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 

第二屆第四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3年12月19日（星期五）15時00分          記錄：黃軒盈 

貳、開會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局長坤皇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案由 決議事項 截至目前辦理情形 

列

管

與

否 

1 有關本市托育

相關政策提供

以下建議： 

(一)建議增設

公 設 民 營

托 嬰 中

心，以解決

保 母 數 不

足問題。 

(二)同住者亦

可 能 成 為

照顧者，且

考 量 保 母

不 需 換

證，建議鼓

(一)本局設立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係考量該地區

之立案托嬰中心及保

母數與送托幼兒數之

收托比及衡量托育資

源，作為設立托嬰中心

之依據。 

(二)共同居住者參加相關

研習課程部分，本局將

納入保母考核指標研

議加分項目。 

(三)另依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

法之規定，居家服務登

記證有效期間為 6年。 

(一)本市因應幅員廣大、

私立托嬰中心家數多

等特性，托育服務採

多元模式： 

1.平價托育服務：結合

現有 87家立案托嬰中

心和 2,655位社區保母

系統保母，全國首創開

辦育兒支持－平價托育

服務實施計畫。針對符

合設籍條件，將其未滿

二歲幼兒送托本市協力

保母或協力托嬰中心照

顧之家長，增加提供每

月 2,000元到 3,000元

之平價托育費用補助，

一年約有 7千多名幼兒

受惠。 

解

除

列

管

。 



勵 同 住 者

一 同 參 加

相 關 研 習

課程，以增

進 托 育 品

質。 

2.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本市目前已開辦大

鵬(西屯)、沙鹿、豐原

及太平四家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可收托 105名

0-2歲嬰幼兒，104年預

計於坪林再開辦一家公

設民營托嬰中心，可增

加收托 30名 0-2歲嬰幼

兒。 

(2)未來規劃優先於符

合以下條件之行政區設

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A.目前尚無托嬰中心之

行政區。 

B.可收托比較低(托嬰

中心及社區保母系統保

母合計可收托數與該區

0-2歲幼兒數之比例)之

行政區。 

C.0-2歲幼兒人口數達

1,000人以上之行政區。 

(3)目前符合上述條件

之優先設置區為后里

區、大雅區、神岡區、

烏日區。 

(二) 103.06.30修訂本

市社區系統保母考

核指標，將「協同托

育人員照顧幼兒

者，參與有關幼兒照

顧養育相關課程(當

年度至少參加 8小

時)，增進養育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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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加分項目。 

(三)目前本市截至 12月

1日起核發登記證書

共 2688紙，登記證

書有效期限為 6

年。托育人員依據

103年度「社區保母

系統托育人員在職

研習訓練初階及進

階課程」實施計畫每

年須完成在職訓練

18小時，並依居家

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登記及管理辦法辦

理證書有效期屆滿

換發事宜。 

2 
有關系統內親

屬保母數不斷

攀升致影響一

般保母例行訪

視輔導案，提請

討論。 

一、本案已多次向中央反應

分流管理一般保母與

親屬保母，惟中央限於

經費不足尚無法比照

辦理，請各系統於今年

12 月全國聯繫會報中

再次提出反應，本局亦

將於相關會議中持續

反應現行困難與分流

之必要，並建議併育兒

津貼辦理。 

二、另為降低訪員訪視量，

本局將於 103 年度增

設 2～3 個新系統或於

現行系統中多配置工

一、衛生福利部已於托育

費用補助第二期計畫

中研議將親屬托育費

用補助併育兒津貼辦

理，惟確切時程仍需

視育兒津貼經費爭取

狀況而定。 

二、第七區社區保母系統

業於 103/10/21決

標。 

解

除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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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減少每位訪員

案件量，提升訪視與服

務品質。 

(二)103年 5至 10月成果報告：洽悉。(如會議手冊第 4至 55頁) 

 

