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 99年 11月 9日 星期二  12:30-13:45 

地點 幼資中心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姜宏尚主任、陳游鯤主任、林祝豊主任、莊雅薰老師、劉奕含老師、李俞瑩老師 

紀錄 李俞瑩 

會   議   內   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三處室主任、幼稚園老師準時參與本次園務會議，請幼稚園老師

報告近期園所運行情況或將需討論之議題提出。 

(二)幼稚園報告 

1. 李老師：幼稚園預定於 12 月 24 日(五)上午 9:00 舉辦全園性活動

-2011 聖誕聯歡會暨音樂成果發表會，當日，大班將以高低鼓及直

排鈴演奏卡加布列島，中班表演手搖鈴，歡迎校長及主任蒞臨會

場，與幼稚園小朋友及家長們同樂。 

2. 莊老師： 

(1) 體能活動已進行兩次課程，採大、中班輪週上課的方式，幼兒

們的反應多相當良好。 

(2) 本學期，有兩位新進教師的加入，在教學活動方面，有了新的

突破，我們打破班級，以分組活動方式進行主題教學，讓孩子

們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的學習活動。 

(三)林主任：本月 18 日(四)9:10~10:30 於活動中心，將有新象劇團帶來

精彩的演出。 

 

二、討論事項 

(一)李老師： 

1. 本學期的部分點心由臨時助理人員協助烹煮，孩子們的回饋良好，

又經費上也較為節省，然而該助理人員聘期僅至 12月底，對此，園

方能否有其他因應的對策？。(決議一) 



 

2. 本週三(11/17)下午 1:30 將舉行選務工作講習，又幼稚園三名教師

皆參與本次選務工作。原週三下午的課程安排可如何因應或調整？

(決議二) 

(二)莊老師： 

中、大班各有一名學生家長，其家庭經濟情況特殊，繳費多有積欠，

有時還需班級教師暫行代墊，對此，校方是否有可行的措施。(決議三) 

(三)劉老師： 

普遍幼稚園的家長們對於孩子們學習注音符號的情形多表示擔心，對

此，是否可請校方在大班升小一的暑假開設正音班，一方面降低家長

對孩子們學習注音符號的不安；一方面讓正規師資的國小老師教導注

音符號，專業性與正確性不被質疑；幼稚園方面，可回歸正常化教學，

符合幼稚園課程標準，不為小學先修班。(決議四) 

 

三、決議： 

(一) 此部分關係人事費用，待縣市合併是否將有其他人力或師資的調整後

再行研議。 

(二) 將再與同遇此問題之學校討論可行的方法。 

(三) 將學生名單給姜主任，由姜主任協助處理。 

(四) 此為市場導向，期盼幼教師能以其專業，運用多元、趣味性的方式教

導孩子們認識注音符號；在書寫的部分，份量可再溝通。少子化的社

會趨勢，以及未來國教向下延伸，勢必對公立幼稚園造成不小的衝

擊，幼稚園還須積極建立園所的特色。 

 

四、臨時動議 

    無 

備 註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 100年 1月 4日 星期二  12:30-13:45 

地點 餐廳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姜宏尚主任、陳游鯤主任、林祝豊主任、莊雅薰老師、劉奕含老師、李俞瑩老師 

紀錄 李俞瑩 

會   議   內   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 十二月份「聖誕聯歡會暨音樂成果發表會」活動，非常感謝三位老

