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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委託環球科技大學幼保系辦理 

 

 

105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實施計畫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環球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計畫聯絡人：任彥懷主任 

聯絡方式：yhjen5911@gmail.com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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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 

    本校為配合幼兒教育的政策推行，並協助提升幼兒園園長專業素質，依據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暨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特承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目

的為: 一、協助培訓儲備幼兒園園長專業人才，提升其專業素養與行政管理之能力。二、規

劃產、官、學、研專業幼教師資，提供多元精進之研訓交流。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幼兒園園長應該同時具備：(一)幼兒園教

師或教保員資格；(二)在幼兒園擔任教師或教保員五年以上；(三)接受機關認定的學校辦理的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 

貳、 招生對象與資格 

 依「幼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2 條辦理符合下列規定資格者，得參加幼兒園長專業訓

練 （以下簡稱本訓練）： 

一、現職幼兒園之教師或教保員。 

二、具下列各目之一之服務年資三年以上： 

  (一)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 

  (二)幼稚園教師。 

  (三)托兒所教保人員。 

參、 計畫內容 

本訓練計畫乃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三條辦理，即「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委託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之專科以上學校辦

理，計劃內容包括： 

一、受訓總人數：預計每班 25~50人（未達 25人即不開班） 

二、訓練班級數：1班 

三、訓期： 

第 1班：106年 9月 16日至結訓止 (視報名狀況開班) 

四、上課地點：雲林縣斗六巿嘉東里鎮南路 1221號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五、上課時段及費用 

(一)上課時段：星期六、日上課(8:00~18:00)，共需上課180小時。凡遇國定假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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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若颱風天停班停課，課程則順延。 

      (二)上課費用：15000元；十人團報可享14500元優惠(費用可用電匯、現金方式支付)。 

         帳戶：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黃悅 

     第一銀行 斗六分行 521-10-091062    

六、報名程序與期限：  

    (一)報名程序： 

◎ 郵寄報名：將報名表及應繳證件連同費用(現金袋、匯票)掛號郵寄至 

            雲林縣斗六巿嘉東里鎮南路 1221號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收。 

◎ 現場報名：將報名表、應繳證件、上課費用繳交至雲林縣斗六巿嘉東里鎮南

路1221號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辦公室。即日起週一至週五 

8:00~17:00，中午12:00~13:00休息。 

◎ 網路報名：將報名表寄到eche7311@gmail.com，採網路報名者，上課費用以

電匯或現場繳清方式支付。 

◎ 學員於開課前須繳清全額學費。報名業經錄取，除於開課前三天公布在本系

網站上，並一一電話通知。 

    (二)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6年 6月 30日止。 

七、應檢附之文件：  

      (一)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及教師或教保員資格證明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一吋大頭照兩張 

      (四)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八、報名人數超過受訓總名額之比序： 

    郵寄報名、現場報名及網路報名者以完成報名程序並繳清學費優先者為優先錄取。 

九、課程內容： 

    一百八十小時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詳細說明如下：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授課教師 

(暫定) 

內容範疇 

學前教保政 18 張美鈴 一、 學前教保服務政策。 

mailto:將報名表寄到eche7311@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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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授課教師 

(暫定) 

內容範疇 

策及法令 二、 學前教保服務相關法令（包括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及相關子法等）與實務案例。 

三、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相關法令與實務案

例。 

四、 性別平等相關法令（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及實務案

例。 

五、 特殊議題探討（包括個人資料保護、人權教育

等）及實務案例。 

園務行政專

題與實務 

36 韋明淑 

劉金蘭 

一、 園長角色、工作內容及職責。 

二、 園務發展規劃與決策及實務案例。 

三、 園務各類計畫擬訂與實施、督導機制及績效評

量措施之建立。 

四、 議事知能及實務案例。 

五、 幼兒園環境與設施設備之設計規劃及實務案

例。 

六、 幼兒園行銷概念與策略及實務案例。 

七、 行政管理資訊化。 

八、 專業倫理。 

教保專題與

實務 

36 韋明淑 

張美鈴 

胥嘉芳 

王智弘 

一、 課程規劃之相關法令。 

二、 幼兒園本位課程發展規劃與推動及實務案例。 

三、 學習型社群之建構與實務案例。 

四、 園內教學研討及教保課程督導機制。 

五、 幼兒個案管理與輔導。 

六、 特殊需求幼兒之鑑定安置與輔導。 

人事管理專

題與實務 

18 陳玉真 

韋明淑 

胥嘉芳 

一、 教師權益相關法令（包括教師法及相關法令

等）與實務案例。 

二、 勞工權益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三、 園長領導策略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四、 溝通技巧、衝突解決之策略及實務案例。 

