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作業 Q&A 

序號 對應學校處室 問題 業務科說明回復 教育局連絡窗口 

1 教、學、輔 各教育階段畢業

典禮辦理日期區

間(含市長獎期

程)該訂定何時?  

預計各教育階段畢業典禮辦

理日期延後 2周。 

各階段延後兩周為原則，將

另邀集校長、教師團體與家

長團體討論。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中教科： 

國中部分：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楊耀焜輔導

員 分機 2663 

技職科： 

盧柏安專員 分機 2738 

2 教、學、輔 疫情流行期間，

學校是否可帶學

生出國交流? 

疫情期間請各校暫停赴中港

澳(含過境中港澳)之交流及

參賽活動。如欲前往非主要

疫區或尚未有確診病例之國

家交流，請學校先行評估，

如欲取消或延後辦理，請函

報本局核備。 

新住民文教輔導科： 

朱睿潔科員 分機 2583 

3 教、學 

 

新北國中技藝競

賽時間是否延

期？ 

配合開學日延後調整至 2月

26日至 3 月 4日辦理。 

技職科： 

陳秀敏輔導員 分機 2728 

 

4 教、輔 

 

倘因學校配合勞

動部辦理證照考

試日期，申請本局

證能合一證照班

經費於 2/25 開學

日前辦理證照班，

是 否 可 維 持 辦

理？ 

本案因配合勞動部全國一致

性考試日期，請學校做好萬

全的防疫措施再報局核備。 

技職科： 

盧柏安專員 分機 2738 

5 教、輔 取消跑班現行於

學校現場有執行

困難。 

調整現行計畫，依疫情指揮

中心建議，當學校出現確診

個案時，再取消跑班方式授

課。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中教科: 

國中部分： 

1090207訂定 



徐巧玲輔導員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技職科： 

盧柏安專員 分機 2738 

特教科： 

池柏勳專員 分機 2681 

6 教、輔 已安排暑期大專

院校團隊或公務

營隊是否延期？ 

有關暑假營隊及活動部分將

依暑假起迄時間 7月 15日開

始規劃。 

特教科： 

池柏勳專員 分機 2681 

 7 教、輔 

 

原已辦理寒假課

後照顧班之國小

(共 37 校)，若停

止辦理後家長仍

有照顧需求，如

何因應? 

為配合全國防疫作為，避免

疫情群聚擴散，故暫停學校

課後照顧班，寒假期間請家

長體諒防疫重要性，妥善安

排子女學習及居家照顧事

宜。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8 教、輔 

 

1. 國小寒假課後

照顧停辦後，

因退費導致緩

衝日 2/3 教師

鐘點費不足。 

2. 承上，課後照

顧弱勢補助是

否繳回問題？ 

1. 教師鐘點費不足一節，將

先請學校於現有經費中支

應，本局將與中央爭取經

費不足款。 

2. 有關弱勢補助是否收回一

節，如有賸餘款項，將於年

底依公文內容辦理繳回。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9 教、人事 7月 1 日退休老師

7月 1 日-7月 15

日之職代處理方

式？ 

年改過渡期已過，現無大批 6

月 30日退休教師，至個別專

案退休教師所遺課務，併各

階段別課務代理方式處理。 

人事室： 

鄧素雅專員 分機 2704 

10 教、人事 請防疫照顧假之

人員，是否扣薪問

題？ 

防疫照顧假是另外創設的假

別，各級機關(構)人員，於本

年 2月 11日至 24日期間有子

女照顧需求者，除得依各類人

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

人事室： 

鄧素雅專員 分機 2704 



(家庭照顧假)、休假或加班補

休辦理外，如有照顧 12 歲以

下學童之需求，家長其中 1人

亦得選擇申請防疫照顧假，各

機關不得拒絕，且不得影響考

績或為其他不利處分，惟申請

防疫照顧假不予支薪。 

11 教、人事 教職員 2 月 11 日

至 2 月 24 日可以

出國嗎？ 

2 月 1 日後避免前往中港澳，

含其他國家由中港澳轉機，特

殊情況請與學校報備。 

人事室： 

鄧素雅專員 分機 2704 

12 教、人事 教師如已先預付

旅行社保證金於 7

月初出國旅遊，可

由教師請事假或

補休課務自理方

式出國? 

