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ABY KINDERGARTEN
上學/放學接送辦法
一、目的:
(一) 確保幼兒上下學之安全
(二) 維護校園內師生的安全
二、實施辦法:
◼ 上學時間：上午 7:20；放學時間：下午 4:00。
◼ 入學時：統一由延平路門口進入校區，7:20-7:30 統一在櫃檯等待，7:30 之後老師和寶貝進
共同保育教室。
◼ 放學時：統一於延平路門口接送，請由家長或指定委託之家人接送寶貝，最晚至 18:30 唷!
◼ 放學時間若非父母本人或指定委託接送人員，請家長事先來電告知或是通知班導師。
若未來電或告知園所的接送人員，須經櫃台撥電話向家長確認，才可接回孩子。
◼ 若有特殊活動必須更動上下學時間，園方將另發通知單告知，請家長務必配合。

交通車接送須知
◼ 有接送需求的寶貝，為了妥善路線的規劃，請在開學前事先提出。
◼ 服務範圍：以目前接送路線為主（可否接送以園所評估路線後決定）。
◼ 接送時間：早上 7 點 30 分、下午 4 點及 5 點從園所出發。
◼ 確定要坐車時，行政櫃台會讓家長知道預計到達時間，但依然會因為每天的路況不同，
可能會有 10~20 分鐘的誤差，請家長多多包涵
◎注意事項：
接送時，請家長親自帶寶貝給隨車老師，勿讓寶貝獨自等待
下午回家時，老師已經送到指定地點卻等無家長時，會先電話通知，倘若無法聯絡上家長，
再將寶貝帶回學校。
如果寶貝臨時不坐車，請家長在 3 點前通知學校。
收費標準：110 年 8 月起將調漲為單趟 1000 元、雙趟 2000 元、單次$80/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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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 KINDERGARTEN
作息
 每天固定 9:30 前享用上午點心，請於每天 8 點 30 以前到校，才有足夠時間用餐哦!
 每天都有 30 分鐘大肌肉練習和遊戲時間，以增強孩子的體能發展。
 每天中午 11:30-12:00 享用午餐，下午 3:30 前享用下午點心，而小、中、大班的午睡時間
為 12:30-14:00，幼幼班為 12:30-14:30。
 有需要在作息時間中途離園的寶貝，請務必提前告知該班導師或來電告知櫃台。

課後延長托育辦法
一、原由：因課後延長托育的需求人數及托育時間明顯增加，為安全起見必須依照教育部延托
規定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竹市公立幼兒園課後延長托育服務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三、實施內容：
(1)延長托育對象：園內有實際托育需求之幼生。
(2)延長托育時間/地點：下午 5:30-7:00 請至艾丁堡幼兒園接回。
四、收費方式說明：
(1)17：30-18：30 暫不收取費用。
(2)18：30-19：00 因需額外支應教師鐘點費，每次收取 100 元之延長托育費用。
19:00 以後，每半小時再加收$150 元
(3)本服務總節數依實際受託日數、時數計算，當天向行政櫃台簽名紀錄，並列計於
次月份月費中收取。
五、本計畫於公告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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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 KINDERGARTEN
菜單
 每日餐點均含全榖根莖類﹑豆魚肉蛋類﹑蔬菜類及水果類…等豐富營養的食物，因此
不提供糖果、餅乾…等食品為餐點內容。
 本園所使用的食材，皆由合作菜商當天早上直送到園所，若因應課程活動或食材變動，
園方有菜單變更之權利。
 食材調味上少鹽、少油，完全沒有味精，對菜單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園所。
 每個月月初會有當月慶生會，園所會提供健康無奶油之蛋糕或西點，因此家長勿再攜帶
其他慶生食品來園，謝謝配合!

服裝儀容須知
 請讓寶貝穿著簡單、舒適、便於活動的衣褲，使寶貝易於穿脫。
 請配合園方上課活動的需要，戶外教學與每週四統一穿著學校運動服。
 請幫寶貝在衣物上寫下或繡上寶貝的姓名，以易於辨認。
 只要天氣許可，每天都會有戶外活動時間，請特別注意衣服不要有繩子或尖銳裝飾物。
 鞋子以運動鞋和包鞋為主，跟鞋、涼鞋、拖鞋類都不適合。

親師聯絡方式
 家長若有事情需要與本校老師或行政人員會談，請務必事先預約時間，免得影響老師上課
或因行政人員會議進行而造成等候與彼此的不便。
 有需要聯絡該班導師的，每天中午 1 點至 2 點或下午 4 點至 5 點致電到學校(03-5221204)。
 為了讓老師休息以良好精神提供更好的保育和教學，請避免下班後利用通訊軟體聯絡老師，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3

