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公報

教育實習成績評定指標與評量基準－幼兒園師資類科
評量等第
指標

細項指標

優良

通過

待改進

能依幼兒學習特性與課程 能依課程目標，規劃適切的 無法依據課程目標，規劃
A-1-1 依據課程目標，規劃適切的教保活動。

目標，規劃適切的教保活 教保活動。

適切的教保活動。

動。
能依據幼兒學習特性，選擇 能依據幼兒學習特性，選擇 無法依據幼兒學習特性，

A-1 設計適切的教 A-1-2 依據幼兒發展狀況與學習需求，選擇合宜的教學方
學方案

法、教學資源與評量方式。

多元且適切的教學方法與 適切的教學方法與教材。

選擇適切的教學方法與教

教材。

材。

教學活動能引發幼兒的學 教學活動能貼近幼兒的生 教學活動未能貼近幼兒的
習動機，並貼近幼兒的生活 活經驗。

生活經驗。

經驗。

A. 課 程 設 計
與教學

A-2-1 掌握教學內容並掌握重點。

充分清楚講解教學內容，呈 完整清楚講解教學內容，具 未能完整講解教學內容，
現較佳的流暢性與邏輯性。 有流暢性與邏輯性。

流暢性或邏輯性不足。

能引發並有效維持幼兒學 能適當引起幼兒學習動機 未能引起幼兒學習動機與
A-2-2 善用教學方法引導幼兒參與學習。
A-2 掌握教學重點

與興趣。

興趣。

充分清楚講解教學內容，呈 完整清楚講解教學內容，具 未能完整講解教學內容，
A-2-3 清楚表達並善用問答技巧與幼兒互動。

現較佳的流暢性與邏輯性。 有流暢性與邏輯性。

流暢性或邏輯性不足。

巧
充分掌握教學現場，積極有 適時有效應變處理教學進 未能處理教學進行之偶發
A-2-4 應變處理教學中之偶發狀況。

效應變處理教學進行之偶 行之偶發狀況。
行。

狀況，干擾教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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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狀況，有效維持教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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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善用教學技

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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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教學活動能貼近幼兒的生活經驗。

細項指標

優良

通過

待改進

行政院公報

評量等第
指標

能善用形成性與總結性評 能夠通過運用形成性與總 未能使用評量方法適時了
A-3-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幼兒的學習表現。

量方法，了解幼兒學習情 結性評量方法，了解幼兒的 解幼兒學習情形。
形。

學習情形。

能與幼兒共同檢討評量成 能與幼兒共同檢討評量成 未能與幼兒共同檢討評量
A-3 適切實施學習

A-3-2 依據教學過程中幼兒的學習狀況，適時回應與輔導。

評量

果後，清楚掌握幼兒評量後 果後，針對困難提供即時回 成果，從中了解幼兒學習
的困難或迷思概念，提供即 饋。

困難，並給予回饋與指導。

時且精確的回饋。
能 運 用 幼 兒 學 習 評 量 結 能 運 用 幼 兒 學 習 評 量 結 未能運用幼兒學習評量結
A-3-3 運用學習評量的結果，進行教學檢討與反思。

果，檢討和反思教材教法優 果，檢討和反思教材教法優 果，檢討和反思教材教法
劣，規劃後續調整內容與進 劣。

優劣。

度。

B-1 輔導個別幼兒

幼兒隱私。

兒，或不尊重幼兒隱私。

能依據幼兒個人特質，給予 能依據幼兒個人特質，給予 未能依幼兒個人特質，給
B-1-2 了解幼兒身心發展情形與個別差異，並給予適當的協助 適當的期許和充分的支持。 期許和支持。
予期許或支持。
和輔導。

B.班級經營

能因應不利條件幼兒的學 能提供不利條件幼兒適切 未能提供不利條件幼兒輔
B-1-3 因應不利條件幼兒的學習需求，提供適切輔導。

習需求，提供關懷與適切輔 輔導。

導。

導。
能依幼兒及課程需要，利用 能參與班級空間及學習環 未能參與學習環境之安排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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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建立有助於學習 B-2-1 針對幼兒發展與學習需求，規劃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 正向行為支持概念，安排適 規劃與安排、並協助營造正 或調整、或未能營造正向
當之學習情境（含學習環境 向支持的班級氛圍。
支持的班級氛圍。
的情境
及營造正向支持的班級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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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