除基於五倫及人道立場，或無

課務期間有正當事由，經學校

同意者外，學期中原則不得出

國。 

人事室： 

鄧素雅專員 分機 2704 

13 教、人事 因開學延後，原決

定 109 年 2 月 15

日補課之函文，不

再適用，則學校行

政人員當日是否

仍需補班？寒暑

假彈性上班也要

配合修改？ 

學校行政人員於 109年 2月 15

日(星期六)補班，係因 1月 23

日小年夜彈性放假（與原 6月

30 日課程調整至 2 月 15 日一

事無涉），爰學校行政人員於 2

月 15 日仍應補班。另寒假延

長，依彈性上班規定，配合修

改全天班及彈班時間；至 2月

15 日及 2 月 17 日二天的調

整，則授權學校辦理。 

人事室： 

鄧素雅專員 分機 2704 

14 學、輔 針對國中九年級

學生已報名參加

職探育樂營，因

涉及報考專業群

科特色招生加分

機制，是否有調

整辦理時間的機

本局刻調查國中寒假職探育

樂營錄取名單，為避免影響

國中九年級學生報考特招加

分權益，將協調學校端調整

營隊時間至開學後周末辦

理，以確保學生加分權益。 

技職科： 

盧柏安專員 分機 2738 



制？ 

15 學、輔 社區大學及樂齡

學習中心是否須

延後開學？ 

本市樂齡學習中心及社區大

學春季班課程統一於 3月份

開課。 

社教科： 

社區大學: 林育瀅 科員 

分機 2599 

樂齡中心: 黃媜怡 科員 

分機 2592 

16 學、輔 社區大學及樂齡

學習中心可否強

制學員戴口罩？ 

學員如有呼吸道症狀者應配

戴口罩，並落實生病不上班

不上課。 

社教科： 

社區大學: 林育瀅 科員 

分機 2599 

樂齡中心: 黃媜怡 科員 

分機 2592 

17 學、輔 家人從中港澳返

回，社區大學及

樂齡學習中心學

員可否到班？ 

請加強宣導如學員有親屬經

由中港澳入境（包括由各國

家經中港澳轉機），入班者建

議戴口罩，並留意及觀察學

員身體狀況，如體溫異常請

回家自主管理。 

社教科： 

社區大學: 林育瀅 科員 

分機 2599 

樂齡中心: 黃媜怡 科員 

分機 2592 

18 學、總 3/10國中海洋教

育創客擂臺賽領

隊會議，是否照

常舉行?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2

月 4日新北教工環字第

1090181097號函，活動延期

說明如下： 

1.報名時間調整為：109年 2

月 25日至 109年 3月 12

日。 

2.領隊會議時間調整為：109

年 3月 3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活動辦理時間調整為：109

年 4月 28日(星期二)。 

工環科： 

李秋梅小姐 

(02)26100305 分機 321 

19 教 有關各級學校長

期代理老師聘約

和上班日期是否

異動？若無異

動，如何解決七

月前二週有班級

有關長期代理老師聘約相關

因應方案說明如下： 

1.一學年約者：聘約延長至 

7/15，上班日期依修改後之

學校行事曆辦理。 

2. 新學期半年約者：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沒有教師上課的

情況？若聘期改

變，是否得重新

簽約？原薪資不

足額是否加簽？

局端是否會向外

聘教師統一說

明？ 

(1) 尚未簽聘約者：聘約自

2/21(五)起至 7/15止，上班

日期依修改後之學校行事曆

辦理。 

(2) 已簽聘約者：自原起聘

日起，延長聘約至 7/15止。 

3. 部款加置教師會由合理員

額經費補足，另編制內及市

款加置教師由各校用人費用

支應，如有不足會由本局統

一補足 

4. 長期代理教師聘期增加 2

週費用，本局將另向教育部

申請。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20 教 請問高中職暨國

中小校長會議是

否會延後或停辦? 

