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本校辦理幼兒園園長
專業訓練課程【上課通知】（第二期）
本班確定開班囉

因開課第一天須辦理相關事項宣布

請於 3 月 1 日(日)上午 8 時 45 分前至教室報到喔!
一、上課時間：104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每週六、日上課（上課時間詳課表），
4 月 4、5 日因逢清明假期停課。
二、上課教室：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 5 樓 K502 教室（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其中 3 月 7、8 日於向上樓 5 樓 S501 教室，3 月 14 日於向上樓 2 樓 S203
教室，4 月 11 日於求真樓 2 樓 K207a 教室，4 月 18 日教室另行宣布）。
三、 授課教師：本校聘請符合資格之專、兼任教師及績優幼兒園園長授課。
四、 學員須知：

育
(一) 手機禮貌：上課時間請關手機或調為震動，以表對教師及其他學員之尊
重。
(二) 學習時數：學員須於上課期間每日上午、下午上課前簽到，逾時者須依規
定辦理請假事宜。
(三) 座位：第一次上課將排定座位，以方便每堂上課點名。
(四) 請假規定：學員請假以小時為單位計算，未滿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請
假時數送予授課教師，做為學習成績扣分之依據。其請假成績扣分計算方
式如下：
1.喪假、產假：需檢具證明並事先提出，則不予扣分。
2.病假、事假：於一週內完成請假手續；若遇假期，則可順延完成請假手
續之週次；依請假科目時數，該科成績每小時扣 0.5 分。
3.遲到早退、缺（曠）課、不假外出：視同請假，並依該科目，其成績每
小時扣 1 分。
4.以上均需依規定填寫請假單，並由任課教師、隨班助教以及本校承辦單
位嚴格控管上課成績與品質。
(五) 資格取得：學員受訓期間，必須全程在職，並於結訓前依通知提出在職證
明；經承辦單位考評後，出席總時數達 162 小時以上、各科請假不超過二
分之一、且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由直轄縣、市主管機關
發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
(六) 請假：請假單放於教室，填完後交給工作人員。
(七) 意見調查表：請於課程結束前填妥交給工作人員，您的意見是本校未來課
程規劃的參考。
(八) 上課時如對課程內容有問題，請隨時提問。

食
(一) 上課期間中午提供代訂便當服務，如有需要，請於上午簽到時，向工讀
生填寫，資源回收請學員配合廚餘及垃圾分類。
(二) 飲水機位於同樓層，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行
（一）學員如有開車者，首次上課憑本通知（請自行列印）優惠停車，並於第一
天上課索取學員優惠停車卡，之後憑停車卡進入校本部（民生校區）平面
車位停車，一律採按次收費，每次 50 元。
（二）機車、腳踏車停放：校本部民生路、五權路、民權路可停放，如車位已滿，
一律停放在校門外人行道之規劃停車處，並請整齊停放。

其他
(一) ★課程注意事項：
1.「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幼兒餐點與營養」課程，當日有實務操作，
請學員自備餐具。
2.「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兒學習環境設計」課程，於平時日安排校外
實務參訪 3 小時，時間另行宣布。
3.「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科技於幼兒園的應用」課程，請準備自行隨身
碟，便於資料之儲存。
(二) 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施行，學員所填具之個人資料，本校僅限於課
程相關業務需要及學習紀錄等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除在符
合法律規定之情形或經學員同意外，不作為其他目的利用。
(三) 為提供公務同仁更優質之訓練環境，請大家珍惜並愛護公物資源。
(四) 本棟全面禁煙。

課程表（第二期）
（3/1-5/31）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室

3/1（日）

上午 09：10-12：0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兒
下午 13：10-16：00 童福利

謝明昆

K502

3/7（六）

上午 08：10-12：0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管
下午 13：10-17：00 理：幼兒餐點與營養

