學目
標之課程內容設標之課程內容設
計計

幼兒健康:指導有關幼兒的健康設計,方法,疾病預防,與衛生保健 幼兒安全:指導有關幼兒的安全環境設置與管理,室內安全
,戶外安 全,與緊急應變程序

四、先修科目四、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唯若能先修{幼兒發展或幼兒發展與保育}更佳

第二部分/Part II

一、多元教學方一、多元教學方
法法
(Teaching
Method)

 由學生自訂學習目標與抱負水準  案例或故事討論  講述

 學生課後書面

報告

 小組討論  學生上台報告  腦力激盪

 學生實作  角色演練  習題練習  影片欣賞與

討論

 採訪  e化教學  審議式民主  觀察與資料

收集

 一分鐘回饋  磨課師課程  翻轉教學  其他

 企業參訪  與課程有關之實務

學習

 見習  實習

 協同教學  服務學習課程  其他系課程委員會核定之實務學習

項目

二、多元教學方二、多元教學方
法與教育目標的法與教育目標的
連結連結

您所勾選之教學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您所勾選之教學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 2 4 6

1.案例或故事討論

2.講述

3.學生課後書面報告

4.小組討論

5.學生上台報告

http://webs.asia.edu.tw/courseinfo/default.asp
http://www.asia.edu.tw


6.腦力激盪

7.學生實作

8.角色演練

9.影片欣賞與討論

10.e化教學

11.一分鐘回饋

12.其他

三、參考書目三、參考書目
(Reference)
[符合教學目標之符合教學目標之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

吳百祿 翻譯 2004. 嬰幼兒安全與健康 健康篇 華騰文化.
賈璟棋,陳彥文 翻譯 2006. 嬰幼兒安全與健康 安全篇 華騰文化.
游淑芬...等 2012.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群英出版.
馮瑜婷...等 2013. 兒童疾病預防與照護 華格邦.
黃庭紅...等 2008. 兒童安全與急救 華格邦.
教師自編講義

四、教學進度四、教學進度
(Syllabi)
[符合教學目標之符合教學目標之
教學進度教學進度 ]

教學進度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教學進度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 2 4 6

2015/3/2 1.課程介紹 2.作業規劃 3.小老師人選確認 4.上課須知 5.相見
歡
1. Introduce the course 2. the plans of homework and presentation
3. Choosing the leader of class 4. the rules of class 5. introduce
each other

卓美秀

2015/3/9 健康信念及促進理論－瞭解健康的認知、態度及動機對健
康行為與習慣養成的影響
The theory of health belief and promotion - to understand health
awareness,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and effect of health behavior

卓美秀

2015/3/16 幼兒常見的健康問題－瞭解均衡飲食與營養、身體動作與
體能、睡眠與休息的安排
The common health problems of children - understanding the a
balanced diet and nutrition, and physical body movements, sleep
and rest schedule

卓美秀

2015/3/23 幼兒常見的健康問題－瞭解均衡飲食與營養、身體動作與
體能、睡眠與休息的安排
The common health problems of children - understanding the a
balanced diet and nutrition, and physical body movements, sleep
and rest schedule

卓美秀

2015/3/30 生理發展與保育方法－身高體重的發展、牙齒發展與保健
、視力發展與保健。
The methods of Physi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are -
development and care of height, weight, dental health, and vision.

卓美秀

2015/4/6 幼兒健康照護的方法－瞭解清潔（洗手與如廁）的方法、
處理發燒、腹瀉、痙攣、流鼻血、外傷、扭傷、眼睛及耳
朵有異物等問題的照顧。
The skills of children's health care- Learn to clean (wash hands and
toilet),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and care of Fever, diarrhea,
cramps, nosebleeds, trauma, sprains... ect.

