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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12年度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托嬰中心)專業訓練課程」招生簡章 

 
一、招生依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19條規定辦理。 

二、招生目的：本計畫除專業知能之培育，更期望養成具備關懷社會、服務學習之信念與態度

的人才，具體之效益及展望為： 

(一) 培育托育機構主管人員之專業知識、技能與倫理。 

(二) 促進學員與學、業界互動交流，達到行政管理理論與實務整合。 

三、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四、承辦單位：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嬰幼兒保育科 

五、課程規劃：  

(一) 授課時數：本計劃總授課時數為 270小時。 

(二) 開辦班次及預訂訓練日期：112年5月20日~112年11月25日 

(三) 上課時間：每週六、日上課，每週12小時(週六、日：9:00-12:00，13:00-16:00)  

(四) 上課地點：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聖母樓S102教室 

(五) 課程內容： 

 

 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時數 

 1   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及法規 1 18 

 2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1 18 

 3   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1 18 

 4   督導及專業倫理 1 18 

 5   安全管理 1 18 

 6   健康照護 1 18 

 7   人力資源管理 1 18 

 8   行政/組織管理 1 18 

 9   財務管理 1 18 

 10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2 36 

 11   行銷及經營 1 18 

 12   方案規劃及評估 1 18 

 13   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置 1 18 

 14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1 18 

    合計  15 270 

(六) 課程師資: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嬰幼兒保育科專兼任教師、護理科專兼任教師、業

界、學界名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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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名額及收費標準： 

(一)招生人數：預計招收 50人，額滿為止，未滿 40人不開班。 

    (二)收費標準：每人自費學費新台幣 18,000元整。 

     (1)報名費:新台幣 1,000元 (支付報名審查資格之行政費用，未錄取不予退費) 

        (2)錄取者可以將報名費折抵學費 1,000元。 

(三)參加單科補訓者，將依每學分 2,000元計費。 

 

七、招生對象及資格： 

(一)參訓資格 

1. 大學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院、系學士班或學士學位學程畢業，有 2

年以上兒童教育、保育之機構式服務經驗。 

2. 學士學位以上畢業或專科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科畢業，有 3年以上兒童教育、保育及照護之機構式經驗。 

3. 專科畢業，有 4年以上兒童教育、保育及照護之機構式經驗。 

4. 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行政或社會工作職系及格者，具 2

年以上社會福利及相關機構工作經驗者。 

5. 學經歷符合上列各項之一，現在職且於參訓報名時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尚差 6

個月以內者。 

6. 若尚開人員皆遞補完成，該班尚未額滿時，得錄取學經歷符合上列各項之一，但年資

不足者。 

(二)錄取順序： 

1. 設籍本市，現任職於本市立案托嬰中心，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符合參訓資格第

1至 4項者。 

2. 設籍本市，現任職於本市立案托嬰中心，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尚差 6 個月以內

者，依不足之年資最少者。 

3. 設籍外縣市，現任職於本市立案托嬰中心，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符合參訓資格

第 1至 4項者。 

4. 設籍外縣市，現任職於本市立案托嬰中心，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尚差 6 個月以

內者，依不足之年資最少者。 

5. 非現任職於本市立案托嬰中心，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符合參訓資格第 1 至 4 項

者。 

6. 參訓資格第 6項者。 

 

 ［註］:上述年資證明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所開立服務年資證明準。

如:勞保投保證明、縣市政府開立之兒童教育保育服務核備年資公文。 

 

八、報名/錄取程序：  

(一)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112年4月30日(一)止。 

  簡章下載路徑: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首頁>學術單位>嬰幼兒保育科>最新資訊 

               (https://childhood.ctcn.edu.tw) 

 

 

https://childhood.ctc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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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 

1.一律採網路登記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b04c63f3304ba3953 ) 

,並於報名之7日內繳交報名費1,000元(支付報名審查資格之行政費用，未錄取不予

退費)，並上傳報名表、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現職機構在職證明、個人資料同

意書、服務年資證明、報名費繳交憑證，至報名系統。   

          

