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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規劃內容

我國少子女
化對策計畫

0-5歲全面照顧
【三大原則】
◆尊重家長選擇
◆保障孩子獲得尊重與
照顧

◆無縫銜接

◆行政院107年7月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由教育部及衛福部等10個
部會，規劃「0-5歲全面照顧」等4大構面，建構友善育兒環境。

2019/4/23 3



二、 2-5歲教育及照顧規劃策略

全面
照顧

增設公
立、非
營利幼
兒園

準公共
幼兒園

育兒
津貼

主軸 補充

輔助

主軸～
加速擴大公共化幼兒園

補充～
以準公共補充平價教保

輔助～
採育兒津貼達到全面照顧

逾7成以上年輕家長，希望政府
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提供平價
教保服務。

建置準公共幼兒園機制，補充
平價教保的供應量，讓家長就
近選擇。

對於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教
保服務且符合資格者，提供育
兒津貼，減輕家庭負擔。2019/4/23 4

◆為了讓家長兼顧職場及家庭需求，以「擴展平價教保服務」及「減輕家長負擔」
為二大重點，並規劃三大策略，讓2-5歲幼兒全面受到照顧。



三、準公共幼兒園合作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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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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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數額

教師及教
保員薪資

基礎評鑑建物公安
檢查

教保
生師比

教保服務
品質

◆準公共機制採二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107年8月，於六

都以外之15縣市先行辦理。

➢第二階段：108年8月起，推

動至全國。

◆訂定6項合作要件，維持基本

品質，除「收費數額」、「教

師及教保員薪資」外，其他4

項都是現行法令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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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要件1：收費數額(1/2)

1、全國一致性部分

2、臺北市

01

02

◆於政府財政可控制情形下，與一定收費
範圍以內的私立幼兒園合作(詳下頁表格)。

◆私幼以107學年度收費數額申請加入，成
爲準公共幼兒園後，仍維持現行收費持
續營運。

◆考量幼兒園招收規模與成本有直接相關，
因此，3-5歲依規模分3級訂定合作費
用上限，每級之人數差異90人、費用
差異500元。

◆2歲不分級，採單一數額為合作費用上
限，鼓勵幼兒園招收2歲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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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要件1：收費數額(2/2)

◆3-5歲部分，依招收規模分3級訂定收費數額的範圍，每級人數差異90人、
費用差異500元；另為鼓勵幼兒園招收2歲幼兒，採單一上限不分級。

班別
全國一致部分

核定招收人數 收費數額的範圍

3-5歲班

90人以下 10,000元以下/月

91－180人 9,500元以下/月

181人以上 9,000元以下/月

2歲班 11,200元以下/月

◆107.4.30以前各園登載於幼生系統或107.12.31以前各縣市審核通過之項
目及數額。

◆每月平均收費=(學費+雜費+代收代辦費)/全學年服務月數
不包括課後留園費、保險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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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要件2：教師及教保員薪資(1/2)

第1期 第2期

107-109學年度 110-112學年度

➢每 月 固 定 薪 資 至
少2.9萬元以上

➢每月固定薪資至少
2.9萬元以上

➢在園內服務滿3年者，
至少3.2萬元以上

◆每月固定薪資至少2.9萬元以上，幼兒園並應訂定調薪機制。

◆每月固定薪資不包括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教育部補助之導師職務加給與
教保費。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若有加班事實，幼兒園應另給予加班費或約定補休等。

◆現行收費低於收費數額的範圍，且薪資低於2.9萬元者，得因調增薪資而調
整收費數額(詳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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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要件2：教師及教保員薪資(2/2)～調整示例

◆幼兒園收費低於收費數額的上限，且薪資低於2.9萬元者，得因調增薪資而調
整收費數額，但調整後數額仍不可超過上限。

基本資料 調薪差額 調整後收費

➢全學年12個月

➢實際招收幼生數100人

➢平均收費9,300元/月
➢教師、教保員7人
• A員：35,000元/月
• B員：32,000元/月
• C員：29,000元/月
• D員：28,000元/月
• E員：28,000元/月
• F員：26,000元/月
• G員：26,000元/月

基本資料 調薪差額 調整後收費

➢D、E、F、G員4人調薪至
29,000元
• 4人之薪資差額合計8,000

元/月
• 4人之雇主負擔三合一保

費差額合計1,982元/月

➢每生分攤差額
• 現行有年終獎金(1個月)，

收費調增106元/月
• 現行無年終獎金，收費調

增100元/月

➢現行有年終獎金者
9,300元+調增106元

=9,406元/月

➢現行無年終獎金者
9,300元+調增100元

=9,400元/月

註：調增薪資而調整收費
之數額，以教育部確
認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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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件3：基礎評鑑
◆最近一期基礎評鑑(含追蹤評鑑)之評鑑結果或評鑑報告初稿，全數指標通過者。

