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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第 2屆 106年第 1次臨時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0月 6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參、主席：林召集人佳龍 （呂副召集人建德代理） 

 記錄：林素梅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本市協力托育人員收費調整經個案審議提起申復，申復審查結果，   

        提請大會追認。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 

105 年協力托育人員經個案審議未通過調費標準，未通過者計 100 件，於期限

前提出申復者計 41 件。經 106 年 6 月 22 日召開申復會議(附件 1)，申復通過

者 31 件，其餘 10 件未達調費標準，維持原審議結果。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有關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檢討 1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  明： 

一、依據社家署於 106年 3月 10日召開「研商強化居家托育服務管理制度會議

」決議辦理(附件 2)。 

二、查前開社家署會議決議事項涉本案之內容如下： 

(一)案由一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4月底前召開托育制度管理委

員會，依據本次委員及民間單位之建議重新檢討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二)案由二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檢討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時，針

對願意收托特殊時段或特殊兒童之居家托育人員，併同評估是否調整其收

費基準，使其與收托一般兒童收費有所區隔，增加收托誘因。 

三、綜上，本府社會局依前開決議，尚須檢討「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

目及基準(簡稱本基準，如附件 3)」的事項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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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檢討事項表 

編

號 

社家署會議 
本市現行規定 

及修正方向/維持現狀 
委員 

建議修正 
說明 

1 一、二節(中

秋、端午)

獎金，建議

比照臺北市

限 2,000元

(附件 4)，

皆應訂定。 

二、年終獎金，

建議比照苗

栗縣(附件

5)，年終不

可超過 1個

月，可以按

比例，但必

須收托到 12

月方可領

取，避免

「預收年

終」之不當

設計成為契

約事項。 

一、由於「重人情」、「看

心意」等說法，各縣

市多不願訂定二節獎

金基準。惟如此見

解，易使二節獎金成

為不當漲價之管理漏

洞。另，一般民間並

無「預收年終」之習

慣，若以契約強索，

極易引起糾紛。 

二、因此，各縣市若宜同

步訂出獎金之金額基

準，作為申請托育補

助之書面契約規範。

以避免契約上獎金金

額過高，造成強索獎

金之不當觀感。 

 

一、現行規定 

(一)本基準節慶獎金(含年終)

列為得收項目，未訂定金

額及給付時間。 

(二)年終獎金：前經各中心調

查，近 60%的居家托育人

員要求家長，滿 1年給予 1

個月托育費用的金額，不

滿 1年依比例計算。 

(三)另查部分家長為不願支付

托育人員年終獎金，會於

年底前終止托育契約，因

此實務上托育人員多要求

家長於每月依比例先給

付。 

二、修正方向 

如雙方有約定給付節慶獎金

者，擬修正如下： 

(一)二節(中秋、端午)獎金，

各不超過 2,000元。 

(二)年終獎金不超過 1個月。 

(三)至年終給付方式，由雙方

合意約定。 

三、本項決議，倘事涉本基準的

修正，擬研擬修正草案後於

下次會議審議。 

2 收費行情公布方

法，建議採新北

一、新北市做法類似「實

價登錄」，可讓家

本基準未列出「收費金額相

對次數分配表（%）」，擬於下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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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家署會議 
本市現行規定 

及修正方向/維持現狀 
委員 

建議修正 
說明 

市，直接公布「收

費金額相對次數

分配表（%）」(附

件 6)。 

長、托育人員更清楚

掌握收費金額分布。

建議參採之。 

二、其餘細部數據，可由

審議會決定是否公

布。 

行收費情形調查時，一併補正。 

3 一、收費基準金

額之訂定方

式，建議以

10小時為基

準，訂出一

區間範圍。

區間範圍採

Q1-Q3訂

之。 

二、其他托育時

數，則採每

增、減 1小

時，金額區

間亦隨之

增、減

1,000元為

原則，如新

北市(附件

6)。 

一、以最常見之 10小時為

單一基礎，增減時

數、再增減基準金

額，乃最精確之做

法。 

二、日托金額若不依時數

變化，易招致不同工

卻同酬之譏；完全無

時數依據，則會過於

寬鬆，形同未予管

理；時數、金額都分

區間，徒增混亂與不

一致。 

三、又，雖多數縣市採單

一金額上限法，惟考

慮保母觀感，若採區

間金額法，亦可賦予

彈性意涵。故在最大

涵蓋率考量下，收費

基準建議可採 Q1-Q3

訂之。全日托亦同。 

一、現行規定 

(一)本基準分區托育費用採單

一金額上限訂定，係考量

如採金額區間方式，實務

上托育人員與家長協調托

育費用時，多趨向上限議

約，爰經決議採單一金額

上限方式。 

(二)查本基準未列日間托育 10

小時範圍區間金額，每增

減 1小時，應增減 1,000

元之規定。 

 

