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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班愛的約定★ 

相信與放手 

以境教，涵養友善關懷 

以制教，帶領規律安定 

以言教，啟動正向教養 

以身教，示範尊重接納 

以心教，守護自主學習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收退費辦法 

一、 收托(費)期間： 
依據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 4條，本園教保活動課程之起迄日期， 

第一學期以當年度 8月 30日起至次年度 1月 20日止。 

第二學期以當年度 2月 11日至 6月 30日止。. 

實際課程起迄日期仍依公告之行事曆為準。 

二、 招收對象：設籍於本市之五、四、三足歲幼兒及依法取得緩讀證明幼兒。 

三、 保育時間： 
(一) 全日制：每週一至五 8時 00分至 16時 00分。 

(二) 半日制：每週一至五 8時 00分至 12時 20分。 

四、 收費標準與注意事項： 

收費標準 

依據「基隆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設定收費基準並辦理收退費。 

依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辦理幼兒就學補助。 

 項目 計費期間 每月收費 每學期總收費(4.5個月) 

學

費 學費 一學期 

 全日制：5000元 

半日制：3370元 

少子化教育政策：0元 

月

費 

雜費 一個月 100元 450元 

活動費 一個月 
全日制：160元 

半日制：120元 

全日制：720元 

半日制：540元 

材料費 一個月 
全日制：240元 

半日制：210元 

全日制：1080元 

半日制：945元 

點心費 一個月 
全日制：830元 

半日制：500元 

全日制：3735元 

半日制：2250元 

午餐費（含基本費及燃料費） 一個月 670元 3015元 

全學期總收費（以 4.5月計） 
 全日制：9000元 

半日制：7200元 

其

他 
保險費 一學期 

 (依全國公開招標

價格收費) 

 (依全國公開招標價格

收費) 

家長會費(按戶收費) 一學期 100元 100元 

其他代辦費  無 無 

※其他代辦費屬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參加，幼兒園不得強制要求，且不得向家長收取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延長服務課後留園 

時間 平日班：16點 00分~18點 00分。 

寒暑假班：依每學期規劃時程後另行通知。 

費用 依照基隆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計畫辦理。 

本服務採自由自費參加，依開班人數均攤計算，每小時約為 30~80元。 

經濟弱勢及競技特殊之家庭可洽園方協助申請教育部補助。 

注意事項 為確保幼兒安全，務須準時並自行接送。 

園內優惠及減免措施 

五足歲幼兒 
依據「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及教育部所訂「五歲幼兒免

學費教育計畫」規定辦理經濟弱勢加額補助。 

低收入戶幼兒 
減免保險費。 

依據少子化教育政策辦理補助，減免學雜費及代辦費。 

中低收入戶幼兒 依據少子化教育政策辦理補助，減免學雜費及代辦費。 

原住民幼兒 

減免保險費。 

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3~4

歲幼兒每學期補助新台幣 8,500元整。 

身心障礙幼兒 
免繳學費，並於代辦費減免 3000元。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減免保險費。 

身心障礙人士之

子女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之子女減免保險費。 

111年度育兒政

策 

配合辦理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11 年度『2~5 歲幼兒就學費用再降低』

方案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幼兒、第 2 胎(含)以上免繳學

費及月費，第 1 胎減免為月繳 500 元。幼兒園收費數額宇家長繳交費用之

差額，由行政院協助家長支付。 

※保險費免繳生：係指符合低收入戶、原住民及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及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相關各項學前補助均需提供相關身分別之證明資料。所有補助以擇一擇優請領為原則。 

五、 幼兒中途入離園收退規定： 
1. 依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幼兒當月就學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 

2. 公式：「平均月費÷當月教保服務日數 x幼兒就學日數」 

六、 幼兒退費規定：幼兒因故連續請假達 5日以上，依基隆市教保服務機構收

退費辦法規定辦理退費。 

 
 

 



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幼兒入園公約 

 
親愛的家長： 

首先歡迎您的孩子加入復興附幼，並感謝您對我們的信任與支持，復興附幼也全心為您

的孩子醞釀和準備新學期的教學活動。本園學期規範依「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規定，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之起迄日期，原則上第一學期為 8月 30日至翌年 1月 20 日，第二學期為 2

月 11日至 6月 30日，教保服務時段為每上學日 8：00~16：00。在此向您介紹本園的一些基本

措施，也請您協助密切合作，以祈達到教育目標喔！ 

 

