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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 2 屆第 5 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 1 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是日上午 10 時 50 

                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蕭有祥（2）楊淑青（3）羅清輝（4）管慧莉（5）陳志勇（6）

林永富（7）林吉財（8）吳天祐（9）徐裕傑（10）王秋助   等

10 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羅進玉（請假） 

  ６、列席人員：區長林建堂、秘書蕭金木、民政課長古志偉、行政課長簡子超（代 

                理）、產業觀光課長林旭滿、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土地管理 

                課長柯兆庭（代理）、人事主任潘士銓、主計主任黃美娟、政風主 

                任丁國煒、清潔隊長陳海光（代理）、圖書館管理員林雪雲、幼兒 

                園園長張雅卿、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蘇秀珍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簽到出席 10 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 10 人出席，已達開 

                          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１１、主席致開會詞： 

      林區長、蕭秘書、公所的各位主管、本會的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 

  是本會第 2屆第 5次的臨時會，相信各位代表都有充分的準備，針對區政建 

  設的推動提出建言。本次臨時會的召開，是針對幼兒園學齡前教保行政業務 

  相關辦理情形，請區公所就辦理情形做專案報告。待會各位代表同仁對專案 

  報告，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請園長作說明及答復。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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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１２、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本會第 2屆第 5次臨時會，係為了和平區立幼兒園學齡前教保行政業 

         務辦理情形而來召開的。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37及 83條等相關 

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於 108 年 12 月 6 日分別以和區代字第 

1080000944、945 及 946 等三號函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臺中市 

政府備查在案。 

 （2）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 108年 12月 16日起至 108年 

         12 月 18 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 108 年 12 月 11 日府授民地字 

         第 1080297977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 

         閱會議資料之日程表。 

 （3）報告代表席次： 

          本會本屆代表席次，依據本屆第１次臨時會所抽籤之席次，不再更動。

以上報告。謝謝！  

 １３、專案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幼兒園園長專案報告。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秘書、區長、蕭秘書及各位主管，大家早 

       安。幼兒園這邊來對學齡前教保行政業務的辦理情況做專案報告，第一部分 

       是前言，本區立幼兒園為本區最具規模的學前教保服務機構，職於今年度 108 

       年 7月參加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的公立幼兒園園長的遴選，那非常榮幸獲 

       得遴聘，並於今年 108年 8月 1日正式擔任本區立幼兒園長一職，僅就本區 

 立幼兒園學齡前教保行政業務的辦理情況，向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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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區長、蕭秘書，還有本所各主管說明。第二部分的話，是概況說明，本區立

