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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兒童是父母的寶貝，是國家重要的資產與未來發展的希望所在。而由於很多父母的

關注，在臺灣以兒童為對象的兒童產業呈現蓬勃多樣的發展，使得兒童產業前景被看

好。本文旨在探討少子化趨勢下臺灣兒童產業興起的背景，並介述主要兒童產業的發展

情形。冀望以上述探討為基礎，讓幼教與幼保科系學生瞭解臺灣兒童相關產業的發展脈

動，俾使學生將來開展就業的多元選擇。 

 

關鍵詞：工作選擇、少子化、幼兒保育系、幼兒教育系、兒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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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ldren Industry in Low Birth 
Rate Trend in Taiwan 

 

Abstract 

 

Children are their parents’ most precious treasure and a nation’s most important asset 

and hope. As result of the great parental care and love, multipl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dustry in Taiwan is taking shape.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background 

of children industry in the low birth rate trend, and introduce the main children industry in 

Taiwan.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Early Child Educare can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job options that they can choose from. 

 

Key Words: job options, the low birth rate, the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 educare, the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hildre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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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這是2010 年內政部鼓勵生育標語徵選的百萬首獎口號，隨

著網路票選活動落幕，能否藉此挽救臺灣的少子化問題，仍是未知數（引自謝文元，2012：1）。 

 

我國過去倡導「兩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不嫌少」，現今則改為「給孩子一個伴」、

「三十歲前第一胎，三十五歲前第二胎」。政府更是挹注經費，鼓勵婦女多「增產報國」，

以減緩臺灣當前社會「少子化」的衝擊。衛生署提出「鼓勵生育衛生教育宣導計畫」，

甚至連「未婚生子皆可減稅」的政策被喊出來，即是要刺激臺灣當前持續低迷不振的生

育率（楊明賢，2006a）。然而我國低迷不振的生育率似乎並未因為政府的政策而有所

改善。臺灣少子化情況空前嚴重，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臺灣 2010 年總生育率再

創歷年新低點，跌破「一」字大關，從 2009 年的 1.03 驟降至 0.895，平均每對夫妻一輩

子生育不到一名子女。前年臺灣還以 0.01 的差距險勝德國，險居全球倒數第二，但去年

跌破 0.9 大關，已經成為全球生育率最低的國家（管婺媛，2011）！2011 年的生育率雖

有提升，然依中情局世界概估估計臺灣總生育率為 1.15，仍是全世界生育率較低的國

家。就臺灣當前出生率低的情況來看，最明顯的影響就是兒童產業的興起，包括兒童教 

育或兒童商品等（董曉，2012）。所以誠如袁世忠（2009：1）所指出： 

 

《Cheers》雜誌表示，隨著出生率降低、學歷提高，家長更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

點上，因此包括家教、才藝班、雙語幼稚園，都是家長願意投資的項目，兒童產業發展潛

力無窮。 

 

任美珍（2006）指出少子化趨勢下的黃金商機為兒童產業、醫療產業以及生技產

業，上述產業將成為未來當紅炸子雞。國內學者(任美珍，2006；林曜聖，2009；袁世

忠，2009；陳建志、薛慧平、張冠萫，2009；楊明賢，2006a；董曉，2012)開始關注兒

童產業相關議題的探討。甚至，日本亦關注兒童文化產業，而對岸中國對於兒童產業也

極為關注，曾舉辦研討會探討中國兒童產業的投資價值（中國經濟論壇，2012）。而國

內亦有大專院校開設兒童產業的課程，如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開設《兒童產

業》、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開設《兒童文教產業概論》。  

進一步來說，「少子化」更凸顯出「稀有性」，讓每個孩子都成為父母的寶貝。無

論是在生育或養育方面，父母都願意花上畢生辛苦所累積的積蓄，只為給孩子最好的學

習與生活環境。儘管大環境經濟不景氣，小孩的生意卻依然蓬勃發展，難怪有業者誇張

地以兩兆元的產值，形容兒童產業所潛藏的商機（楊明賢，2006b）。此正是因應少子

化現象，兒童市場的消費行為改變的徵兆。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系教授別連蒂近年觀

