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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全国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学大纲

论证和教材修订、教学资源建设、试题库命题会议”的通知

各幼儿师专、有关教师：

经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全国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学大纲论

证和教材修订、教学资源建设、试题库命题人员名单（初稿）》已经确定（见附

件一）。为尽早满足教学需要、并尽可能避免与日常教学发生冲突，定于 3 月

3-4 日在长沙师院召开全国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学大纲论证和教材

修订、教学资源建设、试题库命题会议”。兹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教学大纲论证会议”的任务

教学大纲是修订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和试题库的基本依

据。“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学大纲论证会议”的任务就是起草、论证、

修改和通过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二、“教材修订、教学资源建设和试题库命题会议”的任务

1.研究如何贯彻教育部系列文件精神，依据分委会《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

设置及其知识点安排》及其各门课程大纲，调整个别教材册本，查漏补缺教学内

容，进一步提高教材的质量。

2.研究如何根据教学大纲，结合教材修订，开发各门课程的精品课、微课和

教学资源，建设融媒体的立体教材。

3.研究如何根据《高专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试题库建设规划》和课程大纲，在

修订教材、建设教学资源的同时，结合学科特点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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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定本门课程的试题题型和题量、以及试卷结构和组卷规则，并完成相应

的命题任务。

三、参会人员与时间、会议准备、会务安排

（一）参会人员与时间

请所有册本的所有作者于 3 月 3 日报到，3 月 4 日参加“教材修订、教学

资源建设和试题库命题会议”。由于内容较多，会议需到 4日晚才能结束。

如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会，请及时与分委会喻韬文联系，并同时向本册本第

一主编请假。如无特殊情况或没有与分委会联系、没有向第一主编请假，视为放

弃“全国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教材修订、教学资源建设和试题库命题”

的资格。

（二）会议准备

1.请各册本第一主编起草好本册本《教学大纲》（式样见附件二），于 3

月 2日发至分委会喻韬文以便汇编之后讨论。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学前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试行）》等文件精神，落实《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制度，加强和改

革高专学前教育专业专业课教学，分委会组织力量，经过统计全国高专学前教育

专业教育类教材的知识点，分析其与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基本内容》

《幼儿园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与课程设置》《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保

教知识与能力》的对应情况，研拟了《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知识点安

排》（附件三），并于 2017 年 12 月 2 日召开专题研讨会进行讨论、修改和通过。

起草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大纲，应依据《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知

识点安排》。其中，其知识点为章的设置及其内容安排，章下的节、目及其内容

安排请第一主编自行梳理和确定。

2.请所有作者认真阅读分委会《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知识点安

排》，熟悉好本册本相关情况，并收集有关教学和教材、教学资源建设的情况。

（三）会务安排

1.请与会人员于 3 月 1 日前发回《会议回执》（式样见附件三）。以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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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安排住宿和接送站（机）车辆。

2.住宿酒店：顺天黄金海岸（长沙市开福区福城路 98 号）

3..会议不收会务费，与会人员差旅费回单位报销。请与会人员提前购置好往

返车（机）票，以免影响旅程。请参会老师尽量选择 3 月 3

日 13 点—18 点到长沙的交通方式，此外相隔半小时到达的老

师会安排在同一批次出发，敬请谅解！

4.会务人员联系方式：

文秘组喻韬文：15807320685，QQ:317650717。

后勤组孙琦兰：13307499966、唐加蜜：13974805513

为了方便交流和沟通相关信息，请参会老师扫右侧二维码或者加

“688230632”QQ 群，以“学校+科目+姓名”的方式进行验证。

附件一：全国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教学大纲论证和教材修订、

教学资源建设、试题库命题人员名单（初稿）》

附件二：教育类课程《教学大纲》式样

附件三：分委会《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知识点安排》

附件四：《会议回执》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高专高职分委会

2018 年 2 月 25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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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

