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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108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12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 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601會議室 

參、 主席：盧召集人秀燕 （彭局長懷真代理）               紀錄：羅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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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辦 

單 

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1080624-

01 

有關本市居家式托

育服務收退費項目

及基準檢討一案。 

社

會

局 

現正簽辦中。 繼續列管。 

 

 

1080624-

02 

針對保母被污名化

的報導，擬由社會局

發函新聞媒體更正

一案。 

社

會

局 

已於 10月 25日發函

建議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於媒體各項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中，倡議當發生照顧

者虐童事件時，能從

維護合法保母權益

的角度報導。 

一、 繼續列管。 

二、 後續將持

續追蹤 NCC之

回覆。 

 

 

 

 

二、 社會局工作報告(詳會議手冊第 3至 8頁)：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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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108年度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個案審議結果，提請

大會追認。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10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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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及 29日辦理完竣。 

二、 審議結果說明如下： 

(一) 準公共化托育人員提出者計 1,375件，審議通過者 1,312件，不通過

者 63件（通過率 95.42%）。通過調整 500元者計 1,305件，通過調整

1,000元者計 7件。 

(二) 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提出者計 101件，審議通過者 99件，不通過者 2件

（通過率 98.02 %）。通過調整 3%者計 35件(含調時、調費 2件)，通

過調整 5%元者計 63件，1家調漲至 1萬 3,000元。 

  辦  法：提請大會追認通過後，函知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審議結果。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分區收費上限應訂時程檢視是否合宜，提請討論。 

                                                   提案人：吳委員美蘭 

說明： 

一、  目前雖有個案審議制度讓保母申請調整費用，保母們也有感受到政

府釋出之善意，但在分區訂價較低的區域仍出現跨區送托比例高，讓

此區保母有被貶低為次等保母的感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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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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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收費只有 12,000元的，各區分別討論是否可調整分區收費上限。 

辦 法：建議由社會局廣泛蒐集多方資料、意見、物價指數、跨區托育比例等

相關資料，於下次會期討論哪些區可調整收費上限及金額。 

社會局意見： 

    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需依轄內物價分

區制定居家托育人員價格。考量托育費用起始價格之調整，影響民眾權益甚鉅，

本局刻正請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收集各區托育費用等資料，將邀集專家學者

研議後，再研擬合理的收費，以兼顧家長托育負擔。 

決議: 邀請吳委員美蘭、鍾委員情婷及王委員建雄針對臺中市托育人員分區

收費於 109年 1月 3日下午 3時召開會議進行討論。 

 

提案三：臺中市超收問題嚴重！是低薪問題有無改變的可能，提請討論。 

                                                提案人：鍾委員情婷  

說明： 

一、  臺中從 102 年起採分區定價 12,000 元~14,000 元，全日托全區定價

為 22,500元。 

二、  社會局統計 108 年 5 月底 1 個托育人員平均帶「2.23 個」等於 1 個

保母平均只帶 2位托兒。 

【計算方式：可支配所得 15%--12,915 元+補助 6,000 元，另此數據

會隨「家庭可支配所得」變動】18,915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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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點第 2 項規定：「前項所定簽約收

費上限，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府協助支付之費用外，每名幼

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不得超過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之百分之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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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年家庭可支配所得(新臺幣 106萬 5,509元)須 108年 10月

底才會產出，故最新數據為 106年。 

3.  106 年臺中市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 1,033,169 元 (每月 86,097

元)； (10%為 8,610元) (15%為 12,915元)，本協會接到很多從

事服務業、醫生、護理人員、需輪班工作之家長反映找不到願意

收托「全日托」的托育人員。 

辦 法：為解決保母低薪超收問題，建議將 102 年起就定價 12,000 元從未調

整的費用，依照個案審議調薪機制每年調升 500 元，102 年到 108 年

為 6 年×500 元＝3,000 元，12,000+3,000 元=15,000，並統一調整分

區定價最低 15,000 元到 18,000 元，改善生活與超收兩難困境。「全

日托」也比照辦理， 22,500+3,000 元=25,500 元。如果保母的收入

滿足生計，沒有人會願意冒險去超收!相對也提高托育人員收托全日

托的意願，也滿足家長全日托的需求。 

社會局意見：併同提案二辦理。 

決議：提案三、四併同辦理，決議於提案四說明。 

 

