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度保母職業訓練-保母班第 1期 

錄取公告 
姓名 正取 備註 姓名 正取 備註 
郭懿佳 正取  曾麗麗 正取  
鄭瑞玲 正取  黃玉惠 正取  
蔡珮萍 正取  曾雯君 正取  
吳孟祐 正取  謝吉昌 正取  
李怡婷 正取  邱湘甯 正取  
陳品璇 正取  洪綠黛 正取  
萬思妤 正取  單美芳 正取  
鄭凌雲 正取  陳心怡 正取  
黃瓊沴 正取  鄒佩玲 正取  
張淑貞 正取  謝幸惠 正取  
張麗玲 正取  蕭素娟 正取  
白淑芬 正取  歐雅婷 正取  
陳麗琴 正取  陳鳳秋 正取  
劉虹助 正取  陳麗雯 正取  
葉馨媛 正取  吳美倫 正取  
葉昇華 正取  楊湘惠 正取  
高華忠 正取  王盈丹 正取  
陳香吟 正取  林幸蓉 正取  
劉思齊 正取  黃美惠 正取  
吳玉君 正取  陳涂秀枝 正取  
周毓慧 正取  鄧婕妤 正取  
易銀花 正取  李春鶴 正取  
吳秀英 正取  林雪麗 備取 1  
李惠玲 正取  陳春綢 備取 2  
古家鳳 正取  孫金足 備取 3  
邱靖婷 正取  鄭淑如 備取 4  
鄭雅文 正取  張美玉 備取 5  
謝貴蓉 正取  郭雅秀 備取 6  

 

請看下一頁



 

 

100年度保母職業訓練-保母班第 1期錄取通知 
 

             君： 
 
 

1.報到時間：100年 5月 9日上午 8點整 

2.報到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幼保大樓 B101室 

3.上課時間：100年 5月 9至 100年 6月 15日 09:00-16:00 

4.上課期間會幫上課學員保勞保，投保金額 12105元，健保請自行投保。 

5.上課當天會發講義，上課證，停車證、課表等。 

6.請大家注意：每天要簽到簽退，無法上課時要請假，可請假時數為

訓練總時數 20%(含)，術科課程一律不得缺課，否則

不頒發結訓證書及無法申請補助(退費)。 

7.無法參訓請提前告知(7310606*2254)。 

8.請於 5月 4日下午 16:30前繳交訓練費用$7,687元至推廣教育中心，

請自備零錢，以免找零錢困擾。 

9.開訓當天請攜帶私章。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委託正修科技大學辦理「保母人員職業訓練」課程表（保母班一班）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 
老師 地點 

08: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08:30~09:00始業式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兒
童福利趨勢與未來展望 

李慧玲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9 
(一)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兒
童人權與保護 葉玉如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環境安
全與檢核 馮惠瑛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0 
(二)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托育服務概念及專業倫理- 
優良保母的特質與培養 陳昭伶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社
區保母系統相關政策 陳文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1 
(三)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健康照護-嬰幼兒常見疾病與
預防 楊淑玲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福
利措施與資源運用介紹 陳桂英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2 
(四)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兒
童及少年福利」的意涵與政策 林慧萍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兒
童托育相關福利服務與資源 盧麗卿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3 
(五)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發展- 
嬰幼兒「氣質」之介紹與照護 張乃云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保育日誌
的書寫意義與技巧 

林古 
惠綠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6 
(一)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托育服務
的內容工作重點與原則 黃文娟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健康照護-照顧病童應注意事
項與技巧 陳惠芳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7 
(二)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健康照護-事故傷害的預防與
處理 吳錦明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健康照護-嬰幼兒的營養與膳
食設計 李明珍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8 
(三)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發展- 
嬰幼兒發展分期與各期特徵 張懿心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家庭與
社區的資源介紹與 
運用 

陳淑珠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19 
(四)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托育環
境的規劃與布置 高彩鳳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 50
分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發展- 
嬰幼兒身體、語言、情緒的發展與性
別影響因素 

謝玉蓮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5/20 
(五)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健康照護-嬰幼兒的營養與膳
食設計 李明芬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術科課程一律不得請假，請假視同該科缺席，不頒發結業證書，且無法申請補助款。 
      參訓者請準時上課，恕不接受因個人、家庭因素而遲到及早退。 

08:00－10: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保母術科考試講習 陳文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5/23 

(一) 13:00-17: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安全醫護區) 蔡淑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08: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安全醫護區) 蔡淑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5/25 

(三) 13:00-17: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清潔區) 蔡淑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08: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調製區） 賀慧玲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5/27 

(五) 13:00-17: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遊戲區） 張玉蓮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08: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 (清潔區） 蔡淑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5/30 

(一) 13:00-17: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遊戲區） 張玉蓮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08: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照護技術 
術科考試講習- (調製區) 賀慧玲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3室 6/1 

(三)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 
父母參與社區的資源與網絡 陳志盛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3 

(五)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嬰幼兒遊戲
與活動設計 馮惠瑛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 
教保概論 楊基銓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7 

(二)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 
父母角色、教養、態度與方法 李旺庭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兒童托
育相關福利服務與資源 柳宜吟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8 

(三)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發展-嬰幼兒發展評估與量表使用 廖靜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保母與嬰幼兒
父母關係的維持與建立 李旺庭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9 

(四)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保母工作相關
法規 廖義銘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嬰幼兒適性
玩具的選擇與應用 陳文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10 

(五)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保母的工作意
義與內容 邱美文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嬰幼兒生活
規律與環境規劃 

林古 
惠綠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13 

(一)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保母與嬰幼兒
父母及嬰幼兒溝通技巧 李旺庭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家庭與社區
之資源介紹與運用 曾惠蓮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14 

(二)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保母倫理與兩
難情境 馮惠瑛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09:00-12：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家庭與托育
中心環境對嬰幼兒的身心影響 吳梅雀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6/15 

(三) 13:00-16:00（上課50分
鐘，下課10分鐘） 嬰幼兒發展-發展遲緩兒童的認識與照護 廖靜怡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館B1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