幼兒園的前身是和平鄉立托兒所，於 99年 12月 25日應臺中縣市合併改為臺中市立

和平托兒所，並因為幼托整合的關係，在 101 年當中改制為臺中市和平區幼兒園，

並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因應地方制度法的改變，本區成為原住民自治區，改成和平

區立幼兒園，幼兒園的組織編制設有園長一人，另分教保跟行政兩個組長，其下有

職員及專辦業務的教保員，分別辦理幼兒園的教保業務，包括課程與教學、衛生保

健以及各項學前補助的申辦跟核發，行政業務包含總務跟人事等業務。108學年度本

區立幼兒園共有四個分班，分別位於在博愛里松鶴及雙崎分班、環山分班跟達觀分

班，目前總收托人數是 121 名，配置的教保人員共有十三名，然後每個分班分設一

名的廚工，幼童車共有五部，然後配置五位司機，表內有說明，請各位參閱第二頁

到第三頁。第三部分的話，是業務辦理的現況，本區立幼兒園各項的教保行政業務，

最主要是依據教育部公布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1條的規定，教保服務的實施應該

與家庭跟社區密切的配合，以達成下列的目標：維護幼兒身心健康。養成幼兒良

好習慣。豐富幼兒生活經驗。增進幼兒倫理觀念。培養幼兒的合群習性。拓

展幼兒美感經驗。發展幼兒創意思維。建構幼兒文化認同。啟發幼兒關懷環境。

幼兒園的行政工作是為了全力的支援教學，成就每位幼兒的身心健全發展，教學必

須要有嚴謹的課程規劃，而課程規劃的實施也必須要有行政的引導，彼此是互相依

存的關係，有關本區立幼兒園學齡前教保及行政業務的辦理現況如下說明，第一個

部分是在課程跟教學方面每一學期學區的時候，我們會召開全體教保員的課程發展

會議，協助各分班擬定以幼兒為中心，而且兼具在地人文與自然優勢的課程計畫。

利用多元的管道，如教學紀錄。入班觀課、專業對話等方式，解決教學現場以及班

級經營，親師溝通這些問題，並且主動提供教保員個人職涯規劃的諮詢。辦理教保

員的增能研習，並且鼓勵我們的教保員參加外部各項在職進修研習，提升教學與保

育的知能。協助教保員利用網路的社群媒體，如 FB跟 LINE等進行教學活動的紀錄

跟分享，同時也進行親師溝通，藉由網路跟雲端的強大傳播力，提高教學以及親師

互動的效能與品質。引導教保員了解目前教育的趨勢，包含教育部目前公布的最新

的課程大綱以及評估報告表，並運用於課程及教學當中，那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接

軌，目前的 12 年國教，以素養為導向的課程精神。重視閱讀教育，我們在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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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推動了親子共讀，希望營造一個閱讀的家園，要求在教學當中融入閱讀的活動

之外呢！我們在每個班級，每週至少有一次推動園內的圖書資源，讓幼兒帶回家，

我們希望長期推動親子共讀，能夠促進親子的情感交流之外，有效提升家長的教養

子女的效能，也能夠培養幼兒主動閱讀的能力，奠定自主學習的基礎。第二部分在

幼兒衛生保健方面，配合教育局跟轄區衛生所辦理各項衛生保健業務，包括了幼兒

的口腔檢查跟塗氟，還有視力篩檢、聽力篩檢、施打疫苗跟兒童發展篩檢，以及身

高體重的量測，還有成長評估，我們同時也協助需要進一步檢查或治療的幼生跟家

長相關訊息，並持續的追蹤。辦理園內的衛生清潔消毒工作，並依規定辦理水質檢

測、水塔的清洗、飲水機更換濾心以及各項清潔跟消毒工作，確保我們的飲用水跟

園內的衛生清潔，維護幼兒的健康。辦理各項衛教宣導工作，加強幼兒跟家庭、教

保員之間的衛生保健知能，並且我們由專業的護理師進行衛教工作，同時也要求老

師落實於平日的生活教育當中，建立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而且我們不定時的會到

班做一個訪視。第三個部分是行政工作以服務代替領導，定期召開行政會報，適時

提供協助，整理行政的經驗跟心得，與我們同仁分享園所經營執行力跟應變力，希

望提升行政效能跟品質。逐步建立各項行政工作的標準流程，那強化行政自主管理，

定期檢查有效的整合各項資源，有效資源教學，提升教學成效。因應教保員因年資

增加，所增加的人事費用，有效的控管預算，並且善用經費，同時也要爭取政府機

關的各項補助，充實各項教學設備。第四部分是結語，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跟照顧，

創造幼兒、家長跟教保人員等多贏的模式，讓和平區的未來能夠永續發展，這乃是

我們本區區長念茲在茲的施政理念。在區長帶領之下，本區幼兒園的全體教職員以

與孩子共同的生活，與孩子共同的交談，與孩子同悲共喜，尊重與信任，讓每一個

孩子的臉上都灑滿陽光，為共同努力的目標，希望和平區立幼兒園的所有幼兒都能

夠健康快樂的成長，傳承在地的美好人文素養，也能夠成為國家棟梁。以上報告，

請各位代表指教，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於園長的專案報告，有沒有任何意見？管代表請！ 

代表管慧莉提： 

園長你好，辛苦你了，這一次的演練 CPR，我覺得很滿意，希望我們再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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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稍微看了一下你的專案報告，我請問一下，在你的園長之下是兩個組長，

然後職員跟保育員是不是？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教保員。 

代表管慧莉提： 

教保員，幾個人？好像八個人是不是？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管代表報告，我們現在就是教保跟行政分為兩個組長，那底下有兩名的職員，

然後有一名專辦業務的教保員，還有一名是專任護理師，含我總共辦公室會有八個

人。 

代表管慧莉提： 

園長，這樣的人力夠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夠。 

代表管慧莉提： 

夠，好。那我再請問一下，我大概看了所有各分班的人員，你們都到位了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對，我們目前為止都到位了。 