察臺灣社會逐漸形成幾乎只生一位小孩的「單子化」社會，家中父母、祖父母、外祖父

母的關愛與金錢，猶如漏斗似的全部挹注在唯一的孩子身上。關於此種社會現象，在日

本早已產出，這些孩子往往被稱為「六個口袋的怪物」(six-pocket monster)，足以影響 6

個大人的金錢配置（范榮靖，2009）。再加上近年來臺灣社會逐漸增加的不婚族、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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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因受經濟環境影響，即使結婚後也不太願意生養子女，所以生育率屢創新低。故隨

著社會環境變遷、出生率降低，少子化現象對教育之衝擊亦日趨明顯，師資培育的品質

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教育部，2009）。並且托育機構家數從 2006 年逐年呈現遞

減之現象，加上大專院校每年培育大量的教保員、幼師。在粥少僧多的情形下，瞭解兒

童產業的現況與掌握產業的趨勢、脈動，遂成為幼教與幼保科系學生畢業後學以致用、

知己知彼的致勝關鍵（陳建志，2009）。有鑑於此，對於臺灣主要的兒童產業實在有必

要加以介述，以讓幼教與幼保科系學生瞭解臺灣兒童產業的發展脈動，相信對於他們將

來的就業必定有所助益，本文即藉由閱讀兒童產業相關文獻，試圖探討臺灣兒童產業的 

樣貌，其研究目的歸結如下： 

一、探討臺灣兒童產業興起的背景 

二、介述臺灣主要兒童產業 

三、讓幼教與幼保科系學生瞭解臺灣兒童產業的發展脈動，進而提供多元的就業選 

    擇 

 

貳、臺灣兒童產業興起的背景 

 

無庸置疑，兒童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他們是國家未來發展的希望。再加上臺灣父

母願意花費更多的心力於孩子的食、衣、住、行、育、樂上。故臺灣以兒童為對象的產

業紛紛湧現，猶如百花齊放，呈現蓬勃發展的樣貌，兒童產業成為臺灣當前工作趨勢之

一。茲就臺灣兒童產業興起的背景分析如下： 

 

一、兒童產業發展出現商機 

種種社會跡象顯示，少子化現象是 21 世紀人類最重大的挑戰之一，臺灣社會尤為

明顯，其變化之速，甚或出乎政府部門意料之外（鍾俊文，2004）。就兒童產業言，兒

童相關產業前景被看好。雖臺灣新生兒出生率近年來持續下探，孩子愈生愈少，少子化

似乎將讓兒童商機黯淡，實則不然。其實少子風暴，是危機，也是商機 （范榮靖，2009）。 

對此，范榮靖（2009：168）指出： 

 

2009 年 10 月間，百貨公司週年慶正式起跑。位於臺北縣中和、土城、板橋交界，冠德建

設轉投資的「環球購物中心」一早開門，大批人潮湧入，直往三樓童裝部門快步走。全是

趕去搶購，首日推出，原價 5000 元，特價 999 元，限量 30 組的麗嬰房輕巧傘車，不到一

天，隨即銷售一空。不只如此，環球又推出數檔嬰兒用品、童裝特惠組合，也廣受歡迎，

使得銷售業績，遠比去年同期成長 1.4 倍以上。環球不是特例，包括新光三越、SOGO 百 

貨的童裝部門，也都有亮眼的成績，比去年同期成長四成、兩成。 

 

是以，從上所述當可探見臺灣新生兒出生率趨低的現象，並沒有讓臺灣兒童產業發

展黯然，反而使兒童產業發展出現商機，並且成為臺灣的熱門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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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陸續頒布了許多與幼托機構相關的法令，連帶促進兒童相關產業的發展 

政治影響教育的發展，而政治政策也影響兒童產業的發展。近數十年來，國內托育

機構的發展深受國人的關切，社會大眾期待高品質專業的托育機構（陳建志，2009；

Freire, 1998）。所以正當愈來愈多婦女投入職場時，國內也開始察覺到兒童照顧機構的

需要，兒童權益保障的重要性。然兒童權益的保障需要國家、社會與家長共同努力構築

一套健全完整的體系。政府為反應社會共同需求，近年來陸續頒布許多與幼托機構相關

的法令條文，如《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法令完備使托育專業制

度建立，私人創立的幼托機構因而蓬勃發展，專業制度的建立及供給面的快速增加，亦

連帶促進兒童相關產業的發展（陳建志，2009；Click, 2000）。上述情形即是政治政策

因素帶動兒童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資訊科技的進步，帶動了兒童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 

在《品格教育的蝴蝶效應》一書中，千代文教基金會教育小組（2007：368-369）

指出： 

 

