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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2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A601 會議室 

參、主席：廖副局長素玲                             記錄：粟惇瑋 

肆、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成果報告、工作報告、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請見會議資料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會議時間 案由 決議事項 截至目前辦理情形 列管與否 

1 
101年 

12月 18日 

個人資料保護法

於 10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系統針

對該法須如何因

應，提請討論。 

請社會局婦少科針對

托育服務內容，統一訂

定個人資料保護計畫

與切結保密書供參，惟

保母與家長簽訂切結

保密書之前，宜互相溝

通清楚。 

本局已發文檢送「個人資料告

知事項暨同意書」供各社區保

母系統與托嬰中心使用，並請

其於 102年 5月 9日前函覆同

意書之電子檔與紙本。 

解除列管 

2 
101年 

12月 18日 

家長反映颱風假

是否視為保母的

加班？家長是否

一 定 要 給 加 班

費，期待市府能提

供保母工作範圍

內容、各項休假定

義及各項收退費

標準….等資料給

家長參考。 

請社會局於契約範本

中加註颱風日之相關

提醒，並請各系統提醒

保母與家長於簽約時

留意颱風日之約定。 

本局已於 102 年將相關內容

另訂托育契約簽約注意事項

供家長與保母參考 

解除列管 



2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者：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案由：自願退出系統之保母，可否不受一年之限制再度加入系統？   

說明： 

1. 五區系統王姓保母 99年超收幼兒，被退出系統兩年後再度加入系統，於

101年 10 月因將收托第三名兩歲以下幼兒，而自願退出系統。該名保母表

示，目前可否不受一年之限制，立即加入系統，以便家長申請平價及托育

補助。 

2. 與督導討論此案，督導建議該保母係蓄意退出，為考量公平性應於一年後

方得再度加入系統。 

3. 依據「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遇有下列情事應退出社區保母系統，一

年內不得再加入： 

(1)1年內無收托幼兒，且不願接受媒合提供服務者。 

(2)經查不符合本實施原則之積極資格、消極資格規定或應遵守事項者。 

(3)若保母或其家庭同住成員經衛生主管機關命令應接受「結核病都治計畫」

或隔離治療而不遵從，致傳染風險已達危害收托幼童者。 

(4)其他經社區保母系統考核其身心不適任保母工作者。 

(5)提供不實資料供家長申請托育補助者。 

辦法:該保母依規定無違反事項，惟以投機方式規避目前現有規定，為考量公平

性，建議仍須屆滿一年方得再加入社區保母系統。 

決議：該保母已違反前述原則第二點，因此須屆滿一年方得再加入社區保母系

統。 

3 
101年 

12月 18日 

明年試辦居家保

母登記制，將會有

更多保母加入系

統，倘系統遇到不

符合「居家托育管

理實施原則」消極

資格之不適任保

母，無法認定是否

可加入系統者，建

議提請委員會討

論。 

照案通過，惟委員會每

半年召開一次，為掌握

即時性，請社會局婦少

科研擬召開臨時會審

議之機制。 

已修改「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保

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作業

要點」第五條，增列「本委員

會為審議不適任保母之處理

機制，得由三至六名委員出

席，並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

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

人指定或出席委員互選一人

代理主席」。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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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第四區社區保母系統 

案由：系統某保母之丈夫日前因性侵案入獄，類似案件於犯罪人被判入獄前，應

如何防範及保障受托幼兒之安全 ？ 

說明： 

1. 日前督導反應某保母表示自己有事，暫時將受托女嬰託付其他保母，經詢

問受托保母後，得知該保母之丈夫性侵姪女而入獄，該保母堅信丈夫是受

冤枉，督導依規定要求保母移換托育地點才可繼續收托，保母目前找尋地

點進行托育；另系統已告知家長此事，由家長自行決定是否繼續受托。 

2. 依據「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消極資格，保母人員不得有下列情事之一： 

(1)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起訴者。  

(2)曾有性騷擾行為，經各地方政府性騷擾防治（或審議）委員會審議屬實

或經起訴者。  

(3)為精神衛生法第 29條第 3 項所限定之嚴重病人者。  

(4)曾吸毒、暴力犯罪、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者。  

保母人員之共同居住之人有前項各目情形之一者，該保母人員不得於其住家

環境從事居家托育照顧服務。  

辦法：提請討論，彙整相關意見後，俾於內政部兒童局召開「居家托育管理實施

原則」研商會議中提出。 

決議：因該保母已違反前述消極資格且未主動告知，依規定應退出社區保母系統，

且一年內不得再加入。另為顧及嬰幼兒最佳利益，應告知家長該保母情況，

由其衡量是否需要繼續受托於該保母。 

 

 

 