二、修正方向 

建議日間托育 10小時範圍區

間金額，每增減 1小時，應增減

1,000元之規定，納入本基準修

正草案並於下次會議審議。 

4 一、各項基準金

額之調漲機

一、若採做法一，基準金

額調整後出現畸零數

一、現行規定 

本市現行採個案審議機制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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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家署會議 
本市現行規定 

及修正方向/維持現狀 
委員 

建議修正 
說明 

制，建議做

法有二：第

一、依物價

指數漲幅，

調整為畸零

數字。第

二、物價指

數達一定漲

幅，且漲幅

換算之調整

金額滿新台

幣五百元

者，得調漲

五百元。 

二、另外，為保

障保母收

入，指數變

動幅度為負

數時，不予

調降。 

字亦無妨，實際收費

可依保母個別習慣而

定。 

二、若採做法二，須由各

縣市自行換算符合新

台幣五百元之指數漲

幅。 

三、另外，不建議採指數

上漲累計達一定比例

時，按上漲程度調

整。因各縣市基數不

同，且每次上漲實際

金額差別過大，易引

起民眾反感。 

四、而在保障保母合理收

入立場，宜明定收費

基準金額不因上述指

標變化而調降。 

整居家托育人員的收費。其研商

過程如下： 

(一)經 105年 5月 31日臺中市

協力托育人員收費調整機

制審議小組會議研商，倘

依物價總指數漲跌率計

算，調整托育費用額度僅

約 193元；副食品費約 64

元，實質意義不大(附件

7)。 

(二)考量部分托育人員對於托

育品質與環境之維持及提

升確實相當用心，托育收

費應以此為區隔及調整之

依據，故經召開委員會，

邀集專家學者、保母代

表、家長代表等研商決

議，採個案審議方式。 

(三)針對符合申請條件及相關

指標者(如年資、行政配合

度、參與活動次數、有無

違規或漲價紀錄、是否曾

獲選優質保母、研習時

數、是否擔任過協力圈組

長或副組長、有無托育糾

紛、穩定收托等項)，提請

審議小組審議，通過者酌

予調整上限 500至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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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家署會議 
本市現行規定 

及修正方向/維持現狀 
委員 

建議修正 
說明 

二、維持現狀 

衡酌本基準依物價指數漲幅

調整 1事，前經上開 105年 5月

31日會議決議，微調金額實質意

義不大而改採個案審議機制，故

本項建議維持現狀。 

5 各縣市收費基準

協調後，建議取

消新、舊托育人

員適用不同規定

之作法。 

一、臺中市率先實施收費

基準，故當時沿用五

歲免學費之政策設

計，對於舊保母僅採

凍漲措施。 

二、惟各縣市收費基準協

調後，建議全面落實

單一收費基準管理，

作為日後調整托育補

助之基礎建設。 

一、現行規定 

(一)查本基準第 4點第 2項規

定，於中華民國 103年 12

月 31日以前，已依托育一

條龍－平價托育服務實施

計畫與本局簽訂協力契約

之協力托育人員，其托育

契約書之日間托育費、全

日托育費金額高於前項附

表之金額，依該契約書收

費。 

(二)此乃衡酌該等高於本基準

收費上限者所佔比例極低

(約 1.4%)，且基於信賴保

護原則而訂定。 

二、維持現狀 

全面落實單一收費基準管理

的建議，擬俟社家署完成各縣市

收費基準協調 1事後，再提案討

論。 

6 針對願意收托特

殊時段或特殊兒

童之居家托育人

依據案由二決議 一、現行規定 

(一)未另訂收費基準。 

(二)現行「臺中市協力托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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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社家署會議 
本市現行規定 