21 世紀的資訊科技產品，對人類的思想、觀念、行為、休閒模式、學習方法、人生觀都產

生深遠的影響，其中又首推媒體與網際網路，其所建構出的世界，把人類的文明帶入了一

個新的里程碑。 

 

而資訊科技的進步，帶動了兒童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也使得一些兒童相關產業更

為精緻化，更為精美。例如圖書印刷技術的進步，使得兒童圖書更為精美。資訊科技的

進步，使得一些兒童相關產業更講求聲光效果的呈現，例如《故事島‧兒童故事屋》就

融入科技於其兒童故事產業中，讓故事的呈現更為生動活潑，為兒童帶來更多樂趣與想

像空間。 

 

 四、兒童產業是未來看好的工作類型之一，促使很多人投入兒童相關產業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臺灣未來兒童相關產業十分被看好，而金融、旅遊與餐飲服務

需求大增，個性化服務會成為主流，專業教育訓練人員與心靈成長老師會很搶手，而且

運動休閒與醫療產業會是大熱門（董曉，2012）。在這個工作競爭的時代，民眾又該如

何找工作？袁世忠（2009：1）指出： 

 

《Cheers》雜誌建議，「兒童相關產業」、「個性化服務」、「金融、旅遊與餐飲服務」、「專業

教育訓練與心靈成長」、「運動休閒與醫療產業」，都是未來看好的工作類型。 

 

所以環視臺灣當前的工作類型，兒童產業是未來看好的工作類型之一，遂促使很多

人投入兒童相關產業，也間接帶動臺灣兒童產業的蓬勃發展，使得兒童產業展現生機與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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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少子化趨勢下臺灣兒童產業介述 

 

就兒童相關產業來說，係指與 0-12 歲者有關的兒童教育事業、兒童福利服務、遊

戲器材、玩具、教具、圖書等之相關產業經濟活動（陳建志，2009）。而關於少子化趨

勢下臺灣主要兒童產業，筆者分別介述如下： 

 

一、兒童圖書出版業 

近十餘年來國內兒童圖書的出版，無論就質與量言都有顯著的進步。自從民國六十

四年以來，兒童圖書的出版社相繼紛紛成立，目前國內兒童圖書出版社已達一百廿餘

家。由於新血的注入出版行列，加上印刷、裝訂技術的進步，以及家長們逐漸重視啟發

性的兒童教育，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者日益增加，國外兒童讀物的引進，政府及民間基金

會積極的投入等因素，因而促成今日兒童圖書事業的蓬勃發展（鄭雪玫，2009），讓兒

童有更多的兒童讀物來閱讀。鄭雪玫（2009：1）指出：    

 

目前國內兒童圖書出版社種類大致可分為四類：(1)學前幼兒圖書(出版社如信誼、親親、啟

思、愛智、童心園、新民、三通、三之三、理科、格林、鹿橋等)；(2)科學性圖書(出版社

如光復、圖文、漢聲、幼獅、眾文等)；(3)知識性圖書(出版社如小魯、中華日報出版部、

中央日報出版部、臺視文化公司、聯經、主人翁等)；(4)文學性(出版社如東方、書評書目

社、國語日報、童年、純文學、大作、臺灣書店、水牛、千華、青文、世一、九歌、華一、

聯廣等)。 

 

就兒童圖書的種類來說，包含兒童繪本、故事書、童詩、兒童文學、益智遊戲、百

科全書等。而兒童圖書可以提升兒童閱讀的興趣，增進兒童的學習能力。畢竟，「閱讀」

係一切學習的基礎。英國作家 F. Bacon 曾說：「讀書可以自娛，在書中尋求樂趣；讀書

可以包裝自己，使談吐高雅；讀書也可以充實自己，增加判斷與處世能力。」西諺有云：

「打開一本書，也就打開了一世界」，兒童可藉由閱讀吸取知識，建構其對世界的認識

與理解（黃玉輝，2001；鄭雪玫，2009）。    

  

二、兒童補教業 

兒童補教業是指與兒童課業補習、才藝教學有關的產業，包括數學、美語、珠算、

心算、體能、陶藝、圍棋、美術、音樂、作文、書法、電腦等等。臺灣社會的生育率逐

年降低，進而造成家長對子女的期望升高，致使兒童文教機構的市場需求增加（陳建

志、薛慧平、張冠萫，2009），蓬勃發展。 

補習教育為社會教育的一個環節，在臺灣地區補習教育的實施以補習班的型態最為

常見，補習班所實施的短期補習教育，是以補充國民生活知識，提高教育程度，傳授實

用技藝，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社會進步作為主要目標 （翁景德，2009）。誠如前言所

