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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童年
品牌教室加盟简章

Z 世代艺术早教机构的创新与服务！

结合「音乐＋舞蹈＋艺术＋音材施教亲职教养」的全方位系统；
两岸三地近 60 家加盟授权教室，

并有超过 5000 会员，500 大幼儿园全面使用， 
深获学界与业界肯定。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音乐童年为孩子营造一个开放、安全、自在的环境，

以丰富、多元的奥尔夫音乐、舞蹈及艺术美学课程，

帮助孩子发现、探索自己的身体和音乐的秘密，

从视觉、听觉、动觉等感官经验中「玩」出想像与智慧；

当孩子进入团体活动中，

就能跟着同伴们边「玩」边「学」，

借由系统化的课程参与，

提升音乐、舞蹈、艺术、美学的素养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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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的艺术教育，播下创意的种子

马云：「如果不让孩子去体验，不让孩子学习琴棋书划，三十年后孩子将找

不到工作，因为他们可能拼不过机器时代。」那么，21 世纪孩子需要的能力是什

么呢？我认为，未来孩子最需要的是：「问题解决能力」与「艺术创造力」。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进步，以教学三十多年的体验，我认知到「艺

术教育」永远可以让孩子站上不同的视野，与国际接轨。被誉为「世界的教育部

长」的肯．罗宾森（Sir Ken Robinson）在演讲中提过一个研究：他们测试 1500

位幼儿园儿童，高达 98％在扩散思考测验中得到「天才」级高分；五年后再追踪，

发现只剩 32％的「天才」，当孩子约莫 13 到 15 岁时，天才只剩下 18％。肯．罗

宾森沉重的说：「就在这时候，他们已经被『教育』了。」

艺术教育没有对错，没有正确答案，只有源源不断的体验与表达，孩子在听、

说、唱、跳、奏、演、玩、创作的统合性活动中，可以发展自己的想像与创意。

举例来说，在音乐童年的教室中，三岁孩子拿到一根棒槌，马上可以变成「麦克

风」、变成「指挥棒」、变成「帮妈妈搥背的工具」，变成 100 种创意的物品，

而且每一个创意都会被鼓励与成立，从中，父母可以发现孩子语文、肢体、创意、

逻辑……等优势能力，让孩子持续发展优势，提升弱势。

在教材研发上，音乐童年拥有一群平均超过 20 年教学经验的优秀讲师，团

队除了持续教材研发，也陆续将种子散播到两岸三地的亲子。在教育推广上，自

2012 年起，我们开始经营品牌推广，借由 Peekaboo 躲猫猫的 logo 双手，我们希

望除了邀请父母一起参与孩子的创意艺术体验，也期待更多有志艺术教育的朋友

们，跟我们一起将艺术教育的种子，散播给更多华人地区的孩子。

对音乐童年来说，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育」与「传承」，为了孩子，

我们将永续经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音乐童年教育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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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专业规划

• 研发专业：总管理部坚强的研发讲师后盾，让品牌可永续经营发展。

• 分区管理：由各地区的代理协助辅导，可整合区域的各项资源与服务。

• 品牌规划：各项装潢设备、CIS 均由总部直接建议，提供制作输出档。

• 定期培训：每年定期 4次培训，可以让教室营运与管理提前调整规划。

• E 化管理：全球化的 24小时线上学习系统，不因地区、时间而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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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亲子【音乐躲猫猫】课程
以亲子互动温暖童年、开发五感、提升自信

课程简介：8堂课∕1期，共6期

使用教材：《亲子音乐躲猫猫》1～6册

分享亲子音乐游戏的美好时光，透过音乐游戏及肢体开发，

带领宝宝认识自我、体验生活、探索环境并启发各项智能。

3～4岁·幼儿【音乐童话国】课程
以经典童话温暖童心、体现生活、激发想像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使用教材：《音乐童话国》1、2册