新北市高中職暨國中小 108學

年度第二學期校長會議停辦，

不另行召開，宣導資料將隨公

文以電子化方式提供各校。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中教科： 

謝文瑾科員 分機 2662 

21 教 高國中小家長已

經訂好 7/1-7/15

間之機票全家出

遊，學生期末定

期評量如何調

整？ 

1. 請校方另行安排期末定期

評量之補考。 

2. 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

充規定」第 9條規定：

「學校學生於領域學習課

程、彈性學習課程定期評

量時，因故不能參加，經

學校核准給假者，於銷後

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

得分數計算為原則。但無

故缺考者，不得補行評

量，該缺考領域學習課

程、彈性學習課程定期評

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3.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法」第 30條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中教科：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規定：「學校依本辦法規

定，自行訂定之學生學習

評量補充規定，應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4. 依上，各國高中職小學校

均依前開相關規定，訂定

之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

定，原已安排出國之學生

得依前開補充規定，辦理

補考相關事宜。 

5. 另 7/1-7/14為正式學習

期間，建請考量學生學

習，適度調整出遊時間。 

22 教 

 

請問國小教師甄

選期程是否改

期？ 

1. 成人之甄選原則上依期進

行，惟須做好防疫措施。 

2. 因本市教師甄選皆提早於

5-6月份辦理，加上開學

日延後不影響甄選辦理，

爰不改期。甄選期間將提

前做好防疫工作準備事

宜。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23 教 

 

國小新生報到日

期與常態編班日

期是否有調整? 

依原期程辦理，國小新生報

到日期與常態編班日期並未

因開學延後而調整。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24 教 請問國小各校課

程計畫撰寫備查

期程是否延後? 

暫定順延至 7/24前完成。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25 教 請問國小英語讀

者劇場是否延後? 

區賽與市賽時間原則上維持

原日期，惟因應開學日延後，

為使學校有時間挑選合適之

參賽隊伍，報名時間將延後至

109年 2月 25日-3月 2日。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26 教 行事曆是否會重

新發布? 

有關延後開學日之公文，中央

尚未發出，俟本局收到後儘速

小教科： 

蘇柏宇專員 分機 2742 



函發各校本市更新版行事曆。  

27 教 請問國高中教師

甄選期程是否改

期？ 

本市高中教師甄選日程不

變，國中部分將配合市內外

介聘期程進行微調，初試及

複試日期不變。甄選期間將

提前做好防疫工作準備事

宜。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28 教 下週起(2/3起)，

學生將陸續回校

補考，是否延後

辦理？ 

1. 各校 109年 2月 3日至 9

日原定之學生補考、重補

修及銜接教育課程及轉學

考等活動，亦延期辦理，

並由各校防疫小組考量人

力、學生人數、防疫物資

整備進度等因素，另擇適

當時間辦理。 

2. 各校學生補考、重補修及

銜接教育課程及轉學考順

延之辦理日期，可逕至就

讀學校網頁查詢或致電該

校教務處洽詢。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29 教 國中新生報到日

期與常態編班日

期是否有調整? 

因本市國中新生報到，需檢

附國小畢業證書，因應畢業

典禮順延至 6/20-28，本市新

生報到日訂為 7/6(一)後，新

生編班抽籤訂為 7/19(日)

後，惟仍要視疫情蔓延程

度，適時調整。 

中教科： 

李欣穎輔導員 分機 2669 

 

30 教 國中外師聘期請

局裡確認得重新

簽約包括原薪資

不足額加簽。並

向外師統一說

明？ 

本市高國中外師聘約到期日

期維持原訂之 7/31，故無延

聘之影響。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31 教 9年級畢業成績結

算時間是否調整? 

1. 往例 9年級畢業成績結算

在會考前，約 5月中旬時

間。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2. 本學年度因應武漢肺炎，

已延後 2星期開學，學期

結束時間也延後 2星期，

爰考量學生之學習應持續

不因會考中斷，建議 9年

級畢業成績結算時間亦延

後 2星期至 6月上旬。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32 教 基北免，優免等

相關期程是否要

調整? 

教育部將於近日召開 109學

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及全國高

級中等學校與專科學校五年

制適性入學重要日程表研商

會議，研議是否調整會考及

相關入學管道時程，本局俟

教育部公告後，將維持或調

整相關入學期程。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33 教 課程計畫備查期

程是否調整？ 

高中課程計畫備查期程： 

1. 宜蘭高中已於

109/2/4(二)召開 109學

年度總體課程計畫第 3 

次檢視結果會議，並研議

相關期程，為此相關期程

請學校留意本局公文俾利

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2. 宜蘭高中暫定於

2/17(一)~3/13(五)召開

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分區

輔導會議。 

國中課程計畫備查期程： 

因應國中各校均晚 2星期開

學，各校繳交期限較去年均

延後 2星期。 

第 1階段書面審閱截止時間

為 109/5/8； 

第 2階段協作工作坊為

109/6/12； 

第 3階段上傳網站備查截止

時間調整為 109/7/24。 

中教科： 

國中部分： 

徐巧玲輔導員 分機 2670 

高中職部分： 

楊耀焜輔導員 分機 2663 

 