及修正方向/維持現狀 
委員 

建議修正 
說明 

員，併同評估是

否調整其收費基

準，使其與收托

一般兒童收費有

所區隔，增加收

托誘因。 

及托嬰中心提升托育品質

計畫」五-二、加值補貼規

定，針對有收托特殊或弱

勢幼童之協力托育人員，

每收托 1位特殊或弱勢幼

童每月補貼新臺幣 1,000

元(附件 8)。 

二、維持現狀 

考量家有特殊兒童的家長，

其育兒壓力及經濟負擔較重，若

調高對該等家庭的托育費用，恐

減少其送托意願，此不利特殊兒

童的發展。本案擬以上開加值補

貼為誘因，鼓勵協力托育人員投

入特殊兒童的照顧，不建議採調

高收費的方式。 

決  議:：依據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檢討事項表進行討論，各

編號事項決議如下： 

(一)編號一：有關討論訂定二節獎金及年終獎金一案，係社家署建議各縣市研

擬修正事項之一，因本案提出後在需求端(家長)與供給端(居家托育人員/

托嬰中心)產生兩造相當不同的意見，故本次會議先進行廣泛意見蒐集，於

下次定期會議請業務科另行研議提出草案版本。 

(二)編號二：有關收費行情公布方法一案，請參考新北市作法，調查收費情形，

並於下次會議提出。 

(三)編號三：有關收費基準金額之訂定方式一案，依業務科意見修正辦理。 

(四)編號四：有關各項基準金額之調漲機制討論一案，依業務科意見維持現行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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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號五：有關各縣市收費基準協調後，建議取消新、舊托育人員適用不同

規定之作法一案，依業務科意見維持現行作法。 

(六)編號六：針對願意收托特殊時段或特殊兒童之居家托育人員，併同評估是

否調整其收費基準一案，依業務科意見維持現行作法，但針對願意收托特殊

時段或特殊兒童之居家托育人員，於相關表揚活動，給予表揚、鼓勵，並針

對有意願收托之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辦理或提供相關專業知能課程並強化

個別化服務(如早療)措施。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有鑑於我國托育公共化之政策模式，日益形成「補助家長＋管理收費」 

        或「公辦或委辦服務＋管理收費及人員薪資」等兩大路線之辯論，且 

        臺中市「托育一條龍」為各縣市率先推動「補助家長＋管理收費」之 

        政策典範，並已實施多年。故建請臺中市政府研議未來托育公共化工 

        作目標，並評估不同政策路線之良窳，俾形成下一階段托育政策施政 

        藍圖。 

提案單位：王兆慶委員 

說明： 

一、全國教師工會曾於 2016年 4月 22日召開記者會，抨擊台中市政府「托育

一條龍」補助家長送托私立托育服務，只是撒錢討好民眾。當時官方曾投

書蘋果日報：〈托育一條龍只是撒錢？教團搞錯了〉，文中表示若現金透過

「補助家長＋管理收費」的模式發放，就能保障家長以合理價格取得托育

服務，絕非單純撒錢，反而能形成「多贏的結果」。 

二、惟日前（2017年 10月 2日）民間團體成立「教育公共化聯盟」，再次提出

相關訴求。如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張旭政質疑，「津貼補助、討好

選民」，「拋棄責任、由私人機構經營者自己操作」乃違反公共化理念；全

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簡瑞連亦表示，學前教保公共化應以實質照顧服務

為主、現金給付為輔，否則教保人員依舊嚴重低薪。 

三、上述民間團體倡議之托育公共化路線，係以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公共托嬰中心、公共托育家園等政策為代表。該路線對教育部五歲免學費

、台中市托育一條龍之常見批評論點，則以「收費管理未落實」、「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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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仍低薪」為主。若台中市托育一條龍政策未有相關檢討或革新，恐難在