師們，相信親師生都能感受到與以往不同的用心。 

2. 下學期幼稚園教師團隊將再加入一名代理代課教師，相信在一班二

師的編制下，幼稚園將能更上一層樓。 

(二)幼稚園報告 

1.李老師： 

A. 非常感謝校長及主任們能撥空蒞臨「聖誕聯歡會暨音樂成果發

表會」的會場。 

B. 針對十二月份「聖誕聯歡會暨音樂成果發表會」，當天中午，我

們即對該活動進行檢討，並建檔以供下回舉辦活動時之參考。 

C. 另一方面，我們將當日活動記錄成一份「學甲附幼報報」，其中

更附上活動回饋單，讓未能前來參與活動的家長知道師生們的

努力。 

D. 本次活動回饋單，回收率將近七成，大部分家長對此活動也都

給予高度的評價。 

E. 十二月底我們與孩子們共同歡送臨時助理人員，感謝其對園所

以及孩子們的付出。一月份點心的部分，暫由特教班助理人員

協助烹煮、加熱。下學期，幼稚園考慮徵求家長人力資源。 

F. 100年度寒假課輔日期為 1/21至 1/28，共計 6日。參與人數為

17 人。由於李老師及劉老師在同一時期需參與為期一週的研習

課程，寒假課輔煩請莊老師負責帶領。 



 

G. 幼稚園將於 1/5 日舉行 1.2 月份慶生會，歡迎校長、主任蒞臨

與幼童們同歡。 

2. 劉老師：廠商已於幼稚園教室至家長接送門口的ㄇ字形鐵欄杆加裝

鎖。鑰匙目前放置於鯨魚班，如需開啟時，請至鯨魚班拿取。 

3. 莊老師：本學期舉辦之「聖誕聯歡會暨音樂成果發表會」，家長們

多有正面的回饋，確實發揮了幼稚園教學團隊的能力。 

二、討論事項 

(一)李老師：時序入冬，寒流一波接一波，原慶生會地點（中廊）冷風直

擊，又追夢魚館目前有上課班級在使用，慶生會地點需做調整。(決議

一) 

(二)莊老師：上學期申請 100 學年度教學環境改善計畫確定未通過，而遊

戲場外圍的白鐵水溝蓋經費亦確定無著落。然而，改善此處設備刻不

容緩，請上級單位研議配套措施。(決議二) 

 

三、決議： 

(五) 本次慶生會地點暫時調整至教室前走廊。會議結束後，請相關人員實

地勘查中廊及遊戲場外圍的白鐵水溝蓋，並請陳主任協助聯絡廠商進

行估價。 

(六) 同決議一。 

 

四、臨時動議 

    無 

備 註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 100年 3月 9日 星期四  12:30-13:45 

地點 企鵝班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姜宏尚主任、陳游鯤主任、林祝豊主任、莊雅薰、郭倩辰、劉奕含、李俞瑩 

紀錄 李俞瑩 

會   議   內   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上周一(3/7)13:30至麻豆國小參與「公私立幼稚園園長分區座談會」，

是因應縣市合併後，部分行事與政策之修正，以下報告請幼稚園多加

留意與配合。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本研習手冊。 

1. 臺南市政府幼兒教育科網站 http://boe.tn.edu.tw/boe/wSite/mp?mp=3 

請各幼稚園留意網上訊息，包括幼教科行政執掌、臺南市公私立幼

稚園聯絡資料、台南市立案幼稚園教師管理系統、幼稚班課後留園

等。有時效性之行政業務，含公文之簽收，務必於截止日內完成。 

2. 臺南市公私立幼稚園聯絡資料，其中學甲國小地址有誤(應為臺南

市學甲區秀昌里一秀 30號)，請負責人員聯繫相關單位進行變更。 

3. 臺南市幼稚園教師編制，為 5人以上之幼童配編兩名教師。本年度

五月份將公告代理代課缺或正式缺額。 

4.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之幼稚園基礎評鑑預定於 101年實施，評鑑相

關資料請陸續著手準備。評鑑方式將由相關單位聯合稽查。 

5. 新學年度開始，幼稚班將納入國小班級數內，另外，幼稚園園長將

由幼稚園教師中推派一名擔任之，以為行政之統一出入口，有加級

無減課。 

(二)幼稚園報告 

1.李老師：本學期，因應縣市合併幼稚班調整為一班二師的編制，幼

童們的照顧及教育品質更向上提升了！期待新氣象，能凝

聚新力量，共同引領幼稚班更加茁壯。 

2.莊老師： 

http://boe.tn.edu.tw/boe/wSite/mp?mp=3
http://spc.tn.edu.tw/personnel/


 

