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臺中市私立幼兒園園長會議
紀錄
一、 日期：109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二、 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 5 樓大禮堂
三、 主席：劉副局長火欽

紀錄：謝詩涵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報告：如本次會議手冊 P23-P98。
七、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提案 8 案，臨時動議 2 案，全數解除列管。
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稱幼照法)第 12 條規定，幼兒園得視父母或
監護人需求，提供延長照顧服務，建請教育局於送調費之表單設置可
登錄之欄位。(提案單位：臺中市私立西雅圖幼兒園)
說 明：
(一)依據幼照法第 12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38 條第 6 項規定，針對延長
照顧服務部分，規定幼兒園得視父母或監護人需求，提供延長照
顧服務，亦即幼兒園可不提供延長照顧服務。
(二)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以下稱幼生系統)登有延長照顧服務
費用者，建請可於教保服務時間下午 4 時作為幼兒園停止服務時
間，比照國小附設幼兒園幼兒離園時間。
(三)幼兒園本著提供更完整服務，提供延長照顧服務，建請教育局應
於每年開放調整費用時，提供可登錄之欄位。
決 議：本案依提案單位之建議於明年度開放收費調整時，於表單增設延長照
顧服務可登錄之欄位，另各園今年提報延長照顧服務費用如未及時於
期限內提交者，同意開放申請，屆時請各園依教育局公告期程辦理。

提案二：為保障幼兒教保服務品質，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2-4 歲幼兒收費調整，
應依幼照法第 38 條規定，地方政府應以備查，不應以審查制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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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回歸幼照法相關規定辦理。(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
福利協會、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
育發展學會)
說 明：針對幼兒園收費調整議題，與會代表反映意見踴躍，茲依主席裁示，
將各代表意見摘記如下：
(一)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
1.5 歲幼兒收費調整，教育局可採審查制度辦理。
2.2-4 歲幼生收退費數額調整，應依幼照法第 38 條規定，以備查
辦理。
3.目前教育局對於幼兒園 2-4 歲幼生收退費數額調整案，仍以審
查方式進行，實有違背幼照法第 38 條規定。
4.建請教育局應依照幼照法第 38 條規定辦理備查 109 學年度幼
兒園收退費調整一案，讓一切回歸市場機制。
5.期待教育局於 110 學年度由各園自行訂定調整收費後備查。
(二)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期盼幼兒園 2-4 歲幼生的收費
數額調整能回歸備查制。
(三)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發展學會：
1.應回歸幼照法第 38 條之規定辦理。
2.臺中市不應以目前還有弱勢加額補助來管控幼兒園 2-4 歲幼生
收費數額，建請儘快將私立幼兒園收費回歸幼照法相關規定辦
理。
(四)臺中市私立立佳幼兒園：國稅局的稅務資料已證明本園支出 70%
為人事開銷，30%可以調漲，為何私幼老師薪資不能調。
(五)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劉水錦理事長：這是我針對
幼照法第 38 條第 5 次發言，請本市 110 年針對幼照法第 38 條回
歸市場機制，把優秀人力留在臺中，幼照法第 38 條規定私立教
保服務機構得考量其營運成本，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之收費項目及用途訂定收費數額，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對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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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並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向就讀幼兒之父母
或監護人收取費用。所以直轄市機關對私幼調整收費本無審查及
准駁之權利。
(六)臺中市幼兒教育發展學會楊文佑理事長：收費調整應遵守幼照法
第 38 條規定並回歸市場機制，市府亦不須設立收費審議小組，
給予私幼生存空間。
(七)臺中市私立采禾幼兒園：房租不斷調漲，且依民法第 248 條規定
即有訂金收取退還機制，教育局規定不能向民眾收取訂金(名額
保留費)未合理。
(八)臺中市私立南屯華興幼兒園：房租持續漲，幼幼班每月收 6,248
元真的活不下去。
(九)臺中市私立聖來恩幼兒園：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 100 人只能收
8,900 元是依據什麼法規?建議開放大學生及保母入園服務。
(十)臺中市私立芽米藝術幼兒園：針對特殊教師(常遲到、態度不良
等)是否有通報機制可以避免園方遭遇勞基法問題?
(十一)臺中市私立道禾幼兒園：學費不只支給教師薪水，本園假日有
開進修課程給教師去報加班費，建請合理調漲收費。
決 議：有關幼兒園之收費調整將整合各方意見專簽以周全後續政策之推動。

