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幼教育科 業務職掌

108.09.04

聯絡電話

姓名/職稱

辦公
地點

06-6358472 (民治-幼教)
06-6322204 (民治-幼教)
06-2992479 (永華-幼教)

業務職掌

06-6337942 (民治-特教)
06-6371493 (民治-特教)
VOIP: 7000818#99700
許科長

永華

06-3901159
06-2992479

綜理特幼教育科業務

tnwhsin@tn.edu.tw
VOIP: 7000818#99701
劉專員

永華

06-3901160
06-2992479

r1027@tn.edu.tw

一、特幼科業務協調督導
二、審核文稿
三、出席相關會議
四、綜理議會期間業務聯繫、資料彙整
五、本科考核評鑑及人民陳情案件等

第一股 (幼兒教育)
06-6354585、6322204 (民治-幼教)

傳真 06-6359528 (民治)

06-2992479 (永華-幼教)

傳真 06-2983181 (永華)

VOIP: 7000818#99703
陳股長

永華

06-3901162
06-2992479
vickychen@tn.edu.tw

VOIP:7000818#99713
許科員

永華

06-2991111#7847
06-2992479
chiauyu501@tn.edu.tw

VOIP:7000818#99709
陳科員

永華

06-3901161
06-2992479
r670107@mail.tainan.gov.tw

一、綜理幼兒教育股業務
二、規劃研擬中長程幼兒教育發展計畫
三、幼兒園整體規劃（含增班案、核定招生數）
四、綜理幼教相關法規研訂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公立幼兒園行政組織、招生數及員額編制（含
教師教甄、介聘、分發）
二、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師人事管理及法規(含申訴
評議、退休案)
三、專設幼兒園相關業務（含職員甄選及人事異動）
四、專設幼兒園園長遴選（含代理園長）
五、專設幼兒園陳情案件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人事及權益業務
二、幼兒園收退費辦法（含公立幼兒園收費調整）
三、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甄選、分發、契約備查
四、教育部補助本市公立幼兒園增置人力案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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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P: 7000818#99755
06-6322204
蔡辦事員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125
tin0110@tn.edu.tw
VOIP:7000818#99710

嵇助理員

永華

06-2991111#7848
06-2992479
yu520@tn.edu.tw
VOIP:7000818#99702

虞老師

永華

06-2991111#7848
06-2992479
bakeryu@tn.edu.tw

VOIP:7000818#99763
曾老師

永華

06-2991111#7849
06-2992479
friend383@tn.edu.tw

VOIP: 7000818#99762
06-6322204
翁老師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123
bigcorn7221@gmail.com
VOIP：7000818#99772
06-6322204

王老師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639
anger561202@tn.edu.tw
06-6322204

何老師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610
hlu0804@gmail.com

一、 少子女化對策計畫總窗口
二、 公立化幼兒園業務執行及管理
三、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業務
四、公共化教保服務業務（勞務採購及公益法人列
冊管理）
五、教育部補助本市業務推動人力案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 非營利幼兒園推動及管理
二、 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之召開
三、前瞻新建幼兒園舍業務
四、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公立幼兒園增班規劃及評估
二、公立幼兒園新生入園（含未入園輔導）
三、主辦幼兒園公共安全聯合稽查
四、私幼兒童遊戲場管理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教保服務人員研習（含新課綱研習及開發線上
研習）
二、協辦教保輔導團-資訊宣導組
三、幼兒園本土教育（含原、閩、客語）
四、幼兒園美感教育
五、幼教師資培訓、教育實習及初複檢
六、公費生師資料調查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幼兒園輔導計畫（不含訪視）
二、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作業(含師
鐸獎及教師節禮金)
三、臺南市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
四、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
五、綜合性公文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公私立幼兒園之導師費及教保費補助
二、協辦教保輔導團-課程發展組
三、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四、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五、幼兒園行政會議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英(美)語教學正常化
二、三年三階段教學卓越深耕計畫
三、主辦教保輔導團
四、幼兒市長獎、畢業典禮
五、幼兒園在職教保員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專班學分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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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VOIP: 7000818#99706
胡小姐

永華

06-2991111#7848
06-2992479
eva7920@mail.tainan.gov.tw
VOIP: 7000818#99705

黃小姐

永華

06-2991111#7848
06-2992479
sunnie@tn.edu.tw
VOIP: 7000818#99758
06-6322204

林小姐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121
socb19@mail.tainan.gov.tw
VOIP: 7000818#99757
06-6322204