(1)大班現正進行「扶助五歲幼兒教育計畫」之申請，此計畫需附上

幼童註冊三聯單，又其具時效性，煩請總務主任協助註冊三聯單

之印製工作，使其順利進行。 

  (2)今上午，大班一名家長表示要將幼童轉學，原因是注音符號教學

的量太少，對此，教師所承受的壓力及挫折感不小。 

(三)陳主任：四月底將實施環保教育評鑑，請幼稚園提供相關資料。 

 

二、討論事項 

(一)李老師： 

戶外遊戲場外圍之白鐵水溝蓋毀損情形嚴重，家長反應聲浪不斷，又

此議題已從上學期討論至今仍未明確定案。另外，中廊預建造玻璃磚

之工程已請廠商進行估價，金額為 109,000 元。由於金額龐大，幼稚

班經費有限，對此，校方是否有可行的配套措施。(決議一) 

(二)莊老師： 

幼稚園影印機已使用多年，故障率相對提高不少，99 年 7 月已花費一

筆五千元之維修費(更換加熱燈管)，本次，廠商估價八千元之維修費，

是否修繕？或有其他可行之配套措施？(決議三) 

(三)劉老師： 

班上有幼童之家長從事美術教育之工作，在此徵詢校方意見是否同意親

師合作，繪製幼稚園天花板及鐵窗。(決議四) 

 

三、決議： 

(七) 可嘗試行文至臺南市政府幼教科，請求協助處理。 

(八) 可與國小部共用影印機，請總務主任聯繫廠商進行密碼設定。 

(九) 經費來源為何？詳細細節可再進一步討論。 

 

四、臨時動議 

     

備 註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 100年 4月 12日 星期二  12:30-13:45 

地點 追夢魚館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姜宏尚主任、陳游鯤主任、林祝豊主任、莊雅薰、郭倩辰、劉奕含、李俞瑩 

紀錄 李俞瑩 

會   議   內   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預祝幼稚園莊雅薰老師獲選臺南市 10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鐸獎 

(二)幼稚園報告 

1.李老師： 100學年度附幼招生詳細作業。 

  (1)現況報告：目前大班人數為 26人；中班人數 20+5人。 

  (2)學校跑馬燈將展示附幼招生資訊 

  (3)請廠商彩印附幼招生布條，經費由國小總務支，內容由教務處設

計。 

  (4)張貼招生海報： 

a. 內容請加強註記學校關鍵績效─教育部百大特色學校、全國

十大資訊典範學校、公私立幼稚園評鑑優等、教育部教學卓

越甲等…。 

b. 各村里辦公室、郵局、農會、豆豆文具店、幼稚園經常合作

之廠商(長樂麵包店、利達豆花、美而美早餐店…等)。學甲

慈濟宮門前之跑馬燈煩請校長協助聯繫。 

2.莊老師： 

(1) 經幼稚園內部會議討論，自五月起幼稚園將採行政分組，以分

攤幼稚園大量而煩瑣之行政工作，並為 101 年幼稚園基礎評鑑

做準備。本學期行政組由李俞瑩老師擔任之、總務組由莊雅薰

老師擔任之、教學組由劉奕含老師擔任之、保育組由郭倩辰老

師擔任之。 

(2) 4/23 日校慶活動，幼稚園親子趣味競賽─馬路停、看、聽，屆



 

時歡迎校長能與家長及孩子們同樂。 

 

二、討論事項 

討論 100學年度附幼招生期程 

 

三、決議： 

(十) 第一次招生登記日期：即日起至 5/4日(三)。 

(十一) 新生報到：5/13(五)，完成報到之新生將發送一份新生禮物(由

學甲國小家長會提供)。 

(十二) 註冊：8/1日 

 

四、臨時動議 

無。 

備 註 

 

 

 

 

 

 

 

 

 

 

 

 



 

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 100年 5月 18日 星期三  12:30-13:45 

地點 追夢魚館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姜宏尚主任、陳游鯤主任、林祝豊主任、莊雅薰、郭倩辰、劉奕含、李俞瑩 

紀錄 李俞瑩 

會   議   內   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恭喜幼稚園莊雅薰老師獲選為臺南市 100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鐸