34 教 國中英語各項競 1. 有關英語競賽比賽期程， 中教科： 



賽是否延後報名

或調整比賽日

期？ 

英語歌曲話劇競賽及英語

繪本競賽由於舉辦時間為

4、5月，故不受本次延後

開學影響； 

2. 英語演說及作文競賽原預

定比賽時間為 3月，比賽

日期依東、中 1、中 2、

西四區而有不同，後續將

與各區承辦學校進一步討

論，並由各區承辦學校

(汐止國中、漳和國中、

土城國中、淡水國中)協

助發文通知各區學校有關

比賽及報名事宜。 

國中部分： 

李修綺科員 分機 2667 

 

35 教 有關補校防疫措

施及開課時間？ 

因補校係屬國中小正規教

育，相關措施及開課期程與

中小學方式一致。 

社教科： 

劉人慈科員 分機 2590 

36 教 新住民語文教學

支援人員之聘期

是否延長？ 

因應本學期延後開學，請學

校延長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之聘期。 

新住民文教輔導科： 

郭芳吟科員 分機 2580 

37 教 108學年度中小學

科學展覽會各項

日期是否順延 2

週? 

1. 報名時間調整為 2/21(五)

上午 8時起至 3/16(一)下

午 5時止。 

2. 各校「科展作品件數」線

上填報日期調整為

3/17(二)至 3/24(二)。 

3. 其餘期程(如：初審、領

隊會議、布展及複審等)

暫不調整，後續視全國賽

時間評估調整。 

教資科： 

許瑜紋專員 分機 8434 

38 教 109年度新北市國

中小學生 SCRATCH

程式設計競賽報

名日期是否延

長？ 

1. 初賽作品上傳時間調整為

1/20(一)上午 8時起至

2/26(三)下午 5時止。 

2. 初賽成績公布時間延至

3/6(五)前。 

教資科： 

許瑜紋專員 分機 8434 



3. 複賽時間暫不更動，仍為

3/11(三)，後續視全國賽

時間評估調整。 

39 教 教育局有相關數

位學習教材或平

台? 

請各校以校務行政系統帳密

登入「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https://pts.ntpc.edu.tw/)」，

相關應用平台資源簡列如

下： 

一、初階入門(利用現有影片

簡易操作觀看) 

(一)學習吧(Learnmode) 

(二)酷課雲 

二、進階資源(組班進行線上

互動教學或直錄播) 

(一)均一教育平台 

(二)PaGamo平台 

(三)教育部因材網 

(四)Google classroom 

(五)微軟 Office365 

(六)one know虛擬教室 

(七)直錄播平台或視訊會

議方式(Google 

Hangouts Meet、

Office 365 

Microsoft Teams、

Zoom均可選擇使用) 

教資科： 

許瑜紋專員 分機 8434 

40 教 108學年度下學期

高中職及國中小

校務評鑑資料上

傳時間及實地訪

評時間可否延

後？ 

1. 校務評鑑資料上傳時間延

後至 2/27(四)18時止。 

2. 實地訪評時間原則不調

整，如有特殊情況另案處

理。 

教資科： 

許瑜紋專員 分機 8434 

41 學 護理師甄選期程 成人甄選原則上依期進行， 體教科： 

https://pts.ntpc.edu.tw/


（原定 3/15承辦

複試），是否改

期？  

惟須做好防疫措施。 姜聿恬科員 分機 2700 

42 學 全國田徑賽

(2/16)、市中、

小運，是否會延

期、改期？ 

因全中運如期辦理，市中運

取消開閉幕，其他賽程如期

辦理，若校隊需練習，請務

必掌握以下狀況: 

1. 於戶外練習。 

2. 請做好相關防疫措施，無

發燒、呼吸道等症狀學生

才能參與練習。 

3. 需經家長同意。 

體教科： 

謝孟儒科員 分機 2635 

43 學 關於防疫物資，

教育局有無專款

補助？是否可協

助解決買不到問

題？ 

本科正在調查各校防疫物資

數量，如有取得物資將進行

統一調度處理。 

體教科： 

楊佩霖小姐 分機 2779 

44 學 建議防疫經費補

助納入私校 

中央防疫物資會分配給私

校，本局防疫經費以補助公

立學校為主，惟本局會俟情

況予以協助。 

體教科： 

姜聿恬科員 分機 2700 

45 學 寒假弱勢早餐券

問題？ 

寒假延長後，低

收入戶學生午餐

午餐券只發到 2

月 10 日止，如何

補發給學生? 