教材修订和教学资源建设、试题库命题人员名单（初稿）

（字体加粗者为原有作者，主审另行确定）

1.《幼儿教师口语》

主 编：隋 雯，广西幼专教授

高 昕，徐州幼专教授

副主编：王亚萍，江门幼师高讲

李宁燕，合肥幼专高讲

袁秋香，青岛幼师高讲

作 者：徐 谨，天津师大学前学院高讲

刘 柯，哈尔滨幼专高讲

要 红，运城幼专讲师

苗 霞，安阳幼专副教授

赵 琰，宁夏幼专副教授

覃 敏，湖南幼专副教授

马 颖，马鞍山幼师高讲

张燕玲，贵阳幼专讲师

郑艳辉，安阳幼专讲师

2.《学前儿童卫生保健》

主 编：潘秀萍，运城幼专教授

贺永琴，贵阳幼专教授

副主编：康松龄，天津师大学前学院副教授，

李海芸，徐州幼专副教授，副书记

浦惠琴，苏州幼专副教授

作 者：郦燕君，应天职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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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阳，湛江幼专副教授

朱晓静，马鞍山幼师高讲

吴 敏，合肥幼专讲师

关 珊，阜阳幼专讲师

马海涛，保定幼专讲师

杜思宇，哈尔滨幼专讲师

谭 文，铜仁幼专讲师

3.《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概论》

主 编：张永红，长沙师院副教授

孙 杰，哈尔滨幼专教授

曹映红，湖北幼专副教授

副主编：傅韫华，焦作师专副教授，副院长

栾文娣，徐州幼专副教授、副院长

项慧娟，青岛幼师副教授

作 者：沈雪梅，天津师大高讲

唐淑敏，新疆幼师高讲

陈福红，运城幼专副教授

张星瀛，哈尔滨幼专讲师

宋丽博，哈尔滨幼专讲师

经承风，广西幼专讲师

王立顺，聊城幼师讲师

顿莉莉，黑龙江幼专讲师

4.《幼儿教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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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周 香，长沙师院副教授

王先达，福建幼专副教授

陈冬梅，重庆幼专副教授、副校长

副主编：曹跃利，湖北幼专高讲

周艳霞，哈尔滨幼专副教授

黄绍文，长沙师院副教授

敖敦格日乐，内蒙古幼专科研处副处长讲师

作 者：雷红云，江门幼师高讲

张锋利，运城幼专讲师

郑传芹，郧阳师专讲师

李晓芳，贵阳幼专副教授

鲍延淑，聊城幼师副教授，系主任

曹林炎，保定幼专讲师

孟静静，马鞍山幼师讲师

5.《幼儿教师道德修养与专业发展》

主 编：张 晗，苏州幼专教授、博士，系主任

陶玉凤，宁夏幼专副教授、副校长

熊 毅，重庆幼专副教授、副校长

副主编：刘 恬，广东外语艺术职院讲师，省学前师资培训中心主任

项慧娟，青岛幼专副教授

作 者：邹洪升，聊城幼师讲师、教务处副主任

郝慧男，哈尔滨幼专讲师

李运端，川南幼专讲师

艾桃桃，广西幼专讲师

邹海燕，豫章学院讲师

杨杰兵，铜仁幼专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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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熙，贵州省教育发展中心

朱光兵，马鞍山幼师讲师

6.《幼儿文学》（上、下）

主 编：陈振桂，广西幼专副教授

赵维雄，新疆幼师高讲

邹慧萍，宁夏幼专教授，系主任

副主编：于立新，哈尔滨幼专高讲

张喜梅，济南幼专高讲

张建国，聊城幼师高讲

作 者：李倩敏，江门幼师高讲

刘 黎，贵阳幼专讲师

韩 梅，苏州幼专讲师

车 轶，黑龙江幼专副教授

艾 杰，湖南幼专副教授

李宁燕，合肥幼专高讲

吴振尘，长沙师院讲师

潘多灵，豫章学院讲师

廖娟娟，川北幼专讲师

王 东，保定幼专讲师

张维维，铜仁幼专讲师

汪伯钰，马鞍山幼师高讲

7.《幼儿园课程》

主 编：张晓辉，长沙师院教授、博士

倪志明，桐城师专副教授

史月杰，保定幼专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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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徐晓燕，川北幼专副教授

