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員工實驗幼兒園 

(新北市政府委託辦理) 

109 學年度招生簡章 

壹、入學資格與順位 

一、服務於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含員工幼兒園)、實際辦公地點位於板橋區或設籍於板橋

區之新北市政府所屬(不含各級學校，以下同)員工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除第一款以外之新北市政府所屬員工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經新北市政府認定之特殊情況，需緊急安置之指定收托者，得不受前二款收托順序之

限制。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新北市政府所屬員工三親等血親、姻親之子女。 

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收托順序就讀員工幼兒園者，下一學期得優先續讀。 

各收托班級報名人數超過收托人數者，依本條第一項之收托順序，辦理公開抽籤，並

公告正取及候補名冊。 

 

貳、公告、登記、抽籤及註冊日期 

一、招生公告日期：109年 5月 18日－6月 3日（園所大門張貼公告及同步顯示於新北

市政府刷卡指紋機） 

二、招生登記日期：109年 6月 1日－6月 3日（上午 9：30至下午 1：00） 

三、登記方式：請先填寫報名表(需服務之人事單位核章確認)，再親自至員工幼兒園登

記報名，報名表請洽各服務之人事單位或於員工幼兒園網頁中下載 

四、檢附資料： 

資格 應繳驗之證件 

新北市府員工 識別證、戶口名簿正本、影本存查 

新北市府員工親屬 市府員工之識別證影本、戶口名簿或足供證明親屬關係之文件 

備註 以上證件除影本外驗畢歸還 

 

五、公開抽籤日期及地點：109年 6月 8日（星期一）上午 10點，在本府行政大樓 5樓

511簡報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5樓)。 

六、抽籤規則：  

1.由新北市政府人事處派員依入學資格及順位進行抽籤。登記後如競額時，採公開

人工抽籤依序列為正取第1名至數名及備取第1名至數名為止。抽完所有籤條，最

後結果當場依抽籤順序公告。 

2.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於登記時由家長或監護人自行決定〝併同或分別抽籤〞並

出具切結書，抽籤前員工幼兒園會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 

3.同一籤之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之錄取，如缺額數少於多胞胎幼兒數時，由家長

或監護人自行決定同缺額數之幼兒入園。 

4.一名幼生請填寫一張報名表報名即可，請勿重複報名。 

5.以公正、公開、公平之原則抽出入學新生，抽籤過程將全程錄影。 

6.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疫情，欲至現場觀看者

請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及配戴口罩，另如有依規定須進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

主健康管理14天者，以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僅感冒而未有發燒、呼吸道症狀

（咳嗽、喉嚨痛、打噴嚏或呼吸急促）等症狀者，請勿參加，以維護自身及其他



人員健康。 

七、領取註冊單：109年 6月 10日至 6月 12日(請家長務必提前申請在職證明，憑在職

證明到園領取註冊單)。 

八、新生註冊日期：109年 6 月 15日-6月 17日 

九、敬請家長把握註冊時間，以免影響您的權益；無正當理由逾期未繳費者，視為放棄

入園資格。 

十、108學年各班新生入園學齡級距: 

班  別 學齡級距 

大  班 民國 103.09.02至 104.09.01出生 

中  班 民國 104.09.02至 105.09.01出生 

小  班 民國 105.09.02至 106.09.01出生 

幼幼班 民國 106.09.02至 107.09.01出生 

 

十一、收費標準 

收費採學期及按月繳納方式辦理，課後延托採單次計收費，收費金額如下表： 

收費項目 
大班 

(5-6歲) 

中班 

(4-5歲) 

小班 

(3-4歲) 

幼幼班 

(2-3歲) 
收費期間 說明 

學費 15,000 18,000 18,000 18,600 一學期 大班學費抵扣 5歲免學費 

雜費 4,340 3,840 3,840 4,240 一個月 請假不扣費 

 材料費 100 一個月 請假不扣費 

代
辦
費 

活動費 210 一個月 請假不扣費 

午餐費 630 一個月 1.事前告知 

2.請假日數含假日達 7日每日可退

上課日之餐費 50元 點心費 420 一個月 

代
收
費 

保險費 依統一公告金額辦理   

家長會費 0   

課後延托費 

18：00～18：30 費用  60元(單次) 

18：00～19：00 費用 140元(單次) 

18：00～19：30 費用 240元(單次) 

備註 

※大班幼生依教育部 5歲幼兒免學費計畫，每學期可獲學費補助 15,000

元，為服務家長，本園採入學前即減免學費之措施 

※生理年齡滿 2歲至 104年 9月 2日以後(含)出生之本國籍幼兒，家戶

綜合所得稅未達 20%，未正在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同時符合上

述要件），每個月可領育兒津貼 2,500元，第 3名以上子女再加發

1,000元，由教育局於申請次月月底按月撥入申請人郵局帳戶(需自行

申請辦理) 

 

十二、收托時間： 

時間 一般收托 彈性收托 延後收托 

週一至週五 AM8：00 

～  
PM5：30 

AM7：30～8:00 

、 

PM5：30～6:00 

按日依延托時段計算，不含晚餐 

18：00～18：30   60元 

18：00～19：00  140元 

18：00～19：30  240元 
 

叁、聯絡方式： 
一、地 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二樓西側(新北市政府大樓二樓) 

二、電 話：2960-3456分機 5207、5208       傳 真：8964-5430 

三、網 址：http://www.ywca-taipei.org.tw/ntpckids/ 

四、E-mail：ntkidshouse@ywca-taipei.org.tw 

mailto:kidshouse@ywca-taipei.org.tw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員工實驗幼兒園 

109學年度新生入學報名表 
編號：109-           (請勿填) 

幼兒姓名  
身分證字號  

幼兒性別 □女 □男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班  別：□幼班□小班□中班□大班 

幼兒之身份別 □一般生□原住民□特幼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評估報告□診斷證明) 

家

長

資

料 

父親姓名  
服

務

單

位 

單位: 

職稱: 電

話 

(公):                  

手機:                  

母親姓名  
單位: 

職稱: 

(公):                  

手機:                  

戶籍地址：     市(縣)     區(鄉 鎮)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居住地址：□同上       市(縣)     區(鄉 鎮)    里   鄰   街 （ 路 ）  段   巷   弄  號  樓  

住家電話 (02)             

申請人姓名                 (簽章) 
電話 

辦公室： 

與幼兒關係  手  機: 

服務機關  申請人之

人事單位 
                   (核章) 

現任職稱  

實際辦公地點 □板橋區  □其他行政區，              

 

 

 

 

 

服務單位證明文件正面 
 

 

 

 

 
 
 
 
 

服務單位證明文件反面 
 

資格審查 

本欄由新北市府 

人事處審查後填寫 

符合本府員工幼兒園入學資格與收托順位：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註：1、請 1名幼兒填寫 1張，並隨表檢附戶口名簿及服務證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上，戶

口名簿影本留園備查，留職停薪者請檢附核准公文。 

  2、本人及子女願遵守員工幼兒園招生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