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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市自 92 年成立全臺首座保母資源中心，此乃臺中市市區

托育資源中心的前身，推動家庭托育資源不遺餘力，成效顯著，

開辦至今仍為國內外相關單位爭相參訪之對象，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更參考此模式，自 101年起補助各縣市政府設立托育資

源中心，本市並於 101、102 年陸續成立海線、山線、大甲、大

屯托育資源中心、106 年成立首座旗艦型親子館-南屯親子館，

廣受好評，並朝向一區一親子館之目標邁進。 

同時因應少子女化社會結構變遷，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及

建構滿足家長公共化教保托育服務需求，配合中央托育政策朝公

私立收托比率 4：6 目標邁進，除領先全國首創「臺中市幼兒學

前教育補助方案」，將教育部的「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向

下延伸至 2歲幼兒，落實讓育有 2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的家庭

都享有就學費用補助，以提升幼兒入園率外；並依本市各行政區

教保服務供需情形，持續增設公立幼兒園(班)及非營利幼兒園，

106-109學年度將擴增公共化幼兒園 150班以上。 

未來更善加運用既有幼兒園教保資源，依山、海、屯、中區

等行政區域設立本市社區教保資源中心於週六(日)開放供山、海、

屯區市民可就近借閱圖書、教(玩)具及使用遊戲場所，為市民提

供教保教養問題諮詢服務，鼓勵家長於休息日陪同幼兒參與活動，

俾利建立親子關係，達到 0至 6歲幼托照護一條龍，照顧不間斷

之市政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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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中市親子館功能 

一、 整合並提供托育相關資訊 

多數育兒家庭，針對現行托育相關資訊，如津貼、補助、托

育人員與機構等托育政策，常有訊息過於零星或資訊管道不暢通

之情形，恐影響真正有需求之家長權益損失，爰托育資源中心暨

親子館於軟體服務上，強調整合托育服務資源，告知、連結市民

現有相關托育資訊，有效促進本市托育服務使用率。 

二、 教玩具、圖書等硬體設備借用服務 

幼兒的每日工作就是「玩」，藉由「玩」可滿足兒童發展所

需的刺激，藉由玩具、遊戲，培養社會互動、增進大小肌肉、手

眼協調等發展；另外，親子共讀亦是陪伴成長的最佳時機，然這

些教玩具與圖書長期購置下來，對家長而言是筆不小的負擔，為

完善兒童之遊戲權，托育資源中心提供豐富且多元之教玩具、繪

本借用服務，於 106 年度提供借用服務高達 93,291 人次；親子

館部分，則是開放民眾使用館內設施設備，以不同服務模式滿足

各式民眾需求，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且藉由製作教具卡，教導家

長如何引導孩童使用，間接提昇家庭能量。 

三、 增進親職功能 

許多新手父母，除了初為人父、母之喜悅外，常伴隨著照顧

技巧及親職教養等疑問，為緩和家長之焦慮，並增進親職能量，

托育資源中心暨親子館提供托育諮詢服務，除了服務提供者亦是

支持者的角色，有效減輕家長教養壓力；且辦理親職教育講座，

設計多元主題，如寶寶按摩、嬰幼兒急救處理、情感需求、食品

衛生與安全等，家長可擇自己所需參與講座課程，有助於增進親

職能量。 

四、 提升親子間互動交流 

與孩子互動相處是需要學習、培養的，許多家長可能做到陪

伴，但卻缺乏或不擅長與孩童互動交流，托育資源中心暨親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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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嬰幼兒活動、親子活動，引導家長重視孩童陪伴，並共同參

