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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至112-2學年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開課規劃表 

★本開課規劃僅供參考，實際開課情況以開課當學期公告為準。 

（111學年度第1學期） 

科 目 名 稱 類型 教師姓名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備  註 

一 二 三 四 五 

教育議題專題 教育實踐課程 洪素蘋   5-6   許文龍講堂 
教育專業課程必修 

建議先選修先備課程 

教育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彭淑玲   7-8   27808  

學習評量  教育方法課程 洪素蘋 5-6     27808  

教學媒體與運用 教育方法課程 楊琬琳 7-8     27806 建議先選修先備課程 

家政教育概論 教育基礎課程 鄭錦英  3-4    27806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家政選修 

課程發展與設計 教育方法課程 楊琬琳  5-6    27808  

家庭發展 教育實踐課程 趙梅如  5-6    27806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家政選修 

學校輔導工作 教育實踐課程 郭旭展    3-4  27808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必修 

教育社會學 教育基礎課程 郭旭展    5-6  27808  

青少年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郭旭展    7-8  27806  

探究與實作(I) 選修 

黃守仁 

許瑞榮 

楊懷仁 

陳少燕 

2-3     
科教中心 

35221 

108起自然科學領域必修 

預定每2年開一次 

 
（111學年度第2學期） 

科 目 名 稱 類型 教師姓名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備  註 

一 二 三 四 五 

性別與教育 教育實踐課程 陸偉明 2-3     27808 
每2年開一次，原則上開在下

學期 

生涯教育 教育實踐課程 洪素蘋 5-6     27806  

教育概論 教育基礎課程 楊琬琳 7-8     27806  

學習與教學 教育方法課程 彭淑玲  3-4    27806 建議先選修先備課程 

教學方法與策略 教育方法課程 楊琬琳  5-6    2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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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育 教育實踐課程 楊琬琳  7-8    27806  

教學原理 教育方法課程 彭淑玲  7-8    27808  

發展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洪素蘋   3-4   27806  

親職教育 教育實踐課程 洪素蘋   7-8   27808  

人際關係與溝通 教育方法課程 郭旭展    3-4  27808  

輔導原理與實務 教育方法課程 郭旭展    5-6  27808  

班級經營 教育方法課程         

探究與實作(II) 選修 

黃守仁 

許瑞榮 

楊懷仁 

陳少燕 

      
108起自然科學領域必修 

預定每2年開一次 

 
（112學年度第1學期） 

科 目 名 稱 類型 教師姓名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備  註 

一 二 三 四 五 

學習評量  教育方法課程 洪素蘋 5-6     27808  

教學媒體與運用 教育方法課程 楊琬琳 7-8     27806 建議先選修先備課程 

心理與教育測驗 教育方法課程 洪素蘋  3-4    27808  

創意教學與多元評量 教育方法課程 楊雅婷  3-4    27806 限30人 

課程發展與設計 教育方法課程 楊琬琳  5-6    27808  

家庭發展 教育實踐課程 趙梅如  5-6    27806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家政選修 

教師生涯發展 教育實踐課程 洪素蘋  7-8    27806  

教育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彭淑玲  7-8    27808  

教學原理 教育方法課程 于富雲   3-4   27806  

學校輔導工作 教育實踐課程 郭旭展    3-4  27808 
教育專業課程選修 

綜合活動領域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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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會學 教育基礎課程 郭旭展    5-6  27808  

青少年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郭旭展    7-8  27806  

 
（112學年度第2學期） 

科 目 名 稱 類型 教師姓名 
上課時間 

上課 

教室 
備  註 

一 二 三 四 五 

生涯教育 教育實踐課程 洪素蘋 5-6     27806  

教育概論 教育基礎課程 楊琬琳 7-8     27806  

學習與教學 教育方法課程 彭淑玲  3-4    27806 建議先選修先備課程 

教學方法與策略 教育方法課程 楊琬琳  5-6    27806  

教育哲學 教育基礎課程 湯  堯  5-6    27808 
（暫定，實際開課情況以當學期

公告為準） 

教育議題專題 教育實踐課程 楊琬琳  7-8    
許文龍

講堂 

教育專業課程必修 

建議先選修先備課程 

發展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洪素蘋   3-4   27806  

教育心理學 教育基礎課程 程炳林   3-4   27808 （暫定，實際開課情況以當學期

公告為準） 

補救教學 教育實踐課程 陸偉明   5-6   27808 
每2年開一次，原則上開在下學期 

建議先修過教學原理、測驗或評

量相關科目 

親職教育 教育實踐課程 洪素蘋   7-8   27806  

教學原理 教育方法課程 彭淑玲   7-8   27808  

輔導原理與實務 教育方法課程 郭旭展    3-4  27808  

人際關係與溝通 教育方法課程 郭旭展    5-6  27808  

備註: 跨域專題導向課程設計與實作、跨域課程理論與實務、設計思考與教育遊戲設計課程  

     將提送教育部審核;待教育部審核通過後預計112學年度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