◎上傳檢附審查資料：  

1.報名表1份。(如附件1,可在報名網站上,下載word檔)  

*照片1張貼於報名表。 

*國民身分證正面、反面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上。 

    *持有保母人員技術士證者請提供正面、反面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 

2.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1份。 

3.在職證明正本：由服務單位開立之在職服務證明書1分。(如附件2,可在報名網

站上,下載word檔或任職單位自行格式)。 

4.服務年資證明：符合參訓資格(1)至(5)之服務年資者，服務年資證明應由服 

務之托嬰中心開立或得檢附勞工保險局核發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證明文 

件，並均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其服務事實。 

5.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請親筆簽名)(如附件3,可在報名網站上,下載word檔)。 

 

2. 報名費1000元,繳款方式: 

 

 

 

 

 

 

 

 

(三)錄取：資格審核確認錄取後,以mail及簡訊通知，收到錄取通知後,請於7個工作天內繳

交學費17,000元，學費繳交完成後,繳費憑證請上傳至報名系統，方為完成報名手續，

正式錄取。 

 

 

 

 

 

 

報名費1,000元 郵局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帳號：０１５２８００７ 

劃撥請註記：學員姓名，112年度耕莘托育主管班報名費。 

   繳費憑證請於 7日內上傳至報名系統。 

https://www.beclass.com/rid=274b04c63f3304ba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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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者學費17,000元繳費方式: 

 

 

 

 

 

 

 

 

 

(四)各項應繳證明文件須於報名時一併提出，事後不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追認。所繳

相關證明文件，亦不退還。 

  ◎錄取方式：依上傳及繳交書面文件順序完整者為優先審核，審核順序如下。  

1. 符合參訓資格者。  

2. 檢附資料完整者。  

3. 其餘依報名學員之年資及順序排遞補，如遇開訓前臨時退則依序補足。 

 

九、退費標準  

(一)學員報名繳費後開課前申請退訓者，扣除行政作業費用 1,000元後, 

退還學費九成。 

(二)開課後申請退訓者，未逾 1/5上課時，扣除行政作業費用 1,000元後, 

退還學費退八成。 

(三)開課後申請退訓者，未逾 1/3上課時數，扣除行政作業費用 1,000元後, 

退還學費五成。 

(四)開訓後申請退訓者，已逾上課時數 1/3，所繳學費不予退費。 

(五)本課程若因主辦單位或訓練單位之故無法開課，所繳費用全額退還。 

 

十、結訓資格 

訓練期滿後，承辦單位會將各參訓人員之出席率及考評成績呈核給社會局， 依出席率 180

小時以上且規定考評成績及格者 (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 60分以上) 由新北市社會局發給

及格證書。  

(一)參訓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得參加成績考核，經考核及格者，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

分： 

1.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單科)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每學分 12小時以上)。 

2. 該專業訓練課程(總時數)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180小時以上)。 

(二)訓練成績以 60分為及格標準。經成績考核及格者且出席率達標準，授予結訓證書。 

 

學費17,000元 郵局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帳號：０１５２８００７ 

劃撥請註記：學員姓名，112年度耕莘托育主管班學費。 

   繳費憑證請於 7日內上傳至報名系統。 

   ***再次提醒,務必收到錄取通知在繳交學費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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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員管理 

(一)簽到/簽退：學員每次需親自簽到/簽退，詳實記錄學員到退時間。訓練期間請他人代替上
課或代簽到退經查證屬實者，取消結業資格，亦不得要求退費。 

(二)遲到:遲到 10 分鐘以內者，記遲到 1 次；累計遲到 3 次者，視為總時數缺課 1 小時。上

課遲到逾 10分鐘者，不累計為遲到而該節次視為缺課；於課堂中早退者亦視為缺課。  

(三)請假:請假視為缺課(喪假、娩假、病假、事假，依成績考核規定辦理)。並於事前或事

後三日內完成請假程序。 

十二、 重要期程 

項目  日程  注意事項備註  

報名收件時間  自即日起至112年4月30日 4/30前，報名資料上傳完成

(含報名費1,000元收據)。 

文件、資格審查  112年5月1日至112年5月2日 若報名人數超過受訓總名額，

則依規定優先順序錄取  

公告錄取名單/繳費  112年5月3日至112年5月9日 mail通知、簡訊通知  

報到-行政說明  112年5月20日 時間：早上8:40-9:00，

mail 、簡訊通知地點報到  

 