不同路線辯論中取得較高正當性，也不易為中央所採納、或直接沿用為未

來托育公共化政策之主要典範。 

辦法： 

有鑑於托育公共化政策路線辯論方興未艾，建請台中市政府撥冗研議未來托育

公共化工作目標，並評估不同政策路線之良窳、檢討托育一條龍之既有成果及

未來革新方向，俾形成下一階段托育政策施政藍圖。 

業務單位意見： 

一、 「托育一條龍」以社會投資為理念，著重福利輸送的服務面，希望育兒照

顧不僅是發放津貼，而是讓家長能獲得服務，透過公私協力，結合現有托嬰

中心、居家托育人員（保母）及幼兒園，藉由加碼補助每月 3,000元及學前

教育補助向下延伸 2-4歲，並強化對弱勢家庭兒童經濟協助，托育一條龍之

推動不但提升家長送托意願，也創造了本市托育就業市場，營造本市成為友

善的育兒城市。 

二、 托育一條龍自 104年 7月實施後，受益幼童數從原來的 8,407名，倍數成

長至 105年的 1萬 5,258名兒童。今(106)年上半年，受益人數已達 1萬 1,439

名兒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2%；幼兒園入園人數也從 3萬 8,955人，增加

至目前的 5萬 3,125人。本市協力托嬰中心亦由 94家，成長到目前的 123

家，協力居家托育人員則由 2,909人，增加到目前的 3,665人，均成長了三

成左右。 

三、 現階段本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共有 4處，分別設置於沙鹿、豐原、清水及

太平區，合計提供 113名嬰幼兒收托名額。此外，太平區坪林托嬰中心正辦

理裝修工程，預計於 107年完工；大雅區也預定於 107年開工。未來為兼顧

城鄉發展，極大化公共資源投入效益，後續將配合中央前瞻計畫，優先評估

整體托育資源比例較低且尚無托嬰中心之行政區，優先設置社區公共托育家

園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以滿足本市育兒家長托育需求。 

決議：為打造友善育兒之定居城市，本市將持續積極推動公共托育服務措施，

活化既有閒置空間，提升建物使用效益，更增進托育資源之可近性，以

提供家長更多元的托育服務選擇。 

提案二：建請政府舉辦有關托育政策相關會議或活動，能夠在假日舉辦。 

提案單位：鍾情婷委員 

說  明：托育人員平日都要照顧托育兒，政府舉辨有關托育政策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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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是在平日舉行，托育人員請假會造成家長不方便。 

辦  法：政府舉辦有關托育政策會議或活動，請在假日舉辦，托育人員才能夠

參與亦可提升活動成效。 

決議：本局將適時規劃相關托育政策會議或活動於假日舉辦，俾提升托育人員

參與率及活動成效。 

 

提案三：建請各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舉辦保母大會時，請社會局派專員與會參 

        加。 

提案單位：鍾情婷委員 

說  明：1.讓保母姐妹更了解社會局、居服中心和保母三方是一體的，是信任

的合作關係，社會局、中心和保母要共同努力、團結合作。 

2.社會局專員參加保母大會時，可宣導說明托育相關政策法規，三方

可以面對面彼此溝通了解，促進三方合作關係。 

3.共同檢討改善提升臺中市全體保母的托育品質。 

辦  法：請社會局派專員參加各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舉辦之保母大會，促進三

方合作，提昇臺中市全體保母的托育品質。 

決議：為利相關托育政策之溝通及宣導，本局將適時派員參加保母大會。  

 

提案四：建請市府安排規定每年 6~9小時的親職課程讓申領補助的家長上課， 

        以增進保親關係。 

提案單位：鍾情婷委員 

說  明：1.參考英國的育兒補助政策，從夫妻懷孕開始就安排一系列共 10堂的

育兒課程，規定夫妻要一起上課，課程安排在兒少科管理。另外有

訪視員家訪輔導新手爸媽，他們規劃在社區醫院，類似我們的衛生

所，家庭環境安全應備有基本的育兒設備，育兒教育從家庭開始做

起。實際上完 10堂課程才可以請領相關補助，育兒補助從 0歲到 18

歲為止，一週 20英鎊約台幣 800元，一個月是台幣$3200元。 

2.托育人員每年要上在職課程 18小時增進托育專業職能，相對的家長

也需要教育，進修育兒相關課程，以利促進保親關係。 

3.透過育兒課程讓家長學習育兒的知識技巧，家長也可以了解政府為

了提高生育率及創造更友善完整的育兒托育環境，肯定政府。 

辦  法：1.建請市府安排規定每年 6~9小時的親職課程讓請領補助的家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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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保親關係。 

2.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家長需要那一方面的育兒課程。 

3.請專家學者設計安排適合家長的育兒及托育政策等相關課程。 

決議：鑑於本府現行業針對育兒家庭開辦相關課程，如親子講座課程、到宅坐

月子服務或許也可以融入新手爸媽相關課程，另有相關育兒指導的服

務…等，未來將持續盤點並整合相關資源與課程，開發多元宣導教材，

以促進育兒家庭之參與及增進保親關係，如發放小教材、線上課程…等。 

 

提案五：106年公費流感疫苗實施對象，未包含居家托育人員。 

提案單位：鍾情婷委員 

說  明：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公告 

106年公費流感疫苗實施對象如下： 

1.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2.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1至3年級學生 

3.50歲以上成人 

4.高風險慢性病患或身體質量指數 BMI≧30民眾 

5.罕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病患者 

6.孕婦及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7.安養/養護等機構對象 

8.醫事及防疫人員、禽畜養殖、動物防疫人員 

9.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1)幼兒園托育人員：依據104年7月1日公布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

稱教保服務人員，包含在幼兒園服務之園長、教師、教保員及

助理教保員等。 

(2)托育機構專業人員：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托育人員、教保人員

及助理教保人員等。其他坐月子中心，以及社區中領有保母執

照之保母並不在公費疫苗實施對象中。 

居家托育人員是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托育人員接種流感疫苗可以

間接保護嬰幼兒。 

辦  法：建請將居家托育人員納入公費流感疫苗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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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衛生局研議臺中市今年優先提供托育人員施打公費流感疫苗的可行性。 

 

捌、散會：上午 12時 0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