张 敏，合肥幼专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作 者：宗秀秀，焦作师专讲师

赵 丽，宁夏幼专讲师

冯光丽，贵阳幼专讲师

李彩彦，昆明学院讲师

韩 梅，苏州幼专讲师

赵 丽，宁夏幼专讲师

8.（幼儿游戏与玩具）

主 编：翟理红，贵阳幼专教授、副校长

侯娟珍，运城幼师副教授、副校长

副主编：张桂芝，贵阳幼专高讲

钱丽阳，昆明学院讲师

徐丽玲，长沙师院副教授

作 者：张彩丽，许昌学院讲师，

陈 琪，合肥幼专副教授

贾莎莎，苏州幼专讲师

熊灿灿，豫章学院讲师

刘 曲，徐州幼专讲师，教研室主任

李 娜，湖北幼专讲师

李冲冲，广西幼专讲师

曾 荣，贵阳幼专讲师

9.《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

主 编：龙明慧，长沙师院副教授

高晓敏，运城幼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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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素珍，湖北幼专副教授，系书记

副主编：王 静，内蒙古幼专副教授

姚建军，长沙师院副教授

作 者：朱志娟，昆明学院副教授

李晓静，广西幼专副教授

郑易姝，黑龙江幼专讲师

沈一跃，湛江幼专讲师

许向莲，湖南幼专讲师

姚素慧，郑州幼专教师

何春月，保定幼专讲师

韩春华，宁夏幼专讲师

胡 云，贵阳幼专讲师

10.《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

主 编：郭咏梅，长沙师院教授

黄林林，广外艺副教授、博士

肖 幸，重庆幼专副教授、教务处长

副主编：周燕军，广西幼专副教授

陈 蕾，应天职院讲师

易云珍，湖南幼专副教授

作 者：宋苗境，长沙师院讲师

单汝荣，青岛幼师高讲

刘 音，新疆幼师高讲

高晓敏，运城幼师讲师

李 伟，济南师专讲师

马晓红，合肥幼专讲师

陈笑颜，哈尔滨幼专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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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苛苛，贵阳幼专讲师

黄夕梅，马鞍山幼师高讲

11.《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

主 编：李焕稳，天津师大学前学院副教授

莫源秋，广西幼专副教授

焦 敏，湖北幼专副教授

副主编：毛秀芹，济南幼专讲师

和江群，铜仁幼专副教授

魏艳红，郑州幼专讲师

作 者：王 芳，马鞍山幼师高讲

陈 睿，合肥幼专讲师

孙 芳，宁夏幼专讲师

朱小红，湛江幼专讲师

刘映含，湖南幼专讲师

梁 珊，徐州幼专讲师

陈 睿，合肥幼专讲师

朱龙凤，阜阳幼专讲师

刘 颖，贵阳幼专讲师

高 曲，铜仁幼专讲师

12.《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上）》

主 编：李槐青，长沙师范学院副教授

俞 芳，苏州幼专博士

李秀敏，徐州幼师副教授，副院长

副主编：刘洪玉，广西幼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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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屏，铜仁幼专副教授

王少娟，青岛幼师高师

作 者：王永强，聊城幼师讲师

张 宇，内蒙古幼专讲师

孔 露，川北幼专讲师

潘海丽，黑龙江幼专讲师

王晨霞，郑州幼专讲师

马丽娜，宁夏幼专讲师

欧美燕，江门幼师讲师

乐 丹，贵阳幼专讲师

13.《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下）》

主 编：王明辉，江门幼师副校长、副教授

梅纳新，郑州幼专教授，系主任

副主编：金 锁，内蒙古幼专副教授，科研处主任

作 者：刘雪倩，豫章学院讲师

刘文雅，合肥幼专讲师

詹云蕾，聊城幼师讲师

杨 洁，川北幼专讲师

杨小娟，宁夏幼专讲师

陈 颂，徐州幼专讲师

周 雪，江门幼师讲师

张 勇，贵阳幼专讲师

胡 阳，湖北幼专讲师

吴昊东，铜仁幼专讲师

14.《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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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王惠然，保定师专教授、学前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程 英，福建幼专教授