十三、 連絡電話 

耕莘專校 嬰幼兒保育科：(02)2219-1131 承辦人：陳小姐 分機6212；趙小姐 分機6214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 112號/ 聖母樓一樓 S103 

 

十四、 交通方式 

(一)公車線 

1.民族路口 : 綠 13、909、930 

2.耕莘醫院站 : 綠 2、綠 6、綠 15、644、905 

3.捷運大坪林站或捷運七張站(下車步行約 10-15分鐘 ；見地圖) 綠 1、綠 7、    綠

8、綠 10、棕 2、642、643、647、648、650、252、290    

 

(二) 捷運新店線 : 七張站 下車後 

  1.轉搭公車 : 644、綠 15，耕莘醫院站下車 

  2.步行 : 約 10-15分鐘(見地圖) 

 

(三)自行開車 : 

1.汽車可停大豐公園公有地下停車場(大豐國小對面)或耕莘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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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2年度新北市政府委託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報名表 

 

身分證及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本黏貼處 

 

 

 

身份證影本(正面) 

 

 

 

 

 

 

 

身份證影本(反面) 

 

 

 

 

 

 

 

保母人員技術士影本(正面) 

 

 

 

 

 

 

 

保母人員技術士影本(正面) 

 

 

 

 

 

姓   名  編號             (免填) 

實貼照片 1張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家 （ ） 性別 □男 □女 

公 （ ）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Line ID  

服務機構  職   稱  

學校科系  學    歷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碩士□博士 

通訊地址 □□□ 

重要規定事項 

一、為確保您的權益，請詳閱簡章內相關規定。 
二、各班次非學分班，故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學位應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

定辦理。 
三、學員之學雜費收費、退費基準及使用校內設備等權利義務事項，請於報名前詳閱。

如經報名後均依相關規定辦理。本課程無法轉班、保留。 
四、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 

費，依查備公告方式辦理書面申請。 
五、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料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 

則自願放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律責任，特此簽名以示負責。 

                                              簽名 :                    

報名班別 
112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

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經手人 資格審查 註冊章 

   



 

 

附件 2 

112年度兒童及少年福利機構(托嬰中心)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在職證明書 

茲證明_________(出生日期：     年    月    日)在  (機構名稱)          

任職相關工作，且現仍在職無誤。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職      稱：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時間教學年資合計      年     月      日  

（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服務單位所屬縣市：         

服務單位立案文號：     年     月    日，          字第          號 

服務單位全銜：                            

托嬰中心地址：                            

托嬰中心負責人：             (請用印)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耕莘專校112年度兒童及少年福利機構(托嬰中心)主管人員  

 專業訓練課程使用，如有不實或偽造者，申請人及服務單位應負一切法律責任。 

 

（請蓋關防）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文件編號：3-310-004 

訂定單位：資圖中心 

版次：20140415 

頁數：第 1頁/共 1頁 

附件 3 

限閱文件  

個人資料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同意書  

紀錄編號：╴╴╴╴╴╴╴╴╴(免填) 

立同意書人（以下稱本人）與本校約定，關於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

利用本人資料之相關事宜，本人同意下列各條款： 

一、合於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教育主管機關法令規範或學則等規定之特定

目的、資料類別、資料範圍、資料保有期限、資料利用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

範圍內，本校得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及本人與

教育主管機構間之全部資料。 

二、本校得將前條資料提供於本校業務相關單位或經主管機關同意之機構，並由

上述各機構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該資料。 

三、前條所列各單位依教育行政法規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得蒐集、

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及本人與教育主管機構間之全部

資料，並得將該資料提供於本校、由本校蒐集、電腦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

該資料。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此致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