已接受評鑑

尚未接受評鑑
（免檢核）

➢停辦後復辦，未及參與基礎評
鑑者。

➢106學年度(含)以後立案之幼
兒園，未及參與基礎評鑑者。

各縣市應列入最近
一次基礎評鑑名單。

全數指標通過

追蹤評鑑後，全數指標通過

106學年度追蹤評鑑，尚未公告
(由縣市依實際資料判斷)

107學年度評鑑報告初稿，全數指標通過

✖ 106學年度(含)以前追蹤評鑑結果，仍有部
分指標未通過者

107學年度評鑑報告初稿，部分指標通過
(由幼兒園檢具改善計畫，經縣市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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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件4：建物公安檢查

◆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結果

合格 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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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件5：教保生師比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6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辦理。

(六)要件6：教保服務品質
◆幼兒園自行至「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勾選「課程與教學自評表」，

填完即可。

➢招收2歲至未滿3歲～8：1

➢招收3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15：1

➢有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
每班應有1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由托兒所改制為幼兒園者，得免予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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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學年度準公共幼兒園申請作業
◆申請日期：108年5月20日至6月20日。
◆ 108學年度申請準公共幼兒園者，契約書所定履行期間請載明至110年7月31日

(以利22縣市同步第2期期程自110年8月1日開始)。

幼兒園至全國教保資
訊網填報系統

↓
填妥申請資料

↓
送出申請

↓
列印申請表+佐證資料

↓
送交教育局(處)審查

教育局(處)設置單一
窗口諮詢、審查

↙↘
資料齊備 資料未全

↓              ↓
簽訂契約 補件複查

↓
契約書用印
雙方各執1份

教育局(處)6月底以前，
分批報送通過名單

↓
教育部備查並公告準

公共幼兒園名單
↓

教育部寄發布條及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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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公共幼兒園收費及家長繳費情形(1/2)

◆每月收費=家長繳費+政府協助支付費用(詳下頁示例)
◆各類家庭家長繳費情形如下表：

屬性 每月收費 10,000元以內 9,500元以內 9,000元以內

一般家庭

家長繳費 不超過4,500元 不超過4,500元 不超過4,500元

政府支付 最高5,500元 最高5,000元 最高4,500元

第3名以上
子女

家長繳費 不超過3,500元 不超過3,500元 不超過3,500元

政府支付 最高6,500元 最高6,000元 最高5,500元

低收、中
低收子女

家長繳費 0元 0元 0元

政府支付 最高10,000元 最高9,500元 最高9,000元

政府協助家長支付費用，保障每生1學年至少3萬元

繳費不超過
4,500元/月

繳費不超過
3,500元/月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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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公共幼兒園收費及家長繳費情形(2/2)
◆幼兒就讀準公共幼兒園，家長享有每月繳費不超過4,500元，第3名以上子女再減

1,000元，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就學「免費」的優惠。

◆家長繳費與幼兒園原收費間的差額，由政府直接支付給幼兒園。

2019/4/23

OO縣私立OO幼兒園(示例) 家長繳費及政府分攤費用情形

平均收費9,000元/月

─家長繳費4,500元/月

=教育部分攤4,500元/月

全學年12個月【核定人數130人】

學費 15,000元/學期

54,000
元/學期

雜費 9,000元/學期

代收費
(代辦費)

材料費 1,500元/月

活動費 1,500元/月

午餐費 1,000元/月

點心費 1,000元/月

• 每月平均9,000元

107.4.30以前登載於幼生系統或107.12.31以
前各縣市審核通過之項目及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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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協助支付費用之撥款方式

108-1(第2期撥付) 108-2(第1期預撥) 108-2(第2期撥付)

◆政府協助支付費用，每學期採二期撥付，分別於期初、期中辦理，不會影響營運。

◆政府全學期應支付費用=實際招收幼生數x政府每生每月支付數x全學期服務月數。

◆每學期應分別於1月31日、7月31日辦理核結，因幼兒中途入(離)園衍生費用，致
政府支付費用有不足者，各縣市應予追加；有剩餘款者，幼兒園應繳回地方政府。

學年別 各期撥付數 撥款日期

108學年度第1學期
(第1次撥付數)

預撥全學期之50% 8/1以前

108學年度第1學期
(第2次撥付數)

全學期應支付數-第1次撥付數 9/30以前

108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撥付數)

預撥全學期之50% 2/15以前

108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撥付數)

全學期應支付數-第1次撥付數 4/15以前

註：各期撥款日，遇例假日或停班(課)，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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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9學年度準公共幼兒園招生規定

優先招收對象

除身心障礙幼兒由鑑輔會安
置外，依幼照法施行細則規
定，優先招收下列幼兒：

低收入戶子女 109學年起

施行中低收入戶子女

原住民族幼兒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自109學年度起，準公共幼兒
園應訂定招生規定，並載明
下列內容：

➢優先招收之對象。

➢招收人數。

➢登記時間。

➢錄取方式。

➢其他注意事項。

◆109學年度招生規定應經地方
政府備查，並於登記一個月
前，公告於網站。

◆109學年度申請人數超過可招
收數，採公開抽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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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準公共幼兒園提升品質及管理機制

