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幼兒期教育發展事業! 
你有兩个選擇-第一個是直
接去一個四年大學, 或者
你可以由社區學院開始。

我在幼兒教育界多
年。 我想上大學。

很好！我們看看您目前為止
已經完成了什麼並且選項最
適合你的大學- 三藩巿市立
大學或著三藩巿州立大學。

我們是高三學生。
我們有興趣與孩子

一起工作。

學位 課程 學生支援 工作

AS/AST 科學轉移學位

证书

• 幼兒教育者

• 嬰幼兒

• 特殊教育

• 預課教師: 初等教育

• 家庭托兒

高中雙入學

英語學習者課程

轉移學位- AAT和AST

• 三藩巿居民免
費城市和經濟援助

• 兒童發展許可
證應用程序和
許可證@CCSF

• 學術諮詢/教
育計劃

• 職業諮詢/就業

• 輔導

• 支持英文學習
者,培養無證青年

• 雙重註冊

• 過渡幼稚園教
師必脩課程

• 兒童發展培訓津貼

• 普通教育途徑
組群

• JVS路

在大學期間, 你可以 
當....

• fusd 學生實習生: 
$15-16.50/小時

• 家庭托兒擁有人:
(多樣)

• 幼兒教師: 
$19/小時

• 學前班儿童教師: 
15$/小時

• 帶 sfusd 的准專業版 
(早期幼兒教育+/或者
特殊教育) $35-40K/yr

AAT 藝術轉移學位

•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部門

• 幼兒教育AST

•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AAT 

BA 文學學士 兒童和青少年發展

• 幼兒期

• 學齡兒童和家庭

支持計劃:

•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
Metro學院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通
過高等教育促進成就

兒童發展許可證應用程
序和許可證@CCSF 
輔導

• 學術諮詢

• 教育規劃

• 教育獎, 津貼和獎學金

• 職業諮詢/就業

• 在EDVance 的SF SEED 
計劃你可以获得津貼

當你完成你既學位, 你
可以当...

• 學前班教師: 
35-40k/年

• 家庭托兒服務 
(多樣)

• 中心主任/擁有者:
$44-50K/年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 (CAD)

家庭與消費者科學

MA 文理碩士和/
或教學證書

• 幼兒教育-幼兒
教育幼兒園、
幼稚園和小學

• 初等教育-早期
兒童教育,幼
稚園教師到三年級

獎學金,研究金機會與
諮詢

有碩士證書你可以当...

• 教育顧問: 45-58k/年

• 教學協調員: 
$51-68K/年

• 大學教授: 88-126k/年

有教學證書你可以当...

• 幼稚園到六年級教師: 
$55-70k/年

• 幼稚園/小學教師: 
47-61k/年

• 特殊教育: 
58-72K/年, 還有更多。

文理碩士

• 幼兒教育

• 基礎教育

• 特殊教育

教學證書

• 多主題

• 特殊教育

Ed.D. 博士學位
強化三年計劃

適用於工作專業人員

學術顧問支持和獎學
金。

有博士學位你可以当...

• 學校督察: $162-240K/年

• 大學教授: 88-126k/年

• 行政員:99-125k/
教育領袖博士

三藩巿

早期幼兒教育/兒童發展

索取更多傳單，請聯繫 OECE， 致電415-355-3670 或發電郵到 



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聯系信息

CCSF

三藩巿立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部的目標是為學生，
家庭和兒童提供適合發展的教育，體現了對高質素的承
諾以及對兒童如何學習和成長的廣泛理解。

該專業支持對幼兒教育，課後，幼兒園到高三教育， 
青年發展以及為兒童和青少年服務的相關職業感興趣的
學生。

早期幼兒教育教授和發展人員 
(415) 452-5605  - bwemiz@ccsf.
edu, wyu@ccsf.edu, chuynh@ccsf.edu, 
ccuadraca@ccsf.edu

教師準備人員 
(415) 239-3890 - alchan@ccsf.edu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 
50 Frida Kahlo Way,  
MUB 243 (郵箱 MUB247) 
San Francisco, CA 94112 
網站：www.CCSF.edu/CDEV  
電話：(415) 239-3172- Se Habla 
Español/ 我们会说中文

SFSU
本科

兒童和青少年發展（CAD）文學學士學位旨在滿足對兒
童和青少年發展有各種興趣的學生的教育和職業需求。

1600 Holloway Ave. 
Science Building 394 
San Francisco, CA 94132 
網站: https://cad.sfsu.edu/ 
電子郵件: cad@sfsu.edu 
電話: (415) 405-3564

家庭與消費者科學（FCS）文學學士學位使學生能夠了
解個人和家庭的社會，心理和成長需求。

1600 Holloway Ave., Burk Hall 329 
San Francisco, CA 94132 
網站: http://fina.sfsu.edu/fcs 
電子郵件: fina@sfsu.edu  
電話：(415) 335-1219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通過高等教育促進成就專為早期兒童
教育工作者設計，他們有興趣每週工作15-40小時，同
時追求他們以幼兒教育為重點的學位。 課程在晚上和
周末提供，包括輔導，學術幫助，個性化教育計劃和案
例管理。

1600 Holloway Ave., GYM 106 
San Francisco, CA 94132 
網站: https://edvancesf.sfsu.edu/ 
電子郵件: edvance@sfsu.edu  
電話：(415) 405-3976- Se Habla 
Español/我们会说中文

SFSU
研究生

教育碩士學位包括三個系，小學教育，中等教育，公
平，領導力研究和教學技術。

1600 Holloway Ave., Burk Hall 501  
San Francisco, CA 94132 
網站: gcoe.sfsu.edu/programs/masters 
電子郵件: gcoe@sfsu.edu  
電話: (415) 405-3681

SFSU
DOCTORATE

博士計劃旨在培養教育領袖, 從幼儿期到社區學院，引
導加州公共教育的社會公正改革。特點包括: 3年加速時
間表, 學生隊列模型，注重縮小機會差距。

1600 Holloway Ave., Burk Hall 521 
San Francisco, CA 94132 
網站: edd.sfsu.edu 
電子郵件: edd@sfsu.edu 
電話: (415) 405-4103

薪金資料來源：加州幼兒教育勞動力登記處, 2018; 三藩巿聯合學區, 2018; 灣區社區
學院聯合會(BACCC) 三藩巿地区的勞動力市場卓越數據中心

網站：drive.google.com/file/d/1pcHGnQt5BNXrH9ucTp0jfh5i_eW8JS-p/view 

注: 薪金可能隨時變動

傳單由三藩巿早期幼兒教育辦公室提供

藝術品由Sirron Norris, Inc.

三藩巿

早期幼兒教育/兒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