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申請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補助計畫書 

 

壹、 背景介紹： 

一、 幼兒園設施設備簡介： 

(一) 園史沿革 

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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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均衡政策及在台南縣政府規劃與鼓勵下，於民

國 74年 9月起試辦。75年 1月教育廳為落實自立幼稚園健全發展，

開始調訓校長及幼稚園老師，並獲教育廳專款補助 1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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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年 3月 1日正式設立---「學甲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

稚園」。民國 78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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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應教育部推動幼托整合，於民國

101年 8月 1日正式更名為「學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二) 幼兒園場地使用情形： 

1. 本園園舍平面配置圖：（學校附設幼兒園請一併檢附全校平面配置圖）如 

    附件一。 

2. 建築物使用執照：如附件二 

3. 有效期限內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合格證明：如附件三 

(三) 幼兒園設施設備概況： 

土地狀況 ■自有  □無限期  □租用  租用期限：             

園舍狀況 ■自有  □無限期  □租用  租用期限：             

全園總面積  10069  (㎡) 室內總面積   734    (㎡) 

使用樓層   1-2樓    室外活動空間總面積   9335   (㎡) 

室內活動室     4     (間) 室內活動室總面積   332    (㎡) 

室內遊戲空間     1     (間) 室內遊戲空間總面積   53     (㎡) 

固著式戶外遊戲

器材 
■有  □無 淋浴設備 ■有  □無 

廚房 
□有  □無  ■與國

中/小共用 
配膳室 □有  ■無 

幼兒專用洗手台

之水龍頭數 
12 男幼兒專用小便器 5 

幼兒專用馬桶數 6 男生用排溝數 ■無  □有 

健康中心 □有  □無  ■與國 辦公室 □有  ■無 



中/小共用 

教保準備室 □有  ■無 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有  □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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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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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滑梯遊具一座。 

(六) 招生概況： 
學年 

概況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實際招生年齡(歲) 4~5 4~5 4~5 4~5 4~5 4~5 3~5 

核定招生數（人） 60 60 60 60 60 60 60 

實際招生數（人） 45  

(上學期) 

45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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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 

51 

(上學期) 

56 

(下學期) 

59 

(上學期) 

 

 

二、 95～101年受教育部補助之環境設施設備經費、項目、時間及文號： 

核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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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元 



物櫃(4組)、液晶電視(2台)、

DVD播放器(2台)、筆記型電腦

(1台) 

1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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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萬 7仟元 

1011009 南市教幼字第

1010746330號 

遮陽網、耐磨地板 160萬元 

備註：核定項目應敘明細項，不得以「改善教學環境」統稱，表格倘不敷使用，請
自行增列或另以附件替代。 

貳、 改善規劃： 

一、安全設施 

項次 1 項目 更新幼兒園大門 

購置（使用）時間 自民國 85年起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幼兒園南邊大門老舊，導致門栓變形，老師除了開關費力外，也常

因風吹發生撞傷事件，如就曾有義工因此門而夾傷。幼兒上放學必

於此大門通行，擔心放學在此等待容易發生危險。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幼兒園大門全景 門閂變形開關不易 

改善方式說明 
以不鏽鋼材質製之條形大門來做更新，並於地面加裝卡榫固定因應

風大之問題。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2 項目 加設幼兒園建築物之火警受信設備(含總機) 

購置（使用）時間 擬新申購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幼兒園整棟建築物缺乏火警總機提醒之設備，擔心若發生火災意外

無法及時發布消息，導致師生未能在第一時間內逃生，恐釀成重大

傷害。 

現況圖片或照片 

教室中未有煙霧監測器 寢室天花板無煙霧監測器 

改善方式說明 

增設完整火警總機系統，若有此設備於發生火災時，有助教師在第

一時間帶領幼兒逃出火場，確保大家的安全。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3 項目 增設幼兒園完整監視系統(含主機及攝影鏡頭) 

購置（使用）時間 擬新申購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幼兒園整棟建築物，幼兒活動空間及出入大門缺乏監視設備，擔心

若發生任何意外，無法有影像紀錄可追溯。而且上放學通行之大門

緊鄰馬路，家長接送人來人往，擔心幼兒人身安全，如有加裝監視

系統，更能確保幼兒的安全。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幼兒上放學大門無監視系統 大門緊臨馬路，車輛人來人往 



(二)環境衛生 

改善方式說明 

增設一套幼兒園完整監視系統，於幼兒經常活動與通行之地點和通

道加裝監視器，可即時觀看與記錄幼兒在校之影像，以利幼兒於學

校學習時的安全。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4 項目 改善幼兒園廁所小便斗發出惡臭之問題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98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幼兒小便斗下方為抿石子地面，因石子質地易產生縫隙，以致尿漬

殘留而有惡臭，臭味讓幼兒不愛上廁所易憋尿，擔心因此影響健康。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幼兒小便斗下方抿石子地 縫隙中易殘留尿漬 

