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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113年)

※方案一：

家長繳費降低(2至5歲幼兒)

※方案二：

2至未滿5歲育兒津貼增加



※方案一：家長繳費降低(2至5歲幼兒)

幼兒就讀公立、非營利、準公共幼兒園，
111年8月起家長每月最高繳交金額如下表：
幼兒園類型 胎次 家長每月最高繳交金額

公立

第1胎子女 1,000元

第2胎(含)以上/特教生/
低收/中低收子女

免費

非營利

第1胎子女 2,000元

第2胎子女 1,000元

第3胎(含)以上/低收/中低收子女 免費

準公共

第1胎子女 3,000元

第2胎子女 2,000元

第3胎(含)以上 1,000元

低收/中低收子女 免費



※方案二： 2至未滿5歲育兒津貼增加、5歲就學補
助調整為比照育兒津貼之作業模式及補助額度辦理
《2至4歲幼兒未就讀或就讀私立幼兒園，可領育兒津貼》

《5歲幼兒就讀私立幼兒園，可申請5歲幼兒就學補助》

胎次 每月補助家長

第1胎子女 5,000元

第2胎子女 6,000元

第3胎(含)以上 7,000元

胎次 每月補助家長

第1胎子女 5,000元

第2胎子女 6,000元

第3胎(含)以上 7,000元



因為 …

我們不清楚，幼生之前~~~
在哪裡就讀或自己帶；

我們不知道，幼生之後~~~
會去哪裡就讀或自己帶



所以 …

為了
避免影響家長與幼兒園

之補助權益



務必 …

登載「正確」的
入、離園日

真的…真的…很重要



※請各幼兒園確實登載幼生入、離園日，以免影

響家長與幼兒園之補助權益。

(一) 入園日：為幼生就讀該幼兒園之第1天。

例如：

甲生：8月1日報名並就讀，入園日為8月1日。

乙生：8月1日報名就讀，但請假到8月18日才來上課

，入園日依然為8月1日，1日~17日為請假。

丙生：8月18日才報名及就讀，入園日為8月18日。



(二) 離園日：為幼生就讀該幼兒園之最後1天。

(因為隔天要留給下一間幼兒園登載入園日)

例如：

甲生：8月31日仍有入園就讀，隔天9月1日

轉學或休學，離園日為8月31日。

(因為隔天9月1日可能去下一間幼兒園就讀了)



•各類幼兒園申領「中央」補助項目一覽表，採擇一擇優申請：

(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

幼生年齡
幼兒園類型

補助項目 公立 非營利 準公共 私立

5歲
(大班)

5歲至入國民小學
前幼兒就學補助

ˇ

補助「學費」及

「部分或全部之

雜費、代辦費」

另有
「非營
利幼兒
園實施
辦法」
及

「教育
部國民
及學前
教育署
補助辦
理非營
利幼兒
園作業
要點」

另有

「教育

部推動

及補助

地方政

府與私

立教保

服務機

構合作

提供準

公共教

保服務

作業要

點」

ˇ

比照2至未滿5 
歲育兒津貼申領
模式，第1胎
5,000元；第2 
胎6,000元；第
3胎7,000元

2-4歲
(中、小、
幼班)

公幼就學學費 ˇ

二、各項學前教育補助總說明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5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50


•各類幼兒園申領「臺中市」補助項目一覽表：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系統)

幼生年齡
幼兒園類型

補助項目
公立 非營利 準公共 私立

2-4歲
(中、小、幼班)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
育補助-學費

ˇ
綜所稅率

20%以上

臺中市幼兒學前教
育補助-弱勢加額

ˇ ˇ ˇ ˇ

備註：

本市補助係「原補助基準」扣除「中央補助」之後「補差額」。



※注意事項：
(一)私立幼兒園：今年8月起因本
市補助係「原補助基準」扣除
「中央補助」之後「補差額」，
故弱勢加額如已因中央補助提
高無法申請者，請園所協助向
家長解釋。



(二)

中央補助：無戶籍限制。

地方補助：須設籍台中。



(三)公幼、非營利、準公共幼兒園

學期初應先了解幼生是否符合低

收、中低收身分，並即時於全國幼生

系統完成低收、中低收查調。



臺中市各項幼兒學前補助諮詢窗口(手冊p.2)

※注意事項：
一、5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就學補助、公立幼兒園就學

補助：
承辦人林小姐，分機54423。

二、準公共幼兒園補助：
承辦人呂小姐，分機54418。

三、2至未滿5歲育兒津貼：承辦人：
承辦人林小姐及謝小姐，分機54423、54404。

四、非營利幼兒園補助：
承辦人劉小姐，分機54420。

五、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
承辦人張小姐，分機54422。



三、第 2 名及第 3 名以上子女
胎次認定原則

(一) 第 2 名及第 3 名以上子女，指依戶政

資料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的幼兒，並

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後，序位為第 2 

名、第 3 名(含）以上之幼兒。如為雙

（多）胞胎者， 依胎次序排序計算。



※舉例說明如下：

1、胎次別為第 2 胎的雙胞胎兄弟，雙胞胎

的弟弟為第 3 名子女。

例一：甲生為國一女學生，乙、丙幼兒為她

的雙胞胎弟弟，則~~~

乙生為第 2 胎

丙生為第 3 胎



※舉例說明如下：

2、胎次別為第 1 胎的三胞胎兄弟，三胞胎

中排序第 2 的弟弟為第 2 名子女、最

小的弟弟為第 3 名子女。

例二：一名母親生下三胞胎，出生順序分別

為丁、戊、己三名幼兒，則~~~

丁生為第1胎

戊生為第2胎

己生為第3胎



※舉例說明如下：

3、收養子女、再婚子女、同一父或母所生

因故未於同一戶籍內的幼兒，均可列入

排行計算。

例三：王母收養王小教(目前7歲)，隔年生下

王小育(目前5歲)，則~~~

王小教為第1胎

王小育為第2胎

例四：承上，王母與陳父再婚，生下陳小局

(目前3歲)，則~~~

王小教為第1胎

王小育為第2胎

陳小局為第3胎



※舉例說明如下：

(二)倘為重組家庭情形，需由重組後之父母

再生下共同之子女，則其原本各自之子

女，得計入子女次序計算。

例五：王母與前夫生下小教(目前5歲) ，陳

父與前妻生下小幼(目前7歲) ，王母

與陳父再婚後共同生下小科(目前3歲)

，則~~~小幼為第1胎

小教為第2胎

小科為第3胎



四、各類學前教育補助作業送審期程

《第一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第三梯次》



每一次送件，都請園方
事先列印「繳件證明單」
，並填寫好幼兒園資料。

《以節省大家的時間》



每一次送審通過，請園
方務必於7日內以書面
通知家長(監護人)審核
結果及可請領金額。

《避免事後的爭議》



感謝各位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