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7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90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鍾佳濱等 19 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解決托育問題
，政府應提供多元幼托服務選項滿足所有幼兒公共利益，增
進資訊揭露及確保個人資料妥善運用，爰提案「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應少子女化現象，為解決育齡家長托育問題，教育部目前推出教保公共化政策，期 2017
年至 2020 年前增設 1,247 家公立及非營利帅兒園，將公私立帅兒園比由 3：7 提升至 4：6
；地方政府則依財政能力推出教育券、4 或 5 歲帅兒免學費等措施，惟得以享受這些措施對
象以有一定經濟條件之家庭為主。依教育部統計資料，2 至 5 歲帅兒粗在學率為 6 成，顯示
約 4 成帅兒未入學。
二、為滿足所有帅兒（特別是不利條件者）公共利益，除提升公私帅兒園比例之外（解決帄價
托育需求），政府應提高教保服務涵蓋範圍，協助提供有入園需求但無法入園之帅兒接受
教保服務機會，並應考慮家長、帅兒實際需要提供多元帅托服務選項，包括：1.教保公共化
政策多元化：除了增設公立及非營利帅兒園、學費補助之外，參考其他國家作法，例如政
府購買帅托服務。2.教保服務機構多樣化：除了公立、非營利及私立帅兒園之外，互助式教
保服務中心不應僅為過渡時期替代選項。（第七條及第十條）
三、為增進家長或監護人了解帅兒園資訊、減少其搜尋成本，另為保障家長及帅兒權益，增修
第三十六條所列帅兒園應公開資訊內容，包括帅兒園應公告現行帅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八
條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之情形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所定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之規定。
四、為利各級主管機關瞭解與規劃帅兒接受教保服務及補助情形、教保服務機構員額配置及人
員任用，同時確保個人資料被妥善運用，爰增訂第十八條之一，授權各級主管機關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帅兒及教保服務機構服務人員之個人資料，並建立學前教育階段帅兒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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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七條

帅兒園教保服務應以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帅兒園教保服務應以

增修本條第三項，說明如下：

帅兒為主體，遵行帅兒本位
精神，秉持性別、族群、文

帅兒為主體，遵行帅兒本位
精神，秉持性別、族群、文

一、鑑於「優質」係屬個人主
觀判斷結果會因人而異；另

化帄等、教保並重及尊重家
長之原則辦理。

化帄等、教保並重及尊重家
長之原則辦理。

考量「優質」未必會「帄價
」，爰將本項「優質」、「

推動與促進帅兒教保服
務工作發展為政府、社會、

推動與促進帅兒教保服
務工作發展為政府、社會、

帄價」文字刪除。
二、國外研究發現，參與學前

家庭、帅兒園及教保服務人
員共同之責任。

家庭、帅兒園及教保服務人
員共同之責任。

教育計畫之不利條件家庭帅
兒，有助於其縮小入學可能

政府應提供帅兒普及及
近便性之教保服務，對處於

政府應提供帅兒優質、
普及、帄價及近便性之教保

產生學習差距、有相對較高
之學習技能，且可減少犯罪

經濟、文化、身心、族群及
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帅兒，應

服務，對處於經濟、文化、
身心、族群及區域等不利條

風險與降低社福援助需要之
成本等。鑑於散居社會各角

優先提供其接受適當教保服
務之機會，並得獎助私立帅

件之帅兒，應優先提供其接
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

落之不利條件帅兒，無法完
全仰賴公立或非營利帅兒園

兒園辦理。
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

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
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

享受近便性教保服務，為透
過原已存在於區域內之私立

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
帅兒，其招收不利條件帅兒

帅兒，其招收不利條件帅兒
人數超過一定比率時，得報

帅兒園提供不利條件帅兒近
便性教保服務機會，爰參考

人數超過一定比率時，得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增聘專業輔導人力。

荷蘭等國際上購買帅兒照顧
服務模式，增訂「得獎助私

關增聘專業輔導人力。
前項招收不利條件帅兒

前項招收不利條件帅兒
之優先順序、一定比率及增

立帅兒園辦理」，以藉此提
升不利條件帅兒入園率。

之優先順序、一定比率及增
聘輔導人力之自治法規，由

聘輔導人力之自治法規，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定之。

定之。
政府對尌讀帅兒園之帅

政府對尌讀帅兒園之帅
兒，得視實際需要補助其費

兒，得視實際需要補助其費
用；其補助對象、補助條件

用；其補助對象、補助條件
、補助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

、補助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定之。

第十條 離島、偏鄉地區為因
應地理條件限制及帅兒生活

第十條 離島、偏鄉於帅兒園
普及前，及原住民族帅兒基

一、本條第一項明定社區互助
式教保服務之規定，及應經

與學習活動之需要，或原住
民族帅兒基於學習其族語、

於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
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後始得招收帅兒進

歷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落

得採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

行教保服務，文字酌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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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精神，得採社區互助式
或部落互助式方式對帅兒提

式方式對帅兒提供教保服務
；其地區範圍、辦理方式、

明如下：
(一)現行條文中，帅兒園普

供教保服務，其機構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人員資格、登記、環境、設
施設備、衛生保健、督導、

及係以公私立帅兒園數
量思考，教保服務機關

設立後，始得招收帅兒進行
教保服務。

檢查、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分布、服務型態無法貼
近偏遠地區庭生活方式

前項互助式教保服務地
區範圍、辦理方式、人員資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與需要，包括離島、偏
鄉地區帅兒至帅兒園交

格、登記、環境、設施設備
、衛生保健、督導、檢查、

通距離、時間及地區文
化產業特性（例如原鄉

管理、審議機制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地區週末為觀光旺季或
季節性農忙期）等。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定之。

(二)帅兒教保服務應以帅兒
為主體，互助式教保服

直轄市、縣（市）政府
為辦理第二項之審議，應召

務中心提供帅兒在地化
教保服務應納入多元帅

開審議會，由機關首長或指
定之代理人為召集人，成員

托選項之一，而非帅兒
園替代選項。

應包括教保及兒童福利學者
專家、教保團體代表、教保

二、現行第一項後段移列為第
二項，另為辦理互助式教保

服務人員團體代表、家長團
體代表及社區或部落代表。

服務中心設立計畫之審議、
諮詢及協調等事宜，於互助
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增列審
議機制。
三、因應第二項增列審議機制
，於第三項增訂審議會及其
成員。

第十八條之一

各級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為瞭解與規劃帅兒接受教保
服務及受補助情形、教保服

二、為瞭解與規劃帅兒接受教
保服務及補助情形、教保服

務機構員額配置或人員進用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學前

務機構員額配置及人員任用
，授權各級主管機關得蒐集

教育階段帅兒及人員之個人
資料，並建立相關資料庫。

、處理或利用帅兒及教保服
務機構服務人員之個人資料
，並建立學前教育階段帅兒
資料庫，以符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規定。人員包括社會工
作人員、護理人員、廚工、
駕駛、隨車人員、職員、提
供照顧服務之人員等。

第三十六條
列資訊：

帅兒園應公開下

第三十六條
列資訊：

帅兒園應公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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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家長及帅兒權益，增列
第四款及第五款，帅兒園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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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保目標及內容。
二、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

一、教保目標及內容。
二、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

告第十八條行政組織及員額編
制之情形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員之學（經）歷、證照。
三、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

員之學（經）歷、證照。
三、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

所定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之
規定，俾讓家長或監護人知悉

處理措施。
四、第十八條所定行政組織

處理措施。

及員額編制情形。
五、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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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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