改善方式說明 

改以陶板材質製作，平滑面較不會使氣味殘留。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5 項目 更新幼兒園廁所內老舊抽風機 2座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98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原有 2座廁所抽風機已老舊，且葉片因碎化而破裂已不堪使用，導

致廁所內之氣味無法有效排出，廁所內空氣無法流通。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上方窗口左右各 1抽風機 小女生廁所內之抽風機 



抽風機老舊 葉片碎化破裂 

改善方式說明 

更新 2座廁所抽風機。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6 項目 修繕殘障廁所門板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98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原殘障廁所門板已損壞且軌道脫落，門板易掉落，幼兒於廁所內如

廁時容易發生危險。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殘障廁所門板壞損 門板脫落軌道易掉落 

改善方式說明 

更新原殘障廁所之門板。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7 項目 幼兒園廚房烹飪設備汰換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90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幼兒園廚房烹飪設備已老舊故障，爐嘴阻塞以致火侯不易控制，除

了影響午餐點心之烹煮時間，且易生危險。 



 

(三)環境改善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幼兒園點心烹煮設備 瓦斯爐老舊故障，爐心斷裂 

改善方式說明 

擬添購雙口瓦斯爐 1台。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8 項目 添購班級教室小型餐具消毒櫃 

購置（使用）時間 擬新申購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原幼兒餐點公用餐具擺放於盤子中，平時暴露於空氣之下，擔心因

為接觸到空氣中的微小細菌、病毒，極可能產生衛生、健康等相關

問題，以致影響幼兒健康。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原公用餐具擺放情形 放置於淺盤中，暴露在空氣中易

產生細菌。 

改善方式說明 

添購 2班各一座小型餐具消毒櫃。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9 項目 更新教室燈具及風扇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85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原幼兒園教室日光燈老舊且聲音吵雜，因日光燈與風扇位置接近，風

扇開啟時產生的光影及日光燈開啟之雜音，嚴重影響教師教學及幼兒

的視力、聽力與學習，應盡快改善。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日光燈老舊聲音吵雜 日光燈與風扇易產生光影晃動 

風扇與日光燈相近，易產生光影 光影影響幼兒學習 

改善方式說明 

擬更換節能燈具及節能風扇，以減少光影的產生。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10 項目 增設教室走廊窗型遮雨棚 

購置（使用）時間 擬新申購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幼兒園教室位於學校南邊，下雨時雨水易潑進走廊造成走廊濕

滑，幼兒於走廊行走時容易滑倒，而發生危險。 

˙當雨勢過大時，幼兒於走廊活動會被雨水潑濕，使得走廊無法

多元使用。 

˙下雨時若幼兒使用洗手台便會淋到雨，以致幼兒下雨時無法好

好洗手及清潔牙齒。 

˙下雨時穿鞋椅會被雨水潑濕，而幼兒外出鞋及室內鞋皆無處可

收納。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下雨時雨水易從弧形口潑入走廊 走廊下大雨時易濕滑 

洗手台易被雨水打濕 穿鞋椅被潑濕，幼兒鞋子無處收納 

改善方式說明 

擬增設教室走廊小窗型遮雨棚 7座。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11 項目 更新幼兒上放學通廊之遮陽棚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86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此通廊為幼兒雨天上放學之重要通道，但因遮陽棚老舊，棚頂碎化破

洞，以致下雨時無法有效抵擋雨水，導致通廊濕滑，幼兒行走時容易

被雨水淋到而滑倒產生危險。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通廊遮陽棚全景 遮陽板老舊破損易漏雨 

改善方式說明 
擬更換鋁塑板 1式。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四)遊戲設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12 項目 鋪設 2樓教室耐磨地板 

購置（使用）時間 擬新申購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2樓教室為磨石子地面，幼兒在室內活動因材質堅硬易滑倒產生危險。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晰

且足以說明現況，至

少應有近景及全景各

1張） 

幼兒活動空間 磨石子地面平滑堅硬，易發生危險 

改善方式說明 

擬新設耐磨地板 1間。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

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項次 13 項目 2座老舊遊戲設備汰換 

購置（使用）時間 民國 85年迄今 

現況概述 

及需求說明 

2座遊戲設備因老舊而不堪使用。 

˙攀爬牆橫木已歪斜變形，木頭產生裂痕容易讓幼兒手因而刺傷、腳踏

石塊也已鬆脫無法固定，易使幼兒攀爬時無法踩穩而摔落。 

˙攀爬牆下之砂地因時間久遠，砂子不足使地面凹凸不平，已缺少足夠

緩衝能力。 

˙木滑梯年代久遠且已維修多次，滑梯平面之欄杆縫隙已大於設備標

準，幼兒於上方活動時，頭部可以輕易鑽出欄杆縫，且滑梯連接處已鬆

脫，可輕易移動，遊玩時容易產生危險。 



現況圖片或照片 

（圖片或照片應清

晰且足以說明現

況，至少應有近景

及全景各 1張） 

2座遊具全景 
攀爬架橫木歪斜 

腳踩石鬆脫無法固定 滑梯鬆脫 

欄杆缺損 欄杆間縫隙過寬 

改善方式說明 

擬更新新型遊具一座，並鋪設軟墊以緩衝。 

■是□否  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準、

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改善規劃圖 

（應清楚標示地點

及改善後之狀況，遊

戲場設備及防護舖

面之設置，請以圖示

說明遊戲場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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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每項設施設備之改善，皆須分別填列上表，上表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參、 經費需求：（請依本表格式填列，不符合者不予審核） 
經費概算表 縣（市）政府初審建