I-Share ～ 愛。分享

I-BABY KINDERGARTEN
註冊/月費
◼ 上學期
●第一次：11/20 月費單裡會有通知繳交$10000
●第二次：12/20 月費單裡會有通知繳交$16800(小、中、大班)、$16500(幼幼班)
◼ 下學期
●第一次：5/20 月費單裡會有通知繳交$10000
●第二次：6/20 月費單裡會有通知繳交$16800(小、中、大班)、$16500(幼幼班)
● 大、中班 每月月費 10500 元/ 小班每月月費 12000 元(109 年 10 月以後為 10500 元)
幼幼班 每月月費 13000 元。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公告日期 1100101
收費期間：第一學期 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1 月 31 日
第二學期 110 年 2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0 日
五歲幼兒免學費補助於政府撥款後月費扣還 15,000
弱勢加額補助於補助款撥款後實發現金
學費 -------------------- $15,000 〈大.中.小班註冊費〉/ $15,000〈幼幼班註冊費〉
雜費 -------------------- $14,000 〈大.中.小班註冊費〉/ $11,500〈幼幼班註冊費〉
註冊費 核定大.中.小班 應收 ------------ $29,000
幼幼班

應收 ------------ $26,500

材料費 ------------------------------- 〈月費〉
活動費 ------------------------------- 〈月費〉
午餐費 ------------------------------- 〈月費〉
點心費 ------------------------------- 〈月費〉
月費 核定大.中班 每月應收 --------------$10500 / 小班 每月應收 ------------- $12000
幼幼班 每月應收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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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109 年 9 月 1 日-110 年 1 月 31 日/第二學期 110 年 2 月 1 日-110 年 6 月 31 日

代
辦
費

幼幼班

收費期間

全日班

小計

全日班

小計

學費

學期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雜費

學期

11,500

11,500

11,500

11,500

材料費

月

2,000

10,000

2,000

10,000

活動費

月

8,700

43,500

8,700

43,500

午餐費

月

1,000

5,000

1,000

5,000

點心費

月

1,300

6,500

1,300

6,500

全學期總收費
交通費

代
辦
費

費

91,500

單趟

800

800

雙趟

1,500

1,500

收費期間

全日班

小計

全日班

小計

學費

學期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雜費

學期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材料費

月

4,100

20,500

4,100

20,500

活動費

月

5,600

28,000

5,600

28,000

午餐費

月

1,000

5,000

1,000

5,000

點心費

月

1,300

6,500

1,300

6,500

交通費

辦

91,500

小班

全學期總收費

代

總計

89,000

總計

89,000

單趟

800

800

雙趟

1,500

1,500

中大班

收費期間

全日班

小計

全日班

小計

學費

學期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雜費

學期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材料費

月

4,400

22,000

4,400

22,000

活動費

月

3,800

19,000

3,800

19,000

午餐費

月

1,000

5,000

1,000

5,000

點心費

月

1,300

6,500

1,300

6,500

全學期總收費
交通費

總計

81,500

81,500

單趟

800

800

雙趟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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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 KINDERGARTEN
繳費
◼ 學費、雜費：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收取全額費用。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收取三分之二。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收取三分之一。
 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寶貝就讀月數收取費用；以月為收費期間者，自入園
當月收取費用，其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就讀日數收取費用。