述，隨著出生率降低、學歷提高，家長更是不希望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因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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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才藝班、雙語幼稚園，都是家長願意投資的項目，發展潛力無窮 （袁世忠，2009）。

關於兒童補教業，筆者將從以下幾項探討之： 

(一)安親課輔班 

因配合家長上班緣故，小學生於放學後到補習班溫習功課或接受課程輔導。此功能

對社會教育影響頗大，主要是其考量到家長的社會功能角色；所以此種班別在小學生時

期有其存在的價值。國內經營安親課輔較為著名者如：《三之三安親課輔班》、《何嘉

仁安親課輔班》等。 

(二)才藝補習班 

學生針對特殊的才藝需進入補習班加強或學習。如：舞蹈、音樂、作文、美術、速

讀、珠心算、電腦等。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在兒童才藝補習方面，《國語日報》可以說

經營得有聲有色，有音樂班、舞蹈班、美術班、作文班、美語班等。 

 (三)語文補習班 

針對各國語言的學習，一般以英文及日文為主。又可分為兒童及成人，目前坊間也

有針對全民英檢特別開課(如：《長頸鹿美語》、《地球村美日語》…)。就兒童美語而

言，如《何嘉仁美語》、《吉得堡》、《格蘭》、《長頸鹿美語》、《芝麻街美語》、

《快樂瑪麗安》等，皆是從事兒童美語的語文補習班。  

 

三、兒童故事屋 

賴美蓉（2001）綜合國外學者(Egan, 1988;Sawyer & Comer, 1991; Smyth, 1996)的研

究指出故事是師生互動中強而有力的教學媒介，它的形式具有相關因果順序和生動活潑

的意象，人物所表現的情緒與感情波動，以及完整的結構與情境。而且，「故事」對於

兒童的重要性不僅止於娛樂的效果，也是作為兒童學習基本道德的重要題材。故事除了

能幫助兒童理解人類經驗的多樣化和社會變遷的問題外，還能進一步地教他們學習為人

處世的基本道理（修改自劉素卿，2006：94）。 

就實際的情形而論，Egan 指出最能幫助記憶，最有力的方式就是故事形式。E. Vivas

的研究顯示學生在接受讀故事計畫之後，其語言理解和表現能力都有顯著增加（引自賴

美蓉，2001：64）。而在對小朋友說故事時，應先營造良好的說故事氣氛。藉著問問題，

說說自己的想法，或秀出故事讓小朋友進入故事的情節中 (Herr, 2004)。其實，「故事」

的意義有消極和積極兩種。以「積極意義的故事」而言，是指「用一定的次序把許多情

節排列起來」，因而產生「故事化」動人效果的有機敘述（蔡尚志，1989）。是以，有

趣的故事往往能產生動人的效果。小朋友喜歡聽故事，喜歡聽有趣的故事，這是無庸置

疑。所以也基於小朋友喜歡聽故事，國內有愈來愈多以兒童為對象的故事屋或故事館，

如《張大光故事屋》、《小木馬兒童故事館》、《故事島‧兒童故事屋》等。 

說故事給兒童聽是一件快樂的事情。兒童喜歡聽故事，因為在故事中兒童可以幻

想，可以做夢。對此，《故事島‧兒童故事屋》（2009：1）曾說： 

 

在你的童年時代，是否也曾幻想自己和許多可愛的人們住在一個色彩豐富、與世無爭而且

每天上演著各種驚奇有趣的故事，充滿愛與歡樂的小島呢？故事島，是由一群熱情、幽默



探討少子化趨勢下的臺灣兒童產業，經國學報，30:37-50 

 

 44 
 

 

且對孩子的童年充滿各式各樣精彩想像力，並努力將想像付諸實現的朋友所組成；我們來

自藝文界、教育界、媒體業與高科技數位內容產業等不同領域，結合各自在藝術、表演、

音樂、舞蹈、教育、傳播、數位內容上多年的經驗及專業能力，經由不斷地推陳出新，致

力於創造出能寓教於樂的新玩意。…表演人員時而敘述故事情節，時而演出劇中人物，結

合精心設計之互動式與多媒體動畫內容，讓觀眾不只是觀賞動畫、還能和動畫中的人物互

動，甚至能夠玩遊戲及施展魔術。 

 

