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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德福幼�師培

��畫 | ��鍛鍊

幼兒��動作的�合

�德福幼兒��師��成課�由財團法⼈慈⼼兒童

��基⾦會�臺�市⽴⼤學�合主辦�慈⼼�德福

幼兒��財團法⼈⼈智學��基⾦會協辦��作為

實踐�札根台灣�德福��的基礎�

本課�提供所�關切兒童��⼈⼠�識�德福��

�向的視野�同��為台灣陶�出�實踐�德福幼

兒��的��⼈才�

�合對�
本課��合�孩⼦的⽗⺟�幼��構⼯作者��關

⼼幼兒��的社會⼈⼠�凡年�21歲�對�德福幼
兒���興�者�可報�參加�

本課�提供�德福學���者應具�的基礎�識�

����提供其��域的��⼯作者學��德福�

�的路徑�在�識幼兒發展樣貌的��中�開展�

合當代的���徑�可��



課��⾊

禮�國��師�
兼具在�性�專�性

授課師�包括丹��德國��國�瑞⼠��國
����德福��實踐⼯作者�講師群亦�擁
�⻑年的��實踐經驗�提供������
學���������社會性�在�性�跨⽂
��跨�域的�點�課��容兼具哲學論��
�實���

完�的課��構
且具���講師群

課��構依�國��德福幼兒���盟
（ I A S W E C E）的�德福幼�師培��
原則規劃�經國��講師共同研��規
劃三年的���共 4 6 4⼩�的⾯授�學
�� 1 2 0⼩�的�學現場實��採引�
式的學��重視個別�漸�的���每
�上課��主課�����⼯作坊並�
交織�讓知識的建構�實��⼒的�驗
得���奏的��

提供具豐富��經驗之實�場域

慈⼼幼兒�成⽴⾃ 1 9 7 7年在宜�成⽴⾄�已
四⼗�年於�並於 1 9 9 6年�實踐�德福幼兒
�����在�的發展�由幼兒�⾄⾼中已建
置完成�現�幼兒��招收 2 - 6歲的幼兒�並
擁�眾���專�的師��是⼀所�提供學�
者完整��實�的場域

雙�構共同核發課��證

本課�由財團法⼈慈⼼兒童��基⾦會
�臺�市⽴⼤學共同合作辦理�學員�
�完����可�得兩個單位�別核發
的「課���證明」



        ��⼈智學研��⼈�發展�兒
童發展��德福���實��學法�

��素��成���專���社會�

�五個課��域�來協助��者��

�識⾃我�個⼈之⽣命���成為⼀

位�⼼�整合的⾃由⼈��作為從事

��⼯作的核⼼基⽯;再���學實
��課�討論���活動�使學�者

�所學相關知��從�驗�思�到�

�⼒⾏整合成為⼀位��現場的⽣命

⼯作者�

         為了�成上�的⽬��我們希�
��者��因應�代發展���在�

�的課���識兒童發展�理�個別

⽣命的成⻑樣貌���⾃我��鍛鍊

個��在的�健��在�知開放中擁

��晰的思維�

         本課�規畫三年的�����兩
年的「基礎課�」���三年的「實

�課�」兩⼤部��

        �兩年的基礎課��重於⼈�研
��兒童發展的�識���理論闡

��實��享����素��成��

識⾃我�兒童���間的關�；�三

年的實�課�則�向�整性的開展⾃

我��之路�期末����學�⼩組

研�報告和實�報告�

從�驗�思�到��⼒⾏
整合成為⼀位��現場的⽣命⼯作者

課�規劃

�濕⽔彩�看四�的⾊彩

⼿作��  �覺��

��故事的設計��現

幼兒⾳�



⼆� 實�課� (112⼩�)

    �三年的實�課��112⼩�⾯授課����120⼩��學實���重於��者⽣命
�索�⾃我�����⼤量的實�課�的鍛鍊�經論���問來回驗證��定學�者

實踐幼兒��的基礎�

⼈智學研�
�⼈�發展

兒童發展
和�德福��

實��學法 ��素� ��社會學
�點

��命�和傳記I &
II�Rudolf Steiner的
⽣平���思想；

三元社會����動

融合���治療�

� I & II�兒童��
�；

⼈智學家庭�理�

居家照�；兒童�

病�照�

 
 

