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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一條龍－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101年 12月 27日核定公告 

102年 2月 26日修正公告 

103年 2月 12日修正公告 

104年 2月 26日修正公告 

104年 7月 28日修正公告 

104年 12月 31日修正公告 

105年 1月 13日修正公告 

107年 3月 1 日修正公告 

107年 8月 22日修正公告 

壹、 依據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

條及第二十六條。 

二、 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 年）」及衛生福利部「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零至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簽訂契約與費

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規定」（以下稱作業規定）。 

貳、 目的 

一、 調節托育費用，提供臺中市（以下稱本市）市民平價、普及的托育服務，

減輕家庭育兒經濟負擔。 

二、 提升並確保托育服務品質，促進本市兒童健康發展。 

三、 支持父母兼顧就業和育兒，分擔家庭照顧幼童之責任，協助家長解決托

育問題，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 

四、 透過公私協力維持托育需求供給之穩定性，提高家長送托意願，創造托

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收托機會，並增加平價托育服務可供給量。 

參、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稱本局） 

肆、 實施對象 

一、 申請使用托育準公共化服務之委託人（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

之人，以下稱委託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送托未滿六歲兒童（以下稱幼兒）至與本局簽約之托育準公共化服

務提供者（以下稱托育提供者）。 

(二) 委託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

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或經本局依社會救助

法審核認定為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弱勢家庭（弱勢庭係指該名

幼兒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之家庭、特殊境遇家庭或其他經本局認定

者）。 

(三) 委託人送托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等，且每週托育時數達

三十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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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託人申報期間，該名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未領取因照顧

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

貼。 

(五) 委託人不得指定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罕見疾病或

有其他特殊狀況之幼兒，不在此限。 

二、 托育提供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居家托育人員： 

1. 符合兒少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資格之一，並領有

本局核發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者，或於一○七年七月三十

一日以前已取得兒少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資格，並領有本

局核發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者。 

2. 收托三親等以外幼兒。 

3. 最近三年內未曾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以

下稱居家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一。 

4. 最近一年內未曾違反居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之一，並

經命限期改善達三次以上或科處罰鍰。 

(二) 托嬰中心： 

1. 依兒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辦理且提供日間托育服務，並領有本局

核發之設立許可證書。 

2. 最近三年內未曾違反兒少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

一。 

3. 最近一年內未曾違反兒少法第八十三條第五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

一，並經命限期改善達三次以上或科處罰鍰。 

4. 最近一次評鑑等第乙等（含）以上。 

5. 聘任之托育人員投保薪資級數，依申請加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之

年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107 年：24,000 元。 

(2) 108 年：25,200 元。 

(3) 109 年：26,400 元。 

(4) 110 年及以後：28,800 元。 

伍、 計畫內容 

一、 委託人之權利義務及辦理事項： 

(一) 費用申請：委託人應與托育提供者簽訂托育服務契約，並向本局提

出托育費用之申報。 

(二) 費用支付： 

1. 未滿二歲幼兒，本局依衛生福利部所列標準核定支付托育費用，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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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類型 

托育提供者 

一般家庭 

(綜所稅率未達20%) 
中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第三名 

以上子女 

居家托育人員 

私立托嬰中心 
最高六千元/月 最高八千元/月 最高一萬元/月 

再增加一千元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最高三千元/月 最高五千元/月 最高七千元/月 

註：第三名以上子女指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之第三位以上子女。 

 

2. 二歲以上至未滿六歲設籍本市之幼兒，且委託人（父母一方、監

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設籍本市半年以上，本局每月支付三千元。 

3. 托嬰中心經個案審議通過調費者，本局依附表協助支付委託人調

漲之費用。 

4. 服務費用之核定以月為單位，送托日數達半個月以上一個月未滿

者，以一個月計，未滿半個月者，以半個月計。費用支付至幼兒

滿六歲生日前一天止。 

5. 委託人實際支付托育費用低於本市所定購買價格者，按實際費用

支付。 

(三) 申請程序： 

1. 委託人自送托之日起十五日內，依申報書所列事項及應備文件，

交由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送托之托嬰中心向本局提出服務費

用申報，費用支付日期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 

2. 未及於托育事實發生十五日內申報者，以資料備齊送達之日起算

（以郵戳日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嬰中心簽收日為憑）。 

(四) 申復： 

1. 審查不通過之委託人，本局以書面通知，委託人得自通知送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復。 