與，活動乃為增進親子交流之媒介，以親子為主體，強調「互動

學習，學習互動」。 

五、 廣大育兒家庭之托育資源需求 

本市幅員廣大，有 29 個行政區，已於北區、豐原、沙鹿、

大甲、大里、南屯區，分別設置 5座托育資源中心及 1座親子館，

目前托育資源中心空間規模較小，其服務組數相對受限，為朝托

育資源社區化之目標努力，現況因應方式有四：(一)托育資源中

心全面升級為親子館-服務年齡層放寬，且服務組數倍增，服務

量將有效提升。(二)佈建親子館-各區域間平衡發展，提高托育

資源的近便性、可及性。(三)過渡階段，尚未設置之區域以行動

資源車主動深入社區，社區民眾亦可得到相同的托育資源與服務。

(四)利用幼兒園空間設立社區教保資源中心，方便民眾就近使用

托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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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市親子館佈點計畫 

年度 

地區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南屯 
裝修/完工/

開辦 
－ － － － 

太平 裝修 完工/開辦 － － － 

北區 － 
裝修/完工/

開辦 
－ － － 

豐原 － 
裝修/完工/

開辦 
－ － － 

大里 － 
裝修/完工/

開辦 
－ － － 

大甲 － 裝修 完工/開辦 － － 

大雅 － 裝修 完工/開辦 － － 

石岡 － 裝修 完工/開辦 － － 

沙鹿 － 裝修 完工/開辦 － － 

西屯 － 新建 新建 完工/開辦 － 

烏日 － 新建 新建 完工/開辦 － 

東區 － － 裝修 裝修 完工/開辦 

北屯 － － 裝修 裝修 完工/開辦 

潭子 － － 裝修 裝修 完工/開辦 

合計 

(開辦) 
1間 4間 4間 2間 3間 

總計 

(開辦) 
14間(106年~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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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托育資源中心全面升級為親子館 

有鑒於本市首座旗艦型親子館-南屯親子館在 106 年父親節

正式開幕營運後，市民好評如潮，本府已規劃將現行 5處托育資

源中心全面升級為親子館，屆時會因應空間擴大將會放寬限制，

服務年齡層由未滿 3歲放寬至 6歲以下學齡前嬰幼兒，並增加每

場次之進館人數，且調整營運方式，採較開放使用場內空間設施

設備，以增加民眾使用效益及意願。 

 

 
托育資源中心 親子館 

共同

項目 

一、托育服務諮詢 

二、辦理嬰幼兒活動、親子活動，促進嬰幼兒發展與親子關係 

三、辦理親職教育或講座 

服務

對象 

含現居地或戶籍地於本市之 

一、未滿 3歲嬰幼兒及其照顧者 

二、準爸爸、準媽媽 

三、其他有托育資源需求的民眾 

無本市市民之限制 

一、6歲以下嬰幼兒及其照顧者。 

二、其他有托育資源需求的民眾。 

特色 

一、符合中央補助之計畫名稱 

二、以老師帶領課程方式進行 

三、提供嬰幼兒教玩具與圖書借用 

四、利用行動列車進行社區巡迴推 

    廣服務 

一、服務對象較廣（0-6歲） 

二、開放使用館舍設施設備 

三、館舍名稱較易理解服務內容 

四、無須辦證僅需加入網路會員 

五、空間較大、服務組數較多 

反思 

「托育資源中心」名稱易使民眾難以

理解或誤解服務內容，且易與其他中

心功能混淆 

民眾對「親子館」多有大型遊具、讓

幼兒自己玩玩具的刻板印象，故須加

強親職功能及發展本市特色 

二、 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經費挹注 

有鑑於本市家長對育兒支持資源之需求殷切，因此本府積極

爭取前瞻基礎建設，希望在前述之既有的托育資源中心外，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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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相關場館的地區，運用既有建物，規劃增設「大雅托育資源