一、 食：幼兒餐點 
1. 幼兒入園時，園內將提供每人一套專屬幼兒餐具，一套三組，分別用於一餐二點心。園內

會指導幼兒珍惜食物，但亦請家長每日協助幼兒清潔餐具以便於隔日繼續帶回使用。 

2. 園內每日供餐為一餐二點心。除了中午與全校師生共用營養午餐，另有上午點心時間為 9：

20，下午點心時間於 14：40午睡起床後。 

3. 餐點皆有專人負責設計並由合格廚工進行烹煮，餐點供給以均衡飲食為生活教育目標，並

鼓勵幼兒學習自己用餐及收拾。 

4. 為了給幼兒有個健康且營養充足的晨光，上午點心多以自製營養熱食為主，但仍建議幼兒

在家可先用過適量早餐再來園活動較為健康。 

5. 園內指導正確洗手五步驟，您可為寶貝準備小手帕或小方巾，每日攜帶及清洗。 

6. 園內鼓勵幼兒健康飲水，您可為寶貝準備小水壺，每日攜帶及清洗。 

7. 園內推行口腔保健，會教導幼兒貝式刷牙法，但因應防疫，為降低脫罩刷牙時的噴沫感染

機會，目前以飯後飲水漱口取代飯後潔牙活動，故暫時無須準備個人刷牙用品。 

8. 幼兒如因身體狀況或信仰等因素而有特殊飲食禁忌，務請於「幼兒綜合資料記錄表」的

『幼兒特殊生理狀況及其照顧與處理說明』中詳加說明。 

9. 餐點表公告於幼兒園公佈欄，並於本校網頁提供查詢連結。 

二、 衣：幼兒穿著 
1. 書包-幼兒入園時，園內將提供每人一只復興附幼瓢蟲書包，請協助幼兒寫上姓名，並輔

導幼兒學習每日收納整理自己的書包及內容物。 

2. 運動服-幼兒入園後，園內將提供每人一件復興國小運動服之短袖上衣，夏季單穿、冬季

則可內搭長袖衣物，冬夏雙用，於每週五友蚋樂遊時及學校重要活動時統一穿著。 

3. 衣著-幼兒平日衣著以透氣舒適、輕便易活動為原則即可。每日晨間運動後，如有汗濕，

園內會輔導幼兒進行更衣，請協助幼兒準備一套備用衣物裝袋放置書包內（含上衣下著及

內褲），並備一只汙衣袋以供幼兒汗濕或髒汙得以更換及裝入，如果幼兒有帶回換下之衣

物，亦請記得隨時更替備用。 

4. 鞋子-幼兒平日鞋子故以運動鞋或包頭便鞋為佳。另可備雨靴一雙供幼兒進行農作課程使

用，室外拖鞋一雙供幼兒於走廊洗手、飲水、或刷牙時使用。 

5. 口罩-請協助幼兒準備口罩至少三只，於防疫期間或有呼吸道不適時皆須配戴，如有髒汙

 



亦須更換。 

6. 雨具-多雨季節裡，請協助幼兒準備一件雨具備用，預防放學時間突遇大雨。 

三、 住：幼兒作息 
1. 本園入園時間為 7:30~8:10，請協助鼓勵幼兒每天早睡早起、準時快樂來上學。規律的作息

與良好的生活習慣有助幼兒的團體生活適應及身心健康成長唷！ 

半日制：上午 8：00至中午 12：30（用完餐後放學） 

全日制：上午 8：00至下午 16：00（16：00過後為延長服務課後留園時段） 

2. 午睡時間為 13：00至 14：30，全日制幼兒請準備個人寢具一套。 

3. 幼兒個人寢具保存採分開收納於透氣櫥櫃，並於每週五發回，屆時請協助幼兒清洗消毒曝

曬或依節令變換更替合適寢具，並於隔週一入園時帶回。 

四、 行：幼兒活動 
1. 幼兒學習以出汗性大肌肉活動、閱讀、遊戲、學習區及戶外農場生態探索為主，兼顧個人

身心健康發展與群性合作。 

2. 由於我們十分重視幼兒身心健康，在主要教學活動之外，我們會適時融入身體健康（如衛

生、健康、安全）與心靈健康（如品德、生活、情意）等相關教育議題學習。 

3. 每週五友蚋樂遊，帶領幼兒探索社區並親近友蚋生態園區內的大自然，進行戶外體能活動

及生態走讀，竭誠邀請並鼓勵志工家長撥空入園會合共同參與。 

1. 每學期戶外教學-每學期安排至少一次之正式戶外教學活動，延伸探索多元學習，竭誠邀請

並鼓勵志工家長撥空入園會合共同參與。 

2. 本校規劃並提供課後多元社團(學生)/週末親子活動(親子)，如有興趣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3. 重要活動通知及幼兒學習記錄皆隨親子手冊一併發回，請務必每日閱覽並簽填交回。 