2. 委託人因綜合所得稅稅率未符合規定者： 

(1) 自審查結果通知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得檢附當年度申報之綜

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以下稱核定通知書）提出申復；逾期者，

應重新申報。 

(2) 委託人於三十日內無法取得核定通知書，得以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申報資料辦理，並於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主動補附核定

通知書；但有特殊事由並本局認定者，得免補附。 

(3) 申復期限於當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前者，應延長至結算

申報截止日補附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並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補附核定通知書。 

3. 申復經審核符合申報資格者，服務費用得追溯自受理申請月份，

並按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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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1. 委託人應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申請文件，以免延誤補助審核時

間，影響自身權益。 

2. 委託人檢附證明文件提供審核，資料如有不實，須負法律責任，

並將已領取費用返還。必要時應配合查調戶籍及財稅等資料。 

3. 申報期間重複領有因照顧該名幼兒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

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者，應將已領取費用返還。 

4. 委託人資格異動或變更托育提供者，應重新申報服務費用。 

5. 委託人應檢附之文件不全或錯誤，應依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不予核定服務費用，委託人並應重新申報。 

二、 托育提供者之權利義務與辦理事項： 

(一) 簽約及審核： 

1.申請應備文件及受理單位： 

(1) 居家托育人員：檢具申請書向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出申

請，居家托育中心完成初審後，將申請文件送交本局。 

(2) 托嬰中心：檢具申請書（一式 2 份）、托育人員名冊及勞健保投

保證明、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合格證明，向本局

提出申請。 

2.本局受理托育提供者備齊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核，經審核通

過者辦理契約簽訂，審核不通過者以書面通知審核結果。 

(二) 應配合事項： 

1. 托育提供者應與委託人簽訂托育服務契約。 

2. 托育提供者應向委託人說明本計畫相關規定。 

3. 托育提供者之托育費用不得超過本市所定托育服務購買價格上

限，說明如下： 

(1) 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本市協力之居家托育人員與托嬰中

心，參與衛生福利部托育準公共化服務，維持原本局核定之收

費與收托條件。 

(2) 一○七年八月一日以後參與衛生福利部準公共化機制者，居家

托育人員收費標準不得高於本局公告之各區托育收費之基本費

用參考值；托嬰中心應提供每日十小時以上（上午八時至下午

六時為原則）之日間托育服務，每月平均收費總額（含註冊費

及其他等費用，除副食品外）不超過一萬三千元。 

4. 托育提供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辦理契約登載事項變更： 

(1) 居家托育人員之服務登記證書記載事項變更時，應依居家管理

辦法規定向本局辦理登記及契約變更。 

(2) 托嬰中心之名稱或負責人變更，且不涉及經營主體變更者，應

即檢具完成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向本局辦理契約變更。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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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許可證書記載事項變更者，應依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報請本局許可，並重新提出合作申請。 

(三) 續約：托育提供者與本局契約效期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前，本局通知

辦理續約。托育提供者不續約時，應於效期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前，

以書面通知本局。 

(四) 托育提供者終止契約： 

1. 提前終止：托育提供者如有特殊事由欲提前終止契約，應於終止

契約之日起六十日前以書面向本局提出，經本局核准後始得提前

終止契約，該托育提供者契約經終止後，一年內不得再提出合作

申請。 

2. 違反法令或契約規定終止：托育提供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

終止契約，並自退出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 

(1) 擅自調高費用或巧立名目收費。 

(2) 改變原收托條件或收托比違反簽約規定。 

(3) 規避、妨礙或拒絕管理、輔導、監督及檢查。 

(4) 以詐術、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經查證屬實。 

(5) 居家托育人員停托或服務登記證書效期屆滿且未申請換發。 

(6) 居家托育人員違反兒少法第四十九條或居家管理辦法第五條、

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一，經查證屬實。 

(7) 居家托育人員違反居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之一，且

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以上或科處罰鍰。 

(8)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兒少法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之一，經查證屬實。 

(9)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兒少法第八十三條第五款至第七款、

第九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一，且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以上或科

