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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首 府 大 學 

111 年度台南市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招生簡章 

壹、 總則 

一、招生依據: 

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11 月 23 日南市教特(一)字第 1101422245號涵及

民國 108 年 03 月 27 日修正「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規定辦理。 

二、招生目的: 

(一) 配合需求辦理幼兒園園長培訓。 

(一) 提供幼兒園教師與教保員進修及專業發展之機會，提升其專業素養與行政管

理知能。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秘書室推廣教育中心 

(三) 協辦單位: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四、招生對象: 

依「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2 條辦理，符合下列規定資格者，得參加幼 

兒園園長專業訓練（以下簡稱本訓練）： 

(一) 具有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資格。 

(二) 具有各目之一實際服務年資滿三年以上： 

1. 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 

2. 幼稚園教師。 

3. 托兒所教保人員。 

4.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畢業之幼兒園(包括托兒所及幼稚園)

負責人。 

5.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服務於幼稚園，同時符合下列規定之代

理教師： 

(1) 大學以上學歷。 

(2) 代理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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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3) 其代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且代理期間連續達三 

   月以上。 

6.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服務於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設立之托嬰

中心，同時符合下列規定之教保人員： 

(1) 任職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 

          、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2) 其任職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說明四、(二)服務年資之證明，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六條第四項 

規定辦理。 

五、課程規劃: 

(一) 招生人數: 招收 1 班，每班以 50 人為限。各班次正取以不超過 50 人為

原則，並列備取若干人。實際繳費人數未滿 35 人不開班。 

(二) 授課時數: 本課程總計 180 小時，其課程科目、內容及時數如附件 1。 

(三) 授課師資: 由本校聘請符合資格之專、兼任教師授課。 

(四) 修業時間: 111 年 8 月 6 日-10 月 16 日 

      【連假不排課】(111 年 9 月 10 日-9 月 11 日、中秋節) 

  上課地點:本校（72153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 號） 

六、收退費標準：依據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8 條規定辦理。 

(一) 收費：總計每人費用新台幣 15,000 元整。 

1. 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整（支付報名資格審查之行政費用，不予退

費）。 

2. 受訓費：新台幣 14,000 元整。 

(二) 退費： 

1. 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退還全額受訓費用新台幣 14,000 元

整。 

2. 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退還費用新台幣 9,333 元整。 

3.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費用新台幣 

4,666 元整。 

4.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二者，不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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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若受訓總人數未超過 35 人得不開班，本校退還學員已繳之費用。 

七、招生方式與報名程序: 

(一) 招生簡章公告於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網頁，招生簡章可下載。 

    ＊「外縣市學員需完成主管機關共同委託程序，及審認報名資格，才 

       得以上課」。 

(二) 報名期限：111 年 7 月 8 日止下午 17 點前(以送達日為憑)。 

(三)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並以限時掛號寄出報名文件(郵戳為憑)。 

1. 一律採網路報名，並於報名截止日前檢附報名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

「72153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168號秘書室推廣教育中心(幼兒園園長專業

訓練班)」收。 

2. 請依據以下步驟完成報名程序。未完成任一步驟者，不予受理報名。 

 

報名步驟 重點說明 

一、上網填

寫報名資料 

1. 進入網路報名系統：111 年 5月 16 日(一)至 111年 7月 8

日(五)下午 5 時止，於指定之報名系統網頁中填妥報名相

關資料，並寄送相關報名文件。（報名網址： 

https://web.tsu.edu.tw/p/426-1000-12.php?Lang=zh-

tw） 

2. 具優先資格者：如：因遇幼兒園申請立案急需園長人才者，

可依據服務幼兒園所屬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籌設立案

相關公文，郵寄書面資料時請檢附薦送公文之正本。（請參

閱範例一）。 

二、郵寄相

關資料 

完成步驟一之網路報名後，仍需郵寄下列報名資料供資格審

查： 

1.報名表(如附表  ):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 

(2) 二吋半身大頭照 2 張，黏貼於報名表 (照片背註明姓

名、縣市)。 

2.現職在職證明書正本 (如附表): 由在職單位開立之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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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證明一份，亦可使用該園所慣用在職服務證明格式。 