五、 幼兒接送辦法 
1. 本園放學時間為 12:30半日放學、16:00全日放學，16:00後為延長服務課後留園時段。若

因特殊情形無法準時接送，請務必於當日主動告知老師，如有延托需求可參加課後留園，

詳情請參閱本園家長參與課後留園服務意願調查表。 

2. 開學會發給每位幼兒一份「幼兒綜合資料紀錄表」請您詳填，請於表內『接送與緊急連絡

處理』詳細說明您所安排的接送人與接送方式，園內會依您所填寫的接送人與接送方式確

認幼兒接送安全無虞。如因故須委託他人接送，亦請務必於當日主動告知老師並說明代接

之他人的身分及其與幼兒的關係，老師會於受委託人抵達欲接時向幼兒確認是您所說的人

之後才會致電向您告知並予以接回。 

3. 防疫期間，進入校園須遵守校園防疫規定，接送請配合學校規劃統一於停等區域等候老師

將寶貝帶出來交付與您。 

六、 幼兒請假辦法 
1. 幼兒如需請假，請於事前或當日 8：30前來電告知老師。如果是病假，您的詳細告知幼兒

身體狀況，會有助於老師掌握全體幼兒健康狀況，必要時透過衛教宣導及環境措施的加強

進一步維護全體幼兒最佳健康。 



2. 若有下列情形，請盡量讓孩子在家充分休養，等到痊癒後再上學；逢流感、腸病毒、各類

幼兒常見傳染病流行季節，務請配合園內保健防疫措施。 

◎感冒、發燒、水痘、麻疹、結膜炎、腸炎或異常煩躁等明顯病痛，請居家休養。 

◎為降低群聚感染風險，常見傳染性疾病務必告知園方進行疫情掌握並休息充足天數： 

COVID-19新冠病毒(14天) 

腸病毒(10至 14天)、病毒性腸胃炎(症狀解除 2天後) 

感冒(自然燒退且症狀減輕)、流行性感冒(7天)、黴漿菌肺炎(14天) 

水痘(7至 10天無結疤後)、麻疹(疹子完全消退)、流行性腮腺炎(消腫後約 7天) 

◎病癒後，請回診經醫師診斷確認後康復後並持持診斷證明回園。 

3. 依據「幼兒園(教保服務機構)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之規定，COVID-19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皆不得進入校園。若幼兒本人或同住家人有疑似 COVID-

19症狀、或有疑似接觸史，亦請務必告知老師並主動配合進行因應防疫措施。 

4. 如遇特定疾病（如腸病毒），園內須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傳染病防治工作手

冊及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之規定進行通報及後續處理，屆時懇請家長多多包容及配合。 

七、 幼兒託藥辦法 
1. 幼兒如有託藥需求，請務必詳填『託藥通知』，正確交代用藥時間、劑量、途徑等細節並簽

名，園方將依您所填託藥通知委託內容協助幼兒用藥並記錄。如不慎忘了填寫請務必來電

或親告知託藥細節。非醫囑藥品、未詳填或親告知之藥品，為確保安全恕無法協助餵服。 

2. 藥品如有特殊用法請務必於補充叮嚀處特別註明清楚，例如外用藥用法、須飯前空腹服

用、須冷藏保存、或特殊服藥禁忌等。 

3. 建議每次只帶單一劑量藥物，避免攜帶時不慎遺失遺忘，耽誤後續用藥而影響療程。 

4. 為維護幼兒用藥安全，園方不協助幼兒服用成藥或無醫囑之藥物，藥物如有過期或變質則

暫停給藥並聯繫告知家長，故請務必共同留意幼兒藥品安全。 

5. 如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請務必讓寶貝戴口罩，並於書包內另備三只替換用之備用口罩。 

6. 老師給藥將依五對原則：對的人、藥物、劑量、時間、途徑，並記錄簽名。 

7. 幼兒託藥流程如下：幼兒託藥流程如下： 

 

