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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學甲區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 

101年申請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補助計畫書 
 

壹、 背景介紹  

一、 幼稚園簡介 

(一) 幼稚園背景簡介 

本園之設立，係依據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城鄉發展—鄉鄉有圖書館、鄉鄉有

幼稚園之劃時代教育均衡政策，及台南縣政府規劃與鼓勵下，於民國七十四

年九月起試辦。七十五年元月，教育廳為落實自立幼稚園健全發展，調訓校

長及幼稚園老師。並獲教育廳專款補助一百萬元，用予充實附設自立幼稚園

開辦經費，於是學校利用空餘教室加以修繕、裝潢、開闢活動場地、增購教

學設備、遊樂運動器具、健康衛生設備等…，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依日正式

設立---學甲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台南縣政府為落實

國民義務教育往下紮根，將幼教老師正式納入學校員額編制，並更改學甲國

小自立幼稚園為「學甲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1.園史沿革： 

(1)民國七十四年九月起試辦。 

(2)民國七十五年元月，教育廳為落實自立幼稚園健全發展，調訓校長及

幼稚園老師。 

(3)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依日正式設立---學甲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 

(4)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立案完成。 

(5)民國七十八年八月，改為「學甲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2.地理位置 

(1)行政區域 

就行政區域劃分，學甲國小隸屬於學甲鎮。學甲鎮轄學甲、中洲、宅子

港、學甲寮、溪洲子寮等五聚落。今年行政區域由26里整併為13里、330

鄰、8808戶，人口數約三萬人。其中以學甲國小及東陽國小為學甲鎮內

主要就讀學區，其他相鄰則有中洲國小、宅港國小、頂洲國小等五所國

小分立。 

(2)交通 

學甲鎮鄰近佳里及麻豆鎮，與鄰近鄉鎮的主要聯絡道路為縣道174（即

中山路），並與濱海台17線相接，串聯嘉義布袋、台南七股、安平等濱

海觀光景點，由於觀光交通便利，吸引大量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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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甲國小基地位置圖 

(3)自然環境調查分析 

學甲鎮位於東經極東一二○度十三分廿一秒，極西一二○度七分卅二秒

，北緯極南二三度十二分二六秒，極北二三度十八分九秒。亦即台南縣

之西北部，東鄰下營鄉，東北與鹽水鎮連接，南連佳里鎮，東南與麻豆

鎮相接，西南隔將軍溪毗鄰將軍鄉，西接北門鄉，北以八掌溪與嘉義縣

義竹鄉為界，東西長為九、三八一七公里，南北寬為八、七一九○公里

，全鎮面積五三、九○四九平方公里。轄內地勢概屬平野，但因靠近沿

海地帶，地質鹽分濃厚，且有八掌溪、急水溪、將軍溪等三河流貫通，

及位處於嘉南大圳下游，排水機能不暢，時遭洪水之患。去年莫拉克颱

風來襲，本校淹大水，災情慘重。 

(4)學校特色活動 

建構學校本位課程，妥善運用組織功能，發揮教職員工專長和興趣，安

排適當的工作，使其勝任愉快，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發展學校特色，

經營永續且具競爭力的學校。 

A. 校園整體規劃，做好綠美化工作，發揮境教潛移默化的功能，建構孩

子的築夢園。 

B. 涵養人文與藝術情懷，活出美麗快樂的金色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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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鄉土出發，建構學校本位課程「我愛學甲」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

生活經驗為中心，從鄉土地理環境、人文特色、古蹟建築、地方小吃

出發，建構學校本位課程，培養學生熱愛郷土情懷，是目前教育發展

的主軸。 
 

（二）目前園舍場地使用情形說明 

1. 檢附(1)全校平面配置圖、(2)建築物使用執照、(3)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

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2. 校舍概況 

現有校舍統計表 

名   稱 教室數量 名       稱 教室數量 

班級教室 2間 活動室／寢室 1間 

室內遊戲室 1間 廁所 1間 

3.園內設備 

(1)教學資源： 

每一活動室內有電視、DVD放映機、桌上型電腦、電子白板、印表機。 

(2)戶外設施： 

森林小屋一座、鞦韆一座、南瓜滑梯船一座、木製攀岩板一座、溜滑

梯一座、搖搖樂四座、雙人漫步機一座、三人扭腰器一座。 
 

（三）招生概況 

學年度/招生概況 95 96 97 98 99 100 

實際班級數（班） 2 2 2 2 2 2 

實際招生數（人） 45 
48 (上學期) 

52 (下學期) 

58 (上學期) 

60 (下學期) 

42 (上學期) 

50 (下學期) 

46 (上學期) 

51 人 
51 人  

 

二、 過去受本部教學及環境設施設備補助之經費、項目、時間及文號 

日期 核定文號 核定項目 核定經費(元) 