代表管慧莉提： 

都到位了，好，那我想幼兒是我們的未來，在這一塊上面你們需要著力一點，

我們想說現在都少子化，我常說有時候父母會漏掉幼兒班這種教育的成長環境，就

是需要老師們的努力，我想他是我們的未來，我們再努力。謝謝園長。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謝謝管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羅代表請！ 

代表羅清輝提： 

請教一下幼兒園園長，剛剛報告的第二頁跟第三頁，在博愛里這一邊，本園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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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環山、桃山，達觀分班，那我想請教說，你們現在二到三歲的，如果是說他要進

去念，你還會收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羅代表報告，我們現在二到三歲的話，今年度是開在本園跟達觀，然後以本

園來說的話，他現在雖然是十三名，那我們的標準配置就是說二到三歲是一比八，

那滿班的話，是十五人一班，目前為止因為博愛里的十三名，但是因為他有兩名特

殊生，那我們按照臺中市政府特教的相關法律規定，因為他們都是在特教科這邊核

定在案的，依照規定我們必須收兩個人，所以在博愛里的部分是滿班的情況之下，

那在達觀分班的時候，他這邊幼生人數是一比八，這邊也是因為就是一比八的狀況，

因為這邊也是有兩位特殊生的狀況，所以目前為止我們達觀里跟博愛里的兩歲專班

都已經呈現額滿的狀況，沒辦法收，主要還是因為我們有收托特殊生，受到臺中市

政府在特殊生准招這個規定。 

代表羅清輝提：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還有兩三位要進來念，還是沒有辦法收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因為我們的。 

代表羅清輝提： 

你的師生比是一比八，對不對？那你有一個老師，你六位幼兒，你是不是還可

以進來兩位？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但是因為我有兩個特殊生。 

代表羅清輝提： 

那其他分班呢？都一樣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其他分班二到三歲的話，現在的法律是規定二到三歲，他必須獨立成班，三到

六歲他是另外一個部分，那二到三歲的時候，這邊要跟代表報告這個部分，因為二

到三歲他的編制是一比八，那如果是說二到三歲要到前面中大班一起混齡的話，我

的人數必須也要符合到二到三歲的規定，就是一班在十五人以下，以目前為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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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達觀分班的三到五歲這個大混齡班的話，已經十九人了，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

再招收那個兩歲的孩子了，那如果是兩歲的孩子，我們必須要再編制一個教保員，

但是他是獨立成班，我們不能跟他混在一起，目前為止達觀那邊已經沒有教師可以

再用了。 

代表羅清輝提： 

好，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如果說我們只收六個，現在有六個，兩歲到三歲的

小朋友的話，都不能來念了？你再問一下教育局，好不好？能不能說把二到三歲的

如果是說還有其他分班想要念的，因為我也接收到這一個家長在問，他說奇怪我小

孩子不能念，我說可能是因為師生比的關係或是什麼，但是再問一下，可以不可以？

如果說可以的話，9月應該就還可以報名，下學年。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下學年可以，我們會有一個報名的期程，按照目前臺中市政府規定的話，大概

是在 3月最後一週會開始做一個公告，4月初我們會辦。 

代表羅清輝提： 

這個狀況都已經有了，現在小孩子想進去念都沒有辦法，那就下學年，所以說

如果是按照你這一種方式，一比八的，如果說 6 歲還要再增加幾個人，應該是 OK，

下年度對不對？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對，他其實不是只有說我的教保，如果我要收托 2到 3歲再增加一班的話，其

實我會涉及到的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是我的核定的教保人數，沒有辦法再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我核定的教師的活動是沒有辦法增加的。就是我們在教育局那邊核定

在案就是三個班，達觀分班是兩個班級，所以我們只能做兩個班級的分配，沒有辦

法再做增班。 

代表羅清輝提： 

那這一個問題我想是說看看。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這個問題，我們一直都會跟市政府來反應。 

代表羅清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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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一下，因為還有很多 2歲以上的小朋友，他們都想念，但是沒辦法，好不

好？這一個回頭再跟我講一下，看你協調的狀況怎麼樣？好不好？謝謝。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徐代表請！ 

代表徐裕傑提： 

園長，我請教你一個問題，幼兒園裡頭有五部交通車，那這個交通車有沒有超

齡使用？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代表報告，我們所有的交通車，都是按照臺中市政府的規定，必須每年做安