卓美秀

2015/4/13 幼兒健康照護的方法－瞭解清潔（洗手與如廁）的方法、
處理發燒、腹瀉、痙攣、流鼻血、外傷、扭傷、眼睛及耳
朵有異物等問題的照顧。 實作課
The skills of children's health care- Learn to clean (wash hands and
toilet),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and care of Fever, diarrhea,
cramps, nosebleeds, trauma, sprains... ect.

卓美秀

2015/4/20 小組報告(1-5)
presentation (1-5)

卓美秀

2015/4/27 小組報告(5-10) + 期中報告繳交
Presentation (5-10) + midterm

卓美秀

2015/5/4 幼兒常見傳染病管理－評估流行性感冒、腸病毒、日本腦
炎症狀，園所對傳染病管制與通報。
The common infectious disease management of children-
Assessment of influenza, enterovirus, the symptoms of Japanese
encephalitis; and preschools for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and
notification.

卓美秀

2015/5/11 連續前一周課程 + 幼兒常見的用藥方式－給藥目的、幼兒
常見的給藥方法（口服用藥、眼睛用藥、鼻腔用藥、耳朵
用藥、直腸用藥）、教保人員給藥原則。
cont. + The common medicine methods of children such as the
purpose of giving medicine, methods of medicine ( Oral
medication, eye medication, nasal medication, ear medication,
rectal), and the rules of educare giving medicine

卓美秀

2015/5/18 幼兒常見的用藥方式－給藥目的、幼兒常見的給藥方法（
口服用藥、眼睛用藥、鼻腔用藥、耳朵用藥、直腸用藥）
、教保人員給藥原則。
The common medicine methods of children such as the purpose of
giving medicine, methods of medicine ( Oral medication, eye
medication, nasal medication, ear medication, rectal), and the rules
of educare giving medicine

卓美秀

2015/5/25 幼兒安全問題與保護－常見意外事故發生的原因、類別與
處理，室內外安全環境設計的原則，兒童保護以及高風險
家庭之評估。

卓美秀



Child safety and protection- Common causes of accidents, the
category with the treatment, 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indoor and outdoor safety, child protec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high-risk families.

2015/6/1 幼兒安全問題與保護－常見意外事故發生的原因、類別與
處理，室內外安全環境設計的原則，兒童保護以及高風險
家庭之評估。
Child safety and protection- Common causes of accidents, the
category with the treatment, 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indoor and outdoor safety, child protec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high-risk families.

卓美秀

2015/6/8 園所環境衛生及消毒－園所環境採光、照明、通風、溫差
、濕度以及各種消毒方法。
the hygiene and disinfection of preschool environment- lighting,
ventila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disinfection.

卓美秀

2015/6/15 園所環境衛生及消毒－園所環境採光、照明、通風、溫差
、濕度以及各種消毒方法。
the hygiene and disinfection of preschool environment- lighting,
ventila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disinfection.

卓美秀

2015/6/22 案例分析+實作作品與反思繳交+心得分享+期末總複習
case study + reflection + course review

卓美秀

2015/6/29 期末考試及檢討
Final and discussion

卓美秀

五、多元評量方五、多元評量方
法法
(Evaluation)
[所勾選評量方法所勾選評量方法
之評分加總之評分加總
為為100分分 ]

評量方式 分數 評量方式 分數

 實作測驗   0  期中筆試   0

 隨堂筆試測驗   0  期末筆試  20

 小組作業  10  期中報告  20

 服務日誌   0  期末報告   0

 口試   0  專題報告   0

 個人上台報告   0  實作作品與反思  15

 小組上台報告  10  前後測比較進步與成長   0

 出席狀況  15  課堂參與與表現  10

 心得與反思報告   0  其他   0

六、多元評量方六、多元評量方
法與教育目標的法與教育目標的
連結連結

您所勾選之評量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您所勾選之評量方法與何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有關? 2 4 6

1.期末筆試

2.小組作業

3.期中報告

4.實作作品與反思

5.小組上台報告

6.出席狀況

7.課堂參與與表現

七、講義位七、講義位
址址 (http://)

http://webs.as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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