臺灣電視公司節目《發現新臺幣》及《消費大贏家》還曾對《故事島‧兒童故事屋》

發展的心路故事加以報導。此外，《商業周刊》曾報導張大光愛小孩，把說故事變成連

鎖事業的故事屋。《張大光故事屋》（2009：1）有以下的敘述： 

 

「我們是一群好喜歡和小朋友玩故事、說故事的大朋友組成的。故事屋的創辦人是一個從

小孩子兩歲起，每天講故事給兒子女兒聽的平凡老爸。深深感受到故事對小朋友的深刻影

響，因此為他的孩子，建造了這個可愛到不行的故事屋。也希望和很多寶貝們一起分享玩

故事、說故事的樂趣！而為了做一個真正讓小朋友從進門起就感受到充滿故事味的地方，

創辦人在故事屋的裝潢上，打破找裝潢設計師的概念，而是找到國內兒童劇舞臺設計高手

黃日俊來做設計，然後再搭配國內舞臺搭建、繪圖一流的高手黃建達來幫我們一起打造這

個夢想的故事屋。於是，故事屋就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夢幻設計了。」    

 

此外，一些飯店也設置兒童故事屋，如位於雲林縣的劍湖山王子大飯店。而在國小

校園內也設置故事屋，如嘉義市蘭潭國小的《火車頭兒童故事屋》。有地方政府也設立

故事屋，如新北市板橋區民生圖書館的兒童故事屋。 

 

四、兒童感覺統合課程 

感覺統合是正常孩子的發展過程。藉著環境的刺激，內在及外在的需求(如饑

餓……)，引發個體不斷的去整合感覺刺激，做出反應，根據反應的結果及各種回饋的

刺激，再修正下一次的反應。這些經驗的累積，促使大腦功能不斷的發展，孩子的反應

與學習能力也就愈來愈好（羅鈞令，1998）。由於單子化，小孩沒有其他玩伴，加上都

市的居住環境，少有足夠空間玩耍，使得感覺統合等相關課程，也雨後春筍般開設。教

室裡，多位穿著綠色 T 恤、灰色短褲的小朋友，一同蹲了下去，但突然間他們又一躍而

上，開心地跳了起來。這是雲門舞集生活律動課程之－「奶油吐司」。在老師的引導下，

讓學生觀察吐司從軟變硬，以及奶油從硬變軟過程中，激發想像力，進而以自己的身體

表現出來（范榮靖，2009）。對此，范榮靖（2009：170）指出： 

 

「有沒有發現，人只要一動身體，自然就會微笑。」雲門舞集舞蹈教室執行長溫慧玟點出，

雲門希望透過生活律動課程，讓每個人直接從肢體的舞動中得到快樂，尤其希望小朋友從

小就認識自己身體，和自己的身體做好朋友。在課程中，不教孩子拉筋、下腰，甚至不教

跳舞，而是與生活融合在一起，創造環境，引導他們展現屬於自己的動作，進而產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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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信裡生出喜悅。從 1998 年創立以來， 雲門兒童舞蹈教室就深受歡迎。即使全國因為 

少子化，新生兒人數少了 1/3，但是雲門學生人數每年仍是穩定成長。  

 

五、兒童劇團 

臺灣目前主要的兒童藝術文化產業，以兒童戲劇為大宗，兒童戲劇應用兒童的思

想、兒童的想像、兒童的語言、兒童的情感和兒童的經驗，用「演」，來表現宇宙間動

植物的生活、人和物的關係、社會的現象、人生的意義。因此凡合乎上述要求，不管內

容是古代或近代；事件是發生在國內或國外；表現方式是舞臺、電視、電影或卡通，甚

或皮影、木偶或歌仔戲；扮演人不論是成人或是小孩，只要根據兒童身心發展理論，內

容切合兒童發展需要，都可稱為兒童戲劇（薛慧平、張冠萫，2009a）。兒童劇團會設

計一些兒童劇，讓兒童觀賞。讓兒童隨著劇中的情節，進入不同的幻想世界中，豐富兒

童的生活樂趣。這些兒童劇團為了永續經營，會至校園、公司行號等進行演出。國內較

為著名的兒童劇團如趙自強的《如果兒童劇團》、《紙風車劇團》、《小蕃薯兒童劇團》、

《蘋果劇團》、《海波兒童劇團》、《玉米雞兒童劇團》、《小茶壺兒童劇團》、《九

歌兒童劇團》等。近來，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大學院校亦會成立兒童劇團，並至一些偏

