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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南

幼儿教育（0- 5 岁）本科学士学位

幼儿教育
本科学士学位
- 教育学院

课程时长: 4 年全日制
学费: 62,400 澳币

其他费用: 每年约1,000 澳币

入学要求：

学生必须取得与澳大利亚高中
毕业证明同等级的相关证书；
英文：

雅思总分6（单项不得低于6）

入学时间: 2 月、7 月和9 月
授课方式: 校园内授课

地址: 69-71 Waterloo Road
Macquarie Park Sydney
课程注册号 097424G

此课程适合 澳大利亚学生及国际学生

课程概况

幼儿教育本科学士学位（BECE）课程旨在为毕业后想成为幼教老师的学生提供知识、技能与认知，让他们能够提供高

质量的幼儿学前教育与保育。
该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对0-5岁幼儿及其成长过程、早教环境、教育问题及理论、幼儿需求
多样性等问题建立深刻的理解与反思。
由于早教产业长期缺乏高质量的从教人员，因此十分有必要开设该课程。

课程认证

获得由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及护理质量管理局（ACECQA）认证的早教（学前）教师资格，并通过澳大利亚教师和学校领导力协会

（AITSL）认证。如需更多课程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xcelsia.edu.au/courses/education/bachelor-of-early-childhood-education/

实习安排
大一 10天

住宿

大二 20天

大三 20天

大四 30 天

我校与 Robert Menzies 学院合作提供住宿。
详见 rmc.org.au

科目介绍

大一科目

幼教基础

该科目介绍了幼儿教育的历史、理论和发展基
础。
对儿童及幼儿的相关研究从社会历史的角
度展开，这些研究认为童年是在特定时间的社
会环境和经历中构建的，这些环境可能有很大
的区别。

教学与学习基础

该科目概述了教育的目的，它包括提倡平等与

预计生活费用：
单人间

双人间

家庭

澳币

澳币

澳币+ 一个孩子3,040澳币

每年 20,290

每年 27,390

每年27,390

优秀，并支持澳大利亚年轻人成为成功的学
习者、自信且具有创意的个人，并且积极参
与、慷慨奉献且见多识广的公民。

所需的实用方法，用于评估学生自身的基本
价值观，了解自身的独特优势，并形成个人使
命感。

该科目主要探索从胎儿到八岁儿童的语言、
生理、社交、心理、情绪和认知的成长发育，包
括典型和非典型的。

该科目帮助即将成为教师的师范专业学生建
立并保持幼儿教学环境的健康与安全。

幼儿的成长与发育

生活需求与目标

该科目帮助学生探索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决策

健康、安全与营养

基督故事的朗读与教学应用

该科目让学生能够对圣经有一个可靠且具有
批判性的完整认识。
圣经在西方文化中仍然具

有极大的影响力，是道德及精神见解的主要来
源。

教育中的基督教基础

该科目是幼教本科课程中的基础科目，向学
生大致介绍当代教育中的宗教教育。

观察、评估与职业经验1

该科目研究对文献演变、文献发展、文献使
用、文献学习的评估与观察的合理使用。
大 二科目

幼儿教育心理学

该科目以ECED 101和ECED 105科目为基础，
通过研究0-8岁儿童的意识、语言、社会、情绪、
身体和道德成长等方面主要相关概念、理论
和过程，从而了解幼儿早期成长发育和学习。

教育学中的道德与职业问题

教育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职业预期、职责与
限制。
该科目主要关注各种预期、职责和限
制，其中包括道德及公正实践、关于教育工作
者的法律及立法职责、持续的职业发展、管理
与各个学校和社区的关系。

幼儿算术

该科目探索科研型原理和实践，通过适合成
长发育的方法，在幼儿时期（0-5岁）培养算术
与数学概念。

幼儿、家庭与社区合作

该科目研究在社交环境中成长发育的儿童，
它着眼于幼儿、家庭、教师与社区之间的关
系。
该科目还进一步强调了影响家庭特质与
组成以及幼儿社会化进程的历史与文化因
素。

