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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108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01會議室 

參、主席：盧召集人秀燕 （陳副局長仲良代理） 

 紀錄：蔡月霞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決議： 

編號 案由 
上次決議 

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主

辦 

單

位 

本次會

議決議 

1061229-01 有關本

市居家

式托育

服務收

退費項

目及基

準檢討

1案 

請業務單

位先行蒐

集本市托

育人員節

慶獎金收

費的相關

數據，下次

會議再議。 

業完成托育人員節慶獎金

收費情形分析，並列入提案

二，提請討論。 
社 

會 

局 

■解除

列管 

二、社會局工作報告(詳會議手冊第 3至 6頁)：洽悉。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年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個案審議申復結果，提

請大會追認。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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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107年度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個案審議會議，分別於

11月 20日及 27日辦理完竣，並經本大會 107年第 2次會議追認在案。 

二、本府社會局受理不通過者提出申復，並分於 108年 5月 17日及 6月 5

日召開個案審議小組申復會議，審議結果說明如下： 

(一)準公共化托育人員提出申復者計 6件，通過者 6件。 

(二)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提出申復者計 7件(小羚羊、小貝貝、桃太郎、聖

恩天使、聖恩彼得、彩虹屋、喜悅等托嬰中心)，經審議申復不通過。 

辦法：提請大會追認通過後，發函該等申復結果。 

決議: 追認通過，發函通知申復單位申復結果。 

 

提案二: 有關節慶獎金(含年終獎金)應回歸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

定，爰擬具「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簡稱本基準)」

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現行本基準針對「節慶獎金」並未規範項目及收費上限，該修正草案前

經本委員會 107年 6月 1日第 1次會議提案一決議，明定節慶獎金項目

為端午節、中秋節、年終以及訂定端午節及中秋節獎金，各不超過二千

元；年終獎金不超過一個月之托育費的規定。惟因 107年 8月新制「準

公共化托育政策」上路，本府社會局於辦理說明會及座談會中，接獲現

場數百位托育人員陳情，期間也接到近百通抗議電話及大量陳情信件，

反映所公告的「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修正草案對照

表」，其「節慶獎金」部分，應採雙方合意，不宜規範金額上限。爰於

本委員會 107年 12月 11日第 2次會議提案參酌各地方政府作法，建議

回歸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定，惟該次會議決議，先行蒐集本

市托育人員節慶獎金收費的相關數據再議。 

二、今由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協助查填現職托育人員收費情形，本案以「在

宅日間托育收費」計 3,354筆資料分析，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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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午節：前三名依序為由家長隨意送禮金或禮品計 1,147 人

(34.20%)、約收費 2,000 元者計 1,006 人(29.99%)、未收費者計 562

人(16.76%)；另收費高於 5,000元者共計 54人(1.61%)。 

(二)中秋節：前三名依序為由家長隨意送禮金或禮品計 1,143 人

(34.08%)、約收費 2,000 元者計 1,011 人(30.14%)、未收費者計 560

人(16.70%)；另收費高於 5,000元者共計 55人(1.64%)。 

(三)年終獎金：前三名依序為約收費 1 萬以上至 1 萬 5,000 元者計 2,709

人(80.77%)、由家長隨意送禮金或禮品計 345 人(10.29%)、約收費 1

萬 5,000 元以上至 2 萬元者計 261 人(7.78%)；而收費低於(含)1 萬

5,000 元者共計 3,077人(91.74%)、高於 1萬 5,000 元者共計 277 人

(8.26%)。另年終金額相當於１個月托育費用者計 2,646 人(78.89%)