遠小學進行公益表演，讓偏遠小學的兒童擁有美麗的回憶。這種性質的兒童劇團，如嘉 

義大學幼兒教育系的《向日葵兒童劇團》。 

 

六、兒童玩具業 

遊戲和孩子學習與發展學習相關。就遊戲的本質來說，是孩子的感覺和動機 (金瑞

芝、林妙徽、林聖曦譯，2000)。關於遊戲，潘玫均（2009：1）指出： 

 

遊戲是孩子學習的一種方式。透過遊戲，孩子學習去表達他們的情感、去獲得樂趣、去實

驗、去創造、去探索，和去認識他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在遊戲中，孩子盡情的玩。而「玩」

是孩子與生俱來的自然活動，也是他們與周遭環境的人、事、物互動的方式。而玩具，就

是孩子童年的重要學習媒介，不但可以豐富孩子的生活，也能奠定孩子良好適應的基礎。

國內學者陳若琳表示，從兒童發展的過程來看，他們是透過感官認識世界，透過具體操作

和反覆練習，將建構抽象的概念、玩具具備的認知、數學、語言、操作、視聽、扮演等功

能，透過遊戲過程中的感官刺激，引領孩子認識世界，學習各種生活技能，像是藉由學習

和玩具說話，訓練孩子的語言表達，而在搬動玩具的過程中，也是對手腳大肌肉的一種訓 

練，至於可以捏拉的玩具，則對小肌肉的發展有助益。 

 

當父母為孩子選擇玩具時除了考慮孩子的能力、年齡外，還要考慮玩具的性質與目

的，選擇具有挑戰性、啟發性、創造性及有安全性的玩具，來提供給孩子。玩具包括認

知、數學、語言、操作、視聽、扮演等功能。選擇玩具時也要考慮到色彩、形狀、種類

等教育性的作用。孩子玩得開心是身為父母的心願，但玩得安全更為重要。其實，玩具

是孩子童年的重要學習的媒介，孩子可以學習和玩具說話(語言學習)，搬動玩具(大肌肉

學習)，捏拉玩具(小肌肉學習)，愛惜玩具，以及也能與其他小朋友一起遊玩(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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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等等。玩具可以豐富孩子的生活，也能奠定孩子良好適應的基礎（新竹縣錦山國

小，2009）。國內主要的玩具兒童產業有《班恩傑尼》、《玩具反斗城》、《黃色小鴨》 

等。 

近來，有研究生對於臺灣電子玩具產業進行分析研究（許逸弘，2006）。也有大學

成立關於玩具的研究所，如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設立《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這些都

顯示國內對於兒童玩具的重視。 

 

七、兒童音樂產業 

在文化的建構中，音樂提供了孩子一個探索的機會，使之有意義並享樂在其中。既

然音樂是世界性的、流行性的、真實地存在於每個文化中，那所有人類就都有參與音樂

的能力（李玲玉，2004）。換句話說，兒童也有參與音樂的能力，所以國內以兒童為對 

象的音樂愈來愈加發展，甚至有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會舉辦《兒童音樂樂園冬令營》。 

此外，如內湖的艾摩新(Amazing Music)音樂工作室，連續獲得兩屆小金鐘獎最佳

詞曲創作人得主曾世詩，成功闖出兒歌新天地。作為一名國內兒童音樂創作者，以兒歌

創造出市場銷售奇蹟（國家影視產業資訊平台，2012）。此外，在兒童音樂產業方面，

還有兒童音樂劇(如《老鼠愛大米》)、兒童音樂故事、兒童音樂 CD(如《踢踢踏》〈附

兒童音樂 CD〉，余光中/著，李泰祥/曲)。其實，兒童音樂可以讓小孩子愉悅，也是教

師教學上的利器，依據 Howard Gardner 的說法，教師應該以寬廣、多元化的形式去呈

現其教學，運用音樂、合作學習、藝術活動、角色扮演及多媒體教學，這樣多元化的方 

式，可提供兒童內心反映與自我表現的機會（李玲玉，2004）。 

 