副主编：陈 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学院

易俊英，重庆幼专副教授，系主任

陈 岚，合肥幼专副教授，系书记

作 者：李道远，长沙师院讲师

曾宝萍，江门幼师高讲

戴媛媛，贵阳幼师副教授

宋 婕，合肥幼专讲师

王甫英，山东聊城幼师讲师

彭筱屏，湖南幼专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王冬霞，焦作师专讲师

宋琛琛，徐州幼专讲师

刘妮娜，哈尔滨幼专讲师

陈佳音，青岛幼师讲师

15.《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下）》

主 编：王 麒，天津师大学前学院讲师，

候素雯，上海行健职院讲师

副主编：刘 洋，长沙师院讲师

陈雪林，合肥幼专讲师

彭朝凤，铜仁幼专副教授

作 者：马晓琳，石家庄幼专讲师

金瑞峰，阜阳幼专副教授

董 雯，贵阳幼师副教授

薛 娟，聊城幼师讲师

姚晰晖，哈尔滨幼专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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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楠楠，阜阳幼专讲师

于 涛，徐州幼专讲师

梁 英，湖南幼专讲师

李文菊，贵阳幼师讲师

16.《学前教育管理》

主 编：刘凤英，湘南幼专教授，系主任

袁 萍，合肥幼专高讲、副校长

副主编：蒲建武，宁夏幼专副教授

王彩霞，保定幼专副教授

张 敏，合肥幼专副教授，系书记

作 者：邢春娥，川北幼专讲师

徐晋皖，阜阳幼专讲师

王 萍，湛江幼专讲师

赵元猛，黑龙江幼专讲师

段文姬，青岛幼师讲师

张加朝，铜仁幼专讲师

17.《学前教育研究基础》,五年制、三年制高专用

主 编：郑健成，福建幼专教授、校长

副主编：张德启，长沙师院副教授，系书记

包兵兵，铜仁幼专副教授，

作 者：张文军，广西幼专副教授

管 琳，福建幼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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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雅，合肥幼专讲师

张艳弟，宁夏幼专讲师

肖向夷，哈尔滨幼专讲师

孙平利，郑州幼专讲师

张青允，合肥幼专讲师

朱广兵，马鞍山幼师讲师

18.《幼儿园教育技术》,五年制、三年制高专用

主 编：马振中，长沙师院副教授

副主编：覃朝晖，广西幼专副教授

潘红宇，运城幼师讲师

欧阳芳，湖南幼专副教授

作 者：张毅刚，贵阳幼师讲师

李 倩，天津师大学副教授

李 宁，青岛幼师副教授

张 卫，铜仁幼专副教授

周思思，广东外语艺术职院讲师

马晓霞，宁夏幼专讲师

李小龙，川北幼专讲师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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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上）课程教学大纲
撰写人：李槐青

适用对象:三年制或五年制学前教育专科

先修课程：学前儿童卫生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原理、幼儿园课程与教学、幼

儿游戏等

一、课程性质、目标与任务

1.课程类类：必修课√选修课□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课程性质：纯实践课□ 纯理论课□ 实践为主课□ 理论为主课□ 理实一体化√

3.课程目标与任务

课程目标：《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是学前教育专业开设的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

课程。侧重研究如何对 3-6 岁幼儿实施科学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提升学生的科学意识，

增强学生对各类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能力。具体定位如下：

情感与态度目标：喜欢科学探究，对幼儿园科学教育感兴趣，喜欢关注与幼儿园科学活

动有关的信息。

认知目标：了解幼儿科学教育的基本理论与观点、目标与内容；掌握集体、一日生活中、

游戏中、家园共育中的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掌握各类幼儿园科学教学活动设计与组织、

反思与评价的基本理论与指导方法。

能力目标：具备一定的科学设计与有效实施幼儿园科学活动的能力；创设有利于幼儿主

动科学探究的学习环境的能力；反思评价及调整幼儿园科学活动的能力；解决幼儿科学教育

实践中各类问题的能力等。

课程任务：

（1）讲解幼儿科学教育的基本理论及方法。

（2）结合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掌握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的反思与评价。