獎教師候選人，也預祝莊雅薰老師獲此殊榮。 

(二)教務主任報告 

近日接獲「100 年度教育部補助臺南市學甲國小附設幼稚園改善教學

環境設備」核定公文，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幼稚園報告 

1.李老師： 

  (1)日前招生情形及實際完成報到之人數報告 

(2)幼稚園辦理 100 學年度暑期課後留園，上課日數自 7/4(一)至

8/12(五)止，共計六週。經人數調查，報名之人數得開立一班。 

(3)更正幼稚園園址一事，已聯繫幼教科相關承辦人員於系統上進行

修改。正確園址為：臺南市學甲區秀昌里 3鄰一秀 30號 

(4)「100學年度幼稚園教育實習機構意願調查審核彙整表」已填報

完畢。 

(5)日前，臺南市教育網路中心公告「100學年度公私立幼稚園收費

應行注意事項發佈函」，又本次新學期註冊日擬定於八月一日，

相關行政作業需提早，其中保險費需依公開招標決標之標準收取

及午餐費依營養午餐收費標準收費，將不列入註冊單。 

2.莊老師： 

(1)6/10(五)預定召開身心障礙幼童轉銜會議，地點為本校幼教資源

中心，請相關行政人員及教師列席參加。 

javascript:__doPostBack('lv_Bulletin$ctrl0$dl_Files$ctl00$lb_File','')


 

  (2)大班幼童固定於每週五進行借書活動，然圖書借閱系統經常發生

塞車，懇請校長於校長會議將此一現況轉知教育局，以便進行改

善。 

 

二、討論事項 

(一)李老師： 

新學期註冊，園方面對無力繳交註冊費之家長，是否有其他管道或可

行辦法協助之？(決議一) 

(二)莊老師：  

依據最新公告「100 學年度公私立幼稚園收費應行注意事項發佈函」，

部分收費金額均調降，然面對物價上漲，點心代辦費(原收取 550 元/

月)是否能於規定範圍內(800元/月)進行調漲？(決議二) 

 

三、決議： 

(一) 此部分將由國小部家長會進一步商討。 

(二) 點心代辦費收取之金額，將與鄰近國小附幼商討後另訂之。 

  

四、臨時動議 

無 

 

備 註 

 

 

 

 

 

 

 

 



 

台南市學甲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學行政小會」會議紀錄 

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 

時間  101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二  9:00 

地點 國際英語村研究室 

出席人員 姜宏尚、劉奕含、李俞瑩、莊雅薰、侯侑廷、吳啓豪 

主席 姜宏尚 

記錄 劉奕含 

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愉快的暑假中，因目前幼稚園主任相關公文未下來，為了讓開學順利，今日召

開行政教學小會，以讓幼稚園行政能有適合的安排，使幼稚園教學順利。歡迎新夥伴

啓豪及侑廷的加入。 

    2.新的學期幼稚園仍在教務處-特教組之下，請瑞欣組長繼續給予協助。此會的

目的關於行政分工，讓大家有個機會互相說出想法，最後決定出來的方法，就努力執

行，希望能有個大家都同意完善的安排。 

 

二、討論事項 

(一)介紹幼稚園行政工作(參考附件一) 

    1.奕含:歡迎教保員啓豪的教入，相信有他的加入，能讓我們的工作更為順暢，

給孩子更好的教學。100年度基礎評鑑，教授建議幼稚園設備的整合能夠有更好的記

錄，因此將原先的四組:行政、教學、總務、保健，又增加了設備，請大家看一下各

組的工作。接著可敘述各自對於行政要分工，如何分來表達意見。 

 

(二)討論如何分工。 

    1.侑廷:分工的組別是 

    2.吳老師:因之前服務的學校，擔任教學又要兼行政，這對老師和小孩來說都不

適當，希望可以因為我的加入，讓老師可以專心於教學。關於財產是新的項目，願意

擔任此組。其餘工作也可以請各位老師掛名後，由我來協助，但關於核章部分由各自

負責老師核章，避免老師們要被抽離開教學的環境。若有空閒也可以進班，向老師們

學習。 

    3.莊老師:歡迎新人的加入，對此新組合感到新鮮，勉勵侑廷和吳老師可以好好

學，我們教學相長。剛從行政退下來，對教學有一定的幫助，加上新年度班上有三位

特殊生，願意負責教學組。 

    4.奕含:若確定要分組，總務的每月請購與核銷、連絡廠商是最繁複的工作，可

否請專職的教保員負責，似乎較不會影響班級教學。 



 