3.學歷影印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4.教師/教保員/負責人資格證明: 

(1) 教師: 合格幼教師資教師證。 

(2) 教保員: 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

系、所、科畢業證書、輔系證書或相關專業訓練課程結

業證書。※102 年 8 月 1 日以後入學，須另附修畢教保

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有效教保員資格可參照「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相關科系對照表」。 

(3) 負責人:下列三項皆須檢附 

 3-1、幼兒園所立案許可證明影本。 

 3-2、全國教保資訊網下載之教職員工清冊，並由 

      園所負責人或承辦人核章。 

 3-3、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 

      系、所、科畢業證書、輔系證書或相關專業 

      訓練課程結業證書。※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 

      例施行細則第 3 條，負責人之實際服務年資， 

      應自取得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 

      所畢業證書後，始得採計。※102 年 8月 1 

      日以後入學，須另附修畢教保專業課程學分 

      證明書。 

5. 歷年年資服務證明或相關證明。 

6. 幼兒園教師證書或教保人員證書(無者免附)。 

7. 相關獲獎紀錄影本(無者免附)。 

8. 任職於臺南市以外教師之服務年資，請該縣市核發『公文』

為佐證資料。 

外縣市學員須完成主管機關共同委託程序、及審認報名資

格，才得以上課。 

備註： 

1. 前項「現職在職」是指報名至結訓期間在各縣市政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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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立案的幼兒園從事教保工作，並在教育局核備登錄。

「現職在職證明」由服務之幼兒園開立蓋章證明，請佐附

「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教職員工清冊」。 

2. 「歷年年資服務證明」應由服務之幼兒園開立，或得檢附

勞工保險局核發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證明文件，並均

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其服務事實。 

 

八、 審查原則: 

(一) 依報名之優先順序列正備取，惟報名人數超過受訓總名額之比序條

件，依序為(1)前述具優先資格者 (2)服務年資 (3)依網路報名順序錄

取：前述二項順序排定後，再依網路報名順序錄取 (4)具合格教師證

(5)其他獲獎紀錄(6)若有多餘名額，已具園長資格或公立幼兒園主任有

興趣參與進修者，將依網路報名順序遞補之。 

(二) 錄取名單將於報名截止日一週內，公告於台灣首府大學秘書室推廣教育

中心網頁，並以電話通知錄取者。 

九、 繳費方式: 

(一) 於錄取公告後一週內以下列方式之ㄧ完成繳費後始算完成報名手續，逾

期視同放棄，得通知備取者遞補。 

(二) 請至各地 ATM 轉帳或臨櫃轉帳匯款後，將繳費證明傳真至

06-5712587。繳費證明請註記姓名、服務單位及所屬縣市。 

1. ATM轉帳：郵局【700】帳號【01913830009425】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 ※需自行負擔各行庫規定之手續費。 

 使用ATM轉帳繳費者，請使用「報名者之個人帳戶」進行繳費，其帳     

 戶與報名表上所填寫之退款帳戶資料需相同。 

2. 臨櫃匯款:銀行名稱【郵局】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 

        ※匯款單請註記姓名、服務單位所屬縣市。  

十、 允許請假之假別與時數: 

(一) 請假：學員得依個人之需求請假，請假以小時為單位，未滿 1 小時   

以 1 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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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假、喪假、重病住院以及因懷孕或哺育 3 歲以下子女之照顧，而核

准之事(病)假、產假，需檢具證明文件，其缺席不扣分。上述情形致

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科目

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

算。 

(三) 事假：不得超過 18 小時。每小時該科目扣 1 分。 

(四) 曠課、不假外出：皆視同請事假，並依其時數每小時該科目扣 2 分。 

(五) 學員無故缺考，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如係公假、喪假、重病住

院、或特殊事故不能參與各種考試，經請假核准者准予補考，補考成

績按實得成績給分。 

(六) 如有科目缺課累積達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不得參加該科目

學期考試，且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 其他未盡事宜，依台灣首府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 如遇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停課與否依據台南市政府之規定，