八、 緊急事件處理辦法 
1. 園內所有教師皆會定期接受急救訓練，校內健康中心並有專業護理師隨時協助照顧幼兒健

康與安全。 

2. 每位幼兒會有屬於自己的健康記錄，其中會詳實記錄幼兒的身體檢查、口腔檢查、視力檢

家長

•詳填『託藥

通知』

•附上單一劑
量藥物

老師

•五對給藥

•記錄時間與
簽名

幼兒

•將剩餘藥袋
及藥品交收
妥帶回



查、聽力檢查、及學前兒童發展篩檢結果。如有需要進一步深入檢查或追蹤者，我們會發

給幼兒一份轉介單，為了幼兒健康亦請家長務必幫忙完成。 

3. 在「幼兒綜合資料紀錄表」內請務必詳填『接送與緊急連絡處理』。當然，我們都希望幼兒

隨時都是健康平安的，我們也會盡力維護這個期望。但如幼兒在園內有任何個人緊急傷病

事件，我們會第一時間與您聯繫，並依您所填寫之內容及本校「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及「事故傷害防制規定」謹慎處理。 

4. 為確保幼兒在園中的安全與健康，請務必在「幼兒綜合資料記錄表」裡留給老師緊急時隨

時可連絡上的電話，並在電話號碼有異動時時主動告知園方以及時更新。 

九、 園內措施 
1. 每日： 

◎藉由生活教育與家事學習，從個人的生活自理到環境中的合作照顧，我們帶領幼兒透過

學習培養合作、服務、及細心負責的生活態度，邀請您也一起用陪伴與支持，放手鼓勵

寶貝從生活中自我成長。 

◎園內發展學習區課程，邀請家長每日陪同孩子回顧、討論、及記錄。 

◎發親子手冊，內容包含入園公約、收費規定、作息表、每週園訊、親師聯絡、託藥管

理，請務必每日瀏覽回應，並輔導寶貝養成每週完成作業的良好學習態度。如隨課程進

展而附有親子學習單，請陪伴寶貝完成與紀錄並簽回。 

2. 每週五： 

◎園內推廣親子共讀，幼兒可自由借閱園內圖書回家，請家長陪同孩子欣賞、閱讀、及記

錄，並學習珍惜與歸還。 

◎每週五晨間進行友蚋樂遊，只要天氣合適便出發，邀請您陪伴寶貝們一起快樂探索友蚋

山林大自然，幼兒穿著復興運動服、長褲、運動鞋，家長請穿著合適戶外踏青之服裝，

並可準備水壺、帽子備用。 

◎每週五離園時發回寢具，請家長協助幼兒清潔消毒或更替，並於隔週一帶回。 

3. 每月： 

◎發寶貝園內生活相片，您可與寶貝一同分享回顧屬於他的生活點滴，為他寫下他所描述

的相片故事，並協助輔導他裝飾美化邊框後帶回，這會是他畢業成長集的一部份喔！ 

4. 每九、十二、三、六月：會進行慶生活動並測量身高體重，以掌握寶貝生長曲線發展。 

5. 本園提供諸多親職教養相關圖書雜誌，以為親職教育工作之參考，歡迎任何有需要或有興

趣家長入園閱覽或借閱。 

6. 本園提供延長服務課後留園，包含寒暑假班及平日班，採自由、自費參加，依人數分攤費

用，每人每小時收費為 80元以下為原則，經濟弱勢或經濟情況特殊之家庭可由園方協助

申請教育部補助參加。 

十、個人物品 
1. 園方贈送每位幼兒一只瓢蟲書包及一套幼兒餐具組供幼兒入園使用，園內學習角落裡並提

供各式豐富文具材料供幼兒自由取用，所以您可以不必另外採買文具及書包。 