 

 

 

 

 

 

 

(三)討論教保員進班問題。 

    1.莊老師:教保員可以像助理阿姨一樣，兩班跑，互相學習，或者可以嘗試上課。 

2.小俞:行政工作繁雜的部分在於每月聯繫廠商，教育局對於教保員的加入美意

是協助行政班，若兩班輪流跑，突然有事的離開，將影響原班的教學。 

3.奕含:若兩班跑和支前的科任制相似，這對於班級的教學不斷的被切割，是不

好的現象，這樣也讓教保員很難有歸屬感，加上行政與教保員需要密切配合，有時必

須抽離討論行政工作，若輪班將影響班級的教學品質。 

 

三、決議 

(一)行政分工之結果 

    1.行政組:奕含、教學組:雅薰、總務組:啓豪、設備組:俞瑩、保健組:侑廷。 

(二)主席總結 

    1.目前無幼稚園主任，今日大家討論而決定出的分組結果，請好好做好份內工

作，互相協助，未來有關幼稚園主任之公文下來後，若有新分配將再討論。 

    2.目前台南市幼教協會也由一男老師擔任重要職務，其對幼教的理念也很有想

法，相信有教保員吳老師這位男老師的加入，我們學甲附幼團隊會更好，目前無主任，

只有行政的編制，教保員的工作內容則以協助行政為優先。 

    3.關於大家討論到輪班的問題，未來將有特教助理員季華阿姨，將依時數及特殊

幼兒人數來調整在兩班工作的時數，中午則請季華阿姨在企鵝班協助。吳老師行政工

作忙完之餘，請進鯨魚班協助班務，中午時也請協助班級。 

    4.教保員跟著行政跑，能有助行政快速的了解各行政工作的進度，也能使行政隨

時和教保員相交流，讓行政工作更順利。未來若有老師有要事請假、不舒服病假，若

有必要則可彈性調整，由吳老師做教學的支援。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台南市學甲國小附設幼兒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 

時間  101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12:45~13:15 

地點 追夢魚館 

出席人員 
林炳宏、姜宏尚、林祝豐、方啟呈、劉奕含、李俞瑩、莊雅薰、侯侑廷、

吳啓豪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無 

記錄 劉奕含 

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幼兒園 100年度申請的教學環境設備改善，補助經費有 160萬，請要注意 

         相關公文並執行之。 

       2.100年度教學卓越獎名單出爐，台南市得獎學校有新東附幼、安佃國小，可 

         安排參訪，觀摩好的以學習。 

       3.花圃中的種植作物，可和孩子一起討論後動工，一種學習經驗的獲得。 

   (二)幼稚園行政報告 

      1.發下本學期行事曆，重要活動如下: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為全園慶生會，邀請特教班一同參加。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為園務會議時間，會因當月狀況而有所調整。 

    ＊本學期因美蓮老師較忙碌，小小廚師暫停，聯繫季華阿姨，以阿姨社區課  

     程結束後並配合節慶彈性安排。 

    ＊12/21(五)聖誕聯歡會  12/22(六)大隊接力   12/28(五)歲末團圓火鍋 

      2.配合下周六班親會活動，邀請牛奶老師來帶體能活動，增進親子互動。請校 

        長主任一同出席。 

  3.歡迎侑廷及啟豪的加入，，相信會讓學甲附幼團隊更好。在行政工作分工下，   

    請參考行政分工表，幼兒園五位老師依照行政、總務、設備、保健、教學分   

    組。 

  4.參考資料：班級人力分配表，依照開學前 8/21(二)會議結論所製出，考量新 

    生、教師人力、行政工作量等因素，安排教保員工作項目及時間。 

  5.本學期課輔從 9/10放學後開始，由吳啟豪老師在幼資上課。 

(三)幼稚園保健報告 

  1.本日下午衛生所小姐將到園輔導。 

 