◆依招收規模可申請補助設施設備經
費20-40萬元/學年

◆申請補助辦理親職教育1萬元/學年
◆申請補助辦理教學輔導6萬元/學年
◆提供各類專業諮詢服務

◆收費：108年4月1日公告全國公私立幼兒園收費規定。
◆教師及教保員薪資：與勞動部跨部會比對。
◆日常管理：接受縣市基礎評鑑及定期稽查機制。
◆退場機制
➢可歸責幼兒園負責人或園長之兒少保事件，並經

縣市處罰後，自次學年度起退場2學年。
➢違反一般行政法令或合作要件，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

善者，自縣市發文解除契約後，次學年度起退場2學年。



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1/9)

2019/4/23

◆本頁籤係擷取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及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已登載之資料。
◆準公共申請功能自108年5月20日起開放。

19

◆收費概況之數額為各
園107.4.30以前登載
於 幼 生 系 統 ， 或
107.12.31 以 前 各 縣
市審核通過之項目及
數額。

◆每月平均收費=(學費
+雜費+代收代辦費)/
全學年服務月數 ，不
包括課後留園(延托)
費、保險費、交通費
及其他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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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檢核(1/2)

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2/9)
◆幼兒園檢核(1/2)

系統比對，可補正

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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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3/9)
◆幼兒園檢核(2/2)

系統比對

自行填寫

系統比對，可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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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4/9)

幼 兒 園 依 現
況 ， 自 行 評
估 勾 選 符 合
情形。(無須
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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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5/9)

◆每月固定薪資不包括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教育部補助之導師職務加給與教保費。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若教保服務人員有加班事實，幼兒園應另給予加班費或約定補
休等。

幼 兒 園 依 現
職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的 現 行
實 際 薪 資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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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6/9)

合作要件 檢核方式 佐證資料

1.收費數額 系統比對 ◆「符合」者：免附資料。

2.教師及教保
員薪資

幼兒園

自行勾選

(書面審核)

◆勾選「符合」者，送件時檢核全園教師及教保員當年度1～3月之
下列資料：

➢勞工保險之投保證明文件。
➢薪資轉帳證明(無轉帳證明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勾選「調整後符合」者，採事後檢核，10月31日前補正下列資料：

➢最近一期之勞工保險之投保證明文件。
➢調薪當月之薪資轉帳證明。

◆填報全園園長、教師及教保員現行每月固定薪資(詳前一頁說明)。

3.基礎評鑑 系統比對

◆「全數指標通過」或「尚未接受基礎評鑑」者，免附資料。

◆以下情形需檢附資料，由地方政府判斷：

➢「追蹤評鑑結果尚未公布」者，由縣市依實際資料判斷。
➢「已接受基礎評鑑，評鑑結果尚未公布」者：評鑑報告初稿，

仍有部分指標未通過者，須併同檢附具體改善計畫書。
201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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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要件 檢核方式 佐證資料

4.建物公安
檢查

幼兒園勾選
⚫「符合」者，檢附「最近一次」建築物公共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結果通知書(或依「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
建築物安全檢查資訊」查詢結果認定)。

5.教保生師
比

系統比對

⚫「符合」者，免附資料。

⚫「不符合」者，若有個別因素(如：新進人員未及報送
主管機關備查等)，可檢附佐證資料，由地方政府進行
審核。

6.教保服務
品質

幼兒園勾選
(自評表)

⚫幼兒園依現況自行勾選(10項指標、5點量表)，免附
資料、無事後檢核。

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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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8/9)

資料於教保系
統填妥送出後，
即可於系統印
出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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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一)準公共申請作業(9/9)

幼兒園申請準公共送件檢核項目：

1 申請表(如前頁，於教保系統列印)

2 教師、教保員薪資資料(薪資轉帳證明、勞保投保資料)

3 建物公安申報結果證明

4 視情形補充資料(如評鑑改善計畫書、新進用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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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幼生系統產出全園性收費及幼生身分屬性及收費明細，108.8.1開放查詢、列印。

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二)全園家長繳費一覽表

全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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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三)幼生身分屬性及費用明細

勾選列印
繳費數額

通知單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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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欲修正身分屬性者，
須檢附資料交予園方，彙
整轉交地方政府協助修正。

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四)家長繳費數額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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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五)政府支付費用之查詢及核結作業(1/2)
◆每學期應分別於1月31日、7月31日辦理核結，因幼兒中途入(離)園衍生費用，致

政府支付費用有不足者，各縣市應予追加；有剩餘款者，幼兒園應繳回地方政府。

全數由資訊系統

進行運算，簡化

行政作業流程

3,836 3,836 3,836 0 0 0



2019/4/23 32

九、資訊系統之服務功能～(五)政府支付費用之查詢及核結作業(2/2)

5歲幼兒所得
30萬元以下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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