以十大经典童话故事为媒介，串连音感、歌唱、律

动、扮演、欣赏、乐器等活动，让孩子透过听∕唱∕

跳∕玩∕奏……等方式，在快乐的活动中，奠定音乐

学习的基础。

4～5.5岁·儿童【音乐城堡】课程
以经典乐曲开发潜能、体验美学、启迪智慧

课程简介：每期16堂课∕1～4期

使用教材：《音乐城堡》1～4册

融合世界三大音乐教学法，在丰富多元的课程规划中，帮助

孩子建立准确的拍子与节奏、音感、识谱及乐理等音乐认知

能力，并提供古典名曲欣赏、音乐家介绍、管弦乐团编制、

乐器介绍等专题，提升孩子的音乐素养与专业音乐能力！

5.5岁以上·【键盘大探险】课程

使用教材：《菲伯尔钢琴基础》教材

采用全球钢琴教师公认最具成效的【菲伯尔钢琴

基础】系列教材，在小组的精致教学中，让键盘

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

奥尔夫音乐教学系统
音乐童年规划、制作的一系列教材，课程

设计依各年龄层孩子的发展特质，提供有

系统、循序渐进的专业课程。我们希望，

每一位走出音乐教室的孩子，都能快乐歌

唱、轻松跳舞、自信读谱、独立演奏，并

且勇敢创作，在无压力的快乐学习中，奠

定专业的音乐能力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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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肢体开发·律动游戏】课程
帮助孩子开发肢体动觉，体验与音感结合的身体意识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使用教材：《就是爱律动》1、2册

我们提供三岁孩子各式各样的丰富教具，以营造与孩子

生活结合的空间，让孩子在音乐搭配的情境声中，学会

掌握自己身体的各项能力。

4～5岁·【艺术小品·自由舞动】课程
带领孩子认识世界艺术大师，以小品舞动生活美学经验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使用教材：《就是爱舞动》1、2册

四岁的孩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举一动

既狂野又诗意，我们提供各类艺术家的影、

音、像……作品，让孩子用身体来表现这些

创意艺术。

5～6岁·【环游世界·创意舞蹈】课程
引导孩子了解各国民俗风情，跳出世界舞蹈曲风与技巧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五岁的孩子像海绵一样大量吸收外来资讯，我们让孩子

体验爵士、探戈、拉丁、非洲等世界多元舞风，以激发

孩子的表演欲望，提升身体的自信。

舞蹈教学系统
幼儿肢体律动、舞蹈课程，是一个既能结合

生活，又能展现其创意、思想、感情和态度

的表达艺术。这堂课程除了可以提升孩子的

体力，刺激其新陈代谢、骨骼及肌肉发展，

在肢体伸展、跑跳、活动的过程中，还能让

孩子的呼吸加快、心跳加速，同时带动神经

系统和循环系统发育，可以说是一个兼具空

间、时间、肢体、节奏的动态艺术活动。

6岁以上·【儿童专业舞蹈】课程
帮助孩子由浅入深，学会各式专业舞蹈技巧及表现型态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

六岁以上的孩子，若能持续透过舞蹈培养其肌耐力、协

调力、平衡感，美感及表现力，孩子就能将舞蹈变成身

体的一部份，并延伸到学校及生活中的各项表现。

首创全新研发三～五岁「律动、舞蹈」教材，

     
让孩子回到家可以跟着音乐跳跃肢体、舞动节奏。

6



3～4岁·【肢体开发·律动游戏】课程
帮助孩子开发肢体动觉，体验与音感结合的身体意识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使用教材：《就是爱律动》1、2册

我们提供三岁孩子各式各样的丰富教具，以营造与孩子

生活结合的空间，让孩子在音乐搭配的情境声中，学会

掌握自己身体的各项能力。

4～5岁·【艺术小品·自由舞动】课程
带领孩子认识世界艺术大师，以小品舞动生活美学经验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使用教材：《就是爱舞动》1、2册

四岁的孩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举一动

既狂野又诗意，我们提供各类艺术家的影、

音、像……作品，让孩子用身体来表现这些

创意艺术。

5～6岁·【环游世界·创意舞蹈】课程
引导孩子了解各国民俗风情，跳出世界舞蹈曲风与技巧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共2期