重、保護幼兒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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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意協助及輔導幼兒，並尊 能協助及輔導幼兒，並保護 無法或未能協助及輔導幼
B-1-1 秉持尊重幼兒的態度，輔導與協助幼兒發展。

細項指標

優良

通過

待改進

行政院公報

評量等第
指標

能熟悉班級團體規約制定 能知悉班級團體規約制定 未能知悉班級團體規約制
B-2-2 參與班級規約的制定與維護。

之原則與技巧，並協助落 之技巧，並協助落實。

定之技巧，或未能加以維

實，促進班級之學習風氣及

護。

友善氛圍。
能與實習輔導教師討論班 能與實習輔導教師討論班 未能或很少與實習輔導教
B-3-1 與實習班級導師討論班務及幼兒狀況，並協助處理班 務及幼兒狀況，研擬班級經 務及幼兒狀況，且願意協助 師討論班務及幼兒狀況，
B-3 積極參與班級親

務。

營方向或幼兒輔導方式，並 處理班務。

或不願協助處理班務。

積極協助處理班務。

師生活動

能充分熟悉親師座談會的 能了解親師座談會的流程 未能了解親師座談會的流
B-3-2 參與親職教育、親子活動，學習有效的親師溝通技巧。 流程與規劃方式及議題掌 與規劃方式。

程，或未學得規劃方式。

握。
能了解工作職掌與內容。

未能了解工作職掌與內
容。

C-1-1 了解園務行政工作內容。
Ｃ-1 認識並支援學

能主動協助支援幼兒園行 能協助支援幼兒園行政工 消極或不願支援幼兒園行

校行政
C-1-2 參與幼兒園各項行事及活動。
C 專業精進

作。

政工作。

能積極關心並分析理解重 能了解重要教育議題。

未能關心或不熟悉教育議

要議題。

題。

能充分投入觀摩學習其他 能觀摩並學習其他教師的 較少觀摩並學習其他教師
C-2 累積專業知能

教師的教學技巧與經驗。

教學技巧與經驗。

的教學技巧與經驗。

能積極參與研習，並適切應 能參與研習，提升教學知 較少參與研習，忽略教學
C-2-3 參與研習，並適切應用研習或研究成果於教育工作。 用研習或研究成果改進個 能。
人教學品質與效能。

知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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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信

C-2-2 觀摩與學習其他教師的教學技巧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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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了解教育時事與議題。

與服務

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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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悉工作職掌與內容。

細項指標

優良

通過

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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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等第
指標

能明確了解及遵守師資培 能了解及遵守師資培育機 無法了解及遵守師資培育
C-3-1 了解及遵守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機構之規範。

C-3 遵守教育專業
倫理與規範

育機構與實習機構之規範。 構與實習機構之規範。

機構與實習機構之規範。

能隨時注意個人言行舉止， 能注意個人言行舉止，展現 未能注意個人言行舉止，
C-3-2 注意個人言行舉止，展現教師專業形象。

充分展現教師專業形象。

教師專業形象。

展現教師專業形象。

能明確了解及遵守教師專 能了解及遵守教師專業倫 無法了解及遵守教師專業
C-3-3 遵守教師專業倫理規範。

業倫理規範。

理規範。

倫理規範。

能充分展現主動積極的實 能展現主動積極的實習態 缺乏主動積極的實習態度
C-4 熱忱投入教職

C-4-1 展現主動積極的實習態度與教育熱情。

C-4-2 樂於與其他教師互動，展現協作與分享能力。

現協作與分享能力。

「優良」：係指實習學生之表現，除達到指標與內涵之標準外，能更進一步有預期之上的卓越表現。
「待改進」：係指實習學生之表現，未達指標與內涵之標準，仍有改進之空間。

與教育熱情。

能熱切與其他教師互動，展 能與其他教師互動，展現協 較少與其他教師互動，展

評量等第：
「通過」：係指實習學生之表現，能達成並符合指標與內涵之標準。

度與教育熱情。

作與分享能力。

現協作與分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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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習態度與教育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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