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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0 月份托育人員(保母)保母術科加強班」招生簡章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二、 報名對象： 

1. 相關科系畢業者(護理、幼保、家政、教育系、生活(應用)科學…等) ，並

準備參加丙級證照考 

2. 曾參加過 126小時托育(保母)人員專業訓練並準備報考保母證照者 

 

三、 開課班別及內容： 

假日班 2班及平日班 1班，課程中均會安排專任老師四區考題教學、操作示範

及學員練習 

 

四、 招生人數：10 人確定開班，每班至多 12人。如報名完成後因故取消參訓，請

務必自行於報名系統上取消參訓!! 

 

五、 課程介紹(模擬考照環境非原地考照) 

第一天：總複習術科四區(遊戲學習、調製、醫護及清潔)教學、操作示範及學

員練習 

第二天：學員練習術科四區(遊戲學習、調製、醫護及清潔)  

第三天：學員模擬考，CPR計時(計時操作時間) 

（學科請學員自行研讀） 

 

如有其他問題，歡迎使用推廣中心一對一 Line詢問，Line ID: @wux488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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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課班別：  

 

七、 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上課時數 課程名稱 自備物品 

09:00-17:00 8 
清潔區、調製區 

遊戲區、醫護區 
詳如附件一、二 

※請 8:50分鐘提早到教室做準備！！! 

 

八、 上課地點：11219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號，本校圖書館地下一樓 LB101

教室（本校地理位置圖請詳見 P8)，另，10/17假日班因教室空間較大，所

上課班別 上課日期 線上報名網址 招生人數 備註 

假日班 

3日

保母

術科 

加強

班 

 

109/10/02(五)、 

109/10/03(六)、 

109/10/04(日)、 

   共計 3天 

http://tueec

.ntunhs.edu.

tw/outer/Cou

rseDetail/43

56 

10人開班， 

最多 12人 

1. 本中心均會

提供每位學

員場地機具

設備（包含操

作娃娃）練習

使用。 

2. 上課第一天

請每位學員

將四區自備

術科相關材

料帶至課堂

中(請參考附

件一)。 

3. 上課期間如

遇颱風人事

行政局宣佈

不上課不上

班，本中心將

擇其日補課。 

4. 如果您沒報

名上北護大

即測即評要

取消術科班

參訓，麻煩請

務必於報名

系統中取消

參訓! 

假日班 

3日

保母

術科 

加強

班 

 

109/10/17(六)、 

109/10/18(日)、 

109/10/25(日)、 

   共計 3天 

http://tueec

.ntunhs.edu.

tw/outer/Cou

rseDetail/43

57 

因教室空間

很大， 

12人開班， 

最多 30人 

平日班 

3日

保母

術科 

加強

班 

109/10/15(四)、 

109/10/22(四)、 

109/10/29(四)、 

   共計 3天 

http://tueec

.ntunhs.edu.

tw/outer/Cou

rseDetail/43

58 

10人開班， 

最多 12人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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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教室更改至科技大樓三樓 S300教室進行。 

 

九、 收費標準：每人新臺幣 4,500元整【含學、術科考試評量*1】 

※曾參與過本校任一門課程者，即可享有舊生報名優惠價 3,500元整（報

名時須拍照或掃描結訓證書，以茲證明為本中心舊生，謝謝！。 

 

十、 退費標準：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一)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 

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二)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 

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三)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四)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五)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一、報名地點及洽詢專線：(課程採預先報名，報名完成後請等待本中心發送 E-mail 

 通知進行繳費) 

(一) 網路線上報名網址:  

    10/2(五)、10/3(六)、10/4(日)報名網址: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10/17(六)、10/18(日)、10/25(日)報名網址: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10/15(四)、10/22(四)、10/29(四)報名網址: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請先加入本校免費線上會員再報名課程。 

(二) 現場報名：本校親仁樓一樓 B116推廣教育中心  

    (11219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號，近石牌捷運 1號出口) 

            週一至週五早上 9:00-12:00；下午 13:30-17:00 

(三) 傳真報名：請將 P6之報名表填寫完整並傳真(02)2828-0584 

(四) 請將 P6之報名表填寫完整並 Email報名：wanju1123@ntunhs.edu.tw 

            連絡電話：(02)2822-7101轉分機 2811，吳宛儒小姐承辦 

 

十二、繳費方式：9/21(一)下午 13時整，由本中心個別 E-mail 寄發繳費單，請學

員收到繳費單之 3天內完成繳費，如要取消參訓也請務必自行登入推

廣報名系統取消報名，繳費方式說明如下： 

（一） ATM 匯款:持任何一家銀行的金融卡到任一台 ATM 以「繳費功能」進行繳

款，交易結束後請保留交易明細表備查(第一銀行代碼007) 。 

※學員報名課程之轉帳帳號為電子虛擬帳號，不得合併多班轉帳，亦不 

得與其他學員合併轉帳，不便之處，懇請見諒! 