提案四：有關全臺獨有立案地板價，提請討論。 

                                                提案人：陳委員冠百 

說明：自 102 年胡市長在任時，聯合會即提出應降低家長負擔，進而催生了

臺中市托育一條龍補助政策，即便換了市長，此政策對家長友善之處依

舊被持續採用，甚至被中央當作準公共化政策的藍本，但好的政策仍需

合宜的配套措施，時至今日，獨步全臺的立案地板價 13,000元仍未取

消。且準公共化政策內載明，生活水準較高地區，家長支付金額高於 

8,000元~12,000元，地方政府可加碼支應，協助費用控制在家庭可支

配所得 10~15%，地板價控制在 13,000元 並不合理！我們期待友善的

托育環境，其中包含招募更多「愛孩子」的夥伴加入，用更為理想的方

式照顧我們的寶貝，而這一切都須建立在合理的收費機制上 而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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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所期待的合理收費機制，不過是與其他縣市一樣公平的標準而已。 

辦法：建議與其他縣市一致，刪除立案初始地板價。 

社會局意見： 

為提供本市家長平價且優質托育服務，本局自 102 年推行托育一條龍平價托

育補助，並訂定本市托嬰中心收費起始價格，費用起始價格之調整，影響民眾

權益甚鉅。本局將併同檢討居家托育人員費用，邀集專家學者研議後，評估研

擬合理的收費。 

決議：請業務科於 109 年 1 月 20 日前整理出提案三、提案四最新政策資料

提供給各委員，預計於 109年 2月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提案五：大臺中家長補助加碼 3,000元，提請討論。 

                                                提案人：陳委員冠百 

說明：我們期待回歸胡前市長政策除了中央補助給家長的 6,000元之外建議

臺中直接回歸加碼 3,000元，除了增加婦女勞參率之外延續優質地方

政策，讓家長對減輕托育負擔真正有感。 

辦法：建議綁定家長雙就業及設籍大臺中地區此措施可有效增加大臺中稅收

及人口數。 

社會局意見： 

一、 108年 8月 1日起因應教育部發放 2至 4歲育兒津貼，規定 2至 4歲育

兒津貼與臺中市 2 至 6 歲平價托育補助不可重覆請領，本市已多次向

中央反映及爭取市民權益，但中央仍要求各地方政府任何加碼補助如

違反規定，將不補助育兒津貼經費，此會影響臺中市超過七成的育兒家

庭。 

二、 本市已積極向中央爭取，秉持福利不打折的理念，自 108 年 8 月 1 日

起 2歲以上送托保母或托嬰中心的家長將領取 2,500元育兒津貼及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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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價托育補助，合計每月 3,000元權益不變。 

三、 另中央將於 109 年 1 月 1 日起擴大發放 2 至 3 歲續留準公共化托育單

位幼兒領取 6,000 元托育補助，減輕家長負擔。基於中央規定及配合

新政策，不予加碼補助。 

決議：俟明年中央政策確定時，再研議托育相關配套措施，並於下次會議中

討論。 

 

提案六：建請將居家托育人員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擴大延伸至「非」準

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並將到府居家托育人員，簽訂準公共化契約

者，亦納入臺中市所訂之托育收費基本費用參考值管理模式，以示

公正，提請討論。 

                                                提案人：王委員兆慶 

說明： 

一、 居家托育人員（以下簡稱保母）在我國歷史上屬於私人服務，由家長、

保母兩造之間的市場機制，決定收費及服務內容。然而，中央及縣市政

府開始發放托育補助以後，各界開始認定托育服務為「福利混合」或「公

私協力」體制，政府必須適度介入價格管理。且伴隨補助金額日益提高，

政府管理也日益精進，開始出現分區管理、分時管理或價格調整機制等

措施。 

二、 臺中市政府尤其先於其他縣市，甚早發展出「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

允許保母依照個人表現調整費用，亦有獎勵優秀保母之意涵。然而，現

行臺中市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僅適用於簽訂準公共化契約之保母，

「非」準公共保母無法依該機制調整費用。問題是，「非」準公共保母，

仍受到中央訂定的「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

規範，必須依照臺中市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向家長收取合法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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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這導致「非」準公共保母的收費，依法受到限制及管理，卻無從依法得

到調整費用的機會。特別是，臺中市推動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以來，

臺中市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即未曾再有全面調整，導致「非」

準公共保母的收費，多年來無法依經濟環境或個人表現，再有變動。 

四、 同時，到府保母雖同為居家托育，依法應受到中央訂定的「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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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但實際上，