柒、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家長代表廖委員宏維  

案由：有鑑加入社區保母系統內「親屬保母」人數日漸增高，雖屬僅能照顧

三等親內小孩，並申請托育補助。專業性與一般保母差異性太大，影

響新進保母與現有協力保母權利。 

說明： 

1.各社區「親屬保母」於各社區保母系統內，實屬與協力保母分流管理，

社會「實質認定」上，會加入各社區系統當「親屬保母」而托育三等

親內小孩主要還是:申請政府托育補助津貼與社會事件媒體宣染，造

成家長恐懼心理層面，民心變向不相信「各社區協力保母」托育，造

成近兩年中市「親屬保母」人數節節升高，確也造成各社區保母系統

內，督導及視訪員於訪視時間排程上，每月身心極大極限。 

2.如何與媒體合作，拍攝或各網路平台上強化宣導，建構出友善托育環

境，讓「更多家長」全心相信而選擇。將下一代學齡前教育，托育於

各社區協力保母內，給真正願意全心付出生命來照護下一代之協力保

母機會，同時協力保母也是當各位家長貴人，未來小孩於學齡期進入

幼兒園，適應上也較易進入群體生活。這樣，中市平價托育每月三千

元補助、或許才真正落實於托育品質上，共創政府、保母、家長三贏。

謝謝。 

辦法： 

1.強化「親屬保母」在培訓上與管理，各社區系統督導上，加強托育管

理制度，包括建立退場機制。 



2.增加「各社區新進協力保母」人數與「親屬保母」人數間分流管理上

制衡。建請各委員共同討論，謝謝各位委員。 

社會局研處意見： 

(一)現況分析 

  截至本市十月統計，社區保母系統內保母共計 5360人，其中親

屬保母有 2538人，約佔系統保母 48%。各區保母在職比率平均

95%，本市單月托兒總人數計有 7855 人，每月增加新收托幼兒

近 500人，而 5至 10月新增保母共計 766人，托育人力供不應

求。 

(二)分流管理 

1. 有關訪視輔導員人力部分，訪視輔導員與一般保母配置比例

為 1:70，與親屬保母配置比例為 1:200。104 年本局額外配置

各社區保母系統兩名人力，降低訪視輔導員案量，以進行有效

輔導托育人員。 

2. 管理及訪視密度部份，親屬保母採低度管理。一般保母開始

托育行為則有初訪及例行訪視，親屬保母則進行初訪及每年一

次訪視。一般保母托育空間須符合環境安全檢核 40項標準，至

於親屬保母則在初次訪視時告知環境標準以達安全事項提醒之

目的。 

3. 有關培訓部分，擔任托育人員門檻相同，須有證照或相關科

系或參加 126 小時專業訓練並考試合格方能取得資格。但在職

訓練課程部分，一般保母每年須參加 18小時研習並配合必選修

規定，親屬保母研習時數則自 103 年 8 小時調整為 104 年依其

意願參加。 

(二)未來策進作為 

1.本局將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方向及本市托育需求現況，持續擴

增一般托育人員登記的服務能量，提升民眾使用托育服務之便

利性。    

2.有關親屬保母管理，衛生福利部於建構托育管理制度二期實施

計畫草案重點分述如下：「 

  (1)親屬托育費用補助與一般托育費用補助及居家式托育服務

登記管理制度脫勾處理，並配合『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規劃期程朝普及式兒童津貼方向研議整合，屆時倘未能併入育

兒津貼辦理，將持續辦理直至與育兒津貼銜接為止。 

  (2)親屬托育費用補助與『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完成整合

後將不再辦理，並配合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制度回歸一般托育

費用補助，即家長送托登記托育人員並符合補助條件與相關資



格者，始得申請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有關協力托嬰中心資格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臺中市私立小熊多元智慧上安托嬰中心經本局 103年 4月 8日查核結

果，於 103年 1到 3月有違反協力標準之超收費用情形。 

2.依照「臺中市育兒支持－平價托育服務實施計畫」規定略以「協力托

嬰中心擅自調高收費總額、改變原收托條件或另立名目向家長收取非

必要之費用，經查證屬實者，當年度如欲繼續參與協力托嬰中心，應

調回最近一次為協力托嬰中心時函報本局核備之收費額度及收托條

件，並應退還家長相關差額(須檢附家長領據等相關佐證資料)；其自

次年起連續二年不得申請為協力托嬰中心」。 

3.托嬰中心經退費家長合計約 19萬元，並函文表示為行政疏失，希望

不受次(104)年度起不得申請為協力托嬰中心之限制(附錄一)，本局

函復將提委員會審議(附錄二)。 

4.104年之修正計畫針對違反收費標準之協力托嬰中心退場機制，擬修

正為「當年度如欲繼續參與協力托嬰中心，應調回最近一次為協力托

嬰中心時函報本局核備之收費額度及收托條件，並應退還家長相關差

額(須檢附家長領據等相關佐證資料)，且須繳交超收金額一定比例之

違約金予本局，經本局同意後始得恢復協力資格」。 

辦法： 

1.考量該中心雖因故違反協力收費標準，惟已完成退費及更正，參與協

力對本市推動平價托育服務亦有貢獻，故擬不因此案限制其 104年參

與協力托嬰中心之資格。 

2.為提高平價托育服務之供給量，104年起擬將計畫修正為「違反收費

標準之協力托嬰中心，當年度如欲繼續參與協力托嬰中心，應調回最



近一次為協力托嬰中心時函報本局核備之收費額度及收托條件，並應

退還家長相關差額(須檢附家長領據等相關佐證資料)，且須繳交超收

金額一定比例之違約金予本局，經本局同意後始得恢復協力資格」。 

決議： 

1.本案以調回最近一次為協力托嬰中心時函報社會局核備之收費額度

及收托條件，並退還家長相關差額(須檢附家長領據等相關佐證資

料)，且須繳交超收金額百分之二十之違約金予社會局，經社會局同

意後始得恢復協力資格。 

2.爾後違反協力收費標準之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責任、資格及相關退

場機制，則納入研議修正 104年度「臺中市育兒支持－平價托育服務

實施計畫」時併同提案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有關協力保母及協力托嬰中心收費調整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經部分協力之舊保母及舊托嬰中心反映「其 101年 12月 31日以前的

