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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吳思瑤、蘇震清、蔡易餘、呂孫綾、管碧
玲、莊瑞雄等 30 人，鑑於台灣公立帅兒園位於都市區域有
1,907 所、鄉村區域為 528 所，顯見台灣鄉村地區的照顧資源
嚴重不足，突顯現有托育資源存有城鄉落差。另一方面，從
各縣市推出的托育補助與育兒津貼來比較，六都所提供之補
助較其他縣市來的的充沛，然在托育資源分布不均的情況下
，人口的移動會隨著資源來流動，反而加速鄉村人口外移與
人口老化的現象。基於憲法保障教育機會均等，為確保偏遠
地區帅兒受教與照護之權利，中央主管機關應審慎評估符合
在地托育之推動，經由提高鄉村地區托育比例及發展多元托
育模式，以利鄉村帅兒照顧公共化與在地化。同時，應挹注
相關資源到偏遠地區，確保每位鄉村帅兒教育與照顧之權益
，以達城鄉帄衡與完善鄉村社會安全網之目標，爰提案擬具
「帅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修正本法所定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之多元模式，包括幼兒園、社區
、部落、職場互助式及親屬托育，鑑於現行托育制度忽略家庭支援為托育重要環節，應給
予協助，爰修正提供教保服務之型態。（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列幼兒園分班不受於同一鄉（鎮、市、區）設立限制之例外規定；法人為公司者，其設
立之幼兒園之招生原則；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場所辦理幼兒園者，不受建築法相關規
定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中央主管機關應於離島及偏遠地區普設公立幼兒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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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模式，完善偏遠地區幼兒教育與照顧，明定相關辦理及補助辦法。（修正條文第十條
）
四、為推動符合離島及偏遠地區在地托育之模式，得協助培訓在地師資。並為確保社區及部落
可參與審議機制，明定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式教保之審議會應有社區及相關領域代表，
並按比例派任。（新增條文第十條之一）
五、為確保幼兒身心健康與提供安全膳食，增訂離島及偏遠地區之護理人員與廚工，聯合調配
制度相關辦法。（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提案人：蔡培慧

吳思瑤

蘇震清

蔡易餘

呂孫綾

管碧玲

莊瑞雄
張廖萬堅

吳焜裕

林岱樺

吳玉琴

黃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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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璋

蘇治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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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宜康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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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憲

連署人：許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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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型態多元

：
一、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

：
一、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

化，然現今托育模式無法貼
近鄉村地區與部落家庭生活

國民小學前之人。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指以

國民小學前之人。
二、幼兒園：指對幼兒提供

，為提供家長充分教育選擇
權，與協助發展多元托育模

下列方式對幼兒提供之服
務：

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
稱教保服務）之機構。

式。爰此，本款分目明列提
供幼兒教育及照顧之方式，

(一)居家式托育。
(二)幼兒園。

三、負責人：指幼兒園設立
登記之名義人；其為法人

包括居家式托育、幼兒園、
社區、部落、職場互助式或

(三)社區互助式。
(四)部落互助式。

者，指其董事長。
四、教保服務人員：指在幼

親屬托育，以提供家長完善
之教育及照顧，爰修正第二

(五)職場互助式。
(六)親屬托育。

兒園服務之園長、教師、
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款。
二、第一目居家式托育服務，

三、教保服務機構：指以前
款第二目至第五目方式，

居家式托育人員應符合「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
（以下簡稱教保服務）者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另第六目親屬托育

。
四、負責人：指教保服務機

者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

構依本法及其相關法規登
記之名義人；其為法人者

第二項規定；其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

，指其董事長。
五、教保服務人員：指提供

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教保服務之園長、教師、
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及三

三、確認教保服務機構之用詞
定義，指以幼兒園、社區、

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之親
屬。

部落或職場互助方式提供幼
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
稱教保服務）者，爰增列第
三款。
四、確認負責人係包括設立登
記及變更登記之名義人，爰
修正文字並移列為第四款。
五、配合第二款之修正，為促
進教保服務之多元化，並應
考量家庭支援為托育重要環
節，需給予協助。教保服務
人員應納入實際照顧幼兒務
者，爰修正文字並移列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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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款。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一、修正為擴大其教保服務模

鄉（鎮、市）、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學校、法人、團

鄉（鎮、市）、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學校、法人、團

式，爰修正第一項。
二、明確私立幼稚園或托兒所

體或個人，得興辦幼兒園；
幼兒園應經直轄市、縣（市

體或個人得興辦幼兒園，幼
兒園應經直轄市、縣（市）

明定適用日期，爰修正第二
項。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於
取得設立許可後，始得招收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於取
得設立許可後始得招生。

三、現行第三項修正說明如下
：

幼兒進行教保服務。
公立學校所設幼兒園應

公立學校所設幼兒園應
為學校所附設，其與直轄市

(一)明定幼兒園得設立分班
，並以同一鄉（鎮、市

為學校所附設，其與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

、縣（市）、鄉（鎮、市）
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

、區）內設立為限，係
考量本法施行前之托兒

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
者為公立，其餘為私立。但

者為公立，其餘為私立。但
本法施行前已由政府或公立

所業有分所（班）之設
置情形，爰配合實際情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已由政府或公立學