 

 

(四)幼兒園教報員報告 

   感謝同事們的熱心，讓工作上能夠很快上手，也很快適應這個環境。 

(五)總務主任報告 

      1.防災演練之成果報告，幼兒園和小學部一同提報，請提供照片及影片。 

    (六)學務主任報告 

      1.12/22(六)大隊接力，依幼兒園小孩狀況，任何形式不拘，直線折返傳接 

        或繞圈傳接皆可。請老師們依幼兒狀況彈性改變。 

 

二、討論事項 

    幼兒園:上年度園務會議中提到的垃圾子母車是否移位問題。 

  →依考量目前位置地板是可清洗的水泥地，方便有髒汙時沖洗，因此暫訂垃圾子 

    母車仍在原位 

 

三、主席結論 

    歡迎本學期兩位新血侑廷和啟豪的加入，多了人相信事情也會做得更好，工作  

    人力依人數、工作量做了適當的調配，無法做到最完善合意的結果，請大家互 

    相協助配合，讓學甲附幼的團隊能夠有最大的效用。相信大家都樂意互相幫 

    忙，讓學校一起更好。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台南市學甲國小附設幼兒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 

時間  101年 10 月 09 日 星期二 12:40~13:50 

地點 追夢魚館 

出席人員 林炳宏、方啟呈、劉奕含、李俞瑩、莊雅薰、侯侑廷、吳啓豪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無 

記錄 劉奕含 

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說明 101學年度幼稚園教學環境改善計畫遮陽網工程之內容。比較原先的 

         鬚鬚網及新型平面網之優缺點，並用照片與大家討論欲挑選之顏色。 

    

   (二)幼稚園行政奕含報告 

      1.說明幼稚園教師討論出的 102年幼稚園教學環境改善計畫欲改善之地方。 

        ˙廁所異味之改善及殘障廁所門之維修。 

    ˙各教室燈具有雜音及與風扇重疊之光影，干擾幼兒學習，期望能改善。 

    ˙幼兒園大門門栓發鏽且質重難開啟，油漆皆剝落不美觀。 

    ˙幼資地板及期望可購買些許櫃子以收納相關教具。 

    ˙走廊遮雨棚，以避免下雨時走廊濕滑，幼兒行走危險，且可讓幼兒使用洗   

     手台。 

    ˙欲購買班級消毒櫃，以保公用餐具之衛生。 

      →本週四奕光大哥將會到學校來，可將 102年度欲改善項目列簡單書面紀錄， 

        在與奕光大哥現場討論。 

      2.10/27(六)由俞瑩、雅薰、侑廷老師帶企鵝班十位幼兒。到佳里蕭壟體育場 

        參加本年度幼兒足球比賽，邀請校長一同前往參加。(奕含當日參加婚禮、 

        啟豪參加研習無法到場) 

  →若幼稚園經費許可，可購買適量護具，供參加比賽時使用，保護參與的幼兒 

    之安全。預計 100元(1組)購買十人份。 

(三)幼稚園俞瑩報告 

  1.前幾週有家長反映，幼稚園大門外長廊有一凸起物，易讓過路人經過時絆到 

    跌倒，可否請學校做適當處理。 

 

(四)總務主任報告 

      1.本週五將進行本年度建築消防安全檢測，請老師們配合廠商，當日若有問 

        題可電話聯繫。 

 



 

 