退費
◼ 學費、雜費：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新竹市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規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下稱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停辦復辦及其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設立於新竹市
(以下稱本市)之公立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
第三條 幼兒園收費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保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幼兒園教保及人事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幼兒園務、行政業務、教保活動間接相關，設施或設備所需之費用；
私立幼兒園得用以支付土地或建築物租賃費，或其他庶務人員之人事費用
三、代辦費：指幼兒園代為辦理幼兒相關事務之下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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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費：輔助教學所需之圖書(含繪本)、教學素材、文具用品、相關設施及設備
維護等費用。
(二)活動費：配合教學活動及教保活動間接相關之設施或設備所需費用。
(三)午餐費：午餐食材、廚(餐)具及燃料費等。
(四)點心費：每日上、下午點心之食材、廚(餐)具及燃料費等。
(五)交通費：幼童專用車之燃料費、保養修繕、保險及規費等。
(六)課後延托費：學期教保服務起訖日期間辦理平日課後延托服務，相關人員加班
鐘點費及行政支出 等。
(七)保險費：幼兒團體保險規費。
(八)家長會費：幼兒園家長會行政及業務等庶務費用。
(九)其他：除本款第一至八目所定項目外，幼兒園於教保事務所需之代購等費用，
應以書面通知父母 或監護人同意後，始得收取該費用。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辦理寒暑假收托服務，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目及第四目所定
收費項目及收費額度，按月數收取費用；教保服務人員於工時以外提供服務者，其鐘點
費等相關規定，由新竹市政府(下稱本府) 另定之。
幼兒園應依前二項所定項目收取費用，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收費項目；且不得向家長收
取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第一項第三款第九目所定項目，應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
參加，幼兒園不得強制要求。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各收費項目應收取費用之基準如附表。私立幼兒園應依前條所定收費項
自訂次學年度之收費數額，並於每年六 月三十日前報本府備查。幼兒園應於招生
相關資訊中，載明收退費基準、減免收費規定，並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內將相關
規定以書面告知家長並上傳至教育部全國教保資訊網中。
第五條 幼兒中途入園，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收取全額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收取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收取三分之一。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收取費用。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數收取費用；以月為收費期間者，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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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當月收取費用，其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就讀日數收取費用
第六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離園者，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數退還。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等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按就讀月數退費；以月為收費期間者，按離園當月就
讀日數退費. 已製成成品者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幼兒園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
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第七條 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達教保活動日數連續五日以上者，應
以就讀日數退還請假週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
之課後延托費得準用之。因法定傳染病或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達七日(含
例假日) 以上者，應以就讀日數退還停課週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
予退費；以次數計費之課後延托費得準用之。
第八條 農曆春節連續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應以就讀日數退還停課週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
交通燃料費，且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須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
之課後延托費得準用之。幼兒園於例假日辦理全園性親子活動，得依規定補假，該休假
日不予退點心費、午餐費(惟活動當日不提供者，不在此列)。
第九條 幼兒園應於收費規定、繳費收據，註記收退費基準、幼兒實際入園日及全學期教保服務
起迄日，並由園方、家長各收執一份。
第十條 幼兒園各項經費收支保管及運用，應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專帳處理，並依
規定年限保存收支憑證。私立幼兒園會計帳簿與憑證之管理，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幼兒園有以超過向本府備查之數額及項目，向幼兒家長收費之情事者，除依法處罰外，
應立即退費。
第十二條 本辦法施行後，尚未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改制為幼兒園之托兒所、幼稚園，
仍依原收、退費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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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 KINDERGARTEN
請假/春節退費與活動收費規則
◼ 寶貝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達教保活動日數連續五日以上者，
應以就讀日數退還請假週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以次數
計費之課後延托費得準用之。
◼ 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連續達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者，應以
就讀日數退還停課週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
之課後延托費得準用之。
◼ 農曆春節連續達五日(含例假日)以上，應以就讀日數，退還停課週間之點心費、午餐費
及交通費，且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須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以次數計費之
課後延托費得準用之。
◼ 5/1 為勞動節，幼兒園老師適合勞動基準法的部分，因此，當天放假一天並不予退費。
◼ 校方於非教保時間辦理親子活動或成果發表活動，將向家長酌收活動費用，以供應人事
行政、場地租借、道具服裝代購…等支出費用。

費用繳款事宜
◼ 請先確定收費袋標示的金額是否正確，如有錯誤立刻告知行政櫃檯或班導師。
◼ 現金繳交：親臨行政櫃檯或是放置繳費袋裡後，以口頭或 APP 系統告知班級老師。
◼ 轉帳：如需轉帳繳費的家長，可以至 APP 校園訊息觀看帳號，轉帳後請留言以下內容
1.轉帳日期 2.帳號末五碼 3.轉帳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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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 KINDERGARTEN
保健及請假事宜
1.寶貝有下列不適狀況，請務必讓他在家裡休息並妥善照料，勿讓他來園上課，以免相互傳染之虞。
 發燒、嘔吐、拉肚子、咳嗽、感冒、腸病毒、水痘、腮腺炎或結膜炎…等。
2.寶貝疾病較輕微或痊癒後上學，請特別告知老師有關藥物、飲食、衣著等事項並至校園 APP 裡
詳細填寫「託藥單」。
3.若寶貝在園時，有臨時症狀或是體溫達到 38 度時，我們將通知您帶回家看診或休息。
4.若寶貝在園所發生嚴重的意外事件，我們將立即送他就醫，並儘快通知您。
5.寶貝因病或因事請假時，請您當面或電話通知園所辦理請假:
 請家長事先或當天確實通知要請假的時間和天數。
 當月請假天數已達到退費標準，會在下個月的月費中扣除/如無請假動作，將無法退費。