全申報，那這些安全申報，包括司機的健康檢查資料，還有定期保養資料，那同時

還有他的使用年限，所以按照交通車管理相關的規定的話，最高是使用十年，那市

政府每年會核定就是車子的一個核定函，所以我們不會有超齡使用的情形，因為每

年八月份的時候，就會做申報，然後我們這邊也一直都是很關心這項的業務。 

代表徐裕傑提： 

我知道，我現在問你的意思是說，這五部車子裡面，有沒有超齡使用的？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沒有，完全沒有。 

代表徐裕傑提： 

沒有是不是？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我們不可以，市政府不 OK。 

代表徐裕傑提： 

好，謝謝你。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針對幼兒園的部分，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吳代表請！ 

代表吳天祐提： 



 9 

園長，我請教你，你總共大概有八十個學生？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 121名學生。 

代表吳天祐提： 

是嗎？我看一個 49。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四個分班。 

代表吳天祐提： 

那應該有，對，職工是用了 22個是不是？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職工全部是 30個，包括我辦公室的。 

代表吳天祐提： 

所以這個比例很高，就是說這個配置的學生跟你使用的職工比例很高，成本很

高，那這個無所謂，因為我們是偏鄉，但是呢！我要了解一下就是說，現在到幼兒

園去的學生，漢人跟原住民的比例這樣有多少？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各班級的話，我們大概有抓一個數字，我們的原住民每個分班是不一樣，然後

總數的原住民比例的話，每個分班都不一樣，大致上會呈現是三分之二的原住民跟

三分之一的漢人。 

代表吳天祐提： 

還是有漢人？好。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 

代表吳天祐提： 

那很好，其實應該多獎勵漢人跟原住民從小的時候就應該要在一起學習，培養

同學的感覺，我想區裡面應該朝這樣來鼓勵，族群融合，第二個呢！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麼小的一個學生，那在幼兒的照顧方面是要很費勁的，這個安全問題方

面，就是學齡前你們把這個讀寫，還有計算能力方面，那麼在他上小學之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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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程度？那再來才藝方面，你們怎麼訓練？過動兒方面，你們怎麼去面對、來處

理，這幾個問題幫忙解釋一下，好不好？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代表這邊報告，基本上來說，我們在學齡前部分的課程跟教學，大概比較偏

向統整式的，我們在意孩子能不能把他用在生活上面，所以數學上面的話，我們老

師的教材上面的話，大概就是跟生活緊緊做結合，比方說我們在課程裡面，就是帶

孩子出去外面互動的時候，我們可能先從社區裡面的找到數字為開始，然後慢慢在

生活上面運用一個加減，基本上來說，依照目前就是。 

代表吳天祐提： 

有沒有實際讓他們去紙上的計算？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這個跟代表報告，就是我們會讓他做一個遊戲式，但是因為我們在讀寫的部分

在寫的部分的話，我們大概是用一個仿寫，因為小朋友在身體發展上面，我應該這

樣說好了，我覺得在。 

代表吳天祐提： 

你們有沒有教他們寫字啦？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不行教寫字。 

代表吳天祐提： 

沒有，不行，好，那好，因為讓他到小學去的時候統一教學，會比較好一點。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我們要求我們的老師跟在地國小一年級的老師保持著一個聯繫，我們希望做好

一個完整跟良好的銜接。 

代表吳天祐提： 

我看到你還讓他們有養成閱讀的習慣，那閱讀的這些繪本，那閱讀的這些，他

怎麼來識字呢？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其實小朋友的識字，他是從前後的閱讀上面去抓中間的字，他可能一開始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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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代表吳天祐提： 

是有給他們看圖說故事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當然要。 

代表吳天祐提： 

有。好。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他是在一個統整一個閱讀教育裡面。 

代表吳天祐提： 

好，那才藝方面呢？怎麼訓練？我看你都沒有。這小孩子在幼兒園階段就應該

培養他才藝的傾向，豐富他的人生，你沒有人才？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不是，不能這樣說，我們應該是說才藝課程的部分，其實在學齡前我們希望他

是一個發展潛能的部分，老師是有一個敏感度去看他的適當發展，然後去引導，我

們其實很不願意，我們的老師做一個就是只有關注在。 

代表吳天祐提：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們在這個師資方面，沒有的話，區裡面應該可以