二、討論事項 

     1.場勘後，討論遊戲場及蝴蝶廣場之遮陽網之顏色。 

     林校長:因遊戲場本身色彩以很豐富，欲育單一素色藍色來製作遊戲場，廣場 

     可彩或單，大家一同討論。 

     奕含:遊戲場與廣場色彩可用兩色混搭，兩邊可一致避免顏色太多很混亂。 

     俞瑩:遊戲場色彩豐富，將上植物繪一季節而有不同色彩轉變，因此由單一素 

     色藍色蠻不錯的，廣場可有二到三色混搭，兩邊不同色彩也可做出明顯的區 

     分。 

     侑廷:遊戲場單色，廣場三色混。 

     啟豪:喜歡色彩多，會讓人快樂，所以越彩越好。 

     雅薰:顏色單一可以保留遊戲場原有的色調。 

     方主任:三色混搭較適當，因當一色彩會覺得質感降低，考量週圍居民的觀感。 

     →兩邊將都用三色混搭，待實際施工時，請廠商提供實際色調布供我們參考         

     再選色。 

三、主席結論 

    開學一陣子，大家辛苦了，繼續加油。接下來遮陽網開始施工，請要注意幼兒

安全，可將學習空間或戶外活動空間轉移。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台南市學甲國小附設幼兒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 

時間  101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五 12:40~13:30 

地點 追夢魚館 

出席人員 
林炳宏、姜宏尚、林祝豐、方啟呈、劉奕含、李俞瑩、侯侑廷、吳啓豪、

林芳朱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無 

記錄 劉奕含 

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100年度教學卓越獎學校安佃國小，有其特色，歡迎老師們若有需要可以到 

         校參觀。每個學校的特色都該聚焦在某一項目上，例如:烘焙、藝術人文。 

    

   (二)幼稚園行政奕含報告 

      1.說明 101年幼稚園教學環境改善計畫完成之項目。 

        ˙遮陽網:預計上午手動開，下午四點自動關，遙控器兩副搖控器及開關箱 

          都可以使用，有需要再開遮陽網即可。 

      2.高架地板等會後場勘評估及討論，確定合適的高度，目前廠商建議 10到 15 

        公分間。 

      3.延續去年效果不錯的說故事活動，本學期閱讀˙閱讀大家來說故事活動將於 

        12月 5.6(三、四)日進行，邀請校長、主任前來參與。本次報名踴躍，有親 

        子組、教師組、也有小朋友的戲劇呈現，想讓故事不只於看與聽，可以有更 

        多的表演方式呈現。 

      4.預計 12月 21日(五)聖誕聯歡會，邀請家長欣賞音樂成果發表，也邀請牛奶      

        老師帶體能活動，將依參與人數是狀況調整，將場地移往國際英語村廣場。 

      5.補充:考量幼兒遊戲場之安全，柱子下的水泥塊有商請奕光大哥設計符合美 

        觀及安全的材質替代，將請包商額外協助用黑墊子黏貼。及單欣柱子攀爬的 

        問題，也將在柱子上增設中空板，噴上漆會符合美觀。 

 

(三)幼稚園俞瑩報告 

  1.預計 12/15(六)舉行文定，邀請校長、主任及各位同仁到場祝賀。 

  2.掃地阿嬤反映垃圾場、及幼稚園外長廊數多，落葉多，導致垃圾袋使用量大， 

    常常自掏腰包，想請問學校是否可提供，因阿嬤是熱心服務。 

→將請方主任聯繫幼灯老師隨時補充大垃圾袋，及準備水給阿嬤。 



 

 

(四)總務主任報告 

      1.設備改善已近完工，將於 12月初驗收，再次之前請幼稚園老師們可留意 

        是否有問題可於驗收前提出。 

      2.關於高架地板，10公分為廠商建議高度，若老師們無問題，可以此高度 

        施工。 

 

二、討論事項 

     無。 

 

三、主席結論 

    遮陽網盡完工階段，幼稚園的環境越來越好，相信學甲附幼品質也將越來越

好，老師們辛苦囉。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備註:雅薰老師(公假) 

 

 

 

 

 

 

 

 

 

 



 

台南市學甲國小附設幼兒園「園務會議」會議記錄 

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 

時間  102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 12:40~14:00 

地點 追夢魚館 

出席人員 
林炳宏、姜宏尚、林祝豐、方啟呈、劉奕含、李俞瑩、莊雅薰、侯侑廷、

吳啓豪、林芳朱 

主席 林炳宏校長 

列席 無 

記錄 劉奕含 

會議內容 

一、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接近期末大家都忙碌，很多事情都已完成，如遮陽網工程，學甲國小越來 