為最多。 

三、綜上，經調查本市現行居家托育人員節慶獎金（端午節、中秋節、年終）

收費情形，多數的收費金額及樣態，與本委員會 107年 6月 1日第 1次

會議提案一決議接近，即端午節及中秋節獎金，各不超過二千元；年終

獎金不超過一個月之托育費，考量此行之多年的節慶獎金文化，不明定

規範下，收費情形尚屬合理，且能保有家長及托育人員合意訂定的彈性

空間，爰建議本基準「節慶獎金」修正為雙方合意訂定，彙整前次會議

決議及本次擬增刪內容摘要(如表 1)提請討論。 

表 1 前次會議決議及本次擬增刪內容摘要表 

序號 前次會議決議 本次擬增刪內容 

1 
第二點第一款及第四點第三項：增

列夜間托育。 

同前次決議 

2 
第二點第二款明定節慶獎金項目：

端午節、中秋節、年終。 

改回原內容，不列出端午

節、中秋節、年終。 

3 
第三點第二款新增日間托育費用增

減規定。 

同前次決議 

4 
第三點第三款新增延長托育費用及

臨時托育費收費金額。 

同前次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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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前次會議決議 本次擬增刪內容 

5 

第三點第四款新增明定節慶獎金收

費上限及年終定義。 

修正為「節慶獎金：由家長

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

定。」 

6 

第四點第二項應寫出機關全銜 1.同前次決議 

2.另配合「準公共化托育政

策」修正文字。 

7 

無 第四點第四項新增到宅托育

服務之托育費及副食品費，

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

意訂定。 

8 
第五點：修正為「退費項目：依據

訂定之應收項目退費。」 

同前次決議 

9 

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修正退費計

算方式為「每月(托育費+副食品

費)x(未托育天數/三十)=退費金

額。」 

同前次決議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將循法制作業程序簽辦機關首長核准後，於

本府社會局網站上公告。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有關托育服務費分區訂價偏低應階段性調高，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大臺中褓姆職業工會 

說明： 

一、其他縣市的托育費用平均大約都在 1萬 5,000元至 1萬 8,000元左右。 

二、臺中市是六都之一，托育費用是全國最低，自 102年實施平價托育以來

採用分區定價 1萬 2,000元到 1萬 4,000元。 

三、建議分區收費下限應為本市家庭可支配所得之 10％加 6,000元，即 1

萬 4,6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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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審議並得每年申請，收費上限則為本市家庭可支配所得之 15％加

6000元，即 1萬 8,915元。 

辦法：建議 109年起分區收費下限每年調高 500元，逐步調高至 1萬 4,610

元。 

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審查意見： 

一、本市自 102年起實施托育費用價格管制，陸續接獲居家托育人員(保母)

及托嬰中心反映收費無法調整影響其收入。為使價格反映收托品質，故

105年經召開托育管理委員會決議，本市托育費用價格之調整採「個案

審議」，由本委員會委員組成審議小組(成員包含專家學者、保母代表、

托嬰業者代表、家長代表等)，通過審議者，保母得酌予調整托育費 50

0至 1,000元，托嬰中心則得予調整現行收費之 5%。 

二、以 103年至 107年為區間，通過「個案審議」審查 2次者，可調整 1,000

元至 1,500元(歷來通過率超過 95%)；如採「物價指數」(年增率計 4.26%)

僅能調整 511元至 596元。兩種機制調費差額高達 404元至 989元不等，

即「個案審議」較「物價指數」的調費方式更優，保母有更合理的照顧

費用，得以持續精進專業，能讓家長更放心送托。 

三、另查同屬直轄市的日間托育收費，如桃園市 1萬 2,000元至 1萬 5,000

元；臺南市 1萬 1,000元至 1萬 4,000元；高雄市 1萬 2,000元至 1萬

5,000元。本市保母如有 2次個案審議通過(每次調 500元)，共計調費

1,000元，其分區收費上限則為 1萬 3,000元至 1萬 5,000元，與前開

直轄市相較，並非最低。 

四、綜上，有鑑於本市托育費用之調整已有「個案審議」機制，且通過個案

審議之保母與托嬰中心，每年均得調漲費用。復考量托育費用起始價格

之調整，影響民眾權益甚鉅。另衡酌依中央準公共化計畫目標，期待家

長實際托育費用不超過家戶可支配所得之 15%，即本市每月托育費用上

限最高可達 1萬 8,915元。依此原則下，本案擬將廣泛蒐集多方意見後，

再行評估研擬調整合理的收費，以兼顧家長托育負擔。 

發言摘述： 

一、吳委員美蘭 

(一)107年準公共化說明會時，前市府團隊有承諾保母會研議調整分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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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起始價，故須善盡委員責任提案。 