五岁的孩子像海绵一样大量吸收外来资讯，我们让孩子

体验爵士、探戈、拉丁、非洲等世界多元舞风，以激发

孩子的表演欲望，提升身体的自信。

舞蹈教学系统
幼儿肢体律动、舞蹈课程，是一个既能结合

生活，又能展现其创意、思想、感情和态度

的表达艺术。这堂课程除了可以提升孩子的

体力，刺激其新陈代谢、骨骼及肌肉发展，

在肢体伸展、跑跳、活动的过程中，还能让

孩子的呼吸加快、心跳加速，同时带动神经

系统和循环系统发育，可以说是一个兼具空

间、时间、肢体、节奏的动态艺术活动。

6岁以上·【儿童专业舞蹈】课程
帮助孩子由浅入深，学会各式专业舞蹈技巧及表现型态

课程简介：22堂课∕1期

六岁以上的孩子，若能持续透过舞蹈培养其肌耐力、协

调力、平衡感，美感及表现力，孩子就能将舞蹈变成身

体的一部份，并延伸到学校及生活中的各项表现。

首创全新研发三～五岁「律动、舞蹈」教材，

     
让孩子回到家可以跟着音乐跳跃肢体、舞动节奏。

7



音乐童年的  6大产品优势

一、无法被超越的幼儿音乐教育系统 

根据儿童各阶段的身心发展理念所研发，

是一套符合现代幼儿「气质行为＋身体能

力＋多元智能」的优质教材。

三、最具成效的视、听、动教育系统

利用动态投影划面，帮助孩子「听到、看

到、做到」，提升幼儿学习乐趣。

四、符合国际化教学蓝本的教育系统

从「暖身、引导、操作、练习、创造到课

程回顾」，配合「图像式」的乐理角色，

加上「螺旋式」的学习设计，轻松累积孩

子音乐的基础能力。

五、融合亲职教养观念的教育系统

将教材角色与孩子的气质和学习连结，提供父

母「评量与谘询」线上系统，掌握孩子的学习

发展因素，针对每位孩子的个别发展提供最适

切的建议。

六、深受亲、师、生喜爱的教育系统

教材推广至两岸三地近千家幼儿园所，

深受园所信赖，每位孩子上过课后，都

能随着歌曲欢唱、律动，是一套能经得

起考验的教材。

二、全方位多元艺术整合的教育系统 

除了2～6岁「奥尔夫音乐教材」、「创意
舞蹈教材」外，还提供「音乐生活童玩」

、「音乐欣赏剧场」等主题性课程，让学

生的年龄层延伸至小学，也让教室有更多

元的招生课程。

奥尔夫音乐教学系统
幼儿身心发展阶段

创意舞蹈教学系统

5.5岁以上‧团体及个别乐器课程

4～5.5岁‧儿童【音乐城堡】课程

6岁以上‧儿童【专业舞蹈】课程

3～4岁‧幼儿【音乐童话国】课程

2～3岁‧亲子【音乐躲猫猫】课程

音乐学习的写

音乐学习的读

音乐学习的说

音乐学习的听、大小肌肉发展

专业舞蹈技巧的基础启蒙

5～6岁‧【环游世界舞蹈】课程
4～5岁‧【艺术小品舞动】课程

舞蹈元素及创意展现的启发

3～4岁‧【肢体开发律动】课程

身体动作及身体形象的建立

生活艺术教学系统

4岁以上‧音乐欣赏剧场课程 4岁以上‧音乐生活童玩课程

音乐素养培养 音乐生活体验99岁

4岁以上

0～3岁

感觉通路的建立
感觉动作期

5.5岁以上
认知学习期

3～5.5岁

身体形象
知觉动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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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质完善的教材教法师资培训

一年24整天的教材教法训练，让老师可
以获得最完善的基础培训。

三、多元紮实的教师在职训练

一年12整天的在职内训，依据老师的课
程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技能。

四、持续学习的线上学习平台

只要授权期间，教室皆可申请专属「学

习平台」和「线上视讯学习系统」，在

没有距离的限制下，让老师的专业能力

持续加温。

音乐童年的  4大教育训练优势

线上教室【实况观摩课程】

一、拥有坚强讲师团队阵容的教育系统

每位讲师都具丰富的教学经验，是国内研

发、制作、师资培训的菁英团队。

一、免费提供企业识别系统（CIS）设计

统一CI形象墙、衣架墙设计，教室情境  

图规划，授权压克力招牌档案提供。

二、免费提供教室设计装修手册 

提供教室装修手册、教室乐器配备手册

、教室教具配备手册。

三、提供教室行销赠品订购服务

提供各式宣传文件：包括课程DM、企

业手册、X展架、试听片……等；提供

销售赠品，如：水杯、成长尺、拼图、

氣球、贝果涂鸦本、小精灵涂鸦本……

四、提供课务行政物品订购服务

书包、T-Shirt（大人／小朋友）、Re

精灵布偶、学生成长足迹、学生结业证

书、姓名贴纸、精灵贴纸、小圆贴纸、

学生基本资料卡、家长须知、体验券、

储值卡、万用卡、请假办法……等课务

使用商品。

五、提供各类家长讲座与说明会支援

提供各类亲职家长讲座与说明會的支援

与支持。

音乐童年的  5大品牌销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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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童年的加盟教室「师资培训项目」