請以原配發至學校之早餐券

先行提供予到校上課學生。 

超商將於 2月 7日前配送學

校到校，再由學校行政人員

通知家長到校領取。 

體教科： 

李妍儀小姐 分機 2643 

46 學 營養午餐等採購

合約僅到 6月 30

日，後續如何處

理？ 

請依本局 109年 2月 5日新

北教體衛字第 1090185222號

函辦理。 

體教科： 

郭紫珊營養師 分機 2778 

47 學 可否提供學校防 本局依照中央指示建議出入 體教科： 



疫指引，如是否

要強制戴口罩上

課?學校在什麼時

機點才提供學生

口罩? 

群聚場所配戴口罩，遵守衛

生禮節，針對健康學童並未

有強制性，惟有發燒或呼吸

道症狀等應盡速就醫，並配

戴口罩。 

姜聿恬科員 分機 2700 

48 學 全國學生表演藝

術類競賽(音樂、

舞蹈、戲劇、歌

謠)因應措施。 

1. 依據教育部 109年 2月 5

日決議，為不影響全國學

生參賽權益，全國學生表

演藝術類競賽如期辦理，

但競賽過程中取消現場觀

摩，不開放場地，並取消

現場頒獎 

2. 請參賽學校務必落實校內

防疫，並於比賽期間(包

括比賽前後兩星期內)注

意師生身體狀況，若有察

覺異狀，請務必依相關規

定進行通報並持續關心。 

3. 參賽團體可否進行自主團

練，請各校評估校園環

境、防疫措施及學生身體

狀況(含相關旅遊史)，並

經家長及學生同意後，自

行決定是否進行。 

社教科： 

音樂比賽:  

曾怡萍輔導員 分機 2649  

舞蹈比賽:  

劉人慈科員 分機 2590 

戲劇比賽:  

郭家伶科員 分機 2589 

49 學 品德教育聯絡簿

日期是否會不夠

用，如何補足? 

本局將發文告知各校，從 2

月 25日開始填寫使用，學期

末延後兩週的部分，到 7月

時再回過頭來寫前兩週的欄

位。 

特教科： 

池柏勳專員 分機 2681 

50 學 

 

關於 2-3月份畢

業旅行或校外教

學，是否停辦？ 

因牽涉到採購案，需再研

議。 

有關各校反應 2-3月份因新

型冠狀病毒防疫是否繼續辦

理校外教學(含畢業旅行)

案，因本市校外教學(含畢業

旅行)仍以國內旅遊為主，國

特教科： 

池柏勳專員 分機 2681 



內旅遊未如國外旅遊有旅遊

警示機制。考量因各校校外

教學規劃及辦理方式、契約

訂定內容等皆不同，本局將

彈性授權各校評估如期辦

理、延辦或停辦與否，倘評

估停辦，退費機制回到學校

依契約進行；如評估續辦校

外教學(含畢業旅行)者，鑒

於目前 2-3月份仍是防疫高

峰期，請各校做好相關防疫

措施。 

51 學 每學期開學校各

校自主辦理防災

演練，是否照常

辦理? 

是，照常辦理。防災演練時

間為各校自行安排訂定，且

演練可以有很多種形式，各

校可自行調整腳本辦理，或

僅於教室內辦理地震就地掩

蔽作業，但是演練日期仍請

學校公布於學校網站行事

曆，讓師生及家長均知悉演

練日期。 

工環科： 

江穎懿小姐 分機 2631 

52 總 校園開放是否照

常辦理? 

1. 校園開放如常。 

2. 校園開放若屬開放空間，

請做好相關防疫措施，定

期進行環境消毒工作。 

3. 校園開放若屬室內空間，

建議暫停借用。 

體教科： 

姜聿恬科員 分機 2700 

53 總 勞務委外人員薪

資給付如何處理? 