提案三                                            提案單位：蔡委員盈修 

案由：有關平價托育政策之協力保母或托嬰中心，如有收費調漲之情事，該年度

評鑑不得為甲。 

說明：本政策上路後，陸續接獲協力保母或托嬰中心調漲收費之案例，為保障家

長權益並使協力保母或托嬰中心獲得家長信賴感，擬研議相關規範。 

辦法：協力保母或托嬰中心後，如有收費調漲之情事，該年度評鑑不得為甲。 

決議：本案回歸實施計畫，如因漲價情事則必須退出協力保母或托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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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針對協力保母特殊案例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 102 年本市新開辦之平價托育費用補助業務，受理協力保母申請面臨

特殊案例問題(問題彙整表如附件)之收費審核仍有部分疑義，提請審議。 

辦法：建議做法(擬辦)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如社會局建議作法。 

編

號 

提案單位 特殊情況描述 決議 

1 一區 

六區 

保母 101年度因同時收托雙胞胎或

只收托自己的孫子/女…等因素，致

單價較低(ex.每名只收 1萬…)，而

無其他正常情況之收費依據(如附

件-保母特殊收費情形一覽表)。 

附上佐證資料(ex.雙胞胎、親等

證明…等)後，可比照該區新保母

行情參與協力 

2 南屯保母托育 2位幼兒，一位 13H

收費 17,000(內含副食品)、 另一

位因家長有房貸壓力所以優惠托育

費用10H收費12,000+副食品1,000

元。 

(1)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始得認

定為優待之收費。 

(2)原則上可依作法一方式，故依

該保母 13H收費 17,000內含副食

品之標準，10H含副食品則為

14,000元(新收托 10H之幼兒)。 

3 東區保母托育 2位幼兒，一位 9H

收費 14,000(內含副食品)、 另一

位是收托家長第二胎，所以優待托

育費用 10H收費 12,000元+副食品

1,000元。 

(1)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始得認

定為優待之收費。 

(2)依保母原收費標準，以不漲價

為原則。 

4 保母 101年收托之幼兒托育費用為

13,000元，不含副食品(由家長自

備)，102年起新收托之幼兒可加副

食品費用嗎? 

倘保母 101年度之原收費依據確

實是未含副食品，而新收托之幼

兒家長要求改由保母提供副食品

者，收費為托育費 13,000+副食品

1,000元 (若副食品仍為家長自

備，則收費仍為 13,000；倘保母

原本收費之 13,000即含副食品

者，則不可再加收 1,000元) 

5 保母因家長希望副食品讓孩子吃好

一點(或有機)，所以副食品費用調

高為 1,500元可以嗎? 

不可另立名目加收費用，家長可

自備食材或自願於三節獎金等表

示心意 

6 三區 到府保母加入協力保母托育費用如

何計算? 

(1)收托一名幼兒： 

到宅保母屬特殊形態，由保母與

家長自行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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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托一名托兒，到府保母平均日托

10小時收費 

＄26000~28000元。 

(2)收托二名托兒：(目前到府收托

多胞胎需求量增高，每人收費標準

未訂定合理價格) 

收托二名托兒，到府保母平均日托

10小時收費 

＄36000~40000元。 

(一名托兒約 28000元，第二名托兒

加收約 12000元) 

7 四區 (1)舊保母 101年之收費低於本局

4/1公告之保母所在行政區行情收

費值，請問是否可調漲至該區公告

值? 

本局 4月 1日公告之各區托育收

費基本費用參考值係指最高上

限。保母原與家長簽約及提出協

力保母申請之額度未超過本局 4

月 1日公告之上限額度，本來就

沒有問題。且既與家長雙方合意

簽約，並提出協力保母申請，依

照不漲價原則，本應不可調漲，

應依原條件收托。 

(2)新保母於 1月加入協力保母，收

費依當時之規定 13,000含副食

品，請問是否可調漲至本局 4/1公

告之保母所在行政區行情收費值。 

(3)新保母於 4/1前加入協力保

母，收費低於本局 4/1公告之保母

所在行政區行情收費值，請問是否

可調漲至該區公告值? 

8 請問考核的結果除了可以有續留協

力保母的資格外，是否可以提供相

關獎勵，鼓勵保母繼續維持托育品

質，例如：圖書禮券…等。 

同系統建議，再行研議規劃 

9 可否透過平價托育政策要求請領補

助的家長參加親職教育課程，讓家

長也有提升教養知能的機會。 

考量行政成本問題和行政作業可

行性不高，及平價托育補助主旨

在減輕家長托育經濟負擔，且家

長已可於托育資源中心等單位或

線上參與親職教育課程，故擬不

另於本平價托育補助方案要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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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參加親職教育課程始得請領補

助。 

10 六區 請定義夜托時段之起算點及時數： 

舊保母 101年收托日托幼兒 A：

8:00~18:00，收費 13,000元(不含

副食品)；102年新收托幼兒 B：

12:00~21:00，收費 14,000元。若

依幼兒 A十小時 13,000之標準，幼

兒 B是否應降為 12,000元? 