八、兒童服飾業 

服裝的推動力是一種最令人驚奇和最強有力的社會力量，因為它具有廣泛普通和變

化迅速的特性，同時它影響著個人的舉止行為。兒童服飾啟發了父母及教育家的注意，

他們過去對兒童的錯誤做法所造成的後果，使兒童的服裝改革進展很慢。當然，兒童不

再像小大人，不受約束是兒童服裝的宗旨，基於這種條件，童裝也越來越講究實用了（林

涵敏、吳侑恬，2009）。 就國內兒童服飾業而言，較為知名的經營者如：《愛的世界》、

《麗嬰房》、《台灣孩子王》、《百事特》、《WHY and 1/2 》與《小不點兒童服飾》

等等。上述這些兒童服飾產業皆竭盡所能地攻佔兒童服飾市場，讓國內的兒童服飾業蓬 

勃發展。對此，范榮靖 （2009：169）指出： 

 

除此外，國際精品，從成人轉戰兒童。重質，不重量，走高價位的兒童精品市場 也正在崛

起。2006 年 10 月，法國 Louis Vuitton 就將兒童精品引進臺灣，年齡層鎖定在 2 歲到 8 歲

兒童，一件兒童牛仔褲要價 9000 元。此外，GUCCI、DIOR、 BURBERRY 等名牌也都陸

續推出童鞋、童裝等精品，主打時尚訴求，讓許多名人爸媽趨之若鶩。國內大廠麗嬰房也

因此轉型。6、7 月前開始，麗嬰房進行通路與品牌的分眾，推出走精緻路線的「麗嬰房

Plus」(Les Enphants Plus)，和專賣各種運動品牌的「兒童運動時尚概念館」(Open For Kids)。

麗嬰房董事長指出：「平價市場也沒有放棄，全臺目前約有 268 家分店。『我們各個客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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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都會做，前提還是要先做好分眾』。 

 

然而，「但這幾年，隨著外籍新娘的加入，也悄悄地改變童裝市場的銷售結構。」

國內最大童裝業、也是惟一股票上市公司麗嬰房的行銷經理陳碧玉指出，因為出生率再

次下降，造成童裝市場轉變成漏斗形的消費形態。陳碧玉表示，童裝市場過去呈現金字

塔形的消費模式，因為父母生得少，多花一些錢、買貴一點的童裝，一點也不會心疼，

讓高價的童裝市場愈來愈大。不過這幾年，臺灣男人大量娶外籍新娘，由於這些新生父

母屬於所得比較低的階層，加上這些外籍媽媽又從未接觸過臺灣暢銷的品牌，想要買嬰

兒用品只有往大賣場找，讓中價位的市場往上下兩邊移動（楊明賢，2006b）。 

 

九、兒童旅館 

兒童旅館，旅館的環境設計是以兒童為對象，所以會有一些兒童的遊樂設施。這些

設立兒童生活旅館的目的，主要是讓家長周休二日可以攜帶孩子前往渡假。這種型態的

兒童旅館如屏東的「悠活兒童旅館」，「悠活兒童旅館」（2013：1）在其網頁上，有

著如下的說明： 

 

「首先，非常歡迎大家進入這個充滿歡笑、創意又溫馨的國度！因為同為人父母的我，最

喜歡看見的就是家中寶貝們的歡樂笑容，於是決心排除萬難打造全世界首座完全屬於兒童 

、家庭親子的全方位渡假天地—悠活兒童旅館。我們將 3D 科技、閱讀環境、環保、與創

新的健康概念融入兒童旅館（Kids Hotel）中，以快樂學習、快樂成長的理念經營。安排各

種室內、外營隊及有趣課程，並聘請專業的指導教師，透過各種遊樂方法來激發孩子們無

限的創新潛能，讓渡假之餘兼具學習意義。期待在兒童旅館裡，寶貝們的笑容將是您這輩 

子最美麗的回憶」！ 

 

十、兒童餐廳 

親子出外共餐，是許多父母的惡夢，在兒童情緒和行為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有些餐

廳會婉拒低年齡層的兒童入內。若餐廳規畫有許多專為兒童設計的貼心服務，如：兒童

專屬餐點、兒童餐椅、兒童圍兜、兒童遊戲區等，可讓兒童用餐無壓力。所以，餐廳附

設兒童遊戲區廣受親子歡迎，如：室內溜滑梯、小屋、攀爬牆等，可供兒童發洩體力，

甚至餓了還可以再回到餐廳用餐，也不需擔心兒童喧鬧（薛慧平、張冠萫，2009b）。

國內有愈來愈多兒童餐廳的開設，為了滿足爸媽的胃，體貼孩子的心。臺灣兒童餐廳如

『童話世界桃麗絲的家』。來到『童話世界桃麗絲的家』，如黃志偉（2009a：218-219）

所言： 

 