四���II�幼兒學
�環境II�語⾔的�

�；

童話故事的�析；⾳

�和五⾳歌曲；成⼈

的動作���

 

�律思�；繪畫；�

��黏⼟或⽊�；⾳

�和唱歌

�話�⼒；⼿⼯�(
����織����

�絲��⽑氈�⼿⼯

材�的⼯作)；植物
�

幼師傳記學；社會

⾰���；合作�

溝�(同事�家⻑)
從社會�點看兒童

的��；實�報告

⼈智學研�
�⼈�發展

兒童發展
和�德福��

實��學法 ��素� ��社會學
�點

⼈智學基礎理論

l �⼼�三元論��
年發展�段論

l 思考����意志
的⽣命發展�環論

l ⼈的基礎�質論
l ⼼����宇宙韻

律

⼈�的意識發展

l 宇宙演��⼈�發
展�神話學

l 童話故事�⼈�意
識的演�

��者的⾃我��I &
II

兒童發展論

I(0-3歲)/
II(4-6歲)
Ⅲ(6-9歲)；

K-12�德福���
論；�知發展I & II�
�仿����成⼈

典�；意志的發展

��；�段⽣命�

� I & II�動作�語
⾔�思考發展；兒

童��和兒童研� I
& II

韻律��奏；四��

�I�幼兒學�環境
I�⼯作�家庭��
童話故事；五⾳歌

曲；���學⼯作

 

�律思�；⾳�和歌

唱；語⾔�⾔���

�����或⽊�

學校組織；幼兒�

�發展史；兒童的

�元��

專題研�報告

⼀� 基礎課�  (352⼩�)

         �⼀年��⼆年基礎課�共計352⼩��主��重於｢⼈智學研��⼈�發展｣�
�｢兒童發展論和�德福��｣兩個課��域��德福��中的實�⽅法論�基於⼈

智學研�中的兒童發展論��⽽��鍛鍊則幫助��者更��的�識⾃⼰���論

���問來回驗證��定學�者⾃我��的基礎；⽽��鍛鍊則協助學�者�識⾃

我�並��開展豐厚�官經驗�



課�⽇�表

重�須知

1. 本課��留師���容��段��整�變更的�利����何異動���⾏�告�知�
2. 因應COVID-19疫��考量�師不易來台或��因素���整�同步視訊或預�⽅式�⾏�



STEP 1. �上臺�市⽴⼤學��推��報� (�先「加�學員」)
               https://my.utaipei.edu.tw/tpec_exeducation/index.html
STEP 2. 填寫學員��表email⾄慈⼼兒童��基⾦會cixinece@gmail.com
STEP 3. ����結果�知�
STEP 4. �到���知���於7⽇�轉帳或台灣Pay繳費��確����格�
                本課�報�繳費���不�費�
                戶��財團法⼈慈⼼兒童��基⾦會
                �⼀銀⾏羅東�⾏(007)  帳��261-10-062127
STEP 5.  加�LINE社群�回傳���繳費證明。
                LINE社群亦作為課��繫使⽤�

課�費⽤

�絡�詢問

報�事宜 | 臺�市⽴⼤學��推�� 02-2311-3040 / �� 1522 �⼩� 
繳費事宜�課�詢問 | 財團法⼈慈⼼兒童��基⾦會 03-9585188 / �� 15 張⼩��14 林⼩�

報���

上臺北市
立大學進
修推廣處
報名

EMAIL
學員資料表
慈心兒童
基金會

收到錄取
通知後，
進行繳費

加入
LINE社
群，回報
繳費資訊

等候
審查結果

臺�市⽴⼤學

��推���路報�



課�師�







��規定�實�辦法

本課�為三年制課���⼀�⼆年為基礎課���三年為實�課��實�三��

⼀� 對��本課�由財團法⼈慈⼼兒童��基⾦會(�下�稱本基⾦會)�辦提供給�
德福學校幼�師的師�準���為其��域的��⼯作者提供���德福��的學

��徑����上�景者�但為個⼈發展所�或對�德福���興�者�仍�可依

個別�件申�報��凡年�21歲��合上��格者��申�報��

⼆� 學費
（⼀） 收費�準依該年度�告之�章⽽定�學員於報�核可��應於上課�繳�學
費�本課�⼀經報��繳費���不�費�學員�假亦不�費�

（⼆） 補課�重���假之學員可依�序提出補課申��不收�學費�但須繳交�
�材�費��費�補課�重��於上課三⽇�提出申��

三� �課�每年課���得依實�課���核發��證明��完兩年課��得幼�
師培基礎課�結�證書�完成�三年課��實���得��證書�

四� �假規則�學員因故�法出席課�者�須依�序�假�向本基⾦會�交�假單
紙本�

（⼀）事假�上課⼀��提出假單�經�師�可並登���五⽇��的課�可申�

補課�

（⼆）�課�每學年不得�課超�五⽇（單⽇�假不論�����假⼀⽇）���

課超�五⽇者�重��年課���結��重�必須繳交�部費⽤�

（三）休學�學員因故�法繼續參�課�者�可申�休學��學��⾃未參�之課

�開��學��學�應重�繳交��材�費(費⽤2500元)。

五� 結�考核�課�作��年度個⼈研�報告
(⼀) ���⼀年
1. 課堂作��完成每�上課講師所出的作��於下�上課�繳交�
2. 學�⼩組研�報告�學員可�擇�本課�相關的⼩組研�主題�6⽉�須繳交3000
字�上的書⾯報告�並準�5〜10�鐘⼝頭報告�
3. 出席率��假每學年不得�課超�五⽇（單⽇�假不論�����假⼀⽇）���
課超�五⽇者�重��



(⼆) ���⼆年
1. 課堂作��完成每�上課講師所出的作��於下�上課�繳交�
2. 學�⼩組研�報告�學員可�擇�本課�相關的⼩組研�主題�六⽉�須繳交
3000字�上的書⾯報告�並準�5〜10�鐘⼝頭報告�
3. 出席率��假每學年不得�課超�五⽇（單⽇�假不論�����假⼀⽇）���
課超�五⽇者�重���合�上三項規定者�可�得�⼆年上課��證明�

(三) ���三年
1. 報��格�完成⼆年�德福��幼�師培課��得報��三年課��實��
2. 課堂作��實�報告��學演�成果報告�
3. 完成兩年幼�師培���件��須於⼈智學幼�相關�構或�德福幼兒��⾏三�
之實��實�結束�繳交3000字書⾯報告�並準�20�鐘�學演��完成實���
得�德福��幼�師培課���證書之必��件之⼀�實�辦法另訂之�

六�上課規�

（⼀）上課準���於8:30��到��
（⼆）上課��關閉⼿��

（三）上課�不開放�影��⾳��影�

（四）視��室�活動中⼼�不可�����

（五）本課�不�合18歲�下兒童���室�學員⼦�不得���室�辦�室�
（六）每⽇上課��先�到�下課�����

 （�）上課�⾃��具�⽔杯�
 



��實�辦法

    凡參�財團法⼈慈⼼兒童��基⾦會所主辦之台灣�德福幼�師��成課�（�下
�稱幼�師培課�）之學員��於���三年完成實��實�須完成試��書⾯報

告�

⼀� 實�單位�慈⼼�德福幼兒���⽵�⽔�德福幼兒��或其�國����德
福學校�⼈智學幼�相關�構�

⼆� 實�天�����三年�三�實��試��實�三�可�開�⾄�三��每�
⼀��

三� 申�⽅式�期限
（⼀）每年九⽉��受申���慈⼼�德福幼兒�或�⽔�德福幼兒��相關實�

�間�申�截⽌⽇期�參�師培⼩組�知�

（⼆）其�單位之實���⾃⾏�繫��須協助申�實���學員主動�求所屬�

師協助提供申�實�推�函�

（三）實��格可�留兩年�

四� 報告形式
（⼀）實�書⾯報告�三千字�上��容應包括����紀�表�被實�單位給予

的回��建議�

（⼆）實�試���於實�結束�完成⾄少⼀主題活動�⾄�三⽇的試�；試�欲

超�三⽇者須提出申��於師培⼩組�核���⽅可實⾏���須於實�頭兩��

����師討論�試����視�形�約⼀位�師在場參��

五� 成果發表�實��學演�⽇期��在期末��⼀�課���繳交⼀張2000字�
�之���論��詳細⽇期亦�參⾒該年度師培課表；��設計�⽂本論�須在�

學演��繳交�

六� 注意事項
 （⼀）期間之�宿�交��⽣活�求學員須⾃理�
（⼆）��各�構�⾏實���守各�構之相關規��實�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