駱明潔
林淑美

S501

林雅容

S501

謝瑩慧

S203

3/8（日）

3/14（六）

上午 09：10-12：0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特
殊議題探討、社會工作概
下午 13：10-16：00 論、相關社會福利措施
上午 09：10-12：0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
下午 13：10-16：00 兒學習環境設計

3/15（日）

上午 08：10-12：00 教保專題與實務—幼兒行
下午 13：10-17：00 為觀察與輔導

魏美惠

K502

3/21（六）

上午 08：10-12：0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
下午 13：10-18：00 教專業倫理

蔣姿儀

K502

上午 08：10-12：00
3/22（日）
下午 13：10-18：00
上午 08：10-12：00
3/28（六）
下午 13：10-18：00
上午 08：10-12：00
3/29（日）
下午 13：10-17：00
4/11（六）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
兒園組織領導與溝通實務
探討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
兒班級經營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
幼兒園文書檔案分類與管
理及實務案例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
兒園組織領導與溝通實務
探討
教保專題與實務—幼兒行
為觀察與輔導
教保專題與實務：幼教新
課綱、幼教課程規劃

上午 09：10-12：00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科
下午 13：10-16：00 技於幼兒園的應用

陳淑琴
K502
程鈺菁
饒欣秀
K502
陳淑琴
魏美惠
K502
蔣姿儀
邱淑惠

K207a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上午 08：10-12：00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
4/12（日）
幼兒園文書檔案分類與管
下午 13：10-17：00
理及實務案例
教保專題與實務：特殊嬰
上午 08：10-12：00
幼兒篩選與鑑定
4/18（六）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勞
下午 13：10-17：00 工權益相關法令與實務案
例
上午 09：10-12：00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幼
4/19（日）
下午 13：10-17：00 兒園行政

授課教師

教室

饒欣秀

K502

林巾凱
未定
林雅容

林佳慧

K502

4/25（六）

上午 09：10-12：00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幼
上午 13：10-17：00 兒園人際關係與溝通

謝明昆

K502

4/26（日）

上午 08：10-12：00 教保專題與實務：特殊嬰
下午 13：10-17：00 幼兒篩選與鑑定

林巾凱

K502

5/2（六）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
上午 08：10-10：00 理—幼兒特殊問題之通報
與安置、學前融合教育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
下午 10：10-12：00
理—幼兒發展研究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
幼兒園經營成本分析、財
下午 13：10-17：00
務規劃與預算編列及實務
案例

5/3（日）

上午 08：10-12：0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
下午 13：10-17：00 理—幼兒發展研究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幼
兒班級經營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
幼兒園經營成本分析、財
下午 13：10-15：00
務規劃與預算編列及實務
案例
上午 08：10-12：00

5/9（六）

吳佩芳
林珮伃

K502

戴秋蓮
詹雨涵

林珮伃

K502

程鈺菁
戴秋蓮
詹雨涵

K502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室

吳佩芳

K502

林佳慧

K502

駱明潔

K502

蔣姿儀

K502

上午 09：10-12：00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多
5/24（日）
元文化與教保服務、幼兒
下午 13：10-16：00
家庭與社會

蔣姿儀

K502

上午 09：10-12：00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家
下午 13：10-16：00 園溝通與親職教育

陳淑琴

K502

上午 08：10-12：0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
5/10（日）
理—幼兒特殊問題之通報
下午 13：10-17：00 與安置、學前融合教育
上午 09：10-12：0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學
下午 13：10-16：00 前教保相關服務政策
上午 08：10-12：0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
5/17（日）
理—嬰幼兒安全與疾病照
下午 13：10-17：00
護
上午 08：10-12：00 教保專題與實務：幼教新
5/23（六）
下午 13：10-17：00 課綱、幼教課程規劃
5/16（六）

5/30(六)

◎ 參觀見習 3 小時見習時間將另外通知，預計安排週一至五的其中一天半天
◎ 註：課程如有異動，則將另行通知。

上課位置圖（本校求真樓：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本校進修推廣部(向上樓)：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6 號）

上課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