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 共 9 頁 

幼教系學生生涯發展 

有關學生生涯發展的相關資訊： 

1. 國內學校的部分可參考各年度大學網路博覽會，查詢國內各大學相關系所資

訊。http://univ.edu.tw/index1.htm 

2. 國外學校的部分是以美國的大學為主，可參考 U.S. News，查詢美國大學各系

所相關資訊、排名等。

http://grad-school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graduate-school

s/top-business-schools 

3. 就業的部分可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業職業就業指南 E 網，並參考歷年畢業

學生的就業取向，藉由各職業的介紹查詢與系所相關職業的出路，將其與系

上各學程領域的相關課程做結合，提供學生選修課程之建議。

http://163.29.140.81/careerguide/ind/occ_index.asp?section_id=2 
 

 

升學 

 

一般幼研所 

國內學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兒童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研究所 

國立台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外學校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USA 

Teachers College 

Web Site: http://www.tc.columbia.edu/academics/index.ht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College of Education 

Web Site: http://education.illinois.edu/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College of Education 

Web Site: http://www.edb.utexas.edu/education 

http://univ.edu.tw/index1.htm
http://grad-school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business-schools
http://grad-school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business-schools
http://163.29.140.81/careerguide/ind/occ_index.asp?section_id=2
http://illinois.edu/
http://education.illinois.edu/
http://www.edb.utexas.edu/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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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College of Education 

Web Site: http://www.education.wisc.edu 

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 

1. 教育學專攻(博士前期課程) 

2. 教育人間科學專攻（博士後期課程）: 1)教育學講座，2)幼兒教育講座 

3. 心理學專攻(博士前期課程) 

4. 教育人間科學專攻（博士後期課程）: 1)心理學講座，2)幼兒心理學講座，3)

臨床心理學 

Web Site: http://www.hiroshima-u.ac.jp 

 

幼兒師資培育學程 

國內學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兒童發展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研究所 

國立台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外學校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USA 

Teachers College 

Web Site: http://www.tc.columbia.edu/academics/index.ht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College of Education 

Web Site: http://education.illinois.edu/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College of Education 

Web Site: http://www.edb.utexas.edu/educ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College of Education 

Web Site: http://www.education.wisc.edu 

 

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 

5. 教育學專攻(博士前期課程) 

6. 教育人間科學專攻（博士後期課程）: 1)教育學講座，2)幼兒教育講座 

http://www.wisc.edu/
http://www.education.wisc.edu/
http://www.hiroshima-u.ac.jp/
http://www.tc.columbia.edu/academics/index.htm
http://illinois.edu/
http://education.illinois.edu/
http://www.edb.utexas.edu/education
http://www.wisc.edu/
http://www.education.wi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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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心理學專攻(博士前期課程) 

8. 教育人間科學專攻（博士後期課程）: 1)心理學講座，2)幼兒心理學講座，3)

臨床心理學 

Web Site: http://www.hiroshima-u.ac.jp 

 

幼兒藝術創意學程 

國內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私立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私立文藻外語學院─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國外學校 

University of Yale, Yale School of Drama, New Haven - Theatre Management and 

Producing. U.S.A 
Web Site: http://www.yale.edu/drama/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Brooklyn College, New York City - Performing Arts 

Management. U.S.A 

Web Site: http://depthome.brooklyn.cuny.edu/theat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s Heinz College - Arts Management. U.S.A 

WebSite: 

http://www.heinz.cmu.edu/school-of-public-policy-management/arts-management-ma

m/index.aspx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 Arts Administration. U.S.A 

Web Site: http://www.indiana.edu/~artsadm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 Arts Administration. U.S.A 

Web Site: http://arted.osu.edu/programs/mapa.php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培育學程 

國內學校 

國立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碩士班、社會學系碩士班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http://www.hiroshima-u.ac.jp/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www.heinz.cmu.edu/school-of-public-policy-management/arts-management-mam/index.aspx
http://www.heinz.cmu.edu/school-of-public-policy-management/arts-management-mam/index.aspx
http://www.heinz.cmu.edu/school-of-public-policy-management/arts-management-mam/index.aspx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http://mail.ndhu.edu.tw/cgi-bin/downfile/4571129121_tmp2.doc/Web%20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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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碩士班、家庭教育與諮商碩士班 

國立台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國立台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碩士班 

國立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婚姻與家族治療碩士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班、成人教育碩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含高齡學者教育碩士班、社會福利

學系碩士班 

國外學校 

Purdue University, U. S. A. 
College of Consumer and Family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ies Studies 
Offers M. A. and Ph.D. 
Web Site: http://www.cfs.purdue.edu/cdfs/ 
 
Cornell University, U.S.A.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Offers M.A. and Ph.D. 
Web Site: http://www.human.cornell.edu/che/HD/index.cfm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 Family Studies 
Offers M.A. and Ph.D. 
Web Site: http://www.familystudies.uconn.edu/ 
 
Auburn University, U.S.A. 
College of Human Sciences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ies Studies 
Offers M.A. and Ph.D. 
Web Site: http://www.humsci.auburn.edu/hdfs/index.php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chool of Human Ecology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Offers M. S. & Ph.D. 
Web Site: http://www.sohe.wisc.edu/hdfs/grad/MsPhdReq.html 