收費偏低，維持原收費參與協力對其不公，希望可比照新立案之托嬰

中心(1,3000元)或新加入之保母(依各區公告值)的收費上限來參與

協力」。 

2.每月平均收費低於 1萬 3,000元之協力托嬰中心名冊及社區保母系統

收費低於各區公告值之舊保母名冊分別如附件六、附件七。 

辦法： 

1.針對原收費低於 13,000元的舊托嬰中心及原收費低於該區公告值之

舊保母，倘符合指標，擬於 104年起分別酌予讓托嬰中心可調整上限

至 13,000元或讓保母可調整上限至該區公告值。 

2.指標草擬如下(三者皆須符合)： 

(1)評鑑(含複評)或考核(含複考核)成績達甲等以上。 



(2)協力期間無收費調漲情事。 

(3)協力期間無相關收托違規紀錄經本局裁罰者。 

3.附件六及附件七名冊經初步審核指標之結果如右欄之「初步建議」，

爾後發現有漏列之舊保母(101年 12月 31日以前加入系統收托幼兒

者)個案亦比照此原則辦理。 

決議：本案撤案。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有關托育人員行為違法或不當可否登記，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以書面駁回其申請；

已領取托育服務登記證書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返還，屆期仍未返

還者，主管機關廢止其托育服務登記並公告註銷其服務登記證書。 

2.經查本市托育人員違反上述條例者，本局擬招集 2至 3名委員(含律

師)成立危機小組並請家防中心與會，共同研議危機案件。 

3.危機小組決議不適任托育人員名單及案例，本局將提請管委會備查。 

辦法： 

1.擬於案件發生後 15日內啟動危機小組，決議不適任托育人員名單。  

2.決議不適任托育人員名單後，本局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

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駁回其申請或廢止登記。 

決議： 

1.經查本市托育人員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者，社會局於案件發生後 15日內召

集 3至 6名委員(含律師)成立危機小組並請家防中心與會，共同研議

危機案件。 

2.危機小組成員由該屆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委員擔任，其中一位須為律

師；每次召集時重新提名 3至 6名委員，成員由社會局遴選。 



3.決議不適任托育人員名單後，社會局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駁回其申請

或廢止登記。 

 

提案五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有關托育人員登記資格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三、有本法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

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敘明理

由，以書面駁回其申請；已領取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主管機關應限期

命其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主管機關廢止其托育服務登記並公告註銷

其服務登記證書。 

2.為維護兒童利益，考量幼兒送托安全性及托育人員登記資格，彙整本

市各區社區保母系統 101-103年高危機托育人員名冊及危機案件說

明(附件八、九)，提請討論。 

辦法：托育人員倘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擬以書面駁回其申請或命其停止服務，並依規定廢止其登

記。 

決議： 

1.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陳保母：原則同意廢止登記，請系統及社會局提

出爭議事證，以請示衛福部作為准駁依據。 

2.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吳保母：予以登記，請社區保母系統持續關懷其

身心情況。 

3.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顏保母：該保母未申請登記，不列入討論。 

4.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蔡保母：請社區保母系統搜集進一步詳細事證再

提案討論。  



5.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盧保母：該保母有意願提出申請，請系統及社會

局提出爭議事證，以請示衛福部作為准駁依據。 

6.第四區社區保母系統楊保母：請系統及社會局提出爭議事證，以請示

衛福部作為准駁依據。 

 

提案六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有關托育人員登記制稽查流程及稽查表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登記及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及「臺中市政府處理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托育人員從事居家式托育收托 3

親等以外之兒童者，應向縣市政府登記始可為之，違者將限期改善及

處罰。為辦理相關業務本局研擬已登記、未登記稽查流程及稽查表。

依據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違反環境安全檢核及本法第四條、第五條及

第七條規定者應限期改善並加強訪視。 

辦法： 

1.社區保母系統對於托育人員應以輔導為主，以提升托育服務品質及確

保幼兒安全為主要目的，經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將進行稽查、限期改善

並加強輔導、裁罰。 

2.有關稽查原則說明如下： 

(1)兒虐及超收等重大情事者，應立即通報本局及相關單位進行稽查。 

(2)環境安全檢核、證書記載事項與托育事實不符合、在職研習、健康

檢查、投保責任保險、任意收取額外費用、托育契約書訂定等，經社

區保母系統輔導 3次以上且為期 2個月，並明確告知托育人員改善策

略，仍不改善者，則通報本局發文命其限期改善，違者予以罰款。其

中環境檢核及證書記載事項與托育事實不符合經系統輔導未改善

者，本局將會同社區保母系統進行實地稽查，以上社區保母系統應檢

具輔導紀錄(輔導策略、不改善原因、佐證資料)至本局備查。 

(3)稽查人員原則為本局同仁及社區保母系統各派員 1名，為考量訪員



及托育人員之信任關係，請訪員交叉進行稽查。 

(4)稽查注意事項:查核時應注意是否辦理登記、收托人數、證書之有效

性、環境檢核等項目是否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決議：已申請登記之個案，稽查人員為本局同仁及社區保母系統各派員 1

名；未申請登記之個案，稽查人員僅社會局同仁，社區保母系統訪視

員無須參與稽查。餘皆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7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