• 2～ 3岁【亲子音乐躲猫猫】课程，师资培训课共 42时／ 6天

• 3～ 4岁【幼儿音乐童话国】课程，师资培训课共 42时／ 6天

• 4～ 5.5岁【儿童音乐城堡】课程，师资培训课共 84时／ 12天

• 5.5岁以上【芬贝尔】团体键盘课程初级，师资培训课共 14时／ 2天

•加盟期限内，学校、教师均可享受免费「线上学习翻转课程」

音乐童年的代理培训中心「主题培训项目」／最少 30 人成班

•【音乐生活童玩】师资培训课共 14时／ 2天，12个单元主题＋学习单

•【音乐欣赏剧场】师资培训课共 14时／ 2天，12个单元主题＋学习单

音乐童年的代理培训中心「因材施教培训项目」／最少 30 人成班

•【SI亲职教养顾问师】师资培训课程，共 21时／ 3天＋线上翻转学习平台

•【SI家庭学校】家长培训课程，共 14时／ 2天＋线上翻转学习平台

音乐童年的「授权基本条件」

•具有教育热忱，希望投入幼儿艺术教育的夥伴

•有志长期经营教育事业的夥伴

•具备基本管理、经营、时间概念的夥伴

•尊重教学研究、研发与团队的教育夥伴

•尊重品牌与艺术环境创建的优质夥伴

音乐童年的 系统课程培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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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加盟教室签约流程

1.参加招商说明会＆展场

2.预约参观省区示范教室

3.介绍教材＆课程＆面谈

4.意向确认合约条文讨论

5.授权教室环境综合评估

6.代理商或总部完成签约

7.教室装潢设备谘询讨论

8.教师招募教育训练规划

9.配备教具采购 CI墙输出

10.举办家长说明会＆开幕招生

音乐童年的 授权教室条件

项 目 加盟教室

教室、设备规范
•一间 50平米以上的音乐课教室
•一间 30平米以上的团体键盘教室
•完备的乐器教具与电子白板

音乐教师 •自行招募合格教师

教材教法
课程培训

•每年 4次，共 24天
•免费 3位
•教师可享公开特色课程培训优惠

教材教具订购 •享授权教室订货优惠

推广权益 •超过第二家，可享授权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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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 peekaboo.com.tw

代理、加盟合作联络信箱 music@peekaboo.com.tw

代理、加盟合作洽谈专线 +886.2.27402788

代理、加盟合作谘询微信号 hsiaocm

台湾区教育事业总部
886-2-27402788
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四段162号8楼
music@peekaboo.com.tw

大陆地区教育事业总部
微信號：hsiaocm
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217号天阳亲子广场3楼

北区教育推廣中心 886-2-27402788
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四段162号8楼

中区教育推廣中心 886-986-993903  

台中市西屯区工业区一路68号

南区教育推廣中心 886-7-3806402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805号4楼

香港灵粮堂幼儿园  852-2887-1727
香港铜锣湾道180号百乐商业中心19楼、21楼

山東省省代理   0532-5872-6882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328号诺德广场3楼

浙江省杭州市授权代理 0571-8880-8788 /180-6799-1766
浙江省杭州市婺江路217号天阳亲子广场2楼～启家音乐童年

浙江省金华市授权代理 0579-8236-1316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万达广场五号楼1315室

福建省福州市授权代理 153-5972-9383 (孙老师) /153-5972-9383 (客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盘屿路3号阳光天地一楼乐境C区A-2、3
音乐童年（阳光天地校区） 

深圳市授权代理   186-8236-4806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L3层T3057C–D

河北省石家庄市授权代理   0311-8605-2498
河北省石家庄市谈中街23号（谈中街与谈北路交口）

河南省郑州市授权代理 0371-8709-6527 /132-7158-5565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农业路招银大厦1601

湖南省长沙市授权代理 0731-8862-1970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香路658号鑫远微中心3栋5楼

湖南省吉首市授权代理 074-3851-2210
湖南省吉首市干州世纪大道世纪山水写字楼60栋9楼

安徽省合肥市授权代理 0551-6353-5102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齐云山路新城国际C座2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授权代理 0451-5688-276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沈阳大街与顺迈路交叉口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授权代理 0471-3959-213 /153-5487-0880 (高老师)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路巨海商厦12楼1207室

台湾区教育推廣中心

港澳地区授权代理

大陸地區授权代理

［微信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