跟他配置外面外聘，兼職的，叫他們來學畫畫，學樂器對不對？這東西還是要讓他

們學的。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代表報告，我們現在因為受到法令的規定，我們做一個彈性，比方說我們辦

理大量的親子活動，然後有一些的親子活動，就是搭配到藝術跟音樂，然後邀請我

們的小朋友跟外面的老師，也跟家長一起進來，我們在培養我們孩子。 

代表吳天祐提： 

哪些方面？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就是我們會做一些黏土工跟一些繪畫跟一些立體創作的部分，然後在樂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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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受到法令的限制，我們大概就是請職能跟音樂治療師進來，我們做一個團

體性的潛能開發，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會引進社會資源如弘基金的一個音樂治療

師進來。 

代表吳天祐提： 

我想這個很多，那外語方面呢？外語有沒有？沒有，都沒有。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教育部不可以。 

代表吳天祐提： 

教育部說不可以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教育部說不可以。 

代表吳天祐提： 

好，那我就不講，過動兒方面呢？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代表報告。 

代表吳天祐提： 

比例多嗎？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其實學齡前上面的時候，特殊生，我們是不能用分類的，我們只是把他就是設

定叫作發展遲緩，我覺得依特教的概念來說，年齡太小的時候，他還在一個發展跟

成長當中，在特教就是他的身份上面，我們不會去特別的告訴他是過動的，或者是。 

代表吳天祐提： 

你跟家長應該有交流呀！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這個部分的話，因為我們所有的有做一個發展篩檢，那發展篩檢之後呢！如果

是沒有辦法通過的話，我們就進入了聯合評估，是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跟教育局那

個地方，我們會進入聯合評估中心，那聯合評估中心的時候，就會進入到醫療院所，

所以我們必須要拿到正式資料的報告，那個發展報告的話，他會針對孩子所有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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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比方說我們就是初估在生活的自理能力，那語言，然後肢體動作，包括大肢體

動作跟精細動作，然後還有社會，還有認知。 

代表吳天祐提： 

我想你不用講那麼多，我提醒就是說面對過動兒，你們都經常會把他當很特殊

的兒童，那麼這特殊兒童有時候他將來是很有才藝的，他將來有可能就是天才，就

是人才，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間，絕對不可以去壓抑他們，特別是打罵方面更不可以。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沒有，我們老師都很專業。 

代表吳天祐提： 

好，我關心的就這些，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吉財代表請！ 

代表林吉財提： 

園長早，我有三點，就是請你來答復，第一點就是像我們環山分班，目前就是

所有不管小班的大班，現在 30名已經是滿額，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因為之前我們

環山他就是一個遊戲空間，之前，我知道我們區長有做一個修繕，之前他那個遊戲

空間他是有一個高低落差，當初那個遊戲空間是不能使用，那現在我知道好像已經

修繕完畢了，那現在目前就是說除了那個空間之外，現在有沒有說另外再到平等國

小去使用，因為小朋友就是比較好動，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就是我看一下每一個

分班都有設一個廚工，我是想說去了解，然後你自己本身有沒有了解？比方說四個

分班，他們的餐食，大概都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就這三點。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代表報告，環山分班目前收托 30名幼生，他其實當初教育局核定給我們最高

就是 30個人，他呈現的是一個滿班的狀態，目前為止。在第二個部分的話，環山分

班外面的遊戲場，就是因應法令的關係，他的空間是沒有辦法做一個遊戲場的規劃，

所以我們就把他做一個拆除，所以我們的小朋友是會帶到旁邊的平等國小去進行戶

外的活動，那跟代表報告，因為事實上我們是公立學校，在我們法規的規定，每一

天至少要有 40分鐘大肌肉的課程，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也要求老師要固定上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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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班級的社群網站去。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我們廚工在做幼兒餐點配置部分，目

前為止，我們是由護理師這邊統一做菜單的設計，那我們規定廚工每天必須要把他

今天的餐點資料，上傳到我們的公所，我們除了照片之外，然後他烹飪、用餐情況，

會傳到護理師這邊做一個檢核，那檢核了以後，我們會上傳在公所的網站，每天都

有餐點的公告。 

代表林吉財提： 

因為我會特別注意就是說，因為我們山上就是溫度落差比較大，那將來環山分

班這個部分，就是要稍微注意比方說溫度有一些落差，就這個部分，提醒一下。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好。 