(二)105年及 106年需 2年才能申請調費，且若以全部保母中申請調費通

過的比率計算，約三分之一通過而己，過半數都沒有申請。 

(三)神岡區保母反映，該區相較豐原區及大雅區收費較低，造成家長跨區

送托，該區每位保母平均收托數較高。另因收費太低無法吸引年輕或

專業素質高的保母投入托育產業，爰建議調高起始價以吸引上開人才

投入。 

二、主席 

(一)行政是延續的，既然是重要政策且林前市長有承諾研議，當然本府會

繼續研議。 

(二)不樂見地區價格失衡，失去區域近便性。 

三、社會局兒少科林股長信廷 

(一) 因「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須分區

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故山、海、屯及市區是否同樣規格

訂定，恐受法令拘束。 

(二) 104或 105年曾討論是否以物價指數齊一式調漲較無爭議，但當時只

能約調漲 64元，不會符合保母們的期待，且齊一式依物價指數調漲的

作法，無法讓表現較優的保母反映其收托品質，故決議讓保母及托嬰

中心透過個案審議方式，依專業能力展現來調費，保母有的調 500元，

曾獲優質保母的甚至能調到 1,000元。 

(三) 107年以前每 2年才能提出申請，調費的速度或許沒那麼快，但銜接

準公共化期間，法令雖規定調費以 2年 1次為原則，為傾聽並回應保

母及托嬰中心的意見，也將調費週期從 2年 1次修正為 1年 1次，一

方面讓收費反映其品質，另一方面也避免齊一式的調漲，被不同意見

者質疑正當性。 

四、鍾委員情婷 

(一)考量 102年迄今分區收費上限未調整，故建議神岡區、和平區、霧峰

區等收費只有 1萬 2,000元的，能調高至 1萬 3,000元。 

五、王科長麗馨 

(一)起始價調整也應該考量到品質，本案已有審議制度讓優質的保母每年



7 

 

申請調費較為合宜；若只考量新進保母的收費，而統一調高地板價較

為不妥，應思考家長的托育負擔及想法，且收費過高保母是否還收托

得到幼兒等問題。 

六、主席 

(一)歸納上開意見，市場機制會把關(如家長會自行評估送托路途遠近，

不一定選擇跨區送托)及平價托育費用的補助機制會控制收費。 

(二)能否調到天花板價，取決於服務提供者。 

七、王委員建雄 

(一)不會為節省 500元或 1,000元就跨區找保母，會考量家庭居住區與工

作區之間，如何最有效、不會遲到、不被加收費用、便於接送…等原

因決定送托，認為大雅區家長跨區送托至神岡區的假定不太合理。 

(二)為何要分區訂價?因臺中市各區家庭可支配所得的能力差異很大，如

何要求神岡區的農民與西屯區銀行工作者有相同的支配能力。另平價

托育制度最早用意並非創造托育市場，而是透過政府管制市場來激勵

家長敢於生育並送托，讓家中第二份勞動力投入勞動市場，獲得第二

份收入才能提升家庭可支配所得，才可能讓家庭有願意生育第二位小

孩。 

(三)政府提供托育補助的用意是在讓家庭願意生育第二胎，從幾次調漲收

費來看，出生率與前一年相比呈現下降，價格的確影響生育意願。 

(四)相較發放補助及津貼的政策，建議廣設公托。 

(五)保母屬於個人服務業，是自由工作者，並非受僱於他人，不能用時薪

制的概念去換算收費。 

決議: 綜融委員的意見本案維持現行作法。 

 