幼兒疾病及託藥辦法
目的：
〈一〉降低幼兒交互感染的機會
〈二〉確保幼兒用藥之安全
〈三〉託藥以醫師處方藥為限
1.幼兒感染疾病，請視情況在家中休息，以減少交互感染之機會。
2.感染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流感、登革熱...〉請依規定休息 5-7 天。
3.幼兒如需服藥請於藥單註明幼兒姓名、服藥時間、用量、用藥方式...老師會在聯絡簿內登錄服藥
時間。
4.若幼兒在園內發生意外受傷時，園方將依流程立即送醫並通知家長。
5.幼兒因病或特殊事故未能來園上課，請事先告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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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 KINDERGARTEN
疾病群聚傳染之應變機制
◼ 共同落實『生病不上學(班)』原則：
如果發現幼兒有發燒或傳染疾病等症狀，請務必就醫後讓他留在家裡休息，並回報園方就醫確
診情況。
◼ 入園確實『消毒量測』措施：
入園落實雙手消毒、量測體溫及張口目測上顎等措施，如發現體溫過高(發燒)、上顎出現紅點(腸
病毒)等症狀，我們將請孩子進入辦公室隔離休息，並打電話請家長帶回就診後告知園方，以利
後續防疫處置及回報。
◼ 杜絕周遭『交叉傳染』途徑：
共同居住的家人如有罹患相關傳染疾病，請務必告知學校提早啟動防疫機制，並建議落實在家
自主隔離觀察，以避免群聚傳染發生。
◼ 病癒銷假『觀察恢復』情況：若孩子的病症較輕微或病癒銷假上學，請務必交代老師有關飲食、
衣著及用藥…等應注意事項。
◼ 學校為團體的生活環境，請家長務必配合，以降低交叉感染的機會，共同維護幼兒身體健康。

寶貝須準備物品
◼ 請 為 寶 貝 準 備 下 列 物 品 ： 每樣物品，請都寫上名字


盥洗用具（牙刷、漱口杯）。



備用衣服（幼兒於戶外課程後，流汗、弄髒、尿濕時更換）。



枕頭、棉被（每 2 週備妥帶回家清洗，請於隔週一攜回園所，確保衛生）。



二包衛生紙、濕紙巾一包，用完時再補上。



防蚊液、口罩、尿布（幼幼班）。



戶口名簿和預防接種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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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are ～ 愛。分享

I-BABY KINDERGARTEN
APP 相關
◼ 班導師每天會在 APP 上發佈聯絡簿，請每天務必閱讀內容。
◼ 每學期初和期末會量測寶貝的身高體重，並記錄在健檢紀錄中。
◼ 每週菜單、學期行事曆、相關公告…等會發佈在校園訊息或行動問卷，請家長詳細閱讀並點閱。
◼ 託藥單請務必提前填寫，每天早上九點老師會觀看餵藥單，依照餵藥內容幫寶貝餵藥，如當天
早上看完醫生才入園，請一定要告知老師寶貝當天的用藥細節。
◼ 每週上傳一次活動花絮照片，提供家長下載留檔，等到畢業後將進行帳號轉移與刪除，因此請
養成固定下載照片的習慣喔~

其他注意事項
◼ 平時會不定時發放相關補充資料回家，請家長陪寶貝閱讀後，簽名帶回交給老師。
◼ 定期會讓寶貝帶牙刷、刷牙杯、圍兜、室內鞋回去清洗，每兩週也會讓寶貝帶棉被回去，
請家長務必確實幫寶貝清潔或清洗，維護寶貝健康，並於週一讓寶貝帶回學校使用。
◼ 每學年度開學前，園方有因應班級、師資異動、各方面的考量進行班導師更動的權利。
◼ 請勿讓寶貝帶貴重或危險的零用錢、玩具、吊飾…等物品入園。
◼ 寶貝帶回家之任何作品，請予以珍惜並鼓勵，不取笑或漠視，兄姐批評也要避免，也勿在
孩子面前批評園方或老師，有問題請直接與園方或老師溝通喔~
◼ 請家長讓孩子養成『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的自理能力與習慣，一起幫助孩子成長。
◼ 園所之監視器，因保障孩童與老師之隱私權，不開放家長調閱觀看，僅供錄製建檔備用。
◼ 家長聯絡電話或住址如有變更，請務必告知園方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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