（3）结合案例分析引导学生掌握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创设有利于幼儿主动探

究学习的科学教育环境。

二、课时分配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上）

课程模块/教学单元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备注

课程概述 2 2 0

幼儿认知发展与幼儿科学教

育
2 2 0

幼儿科学教育目标与内容 2 2 0 《指南》目标与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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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幼儿科学教育途径与方法 2 1 1 各种方法的分析与运用

观察认识类科学教育活动 6 3 3
活动设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

实验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 6 3 3
活动设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

交流讨论类科学教育活动 6 3 3
活动设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

科技制作类科学教育活 6 3 3
活动设计与组织，反思

与评价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评价 2 1 1 活动案例分析与评价

合计 34 20 14

三、教学组织

《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上

第一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课程概述

教学目标

1.了解科学、科学教育、幼儿科学教育的内涵

2.理解幼儿科学探学习的特点，掌握幼儿科学教育意义

3.能结合教育家有关幼儿科学教育的代表性理论与观点去思考当前幼儿科学教育中的

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幼儿科学探学习的特点，掌握幼儿科学教育意义

教学难点：能结合教育家有关幼儿科学教育的代表性理论与观点去思考当前幼儿科学教

育中的问题

教学内容

1.1.科学的本质与特点

1.2 幼儿学习科学的特点

1.3 幼儿科学教育的内涵、特性及意义

1.4 幼儿科学教育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

第二单元 幼儿认知发展与幼儿科学教育

教学目标

1.了解幼儿认知发展的基本内涵

2.理解幼儿认知发展的年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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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皮亚杰幼儿认知发展理论与观点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影响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幼儿认知发展的年龄特点

教学难点：掌握皮亚杰幼儿认知发展理论与观点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影响

教学内容

2.1 幼儿认知发展的内涵与意义

2.2 幼儿认知发展的年龄特点

2.3 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与观点

第三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教学目标

1.了解幼儿科学教育目标与内容制定的依据

2.理解幼儿科学教育目标的内涵及《指南》中规定的幼儿科学教育目标与内容

3.掌握幼儿科学教育目标的层次及分类结构，幼儿科学教育内容体系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幼儿科学教育目标的内涵及《指南》中规定的幼儿科学教育目标与内容

教学难点：掌握幼儿科学教育目标的层次及分类结构，幼儿科学教育内容体系

教学内容

3.1 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

3.1.1 目标制定的依据

3.1.2 目标层次结构与分类结构

3.1.3《指南》目标解读

3.2 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

3.2.1 目标制定的依据

3.2.2 目标层次结构与分类结构

3.2.3《指南》目标解读

第四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教学目标

1.了解幼儿科学教育的基本途径与基本方法

2.理解科学教育途径与方法的内涵与作用

3.能结合实际去分析所运用的途径与方法，根据活动需要判断与选择合适的途径与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科学教育途径与方法的内涵与作用

教学难点：能结合实际去分析所运用的途径与方法，根据活动需要判断与选择合适的途

径与方法

教学内容

4.1 幼儿科学教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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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幼儿科学教育的方法

第五单元 观察认识类科学教育活动

教学目标

1.了解观察认识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类及意义

2.掌握观察认识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3.设计观察认识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观察认识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教学难点：设计观察认识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内容

5.1 观察认识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型及意义

5.1.1 观察认识类活动的内涵

5.1.2 观察认识类活动的特点

5.1.3 观察认识类活动的类型

5.1.4 观察认识类活动的意义

5.2 观察认识类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5.2.1 单个物体观察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5.2.2 多个物体观察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5.2.3 现象观察类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六单元 实验探究类科学教育活动

教学目标：

1.了解实验探究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类及意义

2.掌握实验探究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3.设计实验探究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实验探究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教学难点：设计实验探究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内容

6.1 实验探究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类及意义

6.1.1 实验探究类活动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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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实验探究类活动的特点

6.1.3 实验探究类活动的类类

6.1.4 实验探究类活动的意义

6.2 实验探究类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6.2.1.自由引导式实验探究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6.2.2. 演示操作式实验探究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6.2.3 猜想验证式实验探究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七单元 交流讨论类科学教育活动

教学目标：

1.了解交流讨论类科学活动的内涵，特点，类型及意义

2.掌握交流讨论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3.设计交流讨论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交流讨论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教学难点：设计交流讨论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内容