臺中市的到府保母卻不需遵循任何基準，可以自行任意訂定收費金額，

甚至仍可簽訂準公共化契約。這與其他準公共在宅保母、非準公共在宅

保母相比，顯有不公正之處。 

辦 法：建請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將居家托育人員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擴

大延伸至「非」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並將到府居家托育人員，欲

簽訂準公共化契約者，亦納入收費管理模式，訂定托育收費基本費用

參考值，以示公正。 

社會局意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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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其實施對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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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市「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僅適用於簽訂準公共化契約之保母，

其目的係為獎勵加入準公共之優秀托育人員，且亦存在著鼓勵非準公

共化托育人員加入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之誘因。然而，以違反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0條第 5項之規定為例，有部分非準公共化

托育人員係因違反此項法規，使其退出準公共化政策，故若將非準公共

化托育人員加入「收費調整個案審議機制」，恐對其他加入準公共化之

優秀托育人員造成不公平之疑慮。 

三、 到府保母係指托育人員受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委

託，至兒童住所或其他指定居所提供之托育服務。因到府保母不同於在

宅提供服務之托育人員於服務登記處所提供服務，而是至委託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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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故其承擔之人身安全風險相對較高。另外，到府保母所提供

之服務係屬其與委託人合意訂定之服務，其服務事項有可能遠超過在

宅保母所提供之服務範圍，故若訂定到府居家托育人員之收費管理模

式，恐違反到府居家托育人員選擇到府工作本意，亦可能造成許多反彈

聲浪。 

決議: 依委員建議事項，蒐集臺北市、新北市之到宅居家托育人員收費資訊，

並於下次會議中提出。 

 

提案七：支持公托倍增計畫但請同時支持托育人員回訓及獎勵計畫，提請討

論。 

                                                提案人：陳委員冠百 

說明：盧市長的重點政策「公托倍增計畫」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到今年

為止，我會已經承接了太平、清水、梧棲 等三處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及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努力建立良好的公私立合作機制。然而，市府在經

費不足之下，延宕撥款，縮減財源都造成公托無法給予更好的福利制

度。 建議為了公托倍增計畫 同時討論「優質人力倍增計畫」及「公

私協力托嬰中心」 讓好的團隊能與市府一同打拼，私托提升品質。 

辦法：建議公托採「統包方式」完整規劃設施設備，私立托嬰中心給予五萬

補助並增加補助可應用項目讓機構得以獎勵托育人員福利及機構品

質提升。(相關辦法可參考新北市公共托育合作聯盟實施計畫)。 

社會局意見： 

一、 經了解新北市公托採購模式亦須辦理審圖會議並由行政機關進行工程

督導等行政程序，而本市為提升採購效率及托育品質，現行採設計規劃

與營運管理共同投標，目的為希望營運單位協助規劃最符合收托實務

的托育環境。 

二、 另有關補助私立托嬰中心品質提升及獎勵托育人員福利，本局已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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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畫，說明如下： 

(一)本局補助本市經評鑑獲得甲等以上績優之私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甲

等補助新臺幣 2 萬元、優等及單項績優者補助新臺幣 5 萬元，優先補

助裝設監視器等充實托育環境安全設施設備，以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二)另本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得每年向本局提出調費申請並經個案審議機

制，調升之費用運用於提升托育人員、廚工或護理人員之人員人事等

費用支出，以促進人員福利。 

決議：因中央刻正修訂托嬰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後

續將依規配合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 建議事項 

一、 林委員武雄、葉委員郁菁：建議將「貳、社會局工作報告-3.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危機訪視服務統計」幼兒意外等案件說明，增列發生

原因。 

二、 王委員建雄： 

(一) 目前臨時托育數量少且預約不到，建議市府再研議臨時托育

機制。 

(二) 建議在公托設置方面可以以平價思考，不應接近免費，應是

合理付費的服務，因為接近免費的公托服務，將導致設置成

本提高，亦壓制公托擴張的速度。 

三、 主席裁示： 

(一) 政府新政策應釐清「托」及「育」放在補助費用部分之差別

性。 

(二) 針對臨托機制與申請方式列入工作報告中。 

(三) 釐清「公托」及「私托」對於托育服務之間的關係。 

壹拾、散會：中午 12時 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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