屬非常態時段之托育費用，由保

母與家長自行協議。 

11 保母托育家長第二胎時，剛好也托

育第一胎，而家長表示一週有 2-3

天需托育到晚上 8 點，因不確定是

那幾天，希望在合約中呈現週一至

週五 7:30-20:00，13000 元，保母

因家長送托二位幼兒且又是舊家長

關係就依照家長要求簽約，若保母

加入協力保母則依照計畫換算一天

10 小時收費則為 10500 元/月，比

公告值低 

請家長另填寫此部分之說明，以

茲證明確有此情事。收托費用以

實際情形計算。 

12 社 

會 

局 

大甲保母共收托二名幼兒，舊生托

育費用 1萬元無副食品，托育時段

(一)~(六)每天 11 小時，每月共收

托 24天；新生 13000元含副食品，

做二休二，每天 12.5小時，每月約

收托 15~16天。 

舊生維持原收托標準，新生(做二

休二)屬特殊托育型態，由保母與

家長自行協議。 

13 保母去年僅收托全日托幼兒一名，

托育時段星期(一)~(五)，費用 3

萬，不含副食品。今年新收托幼兒

為日托，收費標準為何？ 

以不超過社會局 102年公告之 29

行政區日托收費標準為原則。 

 

 

 

14 保母日托星期(二)~(日)，托育費

16000元，不含副食品，每日托育

10.5小時。今年新收托幼兒星期

(一)~(六)托育日時數為 10.5小

時，收費標準為？ 

假日托育日薪是否可高於平日？ 

不論平日或假日收托，一律以日

托、全日托收托原則為審核基準。 

15 副食品費用去年收 1000元，今年因

幼兒成長需要更多更好的營養契約

書協議訂定為 1500元，保母切結書

寫 2000元。 

須維持原收費標準，不可另立名

目加收費用，家長可自備食材或

自願於三節獎金等表示心意。倘

保母 102年已調漲並收費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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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退費領據，並修正托育契約

書後，始得核定其協力保母資格。 

16 大甲保母去年收托同一名幼兒全日

托(一)~(五)托育費 1萬元不含副

食品，今年改日托(一)~(六)，每日

11小時含附食品收 13000元。 

以不超過社會局 102年公告之 29

行政區日托收費標準為原則。 

 

提案五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針對協力托嬰中心審核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 102 年本市新開辦之平價托育費用補助業務，受理部分協力托嬰中心

申請之收費審核仍有疑義(問題彙整表如附件)，提請審議。 

辦法：提請委員審議。 

決議： 

1. 小巨匠：依據不漲價原則，請托嬰中心檢附 101年度十份托育契約，以平

均值參與協力。 

2. 今久：須維持原核定之協力標準收費。 

3. 欣米兒：須依照原(101年度)托育契約標準參與協力。 

 

捌、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協力保母特殊案例審案問題彙整，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 102 年本市新開辦之平價托育費用補助業務，受理協力保母申請面臨

特殊案例問題(問題彙整表如附件)之收費審核仍有部分疑義，提請審議。 

辦法：建議做法(擬辦)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如社會局建議作法。 

 

 

編號 問題類型 特殊情況描述 決議 

1 托育費 

保母於 99年同時收托兩名幼兒，於切結書簽訂

新收托在宅全日托一名幼兒 2萬 8，托育契約內

容如下：，： 

幼兒數 托育型

態 

托育時

段 

托育費 

2名 在宅 

全日托 

週一至

週日下

午 2點至

隔日上

42000元， 

內含副食品 

(備註 2人 

有優惠) 

1.依平價計畫規定，若未檢

附 101年契約，則依「各行

政區公告之基本費用參考

值」為主。 

2.針對特殊收費情形，若能

提出佐證資料並經核定通過

者，則 102年新收托幼兒之

托育費得以「各行政區公告

之基本費用參考值」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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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8點 

1.99年契約能否做為收費參考? 

  (因平價計畫訂定應以 101年度之收費為基

準) 

2.應如何核定該名保母 102年新收托幼兒托育

費？ 

3.『全日托』之定義? 

據；若未能提出佐證資料

者，102年新收托幼兒之托

育費則以「101年契約托育

費之平均值」為依據。 

3.依托育契約內容認定。 

2 其他約定 

101年 4月 16日契約簽訂， 

(一)~(五)AM8:00~PM6:00、

(六)AM8:00~AM12:00 

托育費 12000元、其他約定 2000元(保母補助

款)、 

副食品 1000元。應如何核定 102年新收托幼兒

托育費？ 

倘保母向家長加收非托育服

務相關費用(例如：保母補助

款)，須刪除 102年契約該項

費用；若於 102年已收取該

項費用者，則須退費給家

長，始能核定其協力保母資

格；若不願配合，則不予核

定協力保母資格。 

3 退費計算 

101年收托(一)~(五)每天 10小時 13000(含副

食品),102年收托 13000(含副食品)收托時間為

(一)~(五)每天 8.5小時。 

應如何計算退費？ 

 

依據 102年 03月 22日「臺

中市協力保母分區收費標準

研商會會議」決議：『常態性

延/減托一小時，每月收費增

/減 1,000元』，計算退費金

額。 

 

玖、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