（二） 持繳費單至全省第一銀行臨櫃或全省四大超商(7-11、全家、萊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6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7
http://tueec.ntunhs.edu.tw/outer/CourseDetail/4358
mailto:wanju1123@ntun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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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富、OK便利商店)進行繳費 

（三） 本校現場繳費: 

 繳費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行政大

樓一樓總務處內小會議室 

 繳費手續：親自攜帶上網列印之繳費單及現金 

 繳費時間：限每週一、週三及週五上午10:50至11:50 

※請於規定之繳費期限內完成報名費繳費，否則取消報名資格。若有任何疑

問煩請電洽：(02)2822-7101#2811本校推廣中心專案承辦人吳宛儒小姐 

 

十三、注意事項： 

(一) 如報名完成後因故取消參訓，請務必自行於報名系統上取消參訓!! 

http://tueec.ntunhs.edu.tw/ 

(二) 第一天上課請將考生將四區自備工具(材料)攜帶至課堂中，授課老師 

    會撥空幫您檢閱您所攜帶的物品是否符合考場規定。 

(三) 學員請務必於上課前將指甲剪短，實作時禁止使用原子筆，以免設備 

     受損或沾染油漬。 

(四) 請學員妥善保管個人物品，並珍惜所有本校提供設備，如有短缺、損 

    壞時請立即通報工作人員，如損壞、遺失器材需照價賠償。 

(五) 非本班助教提供的物品，請學員不要擅自使用。 

(六) 本課程全面禁止攝影、拍照及錄音。 

 

【以上師資、課程內容、上課時間等，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http://tueec.ntun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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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備工具(材料)表(上課第一天考生自備物品都要帶來) 

一、清潔區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註 

1 大浴巾 一般家庭用 條 1  

2 小紗布巾 一般家庭用 條 2 一條清潔口腔 

3 嬰兒紗布衣 二個月用 件 1 XL型號 

4 
長袍 二個月用 件 1 

應檢人進入清潔區前，須為嬰

兒穿上自己帶來的衣物 

5 圍裙 連上身 件 1  

6 漱口杯 一般家庭用 個 1 示範漱口用 

7 塑膠袋 一般家庭用 個 1 裝濕衣服用 

 

二、調製區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註 

1 圍裙 連上身 件 1  

2 菜刀 中型 把 1 
◎本項屬自由攜帶工具，請包

覆後攜入教室，以維安全。 

3 水果刀 中型 把 1 
◎本項屬自由攜帶工具，請包

覆後攜入教室，以維安全。 

4 削皮刀 一般家庭用 支 1 
◎本項屬自由攜帶工具，不可

有刨絲功能。 

5 蘋果 

連皮(半顆)，每

份重量約

100~150公克 

份 1 術科班學員須自備 

6 白煮蛋 
以煮熟，連殼、

完整 
個 1 術科班學員須自備 

7 煮熟的胡蘿蔔 

連皮(去頭

尾)，每份重量

約 100公克 

份 1 術科班學員須自備 

◎考生可選擇攜帶或不帶，考場均會提供。 

三、 遊戲學習區 

項目 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註 

1 故事書 適合 1歲半幼兒 本 1 不得加註任何文字或記號 

2 毛巾 一般家庭用 條 1  

3 長袖上衣 一般型式 件 1  

4 麵粉糰 自製 450克 1 存放在密封容器內 

 

四、 安全醫護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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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10份托育人員(保母)保母術科加強班報名表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住宅)： 

(手機)： 

e-mail 
 

參訓身分別 

□一般民眾      □本校推廣中心上過 126 小時之舊學員 

□本校推廣中心上過術科加強班之舊學員 

□其他(請註明)           

消息得知來源 
□親友介紹 □網路查詢 □紙本宣傳 DM □報紙廣告 

□其他(請註明)              

報名日期  報名班別 

□10/2（五）、10/3（六）、10/4（日）

假日班 

□10/17（六）、10/18（日）、10/25

（日）假日班 

□10/15(四)、10/22(四)、10/29(四)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同意將上揭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份證字號、手機電話號碼、地址等）提供給承

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繕製班級名單、研習證書與上述申請業務有

關作業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參訓學員 : _______________(親自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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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交通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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