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簡介

 
 

檯  



  
 

 

 

  
 

 

  
臺  

臺  













 





 















   
     

  

 
 
 

三

 
 
 

 













19

「幼兒園好好玩」統整教學影片發表會暨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 目的： 

(一) 透過幼兒園統整教學活動影片宣導教學正常化，讓幼兒能適齡適性的均衡發展。 

(二) 引領幼兒園以幼兒為主體，營造關愛、健康及安全的學習環境。

二、 委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三、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2019幼兒園統整教學影片發表會】

時間：108年 4月 13日(星期六) 8時 20分至 17時 30分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B1視聽室(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號)

(二) 【2019幼兒園統整教學影片推廣工作坊】

1. 時間：108年 4月 14日(星期日) 8時 30分至 17時

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民生校區)

2. 時間：108年 4月 28日(星期日) 8時 30分至 17時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3. 時間：108年 5月 5日(星期日) 8時 30分至 17時

地點：信誼知新劇場(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51號)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四、 參加對象： 

(一) 幼兒園園長/主任/教師/教保員 

(二) 大專院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之教授/研究生/師資生

五、 報名方式：自 108年 3月 4日至 108年 3月 31日止 

(一) 教師請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1. 「幼兒統整教學影片發表會」課程代碼：2580128

2. 「幼兒統整教學影片推廣工作坊」：

(1) 4/14台中場(A、B組)-課程代碼：2580149

(2) 4/28台南場(C、D組)-課程代碼：258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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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5台北場(E、F組)-課程代碼：2580190

(二) 大專院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之教授/研究生/師資生請於 BeClass網站報名。

1. 「幼兒統整教學影片發表會」報名網址：https: //goo. gl /Bi2 dcE

2. 「幼兒統整教學影片推廣工作坊」：

(1) 4/14台中場(A、B組)-報名網址：ht tps:// go o .gl/rC srsC

(2) 4/28台南場(C、D組)-報名網址：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c J S v w 1

(3) 5/05台北場(E、F組)-報名網址：ht tps:// go o .gl/hW nW9p

(三) 課程開始前 5-10天，主辦單位將發送課前通知信到您的 email，若無收到通知信請主

動與承辦人聯繫。

六、 錄取名額及原則： 

(一) 錄取名額：影片發表會 250名，推廣工作坊上午 200名，下午實作課程每班 50名。

(二) 錄取原則

1. 各縣市之幼兒園園長/主任/教師/教保員等實務工作者。

2. 有參與輔導計畫之輔導人員及幼兒園。

3. 大專院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之教授/研究生/師資生。

4. 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如報名人數超出錄取名額，同一縣(市)以不超過 10人為原則，

主辦單位依照上列原則保有最後錄取決定權。

七、 幼兒園統整教學影片發表會流程： 

時間 
108年 4月 13日(星期六)  

臺北市立美術館 B1視聽室(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181號) 

08:20~08:50 報到 

08:50~08:55 主持人開場 

08:55~09:00 播放「孩子自主，遊戲為本」廣告帶 

09:00~09:05 貴賓致詞(教育部長官) 

09:05~09:15 影片首映：木工坊｜玩中學 做中思 

09:15~09:25 回應人：黃哲恩主任、林佩蓉教授、王亞維教授、鍾宜杰老師 

09:25~09:30 大合照 

09:30~09:40 休息 

09:40~10:50 

影片首映及映後座談 

「木工坊｜玩中學 做中思」、「彈珠檯｜小玩家 大設計」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小附設幼兒園黃哲恩主任、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練雅婷主任】

https://goo.gl/Bi2dcE
https://goo.gl/rCsrsC
https://goo.gl/cJSvw1
https://goo.gl/hWnW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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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休息 

11:00~12:20 

影片首映及映後座談 

「單位積木｜工程師 夢想家」、「小木片積木｜建築師 創意家」 

【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實驗幼兒園劉幸玫老師、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曹玉滿園長、郭

怡吟老師、莊凱雯老師】

12:20~13:30 午餐時間(敬請自理) 

13:30~14:50 

影片首映及映後座談 

「運動公園行｜社區是教室」、「戶外遊戲｜處處是學習」 

【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林鈺芳老師、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陳華堯執行長】 

14:50~15:00 休息 

15:00~16:50 

影片首映及映後座談 

「小小劇場｜演出自在童年」、「陀螺轉｜創意組構 玩科學」、 

「學料理｜小廚師 生活家」 

【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鄭世儀園長、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林源娥老師、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林滋貴園長、洪昕妤老師】 

16:50~17:00 休息 

17:00~17:30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大學林佩蓉教授】 

八、 幼兒園影片推廣工作坊流程： 

時間 
108年 4月 14日(星期日)  

A、B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號-民生校區)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影片介紹及討論：運動公園行｜社區是教室 
【臺北市私立經國三民非營利幼兒園林鈺芳老師】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影片介紹及討論：彈珠檯｜小玩家 大設計 