提案四: 針對保母被污名化的報導，擬由社會局發函新聞媒體更正，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托育人員發展協會 

說明： 

一、有關部分不當照顧的兒虐新聞報導，誤將照顧者統稱為保母，即使照顧

者已表示自己並非保母身分，記者卻仍使用「保母」一詞，致保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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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挫，家長不敢送托。 

二、為維護托育人員(保母)正面形象，對於非托育人員所為的負面新聞，如

有用詞錯誤時，建議由社會局發文請相關單位更正，以正視聽。 

辦法：建議由社會局去函更正，俾維護托育人員正面形象。 

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審查意見： 

一、經洽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 NCC）得知，民眾如對電視、網路等傳

播內容有任何意見，可檢具具體情事資料函請 NCC處理或線上申訴，路

徑：NCC官網首頁/意見信箱/案件申訴/ (網址： 

https://www.ncc.gov.tw/chinese/index.aspx)。 

二、日後類此去汙名化一事，擬由單位自行申訴或請單位檢附具體事證函文

本府社會局，由社會局函請 NCC妥處。 

決議:  

一、考量保母是女性重要的就業管道，職業聲望不好會影響女性就業，為改

善保母職業形象，避免汙名化保母，本案依委員會決議，函請 NCC納入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提案，建議於媒體主管人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中，倡議當發生照顧者虐童事件時，從維護合法保母權益的角度來報

導，尤其出事者非合法保母時，應避免汙名化保母，以改善保母職業形

象。 

二、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條規定，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使用上常簡稱「居家托育人員」(即登記保母)；具保母資格沒

辦理登記者，常簡稱「未登記保母」，以資區辨合法與否。 

三、發函請 NCC納入該委員會提案，並擬具新聞稿發布，以提升居家托育人

員正向形象。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有關托嬰中心收費起始價格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臺中市嬰幼兒福利聯合會 

說明： 

https://www.ncc.gov.tw/chinese/index.aspx


9 

 

一、托嬰中心為加入準公共化，須配合逐年調升托育人員之投保薪資，以及

遵守收費上限等規定，致營運成本墊高。 

二、托育人員照顧幼兒品質與薪資優劣相關。 

三、每年 2月至 4月、7月至 9月收托兒童週期性解除托育，因無法一次招

滿員額，致營運收入不穩定，為爭取合理的經營成本，爰提案討論。 

決議：前已提案，本府社會局業進行審慎研議，但因涉及當前政策的合理性，

目前維持現行作法。 

 

提案二: 有關研擬進階版托育服務查詢系統後續進度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王委員建雄 

說明：前於 106年本委員會第 2次會議中，曾討論建置進階版托育服務查詢系

統，除視覺化便於使用外，具托嬰中心評鑑結果、保母居家環境狀況…

等項內容，期提供充分的托育服務資訊，以利家長參考。為了解該系統

建置進度，爰提案。 

決議： 

一、 經查本委員會 107年 6月 1日第 1次會議提案三決議，本案俟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新的查詢系統建置完成，再行評估…。次查該署新

系統業於 108年 6月辦理教育訓練，俟完成後，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二、 另本府社會局「社會褔利地圖」增修功能近期將完成，上線後可開放

民眾查詢使用，包括托育服務的資訊、評鑑及聯合稽查結果、依地址

檢索資源…等項，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會充分提供各項資訊，

針對不足處，將持續滾動修正再補足。 

 

玖、建議事項 

一、葉委員郁菁：建議貳-二-(二)托嬰中心服務概況宜將公私托數據分開

呈現。 

二、蔡委員盈修：自 108年 4月 24日兒少法修正公布後，如托嬰中心發

生疑似兒虐事件，採違反第 49條裁罰托育人員的認定，相較採第 83

條裁罰機構的認定更重，除剝奪托育人員工作權外，該員會被登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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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資料庫列管。由於修法後，過去處理兒虐事件的慣例與現行處理