中心（親子館）」及「石岡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另外在本

市西屯區規劃闢建的水湳智慧城，將新建「西屯托育資源中心（親

子館）」、本市副都心烏日區，新建綜合性福利館舍(親子館預定

於 2 樓)，以增加育兒家長更多安全、適齡、友善、可近的活動

空間選擇，支持育兒家庭養兒育女。 

(一) 區域分析： 

縣市合併後，大雅區的地理位置位居於大臺中市的中心點，

可謂本市的交通樞紐，配合中部科學園區的發展與建設，以及

相關聯外交通網絡建置，大雅已成為人口穩定成長的區域，為

因應人口增加所帶來的公共設施與育兒福利服務需求，因此選

擇大雅區為本市設置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的優先區域。 

此外，本市山城區域廣大（包含和平區），現階段僅由一處

山線托育資源中心（4 名人力）提供服務，針對偏鄉地區，雖

已藉由行動列車主動將服務與資源送至鄰近區域，但服務供給

能量仍相對受限。為使偏鄉地區亦能享有同等質優量足的托育

資源，因此選定於石岡區設置托育資源中心（親子館），做為山

城地區托育資源福利服務的中繼站，除可提升當地民眾托育資

源的可及性及可近性外，亦可分擔山線托育資源中心之服務區

域過大的困境。石岡區主要為客家族群，乃客家委員會核定列

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一，未來將作為石岡托育資源中心（親

子館）特色發展的主軸。 

另西屯區屬本市心臟地帶，為行政機關所在的主要地區，

轄區內有著名的逢甲商圈、臺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等，

雖然該區域民間所提供的托育資源較其他區域豐富而多元，但

同時因為人口數居全市之次，仍有高度托育服務需求。此外，

因應該區將開發以「智慧、低碳、創新」為願景的水湳智慧城，

本府已規劃相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在未來建設與硬體設備充

足條件下，亦需要發展相關的服務性資源。因此，本市在水湳



7 
 

智慧城內規劃新建地上二層，室內面積約 300 坪之西屯托育資

源中心（親子館）。 

有關烏日親子館部分，位處本市未來發展重鎮副都心烏日

區，規劃設置於新建綜合型社會福利大樓內，鄰近高鐵站及 74

號快速道路匝道口，更有利於提供鄰近地區，甚至做為全國性

跨縣市福利服務資源交流的場館與據點。該館尚融合公托、婦

女暨新住民福利服務中心等單位，提供學齡前兒童托育、育兒

服務及婦女福利及充權培力課程。 

(二) 核定項目與基本資訊： 

項目- 

托育資源中心 

(親子館) 

地址 樓層 面積(m2) 
前瞻基礎建設 

核定金額 

西屯(新建) 
生 態 段

268 地號 

地下 1 樓、

地上 2 樓 
1,554 

3,000 萬 

(逐年核定，107-109 年) 

烏日(新建，綜

合福利館內) 

新站南段

86 地號 

地下 1 層、

地上 3 層 
2,826.45 

5,797 萬元 

(逐年核定，107-109 年) 

大雅(修繕) 
民 生 路

194 號 
2 366 250 萬 

石岡(修繕) 
和盛街 13

巷 50 號 
1、2 433 250 萬 

三、 推動「一區一親子館」為目標 

公設民營坪林托嬰中心暨親子館預計於 107 年 8 月開辦營運，

為本市首座結合托嬰中心及親子館複合式經營之館舍。此外本府

在北屯區、東區、潭子區等地區，已覓得合適場地並進行後續評

估設置可行性；另業請各區區長偕同盤點各區內可行之空間，先

以現有建物為優先考量，空地次之，將持續盤點場地，逐步完成

親子館佈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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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行動車為輔 