如需停課，得由委託單位擇期補課。 

十一、 成績考核 

(一) 授課教師依授課科目需求，採多元評量方式，進行學生學習成效考評。 

(二) 對於考評成績未盡理想或請假之學員，教師得依學員之個別需求進行

學習輔導。 

(三) 學員出席時數達 162 小時以上，且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七十分以上為

成績及格。 

(四) 因故無法完成訓練者，已修科目之時數不允採計，且不得保留。 

十二、 證書發給方式 

訓練期滿後，依成績考核規定考評，成績及格者，由承辦單位報請台南市

政府教育局發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 

貳、授課方式及授課內容 

一、 授課方式 

本訓練課程共 180 小時。授課採案例討論、問題解決導向方式為主，並得輔

以課堂講述、分組討論、實作練習、專題報告、成果分享等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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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授課內容 

本計劃依據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11 月 23 日南市教特(一)字第

1101422245 號涵及民國 108年 03 月 27 日修正「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

規定辦理。訓練課程包含:「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18 小時、「園務行政專題

與實務」36 小時、「教保專題與實務」36 小時、「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18

小時、「文書及財務管理與實務」18 小時、「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36

小時、「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18 小時，合計 180 小時。課程內容如下表：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一覽表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內容範疇 

學前教保

政策及法

令 

18 

一、學前教保服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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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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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一、課程規劃之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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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內容範疇 

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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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權益相關法令（含相關法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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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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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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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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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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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內容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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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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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授課師資 

本訓練聘請大學相關科系教師與幼兒園園長、資深優良教保人員協同授課，

兼顧理論與實務。本訓練課程師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台灣首府大學專兼任教師;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並具與授課內 

    容有關之專業者。 

(二) 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並與授課內容有關之實務經驗四年以上者。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師資一覽表 

教師姓名 學歷/現職 專長/經歷 

周嵐瑩 
肯特州立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本校幼教系專任助理教授 
課程規劃,雙語習得,雙語教育 

賴麗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博士/本

校幼教系專任助理教授 

日本道德課程,幼兒園課程與教學,比較教

育,幼兒教育與保育,教師專業成長,幼兒

園教材教法相關研究 

林美杏 
美國斯伯丁大學教育行政博士/

本校幼教系專任助理教授 

幼兒園行政與管理、幼兒園評鑑/ 

幼兒園園長 

陳孟秦 
美國斯伯丁大學教育行政博士/

本校幼教系專任助理教授 

幼兒園行政與管理、幼兒發展/ 

高職幼保科教師、本校幼教系主任 

鄭雅婷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

博士/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專任助

理教授 

幼兒評量、幼兒健康與安全、幼兒教材教

法、幼兒園課程設計、多變量統計、階層

線性模式、多元文化 

陳景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本

校幼兒教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幼兒文學,中文閱讀與寫作,歷史與文化,

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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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學歷/現職 專長/經歷 