【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練雅婷主任】 

10:50~11:00 休息 

11:00~11:50 
影片介紹及討論：學料理｜小廚師 生活家  

【基隆市立過港幼兒園林滋貴園長、洪昕妤老師】 

11:50~13:30 午餐時間(敬請自理) 

13:30~16:30 

實作工作坊 

A組(50人)-彈珠檯(需自備材料) 

【練雅婷主任】 

B組(50人)-料理好好玩(材料費 100元) 

【林滋貴園長】 

16:30~16:4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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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7:00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大學林佩蓉教授】 

時間 
108年 4月 28日(星期日) 

C、D組：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影片介紹及討論：戶外遊戲｜處處是學習 
【基隆市私立幼幼幼兒園陳華堯執行長】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影片介紹及討論：小木片積木｜建築師 創意家 

【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曹玉滿園長、郭怡吟老師、莊凱雯老師】 

10:50~11:00 休息 

11:00~11:50 
影片介紹及討論：單位積木｜工程師 夢想家 

【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實驗幼兒園劉幸玫老師】 

11:50~13:30 午餐時間(敬請自理) 

13:30~16:30 

實作工作坊 

C組(50人)-鬆散素材(需自備材料) 

【陳華堯執行長】 

D組(50人)-動畫體驗(需自備材料) 

【劉幸玫老師】 

16:30~16:40 休息 

16:40~17:00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大學林佩蓉教授】 

時間 

108年 5月 5日(星期日)  

E、F組：信誼知新劇場(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 51號)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08:30~09:00 報到地點：信誼知新劇場 

09:00~09:50 影片介紹及討論：小小劇場｜演出自在童年 
【社團法人臺北市親子成長協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成長幼兒園鄭世儀園長】 

09:50~10:00 休息 

10:00~10:50 
影片介紹及討論：陀螺轉｜創意組構 玩科學 

【臺北市新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林源娥老師】 

10:50~11:00 休息 

11:00~11:50 
影片介紹及討論：木工坊｜玩中學 做中思 

【宜蘭縣大同鄉寒溪國小附設幼兒園黃哲恩主任】 

11:50~13:30 午餐時間(敬請自理) 

13:30~16:30 實作工作坊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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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組(50人)-木作小馬(材料費 100元) 

【黃哲恩主任】 

F組(50人)-戲劇體驗(材料費 50元) 

【鄭世儀園長】 

16:30~16:40 休息 

16:40~17:00 
綜合座談 

【臺北市立大學林佩蓉教授】 

九、 注意事項： 

(一) 響應環保，請與會者自備環保杯。 

(二) 依當日簽到表，核予實際參與之研習時數。

(三) 各組工作坊需自備材料及費用如下：

A 組(彈珠檯)：請自備紙盒(需 A4以上尺寸，且盒高不超過 10公分)、大頭釘。

B 組(料理)：材料費 100元(暫定，以實際評估後酌收材料費)，請於下午工作坊報到

櫃台繳交。

C 組(鬆散素材)：

1.請每位學員自行攜帶三至五樣素材至研習會場。如：大小紙箱、大小種子、果實、

大小樹葉、冰棒棍、大小水管、寶特瓶、樹枝、木塊、木棍、鍋碗瓢盆、木塞、

紙捲、吸管等素材。另請將每樣物品需在家清洗乾淨，在研習會場以一籃一籃方

式整齊排放。

2.建議攜帶在地特色之素材：例如：牡蠣殼、稻殼、稻草等。

3.物品需確認無異味、無稜角及無生鏽，以確保孩子在玩的過程中安全無虞。（如：

鐵瓶蓋放置在角落，要經常檢查是否有生鏽）

4.以四人到六人一組為單位，每一組頇帶一台相機/手機(自備)與一台筆記型電腦

(有筆電者，請帶至研習會場備用)

D 組(動畫體驗)： 

1. 上課前於手機內下載「定格動畫工作室」APP。

2.可發展故事的公仔或小玩具(3-5件)、色筆、剪刀、美工刀

E 組(小木馬)：材料費 100元(暫定，以實際評估後酌收材料費)，請於下午工作坊報

到櫃台繳交。 

F 組(戲劇)： 

1.材料費 50元(暫定，以實際評估後酌收材料費)，請於下午工作坊報到櫃台繳交。

2.穿著不用華麗，可能會彩妝與弄髒。

3. 學員要準備上場演戲軋一角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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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NOTE







工作人員 

導演/攝影：鍾宜杰 

攝影：林佑恩    

編企：陳宣諭 

剪輯：鍾宜杰    

配樂：白仕安 

研究計畫單位 

計畫主持人：林佩蓉 副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共同主持人：王亞維 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研究助理：高譽庭 

 

工作人員 

導演/攝影：鍾宜杰 

攝影：林佑恩    編企：陳宣諭 

剪輯：鍾宜杰    配樂：白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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