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私立托嬰中心申請設立社會局審核表 

機構名稱  
設立 

地址 
 

負責人姓名  
機構 

面積 

兒童活動淨面積：      ㎡ 

室內：      ㎡ 室外:      ㎡ 

電話  
設立 

樓層 
□地面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申 

請 

書 

表

一

式 

4 

份 

審核項目 
審 查 結 果 

不符合原因 相關法規 
符合 不符合 

1. 申請書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2. 立案申請資料表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3. 機構平面圖（比例圖不

得小於二百分之一，並

須由建物主管機關核

章及註明）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4. 立案範圍標示圖(請依

規定製作標示)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5. 概況表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9條 

6. 事業計畫書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7. 服務契約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8. 組織章程及收托辦法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9. 工作人員一覽表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10. 房舍證明(土地標

示、建物標示)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11. 財產清冊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12. 預算書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13.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14. 履行營運擔保證明

(二年期三十萬元定存

證明)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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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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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會 

勘 

 

 

 

 

 

 

 

 

 

 

 

 

 

 

 

審核項目 
審 查 結 果 

不符合原因 相關法規 
符合 不符合 

1. 有固定地點及完整專

用場地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7條 

2. 使用建築物樓層以使

用地面樓一樓至三樓

為限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7條 

3. 應具有活動區、睡眠

區、盥洗室、清潔區、

廚房、備餐區、用餐

區、行政管理區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8條 

4. 空間應有適當標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8條 

5. 活動區應依收托規

模、兒童年齡與發展能

力不同分別區隔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8條 

6. 盥洗室及清潔區應與

備餐區及用餐區有所

區隔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8條 

7. 清潔區應設有沐浴槽

及護理台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8條 

8. 備餐區應設有調奶台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8條 

9. 室內樓地板面積及室

外活動面積，扣除非兒

童主要活動空間後，合

計應達六十平方公尺

以上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9條 

10. 兒童主要活動空間，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

人不得少於二平方公

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9條 

11. 兒童主要活動空間，室

外活動面積，每人不得

少於一點五平方公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9條 

12. 兒童年齡發展專用固

定之坐式小馬桶數量

符合規定(超過二十

人者，每十五人增加

一套，未滿十五人

者，以十五人計)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10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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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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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現 

場 

會 

勘 

審核項目 
審 查 結 果 

不符合原因 相關法規 
符合 不符合 

13. 兒童使用之水龍頭數

量符合規定(每收托

十名應設置一座，未

滿十人者，以十人計)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10條 

14. 應置專任主管人員一

人綜理業務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11條 

15. 置特約醫師或專任護

理人員至少一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11條 

16. 每收托五名兒童應置

專任托育人員一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11條 

17. 下列區域應裝設監視

錄影設備:前後門出

入口、對外窗戶、戶

外走道、各活動區、

睡眠區、清潔區、用

餐區、行政管理區之

保健空間及供兒童盥

洗之入口前空間 

   

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

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第 3

條 

18. 監視錄影設備應具備

下列功能：畫面為彩

色、清晰可辨識、攝

錄角度為全面及年、

月、日、時、分準點

呈現 

   

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

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第 3

條 

19. 監視錄影設備影音資

料，應至少保存三十

日 

 

  

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

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第 5

條 

20. 環境及其設施設備符

合兒童安全需求(如:

防撞、防夾、無銳角、

固定拉繩等)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4條 

21. 環境是否通風或具通

風設備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第 4條 

22. 現場設備配置與圖說

相符(含:活動區、睡眠

區、盥洗室、清潔區、

廚房、備餐區、用餐

區、行政管理區等)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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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2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2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2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2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2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2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相 

關 

法 

規 

告 

知 

壹、相關法規告知：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訓練辦法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四、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五、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 

六、臺中市托嬰中心辦理兒童團體保險辦法 

  七、取得托嬰中心設立許可前，不得逕自收托兒童，違規者逕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5條規定辦理。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貳、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告知 

  一、機構擴充或遷移應依規定擴充或遷移預定日前三個月報請主管機關 

許可。 

  二、機構設立許可後，其許可事項有變更者(如門牌整編、人員異動等)， 

應於變更前報請主管機關許可。                                                            

  三、機構歇業時，應於三個月前敘明理由及日期，報請主管機關許可。 

  四、機構停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業之日前十五日內，檢具申請書敘 

明理由、現有收容兒童少年、工作人員安置計畫及停業起訖日期，報

主管機關許可後為之。 

  五、未依規辦理者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8條規定辦理。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参、招牌及宣傳品應按照核准名稱書寫並應註記核准立案字號。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肆、公文書應分類檔案管理、製作公文時應加蓋本府核備之印信圖記、並 

註明發文日期(印信圖記應報府核備後方得使用)。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伍、收托幼童數以本府核定收托人數為准、不得超收並依規定僱用合格托 

育人員。(以 1：5為原則)。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陸、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於聘僱前應檢具相關資料，報主管機關核准；離 

職、復職或職位調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報主管機關備

查。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柒、新聘人員應檢附資料，請參考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全球資訊網首頁/社福

專區/兒童青少年/托育服務/托嬰中心/其他相關表件下載/托嬰中心行

政業務須知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捌、使用樓層及面積不得超出立案時核定使用範圍、未經核准樓層或面積 

不得使用。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玖、托嬰中心不得以其他名稱(例如；幼兒園、兒童雙語學校等)對外宣傳 

招生，亦不得兼營核准範圍以外之項目。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拾、依各機構規定之收費標準辦理收退費，並告知家長收退費標準且將該 

標準公告並張貼於機構明顯處。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壹拾壹、貴中心倘欲加入準公共化，則須符合本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 

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之收費及相關作業規範。 

□已告知並清楚明瞭 

負責人 (或現場工作人員)簽章：                                   (上列事項清楚明瞭並遵守辦理) 

本局現勘人員簽章：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90090000006000-1010907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735/Normalnodelist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735/Normalnodelist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738/Nodelist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753/Lpsimplelist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media/535109/%E6%89%98%E5%AC%B0%E4%B8%AD%E5%BF%83%E8%A1%8C%E6%94%BF%E6%A5%AD%E5%8B%99%E9%A0%88%E7%9F%A5.pdf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media/535109/%E6%89%98%E5%AC%B0%E4%B8%AD%E5%BF%83%E8%A1%8C%E6%94%BF%E6%A5%AD%E5%8B%99%E9%A0%88%E7%9F%A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