2. 幼兒請準備下列物品，並請務必在所有幼兒的用品寫上名字，以免遺失。 

寢具、室外小拖鞋一雙（若有需要亦可另備室內包頭拖鞋一雙）、雨靴一雙 

當季備用衣物一~二套及汙衣袋一只、備用口罩三只、小手帕或小方巾、水壺 



3. 幼兒來園上課，請勿攜帶貴重首飾或物品或危險有傷害性的玩具到園裡來；如無園方活動

通知，請避免讓幼兒帶零食、玩具、零用錢或電子通訊產品來園。 

4. 若幼兒誤將園內的玩具、物品帶回家，請您協助輔導他歸還。 

十一、幼兒生活輔導 
1. 請開始引導孩子調整早睡早起的好作息以迎接開學的新學期。新生透過您的陪同準備用品

或來園參觀等方式可逐漸輔導孩子建立準備上學的心理，幫助孩子對即將來臨的新生活有

心理準備。 

2. 若孩子有先天性疾病或有特殊情況者，請詳細告知園方，以保護幼兒在園中之安全。 

3. 為推展親職教育，促進有效親師合作，園內會舉辦各種親子活動，請您盡量撥冗出席，讓

我們與您共同關心您的孩子。 

4. 請您珍惜孩子攜回之個人作品，以鼓勵取代批評。 

5. 多傾聽幼兒的話，鼓勵幼兒用適當的語言表達內心感受，以取代哭鬧的方式。 

6. 請您每天撥一段時間與孩子相處，如聊天、唸故事書、遊戲等，以增進親子交流，培養孩

子喜歡看書及思考的能力。 

7. 為了培養孩子的獨立性、主動積極態度、及建立他的自信心，請鼓勵他自己完成自己的事

情。您可以在一旁觀察，必要時提供意見參考、提示或協助，但盡量給他時間和機會讓他

自己嘗試、自己完成，避免因動作較慢或不夠熟練而剝奪了他練習和自我挑戰的機會。 

8. 從生活中漸次陪伴幼兒學會基本的生活自理、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 自己專心吃飯。 

◎ 自己洗手、刷牙、洗臉、擰毛巾。 

◎ 自己穿、脫衣服和鞋襪。 

◎ 自己收拾房間、整理床被。 

◎ 養成早睡早起及準時上學的習慣。 

◎ 養成良好的如廁習慣。小組幼兒可以開始練習自己如廁及擦屁股了喔！ 

十二、新生適應—新生月 
1. 新生適應-第一週：為了讓孩子逐步適應學習作息，新生依個別適應狀況可彈性決定就讀全

半日，半日為用完餐後放學。建議於第二週起依孩子適應情況應漸次進入正常作息！ 

2. 每個孩子特質不同，適應表現也不同，若孩子的分離焦慮顯著，以下幾點建議： 

(1)道別離去前務必告知說明，溫和而堅定的確實執行約定並守信諾 

(2)提早來接的驚喜，其連帶穩固的安全感會更勝於分離時延長拉鋸的陪伴 

(3)請每天用正面開放性語句開啟親子對話，陪伴孩子聊一聊學校生活的經驗與感

受，給予正向的鼓勵。 

3. 新生初入園，依孩子個別特質，各有不同的適應表現。孩子可能很快的融入，開開心心的

與新朋友玩起來，也有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的分離焦慮，不安害怕甚至哭鬧。從陌生到熟

悉，是需要一些獨立的勇氣，我們會用心陪他走過。復興附幼也貼心的為您開放一段屬於

您的親子區陪讀時段－ 

~親子區安心陪讀時光~(備註：如遇防疫期間，須暫停開放入園) 

