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第 2 期)園長班課表(臺北、新北、桃基宜)

1061229 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承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
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7 月課表(臺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
 上課地點及時間如有更動，將另行通知。
 教師可視實際授課情況彈性調整上課時間，惟需符合課程時數。
 本課程之授課，以案例討論、問題解決導向方式為主，並得輔以課堂講述、實
作練習、專題報告、成果分享等方式為之。
 本班之受訓人員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
一、 扣除實施計畫所定允許請假之假別與時數後，出席率達授課總時數百分之
九十以上。
二、 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惠請授課教師於每一課程單元結束時，
繕打學員成績。）。
時間／
地點

107
2/27
（二）

星期二晚上(18:30-21:30)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18:30-21:3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一)
—學前教保服務政策
★李幼安老師

時間／
地點

星期六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8:10-12:1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三)—兒童及少年
福利權益保障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劉秀娟老師
3/3
13:30-17:30
（六）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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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秀娟老師

18:30-21:30
8:10-12:10 教室：至善樓 G102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六)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六)—幼兒園行銷
—膳食管理(包括餐點衛生、員工
概念與策略及實務案例 ★張育慈老師
衛生、廚房安全等）及實務案例 3/10
3/6
13:00-17:00 教室：F506
★宋慧娟老師
（二）
（六）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七)—行政管理資
訊化 ★張明傑老師
※本日因其他電腦教室辦理考試，惠請放低音量
保持安靜，謝謝!

3/13
（二）

18:30-21:30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二)—
經營成本分析、財務規劃與預算
編列及實務案例
★陳秋蓉老師

8:10-12:1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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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高士傑老師
（六）
13:30-17:30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二)—經營成本
分析、財務規劃與預算編列及實務案例
★陳秋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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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二晚上(18:30-21:30)

時間／

星期六

地點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地點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3/20
（二）

3/27

18:30-21:30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四)—
財產與物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陳秋蓉老師

18:30-21:30
教保專題與實務(一)

8:10-12:10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三)—園長領導策
略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陳玫秀老師
3/24
13:30-17:30
（六）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三)—會計流程
與採購相關程序及實務案例
★陳秋蓉老師
3/31

3/31(六)補上班(補 4/6 調整放假)

（二）

—課程規劃之相關法令
★陳玫秀老師

（六）

暫停上課一次

4/3

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連續假期，

4/7

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連續假期，

（二）

暫停上課一次

（六）

暫停上課一次

18:30-21:30
9:00-12:00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二)—不同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四)—社會資源運用
4/10 家庭型態與親職教育方案設計及 4/14
及實務案例 ★潘慶輝老師
（二） 推廣、家長成長團體建立與運作 （六） 13:30-16:30
★潘慶輝老師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四)—社會資源運用
及實務案例 ★潘慶輝老師

4/17
（二）

18:30-21:30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五)—社區
關係與網絡之營造及實務案例
★潘慶輝老師

18:30-21:30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四)—性

9:00-12:0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四)—議事知能及實
務案例 ★潘慶輝老師
4/21
13:30-16:30
（六）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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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慶輝老師
9:00-12:00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一)—園家溝通之

4/24 別平等相關法令（包括性別平等 4/28
規劃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范睿榛老師
（二） 教育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 （六） 13:30-16:30
騷擾防治法等）及實務案例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三)—多元文化與
★郭葉珍老師
教保服務及實務案例 ★范睿榛老師
18:30-21:30
9:00-12:00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二)
教保專題與實務(四)—園內教學研討及
5/1 —勞工權益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5/5
教保課程督導機制 ★王珮玲老師
（二）
★高士傑老師
（六） 13:30-16:30
教保專題與實務(四)—園內教學研討及
教保課程督導機制 ★王珮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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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二晚上(18:30-21:30)

時間／

星期六

地點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地點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5/8
（二）

8:10-12:10
18:30-21:30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一)—公文書種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
類、撰寫方式與處理流程、文書檔案分
(五)—幼兒園健康促進之措施
5/12
類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高士傑老師
(包括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健
（六）
13:30-17:30
康保護等)及實務案例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八)—專業倫理
★林一鳳老師
★翁麗芳老師
9:00-12:00
教保專題與實務(二)—幼兒園本位課程
發展規劃與推動及實務案例
傳染與非傳染疾病預防及實務
★蔡敏玲老師
5/19
案例
（六） 13:30-16:30
★林一鳳老師
教保專題與實務(二)—幼兒園本位課程
發展規劃與推動及實務案例
★蔡敏玲老師

18:30-21:3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八)—
5/15
（二）

9:00-12:00
18:30-21:30
教保專題與實務(六)—特殊需求幼兒之鑑
教保專題與實務(六)—特殊需求
5/22
5/26
定安置與輔導 ★盧明老師
幼兒之鑑定安置與輔導
（二）
（六） 13:30-16:30
★盧明老師
教保專題與實務(六)—特殊需求幼兒之
鑑定安置與輔導 ★盧明老師

5/29
（二）

6/5
（二）

18:30-21:3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一)
—幼兒園安全促進之規劃與實
施及實務案例
★林月琴老師

9:00-12:0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五)—幼兒園環境
與設施設備之設計規劃及實務案例
★劉玉燕老師
6/2
（六） 13:30-16:3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五)—幼兒園環境
與設施設備之設計規劃及實務案例
★劉玉燕老師

18:30-21:3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五)
—幼兒園環境與設施設備之設
計規劃及實務案例
★劉玉燕老師

9:00-12:00
教保專題與實務(三)—學習型社群之建
6/9
構與實務案例 ★林育瑋老師
（六） 13:30-16:30
教保專題與實務(三)—學習型社群之建
構與實 務案例 ★林育瑋老師

18:30-21:30
6/12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二)
6/16
（二） —幼兒園各類安全管理及實務案 （六）
例 ★林月琴老師

端午節連續假期，暫停上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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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二晚上(18:30-21:30)

時間／

星期六

地點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地點

本校篤行樓 Y302 教室

8:10-12:10
18:30-21:3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一)—園長角色、工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九)—
6/19 用藥安全與藥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6/23
作內容及職責 ★蔡春美老師
（二）
（六） 13:30-17:30
★許瑛真老師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四)—溝通技巧、衝
突解決之策略及實務案例★林一鳳老師
8:10-12:10
18:30-21:3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二)—園務發展規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七)
劃與決策及實務案例 ★蔡春美老師
—環境衛生管理及實務案例
6/26
6/30
13:30-17:30
★許瑛真老師
（二）
（六）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三)—事故傷
害及緊急事件之因應及實務案例
★林月琴老師
8:10-12:10
18:30-21:30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五)—情緒與時間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十)—
管理及實務案例 ★薛婷芳老師
人身安全教育（包括員工與個案 7/7
7/3
13:30-17:30
自我保護等）及實務案例
（二）
（六）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五)—特殊議題探
★林月琴老師
討（包 括個人資料保護、人權教育等）
及實務案例 ★林一鳳老師

7/10
（二）

7/17
（二）

8:10-12:10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三)—園務各類計
畫擬訂與實施、督導機制及績效評量措
7/14
施之建立 ★蔡春美老師
（六） 13:30-17:30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四)—幼兒園
危機預防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林月琴老師
9:00-12:00
教保專題與實務(五)—幼兒個案管理與
7/21
輔導 ★薛婷芳老師
（六） 13:30-16:30
教保專題與實務(五)—幼兒個案管理與
輔導 ★薛婷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