五、 情緒與時間管理及實務案例。 

文書及財物

管理與實務 

18 吳俊彥 

陳玉真 

一、 公文書種類、撰寫方式與處理流程、文書檔案

分類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二、 經營成本分析、財務規劃與預算編列及實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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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授課教師 

(暫定) 

內容範疇 

例。 

三、 會計流程與採購相關程序及實務案例。 

四、 財產與物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健康安全管

理與危機處

理 

36 任彥懷 

劉金蘭 

柯婷文 

一、 幼兒園安全促進之規劃與實施及實務案例。 

二、 幼兒園各類安全管理及實務案例。 

三、 事故傷害及緊急事件之因應及實務案例。 

四、 幼兒園危機預防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五、 幼兒園健康促進之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健康

管理、健康保護等）及實務案例。 

六、 膳食管理（包括餐點衛生、員工衛生、廚房安

全等）及實務案例。 

七、 環境衛生管理及實務案例。 

八、 傳染與非傳染疾病預防及實務案例。 

九、 用藥安全與藥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十、 人身安全教育（包括員工與個案自我保護等）

及實務案例。 

十一、幼兒特殊問題之通報與安置（包括受虐、家

暴、性侵害、高風險、家庭變故等）及實務

案例。 

園家互動專

題與實務 

18 胥嘉芳 

 

 

一、 園家溝通之規劃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二、 不同家庭型態與親職教育方案設計及推廣、家

長成長團體建立與運作。 

三、 多元文化與教保服務及實務案例。 

四、 社會資源運用及實務案例。 

五、 社區關係與網絡之營造及實務案例。 

 共計 18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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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及學經歷ㄧ覽表： 

姓名 性別 學歷 現職 

吳俊彥 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研究所人力

資源管理博士 
環球科技大學 副校長 

韋明淑 女 美國巴頓大學教育碩士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附設實習幼兒園執行長 

胥嘉芳 女 英國華威大學 教育學博士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張美鈴 女 文化大學 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智弘 男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 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 所長 

柯婷文 女 日本筑波大學教育研究科碩士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玉真 女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柏諦集團 宇力鑫生技公司 財務經理 

任彥懷 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劉金蘭 女 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台中巿私立甜心幼兒園園長 

十、 允許請假之假別與時數 

    學員於上課期間之請假，分為公假、病假、事假、喪假、婚假、產假(含陪產假)等，學

員若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時，皆以曠課論。學員於課程期間，請各類假別合計逾全期訓練時數

十分之一（小數點無條件進位計算）或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時數二十分之一（小數點無條件

進位計算）者，即停止訓練且廢止受訓資格。詳細假別規定如下： 

     (一)公假：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或因公務派遣者，檢具證明得請公假。惟後備軍人召                    

               集之公假，除特殊原因經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專案奉核者外，乙方應配合甲方   

               協助申請免除召集，否則一律不准予公假。 

     (二)病假：因受傷、生病經檢具醫院、診所證明者，得請病假。 

(三)事假(含喪假、婚假、產假、陪假)：因事或婚喪事、生產必須親自處理，得請事假。 

  (四)若遇天然（颱風、地震）或人為災害（火災）需停課，得由委託單位擇期補課。 

十一、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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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 180小時結束後，辦理綜合作業或考試。 

(一)成績評量方式：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成績及格。 

   ◎出席率應達授課總時數百分之九十以上，始可參加成績考核。 

   ◎學員成績考核七十分以上為及格。 

 (二)訓練期滿，經檢定測驗成績合格者，由本校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於結訓後一個月

內核發結業證書，本校將通知學員親自到校領取，或檢具委託書，由他人代領；經通知

後二週內未到校領取者由本校統一以郵寄方式掛號寄回工作地址。 

十二、收退費額度與方式 

     (一) 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全數退費。 

     (二) 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之費用。 

     (三)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之費用。 

         (四)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五)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三、保留受訓資格 

    正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危及其他不可歸責事由，無法接受

課程訓練者，應於事由發生後十五日內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向本單位申請保留受訓資格，逾

期不予受理。 

十四、補訓或重新訓練 

    部份科目未及格者保留受訓資格，予以第二梯次向本單位申請補訓或重新訓練，若本校

未開第二梯次，亦可至雲林縣政府委託辦理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之單位，申請補訓或重

新訓練。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問與指教！！謝謝～ 

 聯絡人：任彥懷 主任/黃悅 助理 

 電話：05-5370988＃731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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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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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性

別 

女□ 

男□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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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服務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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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傳真  

機構地址 
 

 

 

 

 

（身分證正面） 

 

 

 

 

 

 

（身份正反面） 

 

 

 

 

學員簽名：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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