提案三：依幼照法 38 條規定收退費基準、項目、數額需於每學期前一個月公告，
建請教育局每年開放私立幼兒園收費調整並提早作業及簡化流程。(提
案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
教育發展學會)
說 明：
(一)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
1.建請提前每年 2 月進行送審，並提早召開審議會議明確公告調
費標準。
2.每次的收費調整業者均耗費心力準備（一式 10 份）亦不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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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也能一併檢討改進。
(二)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發展學會：
1.首先感謝盧市長及教育局於今年開放收費調整，眼看新學年即
將開始，遲遲未看到審查結果，建請儘快公告審查結果好讓幼
兒園有所因應。
2.審查結果通過與不通過，不通過者應該告知原因，讓幼兒園日
後有所依循。
3.有關收費調整送件建請每年開放讓幼兒園送件，並將送件審查
時間提早作業。
決 議：依據 109 學年度臺中市幼兒園收費調整審議小組第 3 次會議決議，基
於行政作業簡化，110 學年度後收費調整作業相關申請資料以報送 1
份核章紙本及電子檔案供審議，並將提早作業程序及加速審件流程，
以利各園公告。

提案四：臺中市政府是否有意規劃要比照北市、新北加碼補助，對加入準公共
化幼兒園，除了中央補助設施設備費用 20 萬至 40 萬再加碼，提請臺
中市政府是否有考慮也跟進加碼補助。(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
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
說 明：
(一)新北市為例申請新加入準公共幼兒園也再加碼每園 10 萬元至 20
萬元補助經費，已加入準公共招收 2-4 歲幼兒比去年多 7 人以上
就加碼補助 5-15 萬元。
(二)臺北市為例為鼓勵私幼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加碼推動「Copay共同支付教師薪資方案」
。並且加入準公共化第一年可獲得 30 萬
至 100 萬的補助，第二年起依幼兒園考核評分可獲 10 萬至 20 萬
不等補助經費，以及教師、教保員每年調薪的差額市府共同負擔
70％。
決 議：基於教育經費有限，教育局現行暫無針對準公共幼兒園設施設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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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碼補助，建請各園積極申請中央相關設施設備補助計畫。

提案五：建請市府審慎考量附幼及非營利幼兒園的增設(提案單位：財團法人臺
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
說 明：最近這幾年，國小附幼、非營利不斷增設，不但打壓了私幼生存的空
間，也造成國庫的耗損，私幼有現成的設施設備和師資，建議政府將
增設的費用來拿與私幼配合，讓私幼能提供幼童更好的托育環境。
決 議：配合中央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本市除推動公幼倍增計畫外，對於
與市府合作成為準公共幼兒園，皆可依教育部所訂補助額度提供設施
設備、親職教育、課程教學輔導、教師助理員鐘點費、修繕或汰換遊
戲場設施設備及招收 2 歲幼兒獎勵金等相關補助，建請各園評估，兼
顧完善教保品質及減輕家長經濟負擔，達到雙贏。

提案六：建請開放保母資格進入幼兒園帶幼幼班。(提案單位：臺中市幼兒教育
發展學會)
說 明：托嬰中心的收托年齡與幼兒園的幼幼班重疊，是否能開放具有保母證
照資格的人員進入幼兒園帶幼幼班？
決 議：因現行法令已明定幼幼班應由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帶班，由僅具保
母資格者代班於法未合。惟各園倘有經公告但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仍
難覓情形，建請依循幼照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申請放寬資格，以合法
令。