王小姐

民治

一、 符合補助要件幼兒園相關業務（含審查作業、
收費調漲審議、季報稽核紀錄、公安填報、訪
視及稽查）
二、私立幼兒園園務管理（設立、改建、遷移、擴
充、招收人數及設施設備之審核申請；停辦、
復辦、撤銷或廢止許可）
三、私立幼兒園人事異動作業
四、教保服務人員進修補助申請
五、私立幼兒園陳情案（不含非營利及準公共幼兒
園）
六、公共化教保服務業務（非營利幼兒園立案）
七、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06-6354585
06-6322231#6121
yuan7262@tn.edu.tw
VOIP: 7000818#99708

蔡小姐

永華

06-29911117#7847
06-2992479
bogi@mail.tn.edu.tw
VOIP：7000818#99761
06-6322204

江小姐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123
edub29@tn.edu.tw
VOIP：7000818#99760

黃小姐

永華

06-2991111#7847
06-2992479
can007@tn.edu.tw

VOIP：7000818#99764
李小姐

永華

06-2991111#7847
06-2992479
jill96tn@tn.edu.tw

一、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二、2 至 4 歲公立幼兒園免學費
三、中低收等弱勢幼兒教育補助
四、主辦各項學前教育補助審查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公共化教保服務中長程計畫規劃（含供需數據
分析、空間盤整及場勘）
二、學校附幼人事異動作業（溪南區）
三、公私立幼兒園人員通報查調
四、幼兒園兼辦國小課後照顧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幼兒園評鑑(含基礎、追蹤、專業認證)
二、幼兒園事件調查委員會籌組及召開會議
三、支援幼兒園稽查業務
四、協辦交通車稽查（溪南區）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幼兒園輔導計畫（訪視部分）
二、低收及家庭寄養幼兒市款補助及中石化補助
三、鼓勵私立幼兒園建立友善工作環境補助
四、辦理獎勵私立幼兒園設施設備申請補助及訪視
作業
五、協辦各項學前補助審查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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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322204
李小姐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125
akung@tn.edu.tw

VOIP：7000818#99711
盧小姐

永華

06-2991111#8112
06-2992479
juily8657@tn.edu.tw

VOIP: 7000818#99712
蘇小姐

永華

06-2991111#8112
aiyuan@tn.edu.tw

VOIP: 7000818#99769
06-6358472
陳先生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610
jay76859@mail.tainan.gov.tw
VOIP: 7000818#99759
06-6358472

林先生

民治

06-6354585
06-6322231#6610
iamjoe30@mail.tainan.gov.tw

一、幼兒園交通車及司機管理
二、學校附幼人事異動作業（溪北區）
三、幼兒園重大事件通報暨衛生保健業務連絡窗口
四、學校附幼陳情案
五、特幼科總務行政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準公共幼兒園業務執行及管理（永華 2 區及永
康區）
二、公立幼兒園戶外教學補助
三、私立幼兒園園務管理（更名與變更負責人、財
團法人登記、董事會運作、組織章程）
四、協辦各項學前補助審查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育兒津貼業務執行及管理（溪南區）
二、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及幼生管理系統研習
及管理窗口
三、公立幼兒園設施設備補助
四、協辦各項學前補助審查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育兒津貼業務執行及管理（溪北區）
二、公立幼兒園新設及修繕工程
三、協助永續校園科幼兒園工程
四、協辦教保輔導團-行政總務組
五、非都市土地變更為幼兒園審查作業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準公共幼兒園業務執行及管理（溪北區及大新
化區、大新豐區，不含永康區）
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推動及管理
三、未立案機構查察
四、協辦公共安全聯合稽查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備註：
溪北區：
1. 大新營區（新營、鹽水、柳營、白河、後壁、東山）
2. 大曾文區（麻豆、下營、官田、六甲、大內）
3. 大北門區（佳里、學甲、北門、將軍、七股、西港）
溪南區：
1. 大新化區（新化、善化、新市、安定、山上、玉井、楠西、南化、左鎮）
2. 大新豐區（永康、仁德、歸仁、關廟、龍崎）
3. 永華 2 區（東區、南區、北區、中西、安平、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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