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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开设学前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大量幼儿教育工作者,引导幼儿健康成长,然而当前部分高
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能不熟练、专业基础不扎实。究其原因,主要是课程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
不合理。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需要侧重培养准教师的态度、意识、知识,在目标制定当中
不仅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还要保证课程实施多样化,之后融入系统的评价机制,使得课程设置更为
合理。本文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依据入手,讨论当前准教师实习和求职过程中的问题,最后分析如
何做好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促进准教师职业化发展,希望对相关研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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