提案七：建請簡化代理教保服務人員申請手續並提供送件範例公告給幼兒園參
考。(提案單位：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臺中市
幼兒教育發展學會)
說 明：
(一)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舉例來說，若要進用一名代理
『教師』
，前後要發文到局至少 2 次，整個流程跑完至少需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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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簡化作業流程？
(二)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發展學會：在教保服務人員招聘不易
下，政府美意開放幼兒園可申請核報代理人員，教育局也在網站
上也有流程說明，建請能將送審相關範例也同時放在網站上讓幼
兒園參用，減少送件被要求補件或退件，同時也減少承辦人工作
負擔，讓幼兒園即早聘用代理人員。
決 議：教育局為符法令所定進用程序及簡化各園進用代理人員之流程，業請
各園得免備文以申請表及甄選公告之相關佐證資料報局放寬，另相關
表格已掛載於教育局網站>組織職掌>各科業務>幼兒教育科>各式表單
文件>教職員及園務管理項下。為免各園有人力空窗，請各園盡可能依
規進用符合資格之代理教保服務人員，並依請假或離職人員提出之異
動時間，預先規劃(公告)代理人員甄選及進用事宜，教育局將另提供
相關範例公告於局網。

提案八：建請主管幼教機關在執行公務應抱持輔導原則來面對私立業者。(提案
單位：社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發展學會)
說 明：建請主管機關，對於私立業者應抱持輔導態度來協助幼兒園，承辦人
員到員稽查訪視，固然幼兒園有違法之虞，也應秉持以輔導精神來協
助幼兒園改善，幼兒園對於相關業務有不明了之處電詢時，盡可能在
權責範圍內來輔導幼兒園完成所需辦理業務，同時也期盼業者都能遵
守各項法令規定。
決 議：請各園於教育局辦理各項訪視、調查等過程能依規配合辦理，另如遇
教育局業務承辦人無法處理之業務也可透過股長以上主管協助。

提案九：幼兒園駕駛人每年 7 月需送體檢報告問題。(提案單位：社團法人臺中
市幼兒教育發展學會)
說 明：依據法規幼兒園駕駛人每年 7 月需送體檢報告，倘若該駕駛人於當年
度 4.5 月到職剛送完體檢報告，7 月還需再做一次體檢，豈不是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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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財，建請向教育部反映修改。
決

議：教育局前於全國幼教科(課)長會議反映駕駛人重複體格檢查恐致浪費
資源情形，經中央召開會議研商結果，仍維持現行規定，請各園依法
配合辦理。

九、 臨時動議：
提案一：建請臺中市教育局對於幼兒園違規裁處公告期限訂定一一定之公告期
限。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
說 明：
(一)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幼兒園因教保服務人員或
自身違反幼兒教育照顧法及相關法令受裁處公告，應依案件性質
情節區分定公告期限，建請研議違規裁處公告期限，依案件屬性
訂定公告期限何時實施。
(二)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幼兒園因教保服務人員或自身
違反規定而被公告在局務上，是否能訂出一個公告多久的期限？
(三)社團法人台中市幼兒教育暨福利協會劉水錦理事長：感謝局長、
副座及陳政顯議員協助，如國教署不訂定公告裁罰案之期限及下
架條件，建請有改善之園所同意下架。
決 議：
(一)審酌現行各縣市公告裁罰案之期限及下架條件不一，且基於資訊
公開，中央預計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公告各地
方政府裁罰教保服務機構情形，並視違規情節及改善情形等統一
規範公告期限，若教育部 109 年 8 月 1 日無訂定一致規範，教育
局將先行制定裁罰公告期限表並配合法定程序公告。
(二)針對本案，教育局業已訂定除未立案招收幼兒(幼照法第 8 條第 1
項)、隱匿有任何人對幼兒不當對待情事(幼照法第 23 條第 5 項)、
對幼兒有不當對待情事(幼照法第 25 條第 1 項)、幼兒資料未保密
(幼照法第 27 條第 5 項)、未經核准及招收兒童進行課後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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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照法第 43 條第 2 項)永久公告及未於 30 日將教職員工異動函
報教育局(幼照法第 15 條第 3 項)公告 1 個月外，其餘案件第 1 次
裁罰公告至改善完成，第 2 次裁罰公告 6 個月，第 3 次以上裁罰
則永久公告。
十、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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