代表林吉財提： 

以上，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林代表請！ 

代表林永富提： 

園長你好，我想請教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剛剛我們羅清輝代表跟林吉財

代表都有提過，招生已滿的問題，那就這個問題，我之前有跟你討論過，我們可以

尋求梨山國中小模式，他有開一個幼兒園，那是不是平等國小這部分，我們也可以

用這種模式，讓 3歲學齡的就可以到幼兒園可以讓他們去做一個就學，這部分我們

有討論過，那不曉得說這個部分，你跟教育局溝通之後有沒有一個成果，因為我想

這不是那麼快的事情，但是不做的話，我們現在目前也不能分班，但是幼兒園的方

式，附設在國小裡面，這是可行的，那這部分不曉得你後來詢問的結果是怎麼樣？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跟代表這邊報告，除了跟教育局那邊去做一個諮詢之外呢！我也有跟我們區長

報告，我們區長是說他在下學期，因為我們增班，大概是下學期，區長他跟我們一

起討論說，我們會到平等地區去拜訪平等國小的校長，我們來尋求一個就是他們那

邊做分班，然後有效的讓我們環山地區的幼兒，都能夠依他們的希望去進入適合的

園所，那區長這邊的話，他其實是有安排在下學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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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林永富提： 

我想這個是可行的方式，而且平等國小還有一些閒置空間，如果說我們自己園

內無法再招生，或是人力不足，經費有限的話，其實按照梨山國中小模式的話，是

可行的，所以這部分我期待園長能夠加把勁。第二個部分，就是在你的報告書裡面

第五頁，辦理園內環境衛生與清潔工作，我想在我們環山分班裡面，我發覺到有一

些我們的設備廠商，都從平地上來的，那這會造成我們的困擾，因為他們一大早趕

七點上來做維修工作，然後十二點要趕下山，其實在很多設備的維修上面，不是很

落實，那我的建議呢！就是說這一些維修廠商用在地化，就是在我們梨山這邊，也

有很多水電行，這個維修的工作室、公司也好，用我們在地梨山的，效率會比較高，

會比較直接，因為我去看了幾次，平地上來的，他看一看又要趕下去了，一下去問

題又還是沒有解決，我是建議說這些廠商，只要是在地合法的，我們就使用在地的

廠商。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我們會盡量配合，我們也希望能夠就近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代表林永富提： 

而且平地上來還要預約，還要等他們，那對於一些設備上的一些安全也是有他

的一個疑慮。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我們這邊會配合辦理。 

代表林永富提： 

我希望說我們梨山有這樣子一個資格，可以在地化，以上。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好，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羅代表請！ 

代表羅清輝提： 

羅清輝第二次發言，我再請教園長一下，因為在你的書面第四頁，括弧上你說

教保員的增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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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我們目前的話，就是有在做一個在職正式學位進修的話，有兩名，一位是達觀

分班老師在做研究所的進修，那另外一位老師，他目前是在進修臺中教育大學教師

職前學分班的進修，目前正式學位的是這兩位，其他的話，有一些私底下就是短期

的研習，他們都蠻積極在參加的。 

代表羅清輝提： 

我要知道的就是他們在學習的過程，因為我們的人本來就是滿編了，如果說一

出去不管是一個禮拜，或者是星期四、星期五，或者是那一個週間的時間，會不會

影響到教學？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會。 

代表羅清輝提： 

對嘛！所以你那個人是不是要多編一點？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我們希望這樣子，但是人事跟編制他有一定規定的辦理，這個部分我們會積極

的跟區公所或者是教育局那邊再研議，是不是能讓我們多編。 

代表羅清輝提： 

我拋這個問題就是在告訴你，要提醒一下，萬一真的因為你研習的增能，確實

對幼兒園的老師，是一個他在職進修，對小朋友也 OK的，但是沒有人的時候，他就

很辛苦了，雖然去念兩年的研究所，但是會很辛苦，可能在這個所裡面會很累，所

以我要拋出來的議題就在這裡。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謝謝代表。 

代表羅清輝提： 

如果是說把他周轉起來比較順暢，也會影響到小朋友，好不好？謝謝。 

幼兒園園長張雅卿說明： 

是，我們會來研議，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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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園長請回。請繼續下 