已有差異，爰建議社會局應與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共同研

商，就居家托育人員(保母)或托嬰中心違反第 49條與第 83條適用的

樣態建立認定原則，俾利裁罰標準一致性。 

主席裁示：請列入改進及參考事宜。 

壹拾、散會：下午 4時。 

 



 

 

附件 1 

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規定訂定

之。 

一、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規定訂定

之。 

本點未修正。 

二、收費項目：分為應收

項目及得收項目，托

育人員不得收取應收

項目和得收項目以外

之項目。 

(一)應收項目：托育

費 ( 含 半 日 托

育、日間托育、

全日托育、夜間

托育及臨時托

育)及副食品費。 

(二)得收項目：延長

托育費用、節慶

獎金或禮品。 

二、收費項目：分為應收

項目及得收項目，托

育人員不得收取應收

項目和得收項目以外

之項目。 

(一)應收項目：托育

費 ( 含 半 日 托

育、日間托育、

全日托育及臨時

托育)及副食品

費。 

(二)得收項目：延長

托育費用、節慶

獎金或禮品。 

第一款增列夜間托育，以

符應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簡稱

本辦法)第六條所定的收

托方式。 

三、收費基準： 

(一)收費以月為原

則，每月以三十

日計算。 

(二)日間托育每日以

十小時，週一至

週五為原則；常

態性每日增減一

小時，每月托育

費應增減新臺幣

一千元。 

(三)當日突發性延長

托育費用及臨時

托育費，每小時

新臺幣一百元至

一百五十元。 

(四)節慶獎金：由家

長與托育人員於

契約合意訂定。 

三、收費基準： 

(一)收費以月為原

則，每月以三十

日計算。 

(二)日托每日以十小

時，週一至週五

為原則。 

一、第二款為因應家長常

態性送托時間長短的

不同，所給付的托育

費宜有區別，爰增列

托育費增減的規定。 

二、新增第三款，為因應

家長當日有突發性事

件須延長原定托育時

間者，得另收延長托

育費用，以及訂定本

辦法第六條第六款所

稱臨時托育的費用，

爰明定此兩項費用每

小時的收費區間。 

三、參酌多數縣市作法及

托育市場固有機制，

爰新增第四款節慶獎

金收費由雙方合意訂

定。 



 

 

四、臺中市政府公告日間

托育費、全日托育費

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

如附表。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九月三十日以前，

已依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

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

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

業要點與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簽訂準公共化

契約之托育人員，或

申請收費調整經個案

審議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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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日托育及夜間托育

之托育費由家長與托

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

定。 

到宅托育服務之托育

費及副食品費，由家

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

合意訂定。 

四、臺中市政府公告日間

托育費、全日托育費

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

如附表。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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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日托育及臨時托育

之托育費由家長與托

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

定。 

一、第二項修正說明如

下：  

(一)為配合中央準公

共化政策實施，

本市原托育一條

龍－平價托育服

務實施計畫業同

步修正相關規

定，因現行統一

採「準公共化契

約」及經個案審

議通過者收費會

高於附表規定，

爰須修正本項。 

(二)應寫出機關全

銜，故修正為臺

中市政府社會

局。 

二、第三項配合第二、三

點酌作文字修正。 

三、新增第四項，係考量

到宅托育服務較為多

元及特殊性，案件數

量較少，其收費情形

難有客觀數據可供參

採，宜由雙方合意訂

定，爰新增本項以周

延本辦法第二條所定

服務類型的收費規

範。 

五、退費項目：依據訂定

之應收項目退費。 

五、退費項目：托育費。 查第二點第一款應收項目

為托育費及副食品費，考

量退費基準的合理性，本

點爰作修正。 

六、退費基準： 

(一)退費以月為原

則，每月以三十

日計算。 

(二)退費計算方式：

每月(托育費+副

食品費)x(未托

育天數/三十)=

退費金額。 

托育契約有另行約定

六、退費基準： 

(一)退 費 以 月 為 原

則，每月以三十

日計算。 

(二)退費計算方式：

每月托育費 x(未

托 育 天 數 / 三

十)=退費金額。 

托育契約有另行約定

者，依托育契約內容

配合第五點修正退費計算

方式。 



 