處罰鍰。 

(10)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經科處罰鍰。 

(11)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對其聘僱之托育人員變更投保勞工保險條

件，或調降托育人員投保薪資且未符合本局規定金額，經命限

期改善未改善者。 

(12)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經評鑑等第丙等以下。 

(13) 托嬰中心、托育家園經本局命其停辦或廢止設立許可。 

(14) 其他經認定可歸責於合作對象之事項。 

3. 就托於經前款終止契約托育提供者之幼兒，本局於契約終止之日

起六十日內協助委託人媒合其他托育提供者，並持續支付該段期

間之托育費用。 

(五) 本局得針對加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之托育提供者予以獎勵。獎勵措

施及內容，由本局另定之。 



6 

 

(六) 托育提供者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 

1. 申請期限：欲申請調整審議之托育提供者，應於本局每年度公告

收件截止日前檢具相關文件向本局或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出

申請（以郵戳日或本局簽收日為憑）。 

2. 對象及資格： 

(1) 托育提供者自申請截止日起算最近一年，應無違反兒少法、

居家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或疏忽照顧紀錄，經本局命限期改

善或科處罰鍰。 

(2) 托嬰中心：托育人員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級數，應符合本計畫

規定。 

(3) 居家托育人員：需同時符合下列資格： 

A. 實際托育年資達二年以上。 

B. 皆能依規定即時回報收托狀況，並按時繳交資料。 

C. 前一年研習時數達十八小時。 

3. 標準： 

(1) 托嬰中心： 

A. 收費調漲幅度以百分之五為上限。 

B. 托嬰中心提出個案審議申請時，應檢附托育人員名冊

及勞健保投保證明、最近一次申報國稅局之執行業務

所得損益表與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及經營收支分析表

等相關證明文件。 

C. 調整之數額至少百分之六十應用於提升中心托育人

員、廚工或護理人員人事費用（薪資福利條件須符合

勞動基準法）。不符者除應調回原收費標準外，二年內

並不得再申請調費與調時個案審議。 

(2) 托育人員：評分合計未達十分者不予調整；十分以上未達二

十分者托育費用調整上限五百元；二十分以上者托育費用調

整上限一千元。評分項目如下： 

A. 曾獲選為本市或全國優質托育人員者（本市或全國擇

一，不重複加分，且僅能採計一次）：加十分。 

B. 申請當年度或前一年度積極參與協力圈或中心講座等

相關活動：參與三次以上：加三分；參與二次：加二

分；參與一次：加一分（單一年度可採計一次，不重

複計算）。 

C. 近四年擔任並做滿一年協力圈組長：加二分；副組長：

加一分（每擔任一年度可採計一次，不重複計算）。 

D. 保親關係及托育穩定度佳： 

（a）近二年無托育糾紛：加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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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年內收托的孩子有二分之一以上收托滿一年以

上（目前持續收托中但未滿一年的幼童不計）：加三

分。 

E. 托育環境/設備/教案佳/其它：加五分。 

(3) 調整後日間托育費用不得超過最近年度本市家庭可支配所

得之百分之十五加六千元；居家托育人員全日托收費不得超

過本市公告之收費參考值。 

4. 生效期日：經審查通過後，調費自次年起生效。 

5. 托嬰中心申請時間調整個案審議比照收費調整機制辦理。 

陸、 協力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轉銜機制： 

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已與本局協力但未加入衛生福利部托育準

公共化服務之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本局針對其收托未滿六歲之幼兒

提供平價托育補助每月三千元，家庭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率逾百分之二十

者補助每月二千元，補助期限至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柒、 本計畫自修正公告後溯自一○七年八月一日生效，計畫未盡事宜，依衛生

福利部作業規定辦理。 

捌、 經費來源：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補助款及本局循年度預算程序辦理。 

玖、 本計畫之效力等同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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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個案審議調費後政府補助及家長負擔表 

年度 107 108 109 110 

投保薪資級數 24,000 25,200 26,400 28,800 

申請托育準公共化調費 不可申請 可申請 可申請 可申請 

準公共化補助（中央） 6,000 6,000 6,000 6,000 

家長負擔 7,000 7,000 7,000 7,000 

托嬰中心調增收費後之

級距 
13,000 

13,001- 

14299 

14,300- 

14,999 

15,000~ 

15,799 

15,800 

及以上 

臺中市補助家長金額 0 700 1,400 2,100 2,800 

備註：1.上表之收費係指托育費用（不含副食品、延托費），超過基本收費（政

府未補助之差額）本即是由家長負擔，仍予以維持。 

2.投保薪資與收費（含調漲費用）須連動。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