         越好，很多領域成為典範，可供其他學校做為學習與參觀的例子。大家辛 

         苦了，繼續加油，讓學校更好。 

    

   (二)幼稚園行政奕含報告 

      1.12月全園活動悅讀˙閱讀大家來說故事、聖誕聯歡會圓滿落幕，感謝校長、 

        主任支持與參與及各位夥伴的協助。 

      2.今年度閱讀計畫申請，每班七千元購買繪本，圖書已購置完畢，將請啟豪及 

        俊廷老師協助圖書建檔，並將書整理後納入 2樓圖書室。相關說故事活動及        

        靜態小書活動之成果照片請各班老師協助蒐集，於下週三前放入網芳，已利 

        成果報送。 

        →校長回應:閱讀計畫之相關配套活動不錯。關於書籍之管理要確實以發揮 

          最大功效。 

      3.遮陽網工程已完成初驗，成果已報送教育局，感謝方主任的協助。目前使用 

        情形因冬季陽光溫暖，讓幼兒曬些陽光很舒服，視情況及溫度彈性開啟。若 

        各老師有需要要開啟可至鯨魚班拿遙控器。發現完工後之遮陽網有麻雀築 

        巢，因此視當日天氣若有風，會隨機開啟，讓風吹來清理麻雀刁上去之樹枝。 

      4.寒假課輔預計 1月 28日至 2月 8日共兩週，目前回收調查表，參與幼兒鯨 

        魚班 8人，企鵝班 10人。 

      5.鯨魚班莊宜蓁小朋友因與奶奶回大陸，於 12月正式休學，聯絡備取 4幼兒 

        後已就讀於其他學校;備取 5幼兒目前就讀於東陽附幼，媽媽尚考慮中，將 

        於下週回覆意願。 

6.鯨魚班李巧寧小朋友因感染肺炎鐮球菌 13價而住院開刀，目前已出院在家 

  休養，將於下學期返校上課。已向衛生所詢問相關疫苗之注射，將向家長宣 

  導。 



 

 

  7.今年 4月 14日(日)將承辦教育局造型氣球及魔術融入教學之研習，計畫送 

      審中。請到仙草國小洪琪琇老師指導造型氣球及高雄奇魔誌工作坊王永全先 

      生指導魔術。 

      →校長回應:近年來研習的舉辦重視課程實用性，可與講師研討以產出型之 

        成果發表作為研習之分享，將更具吸引力。 

    8.傳閱禁止體罰之公文，閱畢請簽名。有關 101年度下學期巡輔教師之申請已 

      開始，請各導師上網填寫幼兒資料。 

    9.最近家長間有傳聞，學甲區附近有人拐小孩，將向小孩多加宣導自我保護、 

      及遠離陌生人之措施，並利用繪本等相關資源讓幼兒更了解如何自保，也向 

  家長提供相關資訊，希望不要讓家長間造成恐慌。 

10.因本學期收費為 5個月，但因應幼托整合，教育局新公告收費標準，需照 

   上課日數收費，多收之 0.5的月的收費將於下學期中少收，結論下學期以 

   4個月採計收費。 

11.102年環境設備改善項目如計畫。請大家互相給予建議，以利計畫之書寫 

   更完善。 

(三)學務林主任報告 

  1.若遊戲場之遊戲設備若真有危險，可請曾叔叔協助搬離。 

        →經評估尚無危險，無須搬離。 

 

(四)總務主任報告 

      1.遊戲場之人工草皮及球池地板邊緣之補強，廠商最近將來完工，將於完工 

        後才支付工資。 

 

二、討論事項 

     無。 

 

三、主席結論 

    期末大家都忙碌，忙碌之於請照顧好身體，關於 102年環境設備改善計畫請注 

意時效性，提前送件，任何事情多準備多有機會。近年來推動圖書館誠品化，幼兒

園相關活動可記錄、整理，不失為一項很棒的人文課程的累積，如成功國小因地震

建築物倒塌，近期改建，從頭至尾完整的記錄，建立了學校一項本位課程。學甲也

可以努力於這一部分。 

 

四、臨時動議 

    無 

五、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