學校工友出缺因採「遇缺不

補」原則，本局補助學校勞

務委外業務費，非人事費，

經費使用為完成工項、驗收

合格後即可依約付款，故應

不涉及薪資給付問題。 

秘書室： 

張麗慧編審 分機 2826 



54 總 3/20教育局環境

教育 4 小時研習

(烏來場)是否照

常舉行？ 

是，照常舉行。上午為戶外

研習、下午的室內研習和在

遊覽車上請參與學員自備口

罩，若身體不適要請假者，

請來電告知，電話：

(02)26100305分機 330 陳柏

任輔導員。 

工環科： 

陳柏任輔導員  

26100305 分機 330 

55 輔 

 

針對建教合作班

上課方式問題？ 

依據教育部國教署 2/4函文

規定如下： 

1. 在校建教生（含僑生）

2/5-2/24 停課，2/25 開

始上課，停課期間由各校

彈性安排補課時間。 

2. 在廠建教生（含僑生）在

廠學生仍繼續接受職業

訓練，不受影響。 

技職科： 

陳秀敏輔導員 分機 2728 

56 輔 原定 3/28 新北市

教育博覽會時間

是否會再調整？ 

考量博覽會辦理地點在市民

廣場，目前維持原時間辦

理，活動進行時將依據防疫

措施進行準備。 

技職科： 

盧柏安專員 分機 2738 

57 輔 原訂 2/25 辦理職

場英語體驗營活

動因遇到開學

日，是否會延

期？ 

已協調科大將針對 108學年

度第二學期職場英語體驗營

調整辦理時段。 

技職科： 

盧柏安專員 分機 2738 

58 輔 延後開學後，家

長日是否照常辦

理? 

本次家長日屬於 108學年度

第二學期家長日，本局考量

各校平日都有進行親師之間

的溝通管道，本次授權學校

家長日得以書面宣達方式代

替辦理。 

特教科： 

池柏勳專員 分機 2681 

59 幼 

 

因應開學日順

延，原局端表定

公立幼兒園畢業典禮配合小

教科公布之調整後畢業典禮

幼教科： 

王靜科員 分機 2844 



的各項行事期程

(招生﹑畢典時

程...)後續因應

為何? 

辦理日期區間辦理，其餘期

程依後續公告簡章辦理。 

60 幼 

 

原代理教保服務

人員﹑代理廚工

甄選起聘日為開

學前一日，是否

同步順延?若順

延，現已公告之

各代理簡章，局

端建議的處理方

式為何? 

一、有關公立幼兒園 108學年

度第 2 學期代理契約進用

人員代理聘期及勞動契約

部分，回復如下: 

(一)尚未簽訂勞動契約者:聘

期自 2/24(一)起至 7/15

止。 

(二)已簽訂勞動契約者:自原

起聘日起，延長聘期至

7/15止。 

(三)倘已公告代理簡章且已

招聘，但尚未簽訂勞動契

約者: 請各校(園)與代理

人員召開勞資協調會議，

會議記錄經雙方簽名後，

併同勞動契約雙方各留存

1份。 

二、有關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

(含學前特教教師)部分，

回覆如下: 

(一)一學年約者:聘約延長至

7/15。 

(二)新學期半年約者: 

1.尚未簽聘約者 :聘約自

2/21(五)起至 7/15止。 

2.已簽聘約者: 自原起聘日

起，延長聘期至 7/15止。 

幼教科： 

李怡萱助理員 分機 2896 

61 幼 

 

本園有ㄧ名一年

長代的教師及一

請與代理人召開勞資協上會 

議，紀錄經雙方簽名後，於 

幼教科： 

李怡萱助理員 分機 2896 



名代理廚工，簽

約的日期皆到

6/30，請問需要

重簽合約的日期

嗎？ 

原簽訂之勞動契約上簽名， 

雙方蓋章，併同會議紀錄雙 

方各留存 1份。 

62 幼 

 

若公立幼兒園教

保員與需上班之

教職員工請防疫

照顧假 

是否扣薪？ 

還是給薪？ 

依據教育部 109年 2月 7日臺

教授國字第 1090013176 號函

釋公立幼兒園教職員工防疫

照顧假期間不予支薪。 

幼教科： 

李怡萱助理員 分機 2896 

63 幼 

 