7.1 科学讨论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型及意义

7.1.1 科学讨论类活动的内涵

7.1.2 科学讨论类活动的特点

7.1.3 科学讨论类活动的类型

7.1.4 科学讨论类活动的意义

7.2 科学讨论类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7.2.1 参观调查汇报交流式科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7.2.2.个别探究集中讨论式科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7.2.3 收集资料共同分享式科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八单元 技术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

教学目标：

1.了解技术操作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型及意义

2.掌握技术操作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3.设计技术操作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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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技术操作类科学活动的设计环节与指导要点。

教学难点：设计技术操作类科学活动并准备材料实施活动，能进行有效说课反思与评价。

教学内容

8.1 技术操作类活动的内涵、特点、类型及意义

8.1.1 技术操作类活动的内涵

8.1.2 技术操作类活动的特点

8.1.3 技术操作类活动的类型

8.1.4 技术操作类活动的意义

8.2 技术操作类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8.2.1 参观调查汇报交流式科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8.2.2.操作与使用工具类科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8.2.3 科学小制作类科学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第九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评价

教学目标

1.了解幼儿科学学习与发展评价及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评价的内容，理解幼儿科学教育评

价的内涵及意义

2.掌握幼儿科学学习与发展评价及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评价的（标准与）方法

3.能运用所学知识对科学教育理论与幼儿园各类科学教育实践进行有效评价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幼儿科学学习与发展评价及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评价的方法

教学难点：能运用所学知识对科学教育理论与幼儿园各类科学教育实践进行有效评价

教学内容

9.1 幼儿科学教育评价概述

9.1.1 幼儿科学教育评价的内涵

9.1.2 幼儿科学教育评价的意义

9.2 幼儿科学学习与发展评价

9.2.1 幼儿科学学习与发展评价的内容（标准）

9.2.2 幼儿科学学习与发展评价的方法

9.3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评价

9.3.1.幼儿科学教育计划的评价

9.3.2.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评价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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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知识点安排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学前教师

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等文件精神，落实《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

试改革制度，加强和改革高专学前教育专业专业课教学，中国学前教

育研究会教师发展高专高职分委会（简称分委会）组织力量，经过统

计全国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类教材的知识点，分析其与教育部《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基本内容》《幼儿园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与课

程设置》《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保教知识与能力》的对应情

况，研拟了《高专学前教师教育课程设置及其知识点安排（讨论稿）》。

12 月 2 日在长沙师院召开专题研讨会，福建幼专、广西幼专、郑州

幼专、哈尔滨幼专、湖北幼专、合肥幼专、宁夏幼专、江门幼师、豫

章师范学院、长沙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共 20 多名

专业教师和专家出席。经认真分析、充分讨论，修改和通过。确定共

设置 16 门课程，具体课程设置及其知识点安排如下：

1.《幼儿教师口语》：本课程概述；普通话基本知识；普通话训

练；幼儿教师口语技能；儿歌、故事、散文诵读与表演。

2.《学前儿童卫生保健》：本课程概述；学前儿童身体机能发展

与保健；学前儿童生长发育与评价；学前儿童营养与饮食；学前儿童

疾病与预防；学前儿童安全与急救；幼儿园保教活动的卫生保健；幼

儿园环境卫生。

3.《学前儿童心理发展概论》：本课程概述；学前儿童认知发展；

学前儿童情感与意志发展；学前儿童个性发展；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点；学前儿童学习与发展；幼儿行为观察、

分析与指导；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常见问题（特殊儿童、问题行为、心

理健康）；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

4.《幼儿教育概论》：本课程概述；幼儿教育的意义；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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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发展与基本观念；幼儿园教育的目标、任务与原则；幼儿园全

面发展教育；幼儿园教育活动；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幼儿家庭教育；

幼儿教育的合作与衔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发展趋势。

5.《幼儿教师道德修养与专业发展》。本课程概述；幼儿园教师

道德修养与专业发展的基本理论；幼儿园教师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幼儿园教师道德修养的基本路径；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幼儿园教师道德修养和专业发展的