議 
備註 

（請標明
經常、資本

門） 
項

次 
項目 

規格/

型號/

尺寸 

單

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數

量 
單價 複價 

1 更新幼兒園大

門 

不鏽鋼 座 1 50,000 50,000    
資本門 

(已包含工程品

質管理費、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

費包商利潤、包

商稅金、工程綜

合保險費、工程

管理費、設計監

造費) 

2 加設幼兒園建築

物之火警受信設

備(含總機) 

 組 1 110,000 110,000    

3 增設幼兒園完整

監視系統(含主機

及攝影鏡頭) 

 組 1 60,000 60,000    

4 改善廁所小便

斗惡臭問題 

4.6米

*0.45米 
式 1 12,500 12,500    

5 更新廁所老舊

抽風機 

 台 2 2,500 5,000    經常門 

6 修繕殘障廁所

門板 

 式 1 12,500 12,500    資本門 
(已包含工程品質管

理費、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費包商利潤、包

商稅金、工程綜合保

險費、工程管理費、

設計監造費) 

7 廚房烹飪設備

汰換 

 台 1 6,500 6,500    經常門 

8 添購小型餐具

消毒櫃 

 台 2 6,500 13,000    經常門 

9 更新教室燈具

與風扇 

 間 7 32,500 227,500    

資本門 
(已包含工程品

質管理費、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

費包商利潤、包

商稅金、工程綜

合保險費、工程

管理費、設計監

造費) 

10 增設走廊窗型

遮雨棚 

 座 7 18,750 131,250    

11 更新通廊之遮

陽棚 

鋁塑板 式 1 187,500 187,500    

12 鋪設 2樓教室

地板 

120㎡ 間 1 281,250 281,250    

13 老舊遊戲設備

汰換(含地墊) 

7.3米

*17.5米 
式 1 850,000 850,000    

經常門小計 24,500     

資本門小計 1,922,500     

合計 1,947,000     

備註 1：本表之項目請依第貳點第二項之改善規劃依序填列，各項設施設備之規格、型號、

單價及數量應分項詳列，不得以總包價方式估算。 

備註 2：每一項目請標明為經常門或資本門，有關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行政院各類歲入、

歲出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之規定辦理。 

備註 3：列於本表之項目倘於第貳點計畫目的中未有任何說明敘述或未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不予核定。 

備註 4：如有填報不實情形，將酌減補助比例。 

備註 5：表格倘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肆、 預期效益 
          一、教學方面： 

            (一)全新的節能燈具與風扇，無噪音且減低光影晃動的機會，讓教師教學更順 

利，幼兒學習更專心。將磨石子地板改善為實木地板，讓家長安心將孩子

送到本校幼稚園就讀。 

            (二)全力配合幼托整合政策，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 

二、幼兒方面： 

(一) 遊戲場上有了足夠軟墊及安全新穎之遊具，讓孩子更喜歡戶外活動，能玩

的安全且開心，家長也放心。 

(二) 提升學生戶外活動的興趣，拓展大動作發展學習領域。 

(三) 提供望遠凝視好場所，讓視力保健工作落實。 

(四) 強化幼兒大肌肉活動時間與空間。 

(五) 利用遊戲場互動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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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享教學策略，可精進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及提升

本校教學效能。 

(二) 配合本校學本位課程設計，教師團隊可將教學資料分享，於網際上分享，

強化本校資訊融入教學特色。 

(三) 全面提升教師資訊素養，推展區域策略聯盟，建構學習社群。 

四、環境方面： 

(一)美麗的建築及校園環境是一種仰望，一種依靠，一種讚嘆。 

(二)安全、舒適及無障礙的環境，是幼兒成長重要的元素，希望能將學校建置

成為一個符合幼兒發展及多元學習的空間。 

(三)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想要提高公立幼稚園競爭力，必須充實活動室內、

外各項軟硬體設備，以吸引家長將幼兒送來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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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擬計畫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 

      法令之規定。 

    ▓園舍平面配置圖（附設幼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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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會計單位：    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 改善計畫應考量幼兒身心發展及教學需求，配合各園之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作整體性規

劃，各項設施設備之改善應依幼稚園之規模、班級數及學生人數，並應幼兒園及其分班基

本設施設備標準、CNS國家標準、建築及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以樸實及耐用等原則辦理。 

2. 本補助計畫不含特殊學校及特幼班級。 

3. 非幼兒園專用之設施設備不予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