980525 府教特字第

09801227061號 

戶外遊戲設施(含地墊)、廁所改善 98萬元 

980831 府教特字第

0980201554號 

學生桌(16張)、學生椅子(60張)、書包

櫃(4座)、鞋櫃(2座)、矮置物櫃(1座)、

活動矮櫃附輪(4座)、烤漆白板(4組)、

室外公佈欄(2座)、教室內公佈欄(2

座)、軌道修飾層板架及五金零件(2

式)、高置物櫃(4組)、液晶電視(2台)、

DVD播放器(2台)、筆記型電腦(1台) 

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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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30 

南市教幼字第

1000671256號 

實物投影機、擴音機、DV攝影機、數

位相機、科學實驗組、人體圍裙、人

體模型組、超大牙齒模型、人體維奇

拼圖、安迪人體科學教具、科學寶盒、

氣象紀錄板、容量測量組、磁性教學

組、觀察大師教具、五種感官教具；

水溝整修工程、防漏隔熱鐵皮屋頂、

防撞條、中廊整修工程、窗簾 

1567000元 

貳、 計畫目的 

一、 申請改善教學及環境設備緣由 

(一) 打造幼托整合優質的環境 

本校歷年家長對於小班詢問度高，希望本校能增設一班小班，符合上班族的家長

需求，因此需要增設一間木質地板教室，來提供幼童安全的學習成長空間。 

 

(二) 建構學甲幼生的童心園 

戶外遊戲場毫無遮陽設備，每次孩童總被無情的太陽曬的頭昏眼花，家長多次反

應學校，能增設遮陽設備，讓孩童快樂的心，能敞揚在繁花似錦，綠草如茵，蝶

舞翩翩、鳥啼蟲鳴，優美如詩如畫的戶外遊戲場上。幼稚園的遊戲場是學甲區的

大花園。學甲師生營造了社區居民休閒的綠色空間，創造了孩子築夢、探索、感

動與學習成長的新樂園。 

 

 

(三)勾勒人文與藝術的學甲 

提供幼童一個表演舞台，藝術的學習是一種人生的體驗和生活態度的培養

，讓孩子們愉悅的享受藝術創作空間。我們盼望孩子能為一首曲子而愉悅

激盪，為一場表演而動容、發揮藝術陶冶的作用，把生活帶進藝術，把藝

術融入生活，讓人文與藝術的種子深耕學甲校園，美化孩子們的心靈，豐

富生活內涵。 

 

(四)親師合作～許孩子美好的未來 

設置採光罩，提供教室與廚房優質的運餐路段，讓送餐時不會因雨天，加

了「調味料」，讓幼童在雨天時也能安全行走，成為雨天時家長接送的「好

所在」；此採光罩下的空間也提供每個月的慶生會、母親節、聖誕節各節慶

，親子活動「好所在」，讓舉辦活動不用看天氣的臉色，不因雨天而中斷活

動進行。讓大家在愛的路上同修共渡，許孩子一個美好的未來。 

 

(五) 營造安全校園，快樂學習與成長 

每到雨天時，教室的走廊、洗手台都讓多情的雨打濕了。連幼童洗個手

全身濕答答，如遇上孩子在雨天刷牙，哇！保證像泡冷泉般，全自動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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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設備，不僅刷牙連沖澡都自動服務，多次讓大家冷的吱吱叫。如果此

時想從教室走到廁所，噴進來的雨水，讓走廊的地上成了小水池，大家

上個廁所，就像過五關一樣危險、恐怖。碰上家長接送時間來到，雨衣

真的要穿到教室門口，才能保證不淋濕。所以我們非常、非常需要遮雨

棚。來營造安全的校園，讓幼童在這快樂學習與成長茁壯。 

 

二、 擬改善之設施設備現況概述 

 

使用時間：民國 86年 1月-迄今 

該教室地板是磨石子地面，無實木地板，若成為幼兒活動室，危險性相對提高 

 

使用日期：民國 86年 1月-迄今 

走廊及洗手台是無遮雨設備，只要一下雨，洗手台就無法使用；走廊也易積水 

非常需要遮雨棚，來解決此困境。 



 -6- 

 

使用日期：民國 86年 1月-迄今 

廚房與教室無採光照，只要一下雨，送餐就很困難，家長接送時也極不方便； 

空地上常舉辦親子活動與每個月的慶生會；只要一下雨或陽光太強，都影響活動

進行。若能增設一小舞台，將提高活動圓滿成功之效。 

 

購置及使用時間： 86年 1月-迄今 

幼兒遊戲場上，無遮陽網，小朋友常曬的頭昏眼花，導致幼兒不喜歡戶外活動；

家長數次反應，希望能爭取經費來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甲區的遊樂園。 

 