李建祈 
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財務

管理組博士  
財務分析、成本控制、會計學 

李錦智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

所博士/本校飯店管理系專任助

理教授 

商事法、智慧財產權法、勞動法規 、旅

館法規 

黃怡碩 
台灣首府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碩士/本校休資系兼任講師 

顧客關係管理、科技管理、管理科學、電

子商務、人力資源管理 

王立杰 

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

碩士/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主任、台南市教育局特幼課課課

長、台南市立第五幼稚園園長、

私立台北奎山學幼稚園教師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園務行政專題與實

務、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文書及財物管

理與實務、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教

保專題與實務 

黃銘俊 
台灣首府大學幼教研究所碩士/

大學幼保系兼任講師 

幼兒園經營與管理、人事行政管理、危機

處理/幼兒園負責人、大學兼任講師 

蘇慧雀 
台灣首府大學幼教研究所碩士/

本校幼教系兼任講師 

幼兒園經營與管理、班級經營、親師溝

通、幼稚園活動設計、活動企畫與團康設

計/大學兼任講師 

侯秀荏 
台灣首府大學幼教研究所碩士/

本校幼教系兼任講師 

課程規劃、學習環境規畫、親職溝通/ 

大學兼任講師 

劉上維 

文化大學資訊科學系、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中華民

國兒童教保聯合總會總會長、台

南市私立仁仁森林幼兒園執行

長、台南市扭來扭去托嬰中心負

責人/大學兼任講師 

幼兒園經營與管理、危機處理 

游明恩 

台南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中華

民國兒童教保聯合總會行政秘

書、台南市私立森怪獸托嬰中心 

負責人/敏惠護理專科學校幼保

系業師 

托嬰中心經營與管理、人事行政管理、 

劉惠娟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碩士/福祺幼兒園園長 

教材教法與教案設計、教具設計與製作、

課程發展、主題教學及學習區教學與規

劃、幼兒園評鑑、幼兒園行政、二胡演

奏…等。 

劉智燕 
嘉義大學幼教研究所碩士/安南

幼兒園園長 

幼兒氣質評量解說人員、親職教育父母效

能成長 

莊慶文 
國立嘉義大學國研所特教教學

組碩士/本校幼教系兼任講師 

特殊教育行政、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及學生

輔導/大學兼任講師 

蔡淑敏 台南市私立活水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行政 

劉儀玲 台南市私立小袋鼠幼兒園園長 幼兒園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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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留受訓資格、廢止受訓資格及注意事項 

(一) 保留受訓資格：已完成繳費之學員於開訓前因故無法參與報名之班別，

得依學員要求保留受訓資格至下一期。如未辦理下一期班別，則依第拾

條第一款辦理退費。 

(二) 廢止受訓資格：學員若有代簽到者，或學員報名繳驗之證明文件日後經

查有偽造不實者，且已構成報名資格不符等情事，本培訓單位即通報主

管單位，得取消該員受訓資格、取消結業資格及註銷結訓證書，且學員

不得要求退費。 

五、行政管理 

本培訓課程由計畫主持人與幼兒教育學系、本校秘書室推廣教育中心組成「園

長專業訓練工作小組」共同規劃培訓課程與訓練師資並執行相關工作。為有

效執行本計畫內容，規劃『教務管理』、『行政管理』、『帳務處理』、『就業輔

導』，各單位相關工作內容如下： 

(一) 教務管理：出缺席掌控、學員請假事宜、每日教學日誌、課程大綱與內

容等相關工作。 

(二) 行政管理：招生諮詢、學員申訴處理、專業教室儀器設備借用、發放與

彙整相關問卷（例如：滿意度調查、教師教學評量等）、學員相關資料

保管（如：基本資料卡、學習成效卡）等相關工作。    

(三) 學員申訴處理：學員受訓期間如有任何問題或意見，可以透過下列管道

申訴： 

1. 向授課教師或督課人員反應。 

2. 逕洽訓練班行政助理 06-5718888 轉 353 或計畫主持人周嵐瑩副主任，電

話：06-5718888 轉 821 或 823；或 Email： early822@tsu.edu.tw。 

3. 訓練單位相關人員接獲學員申訴，如能處理者，需立即處理，如無法立

即處理者，則由園長專業訓練班工作小組開會決議處理之。 

(四) 帳務處理：經費審核與撥補、單據憑證核銷、帳冊憑證保存。 

(五) 學習與就業輔導：提供培訓期間之學習輔導與幼兒園相關訊息、擔任學

員任職幼兒園主管之顧問並實施職場就業追蹤。 

 

mailto:early822@t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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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培訓計畫行政管理組織圖如下： 

 

 

 

 

 

 

 