幼儿的视觉及表演艺术

该科目介绍了艺术及艺术教育。
艺术介绍包
括说明艺术教育关键原理及艺术对幼儿的影
响和重要性
大 三 科 目 —— 学 士 学 位

多样化能力的教学

该科目让学生了解在一般课堂教授具有多样
化能力的学前儿童及学校学生所需的理念和
实践。

个人发展、健康及体育教学

该科目探索运动与儿童成长发育以及健康之
间的关系。
因为该科目是建立在原来的儿童
成长发育概念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和健康
与成长发育相关，因此师范专业学生需要了
解幼儿的基本运动能力和适合幼儿的必要运
动技能。

幼教中的多文化及多语言视角

该科目关注当代澳大利亚学前及学校教育中
的多文化和多语言问题。
研究多文化和多语
言教学中的多样化问题以及利用文化反馈教
育法以及资源的重要性。

在幼儿时期确定数学概念

该科目以ECED 211幼儿算术为基础，教授与
幼儿数学理解相关的概念和原理。
课程研究算
术能力整合、
实践建设与探索、
计算基础知识，
以及数学与读写能力的关系。

幼教的伦理、管理责任与职业经验

该科目研究与管理幼儿项目相关的问题，其
中包括项目和人员的安排与评估、幼儿园运
行、法律与道德原则和相关专业机构实践准
则与儿童专业人士指出的职责。

社会、情绪、行为干预

科学与技术

幼儿读写

语言结构基础与幼儿教学模式

为幼儿制定课程方案

幼教职业经验中的读写与浏览1

该科目探索社交、情绪和行为干预，以及它们
如何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成长发育。
也分析了
教师的世界观，以及教师在社交、情绪和行为
干预方面的角色对学生的影响。
该科目探索科研型原理和实践，通过适合成
长发育的方式，在幼儿时期（0-5岁）培养孩子
的读写能力。
该科目介绍了制定课程以及影响它的因素。
其中包括对幼儿（0-5岁）课程开发和项目规划
进行批判性分析。

该科目旨在让教育专业学生具备利用科学与
技促进有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
这门科目将
让学生熟悉科学与技术课程文件与资源，并
能够批判性地评估教育学理论和实践。
该科目以ECED 210 幼儿读写为基础，进一步
加深学生理解0-5岁儿童如何提高听、说、读、
写以及观察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该科目主要聚焦读写与浏览的语言模式发
展。
它将研究阅读理解、通过浏览和阅读进行
意义形成，以及幼儿提升写作水平。

科目介绍

大 四 科 目 —— 学 士 学 位

幼教评估与干预响应

该科目研究了干预响应等方法的核心原理与
实践，其中包括多级支持系统、集中支持或有
意教学、区别化教学、流程监测及基于数据的
决策，来支持教学与学习。

人类社会及环境

该科目旨在协助师范专业学生掌握历史和地
理高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
科目详细研究相
关课程文件和教学资源，并探索这些科目在
圣经中的含义。

幼教特殊学生的规划、指导与评估

该科目教授对有特殊学习需求幼儿最适合的
方法，这些幼儿包括有障碍的儿童、具有特殊
需求或能力突出的儿童。

学前至小学的教学

该科目通过为学生选定的环境做教学准备来
帮助学生为实习做好准备。
学生需要整合并
应用之前几个学期学习的理论和知识。

参与实践型研究

该科目介绍教育学研究，并培养学生对目前
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批判性评估研究
设计与结果的能力。

幼教课程

该科目综述幼教课程的规划与准备。
其中包
括对幼教课程开发原理和项目规划的批判
性分析。

领导力、创造力和创新力

该科目设置的关键前提是，在幼教等当代职
业环境中，创造力和创新力是个人及组织生
产力和成功的关键能力。

专业实习

该科目让最后一年的师范类学生进行为期30
天的幼教（0-5岁）实习，体验教师角色与职责。

官方网站：excelsia.edu.au

电子邮箱：info@excelsia.edu.au
电话：+61 2 9819 8888

地址：69-71 Waterloo Road

Macquarie Park Sydney
学校注册号：ABN 50 360 319 774

本课程指南中的信息在2019年7月出版时是准确无误的。

excelsia 保留对本指南中的材料进行更改的权利，以应对环境的变化或任何其他原因。
有关最新课程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xcelsi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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