 

者，依托育契約內容

退費。 

退費。 



 

附表 

單位：新臺幣元 

行政區域 
日間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全日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副食品費 

日間托育 全日托育 

東區 ㄧ萬三千元 

二萬二千五百元 ㄧ千元 二千元 

南區 ㄧ萬三千元 

中區 ㄧ萬三千元 

南屯區 ㄧ萬四千元 

西屯區 ㄧ萬四千元 

西區 ㄧ萬四千元 

北屯區 ㄧ萬四千元 

北區 ㄧ萬四千元 

大肚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梧棲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清水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大甲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沙鹿區 ㄧ萬三千元 

大安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外埔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龍井區 ㄧ萬三千元 

豐原區 ㄧ萬三千元 

東勢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神岡區 ㄧ萬二千元 

大雅區 ㄧ萬三千元 

后里區 ㄧ萬三千元 

石岡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新社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和平區 ㄧ萬二千元 

潭子區 ㄧ萬三千元 



 

太平區 ㄧ萬三千元 

霧峰區 ㄧ萬二千元 

烏日區 ㄧ萬三千元 

大里區 ㄧ萬三千元 

註：1.本表之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為上限。 

2.日間托育提供副食品三正餐以上者，得適用全日托育副食品費。 

 



 

 

(現行) 

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1 日府授社秘字第 10500382761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5年 11 月 23日府授社秘字第 10502531461 號令修正 
ㄧ、本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二十條規

定訂定之。 

二、收費項目：分為應收項目及得收項目，托育人員不得收取應收項目和得收

項目以外之項目。 

(ㄧ)應收項目：托育費(含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及臨時托育)及副

食品費。 

(二)得收項目：延長托育費用、節慶獎金或禮品。 

三、收費基準： 

(ㄧ)收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日托每日以十小時，週一至週五為原則。 

四、臺中市政府公告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如附表。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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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日托育及臨時托育之托育費由家長與托育人員於契約合意訂定。 

五、退費項目：托育費。 

六、退費基準：  

(ㄧ)退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二)退費計算方式：每月托育費 x(未托育天數/三十)=退費金額。 

托育契約有另行約定者，依托育契約內容退費。 

 

 



 

附表 

單位：新臺幣元 

行政區域 
日間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全日托育費 

(不含副食品費) 

副食品費 

日間托育 全日托育 

東區 ㄧ萬三千元 

二萬二千五百元 ㄧ千元 二千元 

南區 ㄧ萬三千元 

中區 ㄧ萬三千元 

南屯區 ㄧ萬四千元 

西屯區 ㄧ萬四千元 

西區 ㄧ萬四千元 

北屯區 ㄧ萬四千元 

北區 ㄧ萬四千元 

大肚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梧棲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清水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大甲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沙鹿區 ㄧ萬三千元 

大安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外埔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龍井區 ㄧ萬三千元 

豐原區 ㄧ萬三千元 

東勢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神岡區 ㄧ萬二千元 

大雅區 ㄧ萬三千元 

后里區 ㄧ萬三千元 

石岡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新社區 ㄧ萬二千五百元 

和平區 ㄧ萬二千元 

潭子區 ㄧ萬三千元 



 

太平區 ㄧ萬三千元 

霧峰區 ㄧ萬二千元 

烏日區 ㄧ萬三千元 

大里區 ㄧ萬三千元 

註：1.本表之日間托育費、全日托育費及副食品費收費金額為上限。 

2.日間托育提供副食品三正餐以上者，得適用全日托育副食品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