如果您的小寶貝是第一次離開家庭，進入學校團體生活或是對較陌生環境仍須較長時間習慣 



如果您對幼兒園作息上不清楚，希望進一步了解或是想多看一下小寶貝未來生活的容貌 

我們都歡迎您走入復興附幼的活動室內、走入天使班為您貼心準備的親子區 

您可以靜靜的在親子區一面翻閱我們為您準備的教養書籍雜誌，一面觀察您的小寶貝適應狀況 

您可以在戶外活動時間裡，放低您的身影安心處於附近，微笑觀察屬於他們的活動 

在孩子偶爾抬頭搜尋您的身影時，請給予微笑鼓勵的心理支持與回饋 

在孩子因故明顯有情緒需要安撫與溝通時，請安心將時間和空間交給老師去陪伴，並可於當天課

後與老師晤談了解輔導歷程並溝通討論親師合作方向 

唯有幾項入園守則，請您留意： 

 用開心包容相信與支持的心情欣賞教室裡的每一個孩子，當然也包括您的小寶貝。 

 關於活動作息或孩子學習的任何疑問，都歡迎您於課後向老師提出討論；唯為維護全體孩

子的權益，請切勿製造過度聲響或直接打斷干擾教學活動。 

 請相信孩子的能力，並用心等待他的獨立與成長，亦請配合老師的課室經營與輔導措施。 

 新生適應陪讀時間為一週內，第二週起務必放手，您適時的放手會有老師立即介入接手陪

伴，那會是孩子逐步獨立的開始喔！ 

十三、幼兒收退費乃依「基隆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訂定本園之「收退費

辦法」，並協助辦理各項幼兒補助。如有需求可逕洽詢園方。 

十四、為保障幼兒肖像權，個資安全、以及隱私權，幼兒於園內所有個別資料記

錄及拍攝記錄，本園享有完整之著作權，園方於非教保專業及教育公務目

的下，除幼兒個人之家長及園內家長社群網站外，不公開、不提供任何幼

兒相片影片及個資訊息。 

十五、本入園公約等同於本園之教保服務契約，契約有效期為簽訂之該學期，契

約制定雙方為幼兒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與本園，雙方共同簽訂便形成約

定，我們將一同守護寶貝在入園期間的健康安全與成長。請您務必詳加審

閱並於下方「親師留言版」內簽名。 
校(園)方重要資訊公告於校內公布欄及校(園)方網頁，可逕查閱： 

校網-基隆市復興國民小學 http://fsps.kl.edu.tw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您來電與我們連絡：復興附幼 02-24515601#60 

 

□我已詳閱並同意上述內容，願與園方一同攜手合作陪伴寶貝的成長。 

□我有需要園方協助合作的照顧需求 或 我尚有疑問需要園方協助提供更多訊息說明： 

 

 

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園方簽名            年  月  日 

如已詳閱本入園須知並同意上述各項園內辦法與措施，請簽名。 

如有其它細節疑問或幼兒特殊狀況需留意亦請提出，園內會立即回覆。 

感謝您的合作~我們一起攜手陪伴幼兒的成長喔！ 

 



 

 