育兒支持資源據點的佈點位置雖已考量全市各區域間的需

求，針對偏鄉或未設置的地區，更透過「資源行動車」推動外展

服務，以串連起區域服務網，減少城鄉差距。藉由「托育資源行

動車」行經各社區，主動提供托育資源服務，將各中心/館舍各

項服務輸出至社區，提供市民使用服務的近便性，並兼顧偏遠地

區家庭的需求，充實嬰幼兒照顧能量，增進嬰幼兒照顧品質，各

項服務皆為免費，深受市民好評。 

肆、 托育設施整體規劃 

一、 私立托嬰中心 

本市目前共有 133 家立案私立托嬰中心，而為提供及保障

良好之托育環境，進而提升家長就業意願及安心送托，故本市依

「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規劃辦理托

嬰中心評鑑，訂有完整的評鑑制度及評鑑後輔導機制，藉由評鑑

作業，督促機構完善設施設備，確保機構托育服務品質，另委託

大專院校幼兒教育專業單位辦理托嬰中心訪視輔導，並辦理托嬰

中心專業人員在職訓練，提升嬰幼兒托育專業照護知能，經由輔

導管理合格立案托嬰中心，協助改善托育相關問題，提昇托育服

務品質，保障嬰幼兒受托權益，加上社會局不定期實施公共安全

聯合稽查，藉由多重管道提升本市托嬰中心服務品質。 

二、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暨社區公共家園 

衛福部社家署在 100 年底擬定「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及

托育資源中心補助計畫」，以中央經費補助，鼓勵地方政府設置

公辦民營的平價托嬰中心，以公私協力方式提供托育服務。 

現階段本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目前共有 4 處，分別設置於

沙鹿、豐原、太平區及清水區，合計提供 113 名嬰幼兒收托名額。

為滿足本市年輕育兒家庭日益殷切之托育需求，本府結合既有托

育服務資源（托嬰中心、居家托育人員），開辦首創全國「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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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龍」平價補助計畫，作為本市平價托育服務的政策主軸。惟

鑒於本市托育服務資源多集中於都會區，為兼顧城鄉發展，同時

提供各區家長更多元化的托育服務選擇，本局自 102 年起，持續

於托育資源較不足的地區，持續推動設置公設民營托嬰中心，惟

此類托育措施，偏屬於「機構型」托育設施(一般收托約 20-75

人)，缺點是適合場地難尋、據點分配不均、可近性較為不足。 

為落實總統「強化社會安全網」宣示，故規劃「以社區為基

礎」之育兒服務措施。相較起公辦民營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偏屬於「類家庭式」托育措施，透過非營利團體公共參與管

理，管控收費以提供平價、普及、小型化和社區化的托育服務。

冀望能突破過去大型機構的場地空間限制，創設出小規模、在地

化、兼具公開透明、近便性、類家庭的微型機構照顧模式。本局

目前已向中央申請分別於107及108年各設置二處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合計四處，以提供家長多元在地化的托育選擇。 
三、 擴大設置公共化幼兒園 

為穩健提升幼兒入園率，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

畫」，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公立幼兒園為輔的方式，逐步

提升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量達至 4 成目標值。具體做法為依據本

市各行政區域教保服務供需比例進行分析，以滾動修正方式調整

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優先於公共化教保服務招收人數及據點

數比率未達 4 成且需求量較高之目標區域，增設非營利幼兒園及

公立幼兒園。 
本市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之中程目標係穩健提升幼兒入園

率，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秉持公私共好之原

則，規劃於106至109學年度設置公共化教保服務達150班以上。

110 學年度後，將持續活化本市轄屬學校餘裕空間，辦理公立幼

兒園増班設園及開辦非營利幼兒園。 
四、 推廣設置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善加運用已設立之幼兒園資源，統籌規劃社區教保支持系統，

協助推展社區教保活動及親職教育，平衡區域間教保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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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考量各地區托育資源分佈情形，規劃於尚未設置親子館或

托育資源中心之行政區指定公立幼兒園設置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並鼓勵私立幼兒園調整園內制度及設備踴躍申請，以達每年至少

增設 2 所社區教保資源中心之目標。 

伍、 政策實施執行成效 

一、 托育資源中心暨親子館 

106年全年度，托育資源中心共計服務100萬8,059人次；另

南屯親子館於8月8日正式開募後，僅4個月即服務高達2萬2,044

人次，辦理情形如下： 

(一) 辦理教玩具、圖書借用服務9萬3,291人次。 

(二) 托育服務諮詢16萬8,590人次。 

(三) 嬰幼兒活動3,868場次，7萬2,467人次。 

(四) 親子活動579場次，1萬8,650人次。 

(五) 親職教育372小時，1萬894人次。 

(六) 社區服務1,940場次，9萬3,099人次。 

二、 私立托嬰中心 

自104年托育一條龍實施以來，本市托嬰中心家數由101年設

立74家，截至目前為止共計設立133家;而收托幼兒數也自104年

2,166名、105年2,838名至106年增加至3,606名，截至107年3月份

為3,866名，顯見本市托育一條龍政策托育費用加碼補助，已使

托育機構及送托數大幅成長，家長對於送托意願的提升。 

三、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本府自 102 年起，持續於托育資源較不足的地區，設置沙