三、 申購或修繕設施設備之項目及其用途 

(一)新申購之設施設備： 

設置地點 項目 用途 

樓下走廊通道 遮雨棚 保障雨天走廊、洗手台的安全 

鯨魚班教室西側 採光罩 

小舞台 

確保教室與廚房運餐順利 

提供小舞台、親子活動空間 

幼兒遊戲場 遮陽網 環境改善 

 

(二)修繕之設施設備： 

設置地點 項目 用途 

教室 實木地板 幼托整合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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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經費需求 

經費概算表 

項

次 
項目 

規格/型號/

尺寸 

單

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水溝整修工程  式 1 70,000 70,000 資本門 

2 防焰遮光窗簾 寢室及幼資中心 式 1 41,400 41,400 資本門 

3 防漏隔熱鐵皮屋頂 不含請照費 式 1 1,344,609 1,344,609 資本門 

4 實木地板 2 間班級教室 m² 120 2,300 276,000 資本門 

5 防撞條  條 12 350 4,200 資本門 

6 穿堂中廊整修工程  式 1 98,000 98,000 資本門 

7 實物投影機 500萬畫素 台 1 25,000 25,000 資本門 

8 擴音機 手提

50W+CD3US+2PLL+2TS 台 1 23,500 23,500 資本門 

9 DV 攝影機 1000萬畫素以上硬碟數

位攝影機 台 1 28,241 28,241 資本門 

小計 1,910,950  

9 數位相機 1200萬畫素 台 2 6,990 13,980 經常門 

10 科學實驗組 N8-LA218 組 1 14,700 14,700 經常門 

11 人體圍裙 KC1-005 片 1 780 780 經常門 

12 人體模型組(大) N6-MK05001 組 1 4,500 4,500 經常門 

13 超大牙齒模型 N6-TH001 組 1 1,400 1,400 經常門 

14 人體維奇拼圖 K1-95248-B 個 2 1,380 2,760 經常門 

15 安迪人體科學教具 KC1-4004 個 1 1,980 1,980 經常門 

16 科學寶盒 N8-LA425 盒 1 14,480 14,480 經常門 

17 氣象紀錄板 KC1-007 個 1 1,580 1,580 經常門 

18 容量測量組 N8-EE429 組 1 6,200 6,200 經常門 

19 磁性教學組 N8-EE512 組 1 5,300 5,300 經常門 

20 觀察大師教具 N8-TT259 個 1 2,500 2,500 經常門 

21 五種感官教具 N8-GG355 個 1 3,280 3,280 經常門 

22 幼兒睡床 KB6-666 張 50 740 37,000 經常門 

小計 110,440  

合計 2,021,390  

 

肆、 預期效益 

一、教學方面： 

(一) 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讓教師將教材依據自己的教學理念整理，增

進教師教材編寫的能力。 

(二) 使用資訊設備融入教學，拓展教師教學視野，提升教師的資訊素養。 

二、學生方面： 

(一) 在自然科學學習方面，朝向更真實的學習，對自然與生活科技有真實的理

解。 

(二) 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拓展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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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瞭解資訊科技在生活上的運用，開拓學習視野。 

(四) 體驗與學習網路社群的運用方式。 

(五) 利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建立孩子良好的人際關係。 

三、行政方面： 

(一) 組成教師教學團隊，分享教學策略與情形，可精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

升本校教學效能 

(二) 配合本校學本位課程的設計，教師團隊可將教學資料分享，並於網際上分

享，建立本校的特色。 

(三) 全面提昇教師資訊素養，落實資訊融入教學。 

(四) 推展區域策略聯盟，建構學習社群。 

四、環境方面： 

(一)美麗的建築是一種仰望，一種依靠，一種讚嘆。 

(二)安全、舒適無障礙的環境，是幼兒成長重要的必要元素，希望建置一個符

合幼兒發展、多元學習的空間。 

(三)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想要提高公立幼稚園競爭力，必充實活動室內的各

項硬體設備，來吸引家長送幼兒就近就讀。 

 

伍、 計畫檢核表 

※請確認檢附後勾選，倘不符合規定格式、闕漏應附之相關資料者，不予審核。 

□ 所擬計畫符合幼稚園設備標準、CNS 國家標準及建築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 園舍平面配置圖（附設幼稚園請一併檢附全校平面配置圖）。 

□ 園舍建築物使用執照。 

□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 佐證照片（除新購設施設備外，均應檢附清晰且足以說明損壞情形之近景及全景彩色

照片）。 

□ 各項申購或修繕設施設備之設置規劃圖或照片及其設置地點清晰之彩色照片；另遊戲

場設備及防護舖面之設置平面圖已標明遊戲場使用面積、遊戲設備面積、防護舖面面

積及遊戲設備外缘至防護舖面外缘之距離。 

□ 確實依經費概算表格式分項編列所需經費，申請補助之金額確認無誤，並標明經常、

資本門。 

 

 

 

 

 

 

 

 

 

 

承辦人                        主任                         校長/園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