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保專業知能學分採線上申請公告 

同學們好： 

   依據教育部政策規定，欲成為合格教保員者，需同時具備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教保專業知能學分證明書，仍有部分同學尚未備妥相關紙本資料繳件給系上，因

應防疫工作落實於大學端，故尚未申請者，後續資料採「線上繳件」的方式進行，

申請程序與須備妥資料如下 ： 

 

一、流程說明 

(一)個人申請成績單(填妥(1)委託書【含簽名與身分證影本黏貼】(2)證明文件申

請表【含簽名】，上傳電子檔(拍照或掃描)至指定雲端平台資料夾)。 

(二)各班代表統一領取成績單，繳給系上。 

(三)繳交畢業證書影本(延畢生與下修應屆畢業生才需檢附)。 

(四)申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 (填妥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含簽名】， 

    上傳電子檔(拍照或掃描)至指定雲端平台資料夾)。 

(五) 領取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 (採郵寄寄送或親自到校領取方式處理)。 

 

二、應屆畢業生、下修應屆畢業生、延畢生各申請說明如下，請同學依照自己畢

業資格，進行申請。 

 

三、線上繳件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wfPerbeBWn3BKikjCMX9iMWIF1hA

49v7gHJlH5bRZmYDMQ/viewform 



 

應屆畢業生  (與自己大四所屬班級修課至 14週，且確定能順利畢業者) 

 

步驟 內容 備註 

1.申請成績單 1.個人需填妥委託書【含簽名與身分

證影本黏貼】(並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

端) 

2.個人需填妥證明文件申請表【含簽

名】，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申請

到 4 上）並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端。 

委託書填寫: 

 

2.繳成績單 各班代表統一領取成績單，繳給系上 需攜帶每位學生的委託書 

3.申請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證明 

1.填妥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含簽名】(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端) 

 

4.製作證書 1.系所進行審查與認證，請同學靜候

通知。 

證書核發日期︰每年最晚 7 月底

完成核發作業 

5.領取 1.系上審核用印後，依個人需求，採

郵寄寄送或親自領取方式處理。 

 

採郵寄寄送者，請附回郵 B4 信封

乙份（請寫上自家地址，並貼上

回郵掛號郵資） 

申請截止日︰6月 4日(五)下午 5點止。逾時不候！ 

 

 

 

 

 

 



 

下修應屆畢業生  (與學弟妹們共同修課至 18週者) 

 

步驟 內容 備註 

1.申請成績單 1.個人需填妥委託書【含簽名與身分

證影本黏貼】(並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

端) 

2.個人需填妥證明文件申請表【含簽

名】，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申請

到 4 下）並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端。 

委託書填寫: 

 

2.繳成績單 各班代表統一領取成績單，繳給系上 需攜帶每位學生的委託書 

3.繳畢業證書掃

描檔 

1.將畢業證書以電子檔的方式上傳至

指定雲端。 

 

4.申請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證明 

1.填妥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含簽名】(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端) 

 

5.製作證書 1.系所進行審查與認證，請同學靜候

通知。 

證書核發日期︰繳交文件日三週

內核發，若有特殊狀況適時延後。 

6.領取 1.系上審核用印後，依個人需求，採

郵寄寄送或親自領取方式處理。 

 

採郵寄寄送者，請附回郵 B4 信封

乙份（請寫上自家地址，並貼上

回郵掛號郵資） 

申請截止日︰7月 1日(四)起至 7月 8日(四)下午 5點止。逾時不候！ 

 

 

 

 



 

延畢生 

 

步驟 內容 備註 

1.申請成績單 1.個人需填妥委託書【含簽名與身分

證影本黏貼】(並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

端) 

2.個人需填妥證明文件申請表【含簽

名】，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申請

到 4 下）並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端。 

委託書填寫: 

 

2.繳成績單 各班代表統一領取成績單，繳給系上 需攜帶每位學生的委託書 

3.繳畢業證書掃

描檔 

1.將畢業證書以電子檔的方式上傳至

指定雲端。 

 

4.申請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證明 

1.填妥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含簽名】(上傳電子檔至指定雲端) 

 

5.製作證書 1.系所進行審查與認證，請同學靜候

通知。 

證書核發日期︰繳交文件日三週

內核發，若有特殊狀況適時延後。 

6.領取 1.系上審核用印後，依個人需求，採

郵寄寄送或親自領取方式處理。 

 

採郵寄寄送者，請附回郵 B4 信封

乙份（請寫上自家地址，並貼上

回郵掛號郵資） 

申請截止日︰8月 13日(一)起至 8月 16日(四)上午 8點止。逾時不候！ 

  

幼兒保育系敬上 

   110.05.28                                                   

                                                        



日間部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查學生         係中華民國    年____月     日生，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於___年___月入學本校修讀幼兒保

育系課程，在學期間修畢符合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規定，修

課內容如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部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 

開設課程科目 

名稱 
學分 成績 

幼兒發展 3 
幼兒發展(一)   

幼兒發展(二)   

幼兒觀察 2 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 3 特殊幼兒教育   

幼兒教保概論 2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學習評量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嬰幼兒疾病與照護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園教材教法 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一)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二)   

教保專業倫理 2 教保專業倫理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幼兒園教保實習   

總計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                    複審： 



進修部四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查學生         係中華民國    年____月     日生，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於___年___月入學本校修讀幼兒保

育系課程，在學期間修畢符合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規定，修

課內容如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部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 

開設課程科目 

名稱 
學分 成績 

幼兒發展 3 
幼兒發展(一)   

幼兒發展(二)   

幼兒觀察 2 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 3 特殊幼兒教育   

幼兒教保概論 2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學習評量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嬰幼兒疾病與照護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園教材教法 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一)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二)   

教保專業倫理 2 教保專業倫理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幼兒園教保實習(一)   

幼兒園教保實習(二)   

總計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                    複審： 



進修部二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查學生         係中華民國    年____月     日生，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於___年___月入學本校修讀幼兒保

育系課程，在學期間修畢符合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規定，修

課內容如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部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 

開設課程科目 

名稱 
學分 成績 

幼兒發展 3 幼兒發展   

幼兒觀察 2 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 3 特殊幼兒教育   

幼兒教保概論 2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學習評量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園教材教法 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一)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二)   

教保專業倫理 2 教保專業倫理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幼兒園教保實習  
 

 

總計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                    複審： 



進修部學士後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申請書 

    查學生         係中華民國    年____月     日生，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於___年___月入學本校修讀幼兒保

育系課程，在學期間修畢符合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規定，修

課內容如下表，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部定教保專業知能課程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 

開設課程科目 

名稱 
學分 成績 

幼兒發展 3 幼兒發展   

幼兒觀察 2 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 3 特殊幼兒教育   

幼兒教保概論 2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學習評量 2 幼兒學習評量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園教材教法 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一)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包括幼

兒教保活動六大課程領域) 
2 幼兒園教材教法(二)   

教保專業倫理 2 教保專業倫理   

幼兒園教保實習 4 幼兒園教保實習   

總計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初審：                    複審： 



直式信封書寫範例 

            

橫式信封書寫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