六、預期效益 

本計劃旨在配合政府實施幼托整合政策，提供專業與系統化的幼兒園教保人

員進修與升遷管道，藉由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具教育熱忱、辦學理

念與專業能力之合格幼兒園園長。 

七、本計畫奉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計畫主持人 

教務管理 行政管理 帳務處理 學習與就業輔導 

 台南市政府 

 幼兒教育學系 

 產學合作幼兒

園 

諮詢顧問  本校秘書室推廣教

育中心 

 



13 

 

111 年度台南市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報名表 

                                          年   月   日 

報名班別  性別  □男    □女 
     

 

二 

吋 

半 

身 

照 

片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O： 

出生年月日  H： 

畢（肄）業學校  手機： 

E-Mail 
 

地 址  

服務機關  

身分證影印本（請貼於下方） 

 

 

             正     面 

 

 

          反     面 

報名手續 1.□報名表                         2.□身分證影本二吋半身大頭照 2張 

3.□現職在職證明書正本             4.□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5.□教師/教保員/負責人資格證明     6.□歷年年資服務證明或相關證明 

7.□幼兒園教師證書或教保人員證書   8.□相關獲獎紀錄影本 ，無則免付 

9.□任職於臺南市以外教師之服務年資，縣市政府核發『公文』 

★外縣市學員須完成主管機關共同委託程序及審認報名資格，才得以上課。 

報名資格 具有各目之一實際服務年資滿三年以上： 

□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 

□幼稚園教師。 

□托兒所教保人員。 

□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科、系、所畢業之幼兒園(包括托兒所及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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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31日以前，服務於幼稚園，同時符合下列規定之代理

教師： 

□大學以上學歷。 

□代理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其代理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且代理期間連續達三個月以上。 

100年 12月 31日以前，服務於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設立之托嬰中心，同時符

合下列規定之教保人員： 

□任職期間具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其任職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備註 
一、訓練費用：18小時為一學分計，每一學分為 1,400元，每期訓練時 

    數 180小時（10學分），報名費 1000元，合計 15000元。 

二、自即日起開始報名，錄取 50名額為止，未滿 35名本校保留開班。 

    之權利。若因人數不足未開課，學員所繳交之費用將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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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年資服務證明 

茲證明本人曾於下列園所任職，並分別檢附有效證明文件，以供查核。 

1. 請依佐證文件，詳列截至 111 年 7 月 7 日止年資滿三年以上，且經該園所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之服務經歷（未經核備之年資不採計）。 

2. 佐證文件：各段年資分別檢附，並皆應載明園所、職稱、服務年資起日、訖日

等資訊。 

服務起訖日期 服務園(所)資料 服務 

年資 

檢附證明文件 

所在 

縣市 

園(所)名稱 

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年

___月 

□核備公文 

□負責人經歷 

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年

___月 

□核備公文 

□負責人經歷 

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年

___月 

□核備公文 

□負責人經歷 

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年

___月 

□核備公文 

□負責人經歷 

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___年

___月 

□核備公文 

□負責人經歷 

服務年資總和，共:  ___年___月 

※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行細則第 3條，負責人之實際服務年資，應自取得幼兒教育、幼兒

保育相關科、系、所畢業證書後，始得採計。※ 未填報或未附有效證明文件者，年資無法採計

※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台灣首府大學 111學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使用，如有不實或偽造

者，報名人員及其所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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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兒 

教 

育 

學 

系 

園 

長 

專 

業 

訓 

練 

班 

收 

 

721 

台 

南 

市 

麻

豆 

區 

南

勢 

里 

168 

號 

台

灣

首

府 

大 

學 

檢附資料自我檢核： 

1.□報名表 

2.□身分證影本 

    二吋半身大頭照 2 張 

3.□現職在職證明書正本  

4.□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5.□教師/教保員/負責人資格證明 

6.□歷年年資服務證明或相關證明 

7.□幼兒園教師證書或教保人員 

證書 

8.□相關獲獎紀錄影本  

9.□任職於臺南市以外教師之服務

年資，縣市政府核發『公文』 

★外縣市學員須完成主管機關共同

委託程序及審認報名資格，才得

以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