親師聯繫。託藥照顧 

 

~~~請家長每日閱簽~~~ 

 

 

 

 

 

 

 

 

 



天使班親師聯繫 

【本週園訊】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防疫期間入園請戴口罩並配合校園放疫措施。 

 每日餐點可查閱校網連結。 

 每週五友蚋樂遊、親子共讀，請穿著運動服。每週五發寢具，請帶回清洗消毒或更替。 

 為共同維護幼兒用藥安全，如需託藥請詳閱託藥安全叮嚀並請填寫託藥通知。(附於後頁) 

天使班聯絡電話：02-24515601#60 (請假請於 8:30以前來電告知) 

入園時間 7:30~8:10、教保服務時段 8:00~16:00，延長服務課後留園時段 16:00~18:00 

【親師留言板】寶貝的重要事項紀錄，請每日閱簽 

一 

 

二 

 

三 

 

四 

 

五 
 如有帶回學習紀錄，請陪伴輔導寶貝完成後，簽填帶回。 

 週五友蚋樂遊，邀請您共同參與，寶貝請穿著復興運動服、長褲、運動鞋。 

 週五發寢具，請帶回清洗消毒或更替。 



天使班託藥照顧 
託

藥

安

全

叮

嚀 

 幼兒如有託藥需求，請務必詳填『託藥通知』，正確交代細節並簽名。 

 建議每次只帶單一劑量藥物。藥品如有特殊用法請務必於補充叮嚀處特別註明清楚。 

 園方不協助服用成藥或無醫囑之藥物，藥物如過期或變質則暫停給藥並聯繫家長。 

 如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寶貝請務必戴口罩，並請於書包內另備三只替換用之口罩。 

 老師給藥將依五對原則：對的人、藥物、劑量、時間、途徑。託藥流程如下： 

【家長】 
→ 

【老師】 
→ 

【幼兒】 

詳填『託藥通知』+

附上單一劑量藥物 

五對給藥並記錄時間

與簽名 

將剩餘藥袋及藥品收

妥帶回 
 

日期 家長託藥通知.請詳填 園內藥記錄 
 

月 

 

日 

星期 

★用藥劑量及途徑 

□外擦 

□滴劑 

□口服劑量如下： 

□藥粉    色        包 

□藥水    色      c.c. 

★用藥時間： 

共需用藥       次 

□上午點心前/後 

□中午午餐前/後 

□下午點心前/後 

□其它 

★用藥原因： 

 

★補充叮嚀： 

 

★家長簽名： 

 

★已完成用藥時間： 

 

★幼兒特殊狀況： 

 

★老師簽名： 

 

 

月 

 

日 

星期 

★用藥劑量及途徑 

□外擦 

□滴劑 

□口服劑量如下： 

□藥粉    色        包 

□藥水    色      c.c. 

★用藥時間： 

共需用藥       次 

□上午點心前/後 

□中午午餐前/後 

□下午點心前/後 

□其它 

★用藥原因： 

 

★補充叮嚀： 

 

★家長簽名： 

 

★已完成用藥時間： 

 

★幼兒特殊狀況： 

 

★老師簽名： 

 

 

月 

 

日 

星期 

★用藥劑量及途徑 

□外擦 

□滴劑 

□口服劑量如下： 

□藥粉    色        包 

□藥水    色      c.c. 

★用藥時間： 

共需用藥       次 

□上午點心前/後 

□中午午餐前/後 

□下午點心前/後 

□其它 

★用藥原因： 

 

★補充叮嚀： 

 

★家長簽名： 

 

★已完成用藥時間： 

 

★幼兒特殊狀況： 

 

★老師簽名： 

 

 

月 

 

日 

星期 

★用藥劑量及途徑 

□外擦 

□滴劑 

□口服劑量如下： 

□藥粉    色        包 

□藥水    色      c.c. 

★用藥時間： 

共需用藥       次 

□上午點心前/後 

□中午午餐前/後 

□下午點心前/後 

□其它 

★用藥原因： 

 

★補充叮嚀： 

 

★家長簽名： 

 

★已完成用藥時間： 

 

★幼兒特殊狀況： 

 

★老師簽名： 

 

 

月 

 

日 

星期 

★用藥劑量及途徑 

□外擦 

□滴劑 

□口服劑量如下： 

□藥粉    色        包 

□藥水    色      c.c. 

★用藥時間： 

共需用藥       次 

□上午點心前/後 

□中午午餐前/後 

□下午點心前/後 

□其它 

★用藥原因： 

 

★補充叮嚀： 

 

★家長簽名： 

 

★已完成用藥時間： 

 

★幼兒特殊狀況： 

 

★老師簽名： 

 



 

 

 

 

 

 

 

 

 

 

 

 

 

 

 

 

 

 

 

 

 

 

 

 

 

 

 

 

 

 

 

 

 

 

 

 

 

 

 

 

 

基隆市復興國民小學附幼 

(02) 2451-5601#60 



基 隆 市 七 堵 區 復 興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幼兒作息表 
每日規律作息，有助維持幼兒團體生活適應及身心的安定健康喔！ 

時間 作息 主要活動內容 

7:30~8:10 
（40分） 

早安時光 
歡喜入園、早安擁抱、生活自理 

晨間六部曲-體溫、洗手、喝水、書包、手冊、衣物 

8:10~8:30 

（20分） 

晨間時光 
【週五】友蚋樂遊 

團體互動 

早安點名/議題討論/生活分享 

8:30~9:20 
（50分） 

運動時光 
【週五】友蚋樂遊 

出汗性大肌肉運動(30分鐘↑) 

運動-球類、騎乘、跳繩、循環體能、友蚋跑跳建行 

農場漫遊-鬆土、拔草、抓蟲、施肥、澆水、觀察照顧 

9:20~9:40 

（20分） 
早點時光 暖洋洋的早點 

9:40~10:00 

（20分） 
愛閱時光 自由閱讀、故事分享與討論 

10:00~11:00 

（60分） 
選區時光 學習區自由選區探索 

11:00~11:40 

（40分） 
分享時光 一日分享、學習紀錄 

11:40~12:30 

（50分） 
午餐時光 

甜蜜的午餐約會 

健康飲食/用餐禮儀/餐後收拾/12：30半日放學 

12:30~13:00 

（30分） 
舒展時光 

餐後消食 

餐後潔牙/合作清潔/步行消食/睡前舒展 

13:00~14:30 

（90分） 
美夢時光 休息一下補充體力 

14:30~15:00 

（30分） 
陽光午點 

校園水果餐 

收拾書包/校園野餐 

15:00~16:00 

（60分） 
遊戲時光 

校園自由遊戲 

運動遊玩/農場探索/(雨-勁歌熱舞派對) 

16:00~ 歡喜放學 
全日放學 

16：00後~課後留園 

 

 當日請假請務必 8:30前來電告知!  幼兒園電話:02-24515601#60 

 教保時間內以幼兒教育與照顧為優先，非緊急事件來電時間為 8:30前、13:00~14:30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