暑托 6-8 週有困

難，因有備課日及

開學。 

因應 109暑假縮短 2周，今

年開辦時間同步縮短至 4-6

周。 

幼教科： 

林依辰科員 分機 2758 

蕭帆助理員 分機 2759 

64 幼 109 年寒假課後留

園相關文件，原預

定 109 年 2 月 20

日前送件，請問送

件日期是否會延

後？ 

原 2月 20日為收件截止 

日，因應期程修改增加各校 

(園)行政作業時間，延後至 

2月 27日前繳件，另可自行 

調整欄位之經費概算表已上 

傳至幼兒教育資源網，有需 

要者可加以利用。 

幼教科： 

林依辰科員 分機 2758 

蕭帆助理員 分機 2759 

65 幼 

 

請問寒假課後班

已開課 2天，現在

停課，那 2天的教

師及助理員鐘點

該怎麼處理呢？ 

有關 1月份已開課後留園之 

經費，2月 3日起停辦，一 

般生依停辦日數比例退費； 

國教署補助、未滿 10人經 

費、鐘點費依實際開辦日數 

申請及支應(辦 2天就申請 2 

天、支 2天的錢)。如有彈 

性收托情形，則參加者不予 

退費，彈性人力亦可支領鐘 

點費。 

幼教科： 

林依辰科員 分機 2758 

蕭帆助理員 分機 2759 

66 幼 

 

寒假課後留園可

以補助學校餐點

寒假課後留園經費優先支用 

人員鐘點費及餐點費，仍有 

幼教科： 

林依辰科員 分機 2758 



費嗎？ 不足者檢附經費收支狀況， 

另專案報局申請不足款項。 

蕭帆助理員 分機 2759 

67 幼 

 

寒假課後已上 2

天，國教暑補助

經費、幼生退費

方式、教師鐘點

費該如何處理？ 

有關 1月份已開課後留園之 

經費，2月 3日起停辦，一 

般生依停辦日數比例退費； 

國教署補助、未滿 10人經 

費、鐘點費依實際開辦日數 

申請及支應(辦 2天就申請 2 

天、支 2天的錢)。如有彈 

性收托情形，則參加者不予 

退費，彈性人力亦可支領鐘 

點費。 

幼教科： 

林依辰科員 分機 2758 

蕭帆助理員 分機 2759 

68 其他 

 

補習班及課後照

顧中心可否強制

學生戴口罩？ 

1. 學生如有呼吸道症狀者

應配戴口罩，並落實生

病不上課。 

2. 補習班、課照中心「不

得強制」要求學生上課

戴口罩，以免影響學生

上課權益。 

社教科： 

補習班部分: 

廖盈琦小姐 分機 2795  

徐蓉翎辦事員 分機 2594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陳俊詠先生 分機 2793 

69 其他 

 

家人從中港澳返

回，補習班及課

後照顧中心學生

可否到班？ 

請加強宣導如學生有親屬經

由中港澳入境（包括由各國

家經中港澳轉機），入班者建

議戴口罩，並留意及觀察學

生身體狀況，如體溫異常或

有呼吸道症狀，請家長帶回

自主管理。 

社教科： 

補習班部分: 

廖盈琦小姐 分機 2795  

徐蓉翎辦事員 分機 2594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陳俊詠先生 分機 2793 

70 其他 補習班及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停課

與否及後續退費

問題？ 

1. 補習班及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停止與否，應回歸

符應家長照顧需求。 

2. 家長可視學生身體狀況

及照護需求，選擇在家

自行照顧，各補習班及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將依

退費標準予以退費。 

社教科： 

補習班部分: 

廖盈琦小姐 分機 2795  

徐蓉翎辦事員 分機 2594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陳俊詠先生 分機 2793 

71 其他 補習班及課照服

務中心無法安排

多數補習班及課照中心未有

區隔生病學生及教職員工之

社教科： 

補習班部分: 



區隔空間。 空間，倘有疑似病況盡速請

家長帶離回家。 

廖盈琦小姐 分機 2795  

徐蓉翎辦事員 分機 2594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陳俊詠先生 分機 2793 

72 其他 補習班及課照服

務中心防疫物資

買不到。 

已向教育部反映研議。 社教科： 

補習班部分: 

廖盈琦小姐 分機 2795  

徐蓉翎辦事員 分機 2594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陳俊詠先生 分機 2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