  一個議程。 

１３、討論提案 

  甲、區長提案 

      第 1案            類別：主計           編號：016 

      案  由：辦理核准動支本區 108年度第二預備金及其歸屬科目金額之調整， 

              編具動支數額表，敬請審議。  

      辦  法：108年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提請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審議。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主計說明。 

      主計主任黃美娟說明： 

          主席、副主席、宋秘書、各位代表、區長、蕭秘書，各主管大家早，主 

      計室報告，依據預算法第 70條，辦理本所自 108年 1月 1日至 11月 27日動 

      支的預備金，如我們的資料，總共動支了有 5 筆的部分，第一筆為產觀課動 

      支谷關立體停車場多功能休憩廣場改善工程等前置作業，動支金額為 85 萬 

      元。第二筆為清潔隊辦理福壽山轉運站廢棄物委外轉運動支 200 萬元。第三 

      筆為行政課辦理本所經管宿舍興建計畫可行性評估經費動支 9 萬 8 千元。建 

      設課動支依照臺中地方法院判決的工程款，訴訟費以及利息，動支的款項金 

      額為 75 萬 3,488 元。第五筆為建設課動支的項目為和平農村社區污水處理 

      廠，接管案中，因為有針對於台八線道路挖掘的損壞，恢復費用以及許可費， 

      那這邊第五筆動支的金額為 26萬 7,400元，所以截至 1月 1日至 11月 27日 

      止，動支的第二預備金共計 396萬 8,888元，以上主計室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這個案件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乙、代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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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53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產業道路(雪山段 7 及 7-1 地號)，因豪雨使該聯絡 

        道路野溪暴漲沖刷道路面致坑洞不平，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保全物之安 

        全，請協助鋪設水泥路面 25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水泥路面 25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 

        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54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產業道路(雪山段 459地號)，因豪雨使該聯絡道路 

        野溪暴漲沖刷道路面致坑洞不平，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請 

        協助鋪設水泥路面 20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水泥路面 20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 

        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55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達觀部落產業道路(育英巷底林芝廣、林梅雄等)，因豪雨使 

        該聯絡道路野溪暴漲沖刷道路面致坑洞不平，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保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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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安全，請協助鋪設水泥路面 35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水泥路面 35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 

        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56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竹林部落產業道路(羅秋香及張健壹等)，因豪雨使該聯絡道 

        路野溪暴漲沖刷道路面致坑洞不平，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請協助施作水溝 15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施作水溝 15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保全 

        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5 案       類別：民政         編號：會 157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每年辦理社區或部落籃球比賽活動，前因無場地可 

        供辦理籃球比賽活動，目前已由第三河川局協助鋪設水泥場地完成，現因 

        無籃球架設備及場地標線施作，仍無法讓居民運動增強體能，請協助施作， 

        以利社區居民有活動場所及辦理各式活動，增加居民凝聚向心，部落和諧 

        共融。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檢討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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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6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58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本區東崎路(牛欄坑至三叉坑、達觀安壁石至雪山坑部落士林壩前) 

              約 4000公尺道路坑洞不平且有多處下邊坡下陷，已影響車輛行車之 

              安全，請協助鋪設路面改善，確保居民行車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檢討施作。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４、臨時動議 

      第 7 案       類別：民政         編號：會 159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竹林部落籃球場施作已逾 20 餘年，歷經風雨吹襲其主 

              要支柱底部已鏽蝕嚴重，請協助改善補強重新塗刷防鏽漆，並施作 

              水泥加強包覆，確保居民活動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公所協助改善重新塗刷防鏽漆，並施作水泥加 

              強包覆，確保居民活動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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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8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0 

提案人：林吉財             附議人：陳志勇、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施作福壽山段 0137、0046 等地號之擋土牆。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9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1 

提案人：林吉財             附議人：陳志勇、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松茂段 191、192、204 及 205 地號之共同水泥路面。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0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2 

提案人：林吉財             附議人：陳志勇、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環山段 555 等地號之水泥路面約 200 米左右。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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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3 

      提案人：林吉財              附議人：陳志勇、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梨山段 99-1 等地號之水泥路面約 200 米左右。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 

      束。謝謝各位。 

１５、散 會（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7 日中午 10 時 50 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陳 志 勇 

                                               副主席 楊 淑 青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蘇 秀 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