 
 

就業 

 

http://www.cfs.purdue.edu/cdfs/
http://www.human.cornell.edu/che/HD/index.cfm
http://www.familystudies.uconn.edu/
http://www.humsci.auburn.edu/hdfs/index.php
http://www.sohe.wisc.edu/hdfs/grad/MsPhdRe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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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別 相關學程 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建議選修課程 

幼兒園老師 幼教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幼教師資學程 

幼稚園各科教材教法 

幼兒安全教育 

行為改變技術 

親師合作 

學前特教教師 幼教學程 

特教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幼教學程 

學前特教學程 

親師合作 

幼兒安全教育 

幼兒醫學常識 

課輔安親班 幼教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經營管理 

幼稚園行政 

開放教育 

幼兒安全教育 

小學教師 小學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小學各科教材教法 

輔導原理與技術 

親師合作 

行為改變技術 

班級經營 

幼教教材編輯人員 幼教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幼稚園各科教材教法 

兒童哲學 

繪本賞析 

幼兒園文宣設計與製作 

幼兒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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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行政人員 幼教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幼稚園行政 

經營管理 

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幼兒老師生涯規劃 

輔導原理與技術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家庭教育

專業人員

學程 

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

能各種教育活動之專業

能力 

家庭教育學、親職教育 

家人關係、家庭資源管理、

婚姻教育、專業倫理學、家

庭概論、家庭理論 

家庭教育行政人員 家庭教育

專業人員

學程 

辦理家庭教育之行政能

力 

教育行政、專業倫理學、家

庭概論、家庭理論 

家庭輔導員 家庭教育

專業人員

學程 

增進家人關係各種教育

活動能力 

諮商理論與技術、家庭教育

學、親職教育、家人關係、

家庭資源管理、婚姻教育、

專業倫理學、家庭概論、家

庭理論、團體工作、家庭危

機與管理 

幼稚園藝術教師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幼兒藝術、幼兒藝術與創

造力 

音樂—幼兒音樂概論、幼

教琴法、兒歌彈唱、幼兒

打擊樂、幼兒音樂與律

動、高大宜音樂教學法、

奧福音樂教學法 

舞蹈—幼兒藝術與創造

力、幼兒民俗體育、幼兒

音樂與律動、幼兒瑜珈、

舞蹈治療 

戲劇—幼兒藝術、幼兒藝

術與創造力、兒童戲劇、

舞台表演與實務、兒童繪

本與音樂戲劇呈現、創意

偶戲 

美術—幼兒造型藝術、幼

兒藝術與創造力、繪畫治

療、幼兒園文宣設計與製

作、幼兒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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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才藝教師(音

樂、舞蹈、戲劇、美

術)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音樂—幼兒音樂概論、幼

教琴法、兒歌彈唱、幼兒

打擊樂、幼兒音樂與律

動、高大宜音樂教學法、

奧福音樂教學法 

舞蹈—幼兒藝術與創造

力、幼兒民俗體育、幼兒

音樂與律動、幼兒瑜珈、

舞蹈治療 

戲劇—幼兒藝術、幼兒藝

術與創造力、兒童戲劇、

舞台表演與實務、兒童繪

本與音樂戲劇呈現、創意

偶戲 

美術—幼兒造型藝術、幼

兒藝術與創造力、繪畫治

療、幼兒園文宣設計與製

作、幼兒美學 

幼兒才藝班經營者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幼兒藝術、藝術經營與管

理、文化產業概論 



第 8 頁 / 共 9 頁 

幼兒藝術表演人員

(音樂、舞蹈、戲劇)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音樂—幼兒音樂概論、幼

教琴法、兒歌彈唱、幼兒

打擊樂、幼兒音樂與律

動、高大宜音樂教學法、

奧福音樂教學法、幼兒歌

舞劇坊 

舞蹈—幼兒藝術與創造

力、幼兒民俗體育、幼兒

音樂與律動、幼兒瑜珈、

舞蹈治療 

戲劇—幼兒藝術、幼兒藝

術與創造力、兒童戲劇、

舞台表演與實務、兒童繪

本與音樂戲劇呈現、創意

偶戲 

幼兒廣電事業從業

人員(行政、企劃、

主持人)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幼兒廣電節目製作、舞台

表演與實務 

幼兒文學創作者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幼兒與童書、幼兒文學、

繪本賞析、幼兒英語繪

本、兒童繪本與音樂戲劇

呈現 

幼兒藝術活動企劃

專員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幼兒藝術、藝術經營與管

理、文化產業概論、藝術

活動規劃與推展、幼兒園

文宣設計與製作 

幼兒手工藝開發人

員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具備統整幼兒專業資訊

的能力 

童玩製作、幼兒造型藝

術、創意遊戲與玩具、創

意科學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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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故事說演人員 幼兒藝術

創意學程 

具備幼兒專業所需理論

體系的基礎知識 

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

野的能力 

兒童戲劇、故事說演實

務、幼兒與童書、親子共

讀、兒童繪本與音樂戲劇

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