基本保障。

6.《幼儿文学》（上、下）：本课程概述；幼儿文学基本理论；

儿歌（概况、阅读鉴赏、改编与创作、活动训练，其他文体相同）；

幼儿诗；幼儿童话；幼儿故事；幼儿散文；幼儿科学文艺。

7.《幼儿园课程》：本课程概述；幼儿园课程的基本理论；幼儿

园课程目标；幼儿园课程内容；幼儿园课程实施；幼儿园课程评价；

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幼儿园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8.《幼儿游戏与玩具》：本课程概述；游戏与幼儿教育；幼儿园

游戏条件的创设；幼儿游戏的设计与指导；创造性游戏的开展与指导；

有规则游戏的开展与指导；玩具与幼儿发展；玩具的开发与利用；幼

儿游戏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

9.《幼儿健康教育与活动指导》：本课程概述；幼儿身心发展与

幼儿健康教育；幼儿健康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健康教育的途径与方

法；幼儿卫生保健教育活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幼儿园体育活

动；幼儿安全教育活动；幼儿园健康教育评价。

10.《幼儿语言教育与活动指导》：本课程概述；幼儿语言发展

与幼儿语言教育；幼儿语言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语言教育的途径与

方法；幼儿园谈话活动；幼儿园讲述活动；幼儿园语言游戏；幼儿园

文学活动；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幼儿园语言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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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幼儿社会教育与活动指导》：本课程概述；幼儿社会性发

展与幼儿社会教育；幼儿社会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社会教育途径与

方法；幼儿自我意识教育活动；幼儿人际交往教育活动；幼儿社会环

境与社会规范教育活动；幼儿社会文化教育活动；幼儿园社会教育评

价。

12.《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上、下）》：

上篇：《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上）：本课程概述；幼儿

科学认知发展与幼儿科学教育；幼儿科学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科学

教育途径与方法；幼儿观察认识类科学教育活动；幼儿实验操作类科

学教育活动；幼儿交流讨论类科学教育活动；幼儿科技制作类科学教

育活动；幼儿科学教育评价。

下篇：《幼儿科学教育与活动指导》（下）：本课程概述；幼儿

数学认知发展与幼儿数学教育；幼儿数学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数学

教育途径与方法；幼儿感知集合与分类教育活动；幼儿数概念教育活

动；幼儿加减运算教育活动；幼儿量概念教育活动；幼儿空间概念教

育活动；幼儿时间概念教育活动；幼儿数学教育评价。

13.《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上、下）：教师与教师职业

道德；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解读；专业化与教师专业化；幼儿园教师

专业化发展；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上）：本课程概述；幼儿美术审

美感知与幼儿美术教育；幼儿美术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美术教育途

径与方法；幼儿绘画教育活动；幼儿手工教育活动；幼儿美术欣赏教

育活动；幼儿综合美术活动；以美术为主导的幼儿综合艺术活动；幼

儿美术教育评价。

《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下）：本课程概述；幼儿音乐审

美感知与幼儿音乐教育；幼儿音乐教育目标与内容；幼儿音乐教育途

径与方法；幼儿歌唱教育活动；幼儿韵律教育活动；幼儿打击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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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幼儿音乐欣赏活动；幼儿综合音乐活动；以音乐为主导的

幼儿综合艺术活动；幼儿音乐教育评价。

14.《幼儿教育管理》：本课程概述；幼儿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论；

国家关于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幼儿园外部管理的基本体系；幼儿园

内部管理的基本体系；幼儿园班级管理；幼儿园的经营与品牌建设。

15.《学前教育研究基础》：本课程概述；学前教育研究的过程、

方法与原则；学前教育研究的内容与选题；学前教育的文献研究与调

查研究；学前教育的实验研究；学前教育的行动研究；学前教育研究

的项目申报与成果表达。

16.《幼儿园教育技术》：本课程概述；现代教育技术理论概述；

现代教学媒体及应用；多媒体素材处理；多媒体课件制作；教育资源

的开发与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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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回 执

学校单位：

参编教材
姓

名

性

别
职称、职务

往返时间和车次

（航班号）
电话 住宿要求

标准间/单住□

标准间/拼房□

标准间/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