鹿及豐原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並於 103年增設太平托嬰中心、106

年清水托嬰中心開辦營運，共計 113名嬰幼兒收托名額，提供家

長更多優質的托育選擇，以完善本市嬰幼兒托育環境。 

四、 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 
(一) 104-106 學年度增班設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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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至 106 學年度教育局已在公共化教保服務需求量較

高區域之公立學校(幼兒園)計 46 校(園)新設(增班)幼兒園班

數 51 班。截至 106 學年度本市公立幼兒園(含分班)總計 235
園(包含國小附設幼兒園計 153 園、市(區)立幼兒園(含分班) 
計 82 園)。各學年度增班情形如下圖： 

 

 

(二) 107 學年度增班設園數 
107 學年度規劃於豐原區瑞穗國小等 3 校新設幼兒園，龍

井區龍峰國小等7校附設幼兒園及市立南屯幼兒園辦理增班，

預計增 14 班，再擴增提供 406 名學齡前幼兒就托公共化幼兒

園機會。 
五、 開辦非營利幼兒園 

(一) 104-106 歷年設園情形 
本市轄屬非營利幼兒園截至 106 學年度止，業活化學校

餘裕空間開辦 4 所非營利幼兒園，核定招收人數 360 人。各

學年度設園情形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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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109 學年度預計設園規劃 

    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依本市 29 個行政

區域教保服務供需分析情形，於公共化教保服務量未達 4 成且

教保服務需求量較高之地區，規劃自 107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

再設置 21 園非營利幼兒園(增設 100 班)，可再擴增招收人數計

2,750 人。 
六、 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106學年度已於本市豐原區豐原國小附設幼兒園、南屯區南

屯國小附設幼兒園、太平區車籠埔國小附設幼兒園、梧棲區中正

國小附設幼兒園及市立大安幼兒園等 5 所幼兒園設立社區教保

資源中心，計辦理超過 20 場次親職教育講座及親子活動，約

1,500 位市民及幼兒共同參與，並提供超過 55 場次專家諮詢服

務及開放遊戲場地，滿足家長及幼兒教保活動課程之托育需求。 

  

104學年度

•設置園址:市立三光國中空餘教室

•委託期程: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

105學年度

•設置園址:市立五權國中空餘教室

•委託期程:自105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106學年度

•設置園址:市立潭秀國中空餘教室
大雅區上楓國小空餘教室

•委託期程:自106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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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未來政策方向 