雖然標榜著親子餐廳，但一進入桃麗絲的家，卻沒有小朋友四處奔跑或大聲嬉鬧。原來是

餐廳特別騰出一個空間，規劃為獨立的遊戲室，小朋友可盡情在遊戲室內玩耍嬉戲，家長

則可安心的享用餐點。每週六、日下午兩點時是說故事時間，老闆娘找來專業的說故事志

工，說故事當中還會設計相關的美勞與遊戲。店內最受小朋友喜歡的兒童餐是茄汁蛋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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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水果沙拉與配菜，營養又好吃，加價還有飲料與蛋糕。 

 

其他，如『米拉‧親子生活館』。黃志偉（2009b：220-221）有如下描述： 

 

想找個餐廳不用擔心小朋友吵鬧、奔跑，還可攀岩、溜滑梯、積木，讓家長能喘口氣好好

用餐。這是米拉親子生活館常客媽媽們的共同心聲。被匿稱為張爸爸的餐廳主人張正忠說：

「早期遊戲區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但為了滿足這群似乎永遠停不下來的孩子，得有更大

的空間、更好玩的遊戲。」所以除了擴大遊戲區，張正忠還花大錢購買有專利、適合一歲

半至六歲小朋友的小型攀岩牆、溜滑梯、軌道車及書籍等。張正忠每天熬煮相當費工的五

穀雜糧粥，等客人點餐確認要增加玉米、吻仔魚、蛋等配料後，再熬第三次，一碗好吃又 

營養的粥只要五十元，不僅孩子喜愛，甚至擄獲了家長的胃。 

 

肆、結語 

     

從市場的行銷角度來看，與「兒童」相關的產業經濟，並沒有因為出生率的下降銳

減，反而有擴大的跡象（楊明賢，2006b）。也因此，兒童產業在目前國內的工作發展

趨勢來講，是非常地熱門。對於幼教與幼保科系的學生，亦是將來畢業後可以發展的工

作。是以，本文介述了臺灣的主要兒童產業如：兒童圖書出版業、兒童補教業、兒童故

事屋、兒童感覺統合課程、兒童劇團、兒童玩具業、兒童音樂產業、兒童服飾業、兒童 

理髮店、兒童旅館、兒童餐廳等。 

進一步來分析，兒童圖書出版業是幼教與幼保系學生可以從事的行業，因為學生有

修習過兒童發展、兒童繪本欣賞與應用等課程。所以，學生可以進行兒童繪本的賞析與

創作。再者，兒童補教業也是幼教與幼保系學生可以從事的行業，因為學生有修習過課 

業輔導、兒童發展、兒童才藝與兒童美語等課程。 

就兒童故事屋來說亦合適幼教與幼保系的學生，因學生有修習過故事發展原理、說

故事技巧等課程。至於，兒童感覺統合課程，則因學生有修習過特殊幼兒心理與教育、 

感覺統合等課程，所以也是幼教與幼保系學生可以從事的行業。 

至於兒童劇團，因幼教與幼保系的學生有修習過幼兒戲劇的課程，所以亦適合學生

將來的就業選擇。另兒童玩具業，學生有修習過兒童遊戲理論與應用(或幼兒遊戲)的課

程，在此門課程中會討論玩具在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會介紹不同的玩具類型，所以

也適合學生將來的就業。而兒童音樂產業，因為學生有修習過幼兒音樂與律動的課程， 

所以也是適合學生的就業。最後，因為國內有幼保系(如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

系)開授門市技術人員考照(門市人員國家丙級證照)的課程，輔導學生如何成為一位稱職

的門市人員。兒童服飾業、兒童旅館與兒童餐廳等行業，也適合幼保系學生就業。 

總的來說，經由本文的探討相信俾益人們瞭解臺灣目前的兒童產業發展概況，抓住

兒童產業發展的脈動，也能讓幼教與幼保科系學生瞭解臺灣主要的兒童產業，對於他們 

將來的就業必有所助益，進而開展出更為多元就業管道的希望，營造富有希望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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