一、 一區一親子館，一館一特色 

本市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所轄面積在六都之中居次，基

於此，有鑒於親子館確實有助提供育兒家庭社區化資源，讓家庭

照顧者方便使用政府資源，亦可減輕自身經濟負擔，並促進育兒

知能，爰此本市育兒及社會福利相關資源的配置，朝向均衡分佈，

建立在地方共同生活圈的概念。 

本府以山線、海線、屯區、市區等四大核心區域平衡發展，

並考量各區域間需求差異，做為托育資源佈點的考量與基本原則。

本市目前共設有市區、山線、海線、大甲、大屯托育資源中心及

南屯親子館，針對本市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與照顧者，規劃辦理

各種親子活動，以及提供在家照顧父母教玩具借/使用、育兒服

務諮詢、嬰幼兒親子活動、親職講座等活動，成效顯著，未來持

續盤點評估其他可行之區域，逐步完成親子館佈建的目標。 

另有鑒於本市首座「南屯親子館」在去（106）年父親節正

式開幕營運後，受到家長熱烈好評，該館有效結合當地吉祥物-

穿山甲咖咖，串連館舍整體視覺意像及活動課程設計，有助當地

文化特色之發揚，藉由參與親子館，當地幼兒更易產生認同感、

歸屬感，基此，本局除硬體擴增-「一區一親子館」外，更以未

來經營目標-「一館一特色」邁進。 

二、 擴大辦理公共托育服務措施 

(一)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由於「托育一條龍」平價托育服務是與既有民間托育資

源協力合作，因此比較偏鄉或托育資源較缺乏的地區，比較

不容易獲得充沛的托育支持。對此，為兼顧城鄉發展，同時

提供各區家長更多元化的托育服務選擇，除了已開辦沙鹿、

豐原、太平、清水 4處公設民營托嬰中心，預計 107年起在

本市太平(坪林)、大里、大雅及南屯區各新設一處，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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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托育資源較不足的地區，推動設置。 

(二)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為持續擴展嬰幼兒平價托育服務，回應家長多元托育需

求，本局也將配合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規劃活化運用本市

學校教室或社區活動中心空間，分別於 107及 108年各開辦

2 處，合計共 4 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突破過去大型機構場

地空間難尋的限制，創設出小規模、在地化、近便性、類家

庭的小型機構照顧模式，除活化既有閒置空間，提升建物使

用效益，更增進托育資源的可近性，滿足在地家長的托育需

求，更可以與學校的學前教育和國小教育，共同串聯起 0到

12歲之托教服務。 

(三) 公共化幼兒園 

截至 106學年度本市公立幼兒園計 235園﹝包含國小附

設幼兒園所、市(區)立幼兒園 (含分班)﹞，核定招收人數

計 1萬 7,273名幼生；另自 104學年度起委託專業經營團體

辦理收托時間比照私幼、收費接近公幼的非營利幼兒園，提

供家長新型態多元公共教保服務，截至 106學年度已設立三

光非營利幼兒園、五權非營利幼兒園、上楓非營利幼兒園及

潭秀非營利幼兒園等 4園，核定招收人數計 360名幼生。同

時 106年度運用學校空餘建地或老舊校舍拆除未再重建之基

地，爭取前瞻基礎建設「友善育兒空間-新(擴)建幼兒園舍」

計畫經費新臺幣4億5,002萬元，新建7園非營利幼兒園舍，

規劃於 109 學年度開始招生，擴增公共化幼兒園 50 班，核

定招收幼生數 1,360人。 

為減輕本市家長育兒經濟負擔，將持續調查各校(園)

增班設園意願及盤整空餘教室，辦理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

並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善用本市學校餘裕空

間、公有公共設施閒置空間整建設置非營利幼兒園。依本市

29個行政區域教保服務供需分析情形，106-109學年度已規

劃於公共化教保服務量未達 4成且需增加公共化教保服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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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之地區擴增公共化幼兒園 163班，增加 4,596名招生人

數，以促進市民生養意願，及就業經濟效益，提供優質教保

服務人力及節省家庭育兒成本，提升家庭經濟效能產值，讓

家長安心就業，父母願意將幼兒送托，提高婦女外出工作意

願。 

柒、 結語 

本市推動「0至 6歲托育一條龍」政策，提供最完整的托育

補助外，建構豐富且優質之托育設施、資源與服務，乃為本市育

兒家庭強大的後盾，此外，尚推展多項措施支持更多學齡前家庭

照顧幼兒，如到宅育兒指導服務、短期及臨時照顧服務、培力家

長團體等，目的乃希望增進家長親職能量，於家庭、社會、體系

制度等面向，皆有助於健全本市幼兒之照顧及成長。 

未來親子館逐步擴點後，將透過優質、近便、多元之服務，

使家長陪伴孩子共學、共讀、共遊、共玩，亦能使家長從中學習

「陪伴」的重要性，「陪伴成長，成長陪伴」即為親子館成立之

主要目的，亦強調政府的功能在於如何擔任最適任的輔助者角

色。 

另外亦以增設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家園為目標，

以平衡區域托育資源；針對私立托嬰中心，亦將依規嚴格為民眾

把關，全面致力於打造友善育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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