學校所設之私立幼稚園或托
兒所，仍為私立。

形規範。
(二)鄉村區域廣大，交通時

校所設之私立幼稚園或托兒
所，仍為私立。

幼兒園得於同一鄉（鎮
、市、區）內設立分班，其

間長將造成孩童就學不
便，應提供學童就近就

幼兒園得設立分班；分
班之設立，以於同一鄉（鎮

招生人數不得逾本園之人數
或六十人之上限。

學，滿足在地教保服務
需求。爰增列學校於同

、市、區）內設立為限。但
學校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私立幼兒園得辦理財團
法人登記並設置董事會。

一直轄市、縣（市）內
設有分校、分部或分班

）內設立之分校、分部或分
班，其附設或附屬幼兒園分

幼兒園與其分班基本設
施設備之標準，及其設立、

者，其於學校之分校、
分部或分班內設立幼兒

班，不在此限。
幼兒園分班之招收人數

改建、遷移、擴充、增加招
收幼兒人數、更名與變更負

園分班，不受同一鄉（
鎮、市、區）規定之限

，不得逾本園之人數，並以
六十人為限。

責人程序及應檢具之文件、
停辦、復辦、撤銷與廢止許

制。
四、明訂幼稚園、托兒所有於

私立幼兒園得辦理財團
法人登記，並設董事會。

可、督導管理、財團法人登
記、董事會運作及其他應遵

不同鄉（鎮、市、區）內設
立分所（園）或分所（園）

幼兒園與其分班基本設
施設備之標準，及其設立、

行事項之辦法，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核定招收人數，不得逾六十
人。

改建、遷移、擴充、招收人
數、更名與變更負責人程序

五、考量公司有提供其員工托
兒設施之需求，規範公司得

及應檢具之文件、停辦、復
辦、撤銷或廢止許可、督導

自行或聯合興辦幼兒園，爰
增列第七項。

管理、財團法人登記、董事
會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六、因法規限制，現行托育缺
乏合法之空間，爰放申請使

法，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用合法建物執照規定之限制
，並參考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第一項所定法人為公司
者，得自行或聯合興辦幼兒

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規
定教學場所得由村、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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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其設立之幼兒園，以招
收該公司員工子女為主，有

落或民間提供既有合法建築
物，不受建築法第七十三條

餘額者，始得招收其他幼兒
。

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等相關
規定之限制，爰增列第八項

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學場所辦理幼兒園者，得繼

。

續適用原建築物使用類組，
不受建築法第七十三條應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規定之限制
。
第十條 為確保離島、偏遠地
區幼兒教育及照顧之權利，

第十條 離島、偏鄉於幼兒園
普及前，及原住民族幼兒基

一、離島、偏遠地區之教育與
照顧資源不足，然教育與幼

應鼓勵親屬托育及設公立幼
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及社區

於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
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

兒照顧公共化為政府之責任
，為使離島、偏遠地區的托

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提供離島、偏遠地區幼兒教

得採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
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

育系統更為完善，建立社會
安全網，明定應提供離島、

保服務之機會。
離島、偏遠地區幼兒有

；其地區範圍、辦理方式、
人員資格、登記、環境、設

偏遠地區幼兒教育之辦理。
其偏遠地區定義，參考偏遠

就讀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
兒園及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

施設備、衛生保健、督導、
檢查、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之定
義與分級，爰增列第一項。

服務中心之優先權。
離島、偏遠地區於幼兒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二、為推動離島、偏遠地區幼
兒優先就讀權，以保障幼兒

園普及前，及原住民族幼兒
基於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

定之。

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
，爰增列第二項。

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
，得採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

三、明定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
保服務經直轄市、縣（市）

助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
務；其地區範圍、辦理方式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後始得招
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爰修

、人員資格、登記、環境、
設施設備、衛生保健、督導

正文字並移至第三項。
四、為平衡城鄉差異，中央主

、檢查、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管機關對於就學之幼兒，應
視實際需要補助其學費，爰

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定之。其機構經直轄市、

增列第四項。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後，始得招收幼兒進行教保

關應視需要設置與鼓勵輔導
教保服務之機構，亦得依實

服務。
政府對於親屬托育及就

際需要提供職場互助式教保
服務，爰增列第五項。

學之幼兒，應視實際需要予
以補助；其補助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其補助不
得低於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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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標準，其差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
自行辦理幼兒提供教育及照
顧服務（教保服務）之機構
，並得採取職場互助式，中
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予
以協助。
第十條之一

為推動離島、偏

一、本條新增。

遠地區幼兒教育及照顧公共
化與在地化，及增加教師來

二、為推動符合在地托育之實
行辦法，應運用在地師資人

源，得定期辦理離島、偏遠
地區教保人員師資培訓課程

力、使用在地空間並納入在
地社區參與機制，以利鄉村

。並因應幼兒照顧需要，聘
請社區相關幼照背景之兼任

幼兒照顧公共化與在地化，
爰增訂第一項。

教師、業界師資、社區專業
人士或組織者，彌補其托育

三、為推動在地教保多元適性
發展，應推動社區互助式或

師資不足。
針對直轄市、縣（市）

部落互助式教保審議會，並
有社區及相關領域代表按比

政府協助推動辦理社區互助
式或部落互助式教保之審議

例派任，爰增訂第二項審議
會及其成員。

，應協助召開審議會，由中
央主管機關與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指定之代理人為
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教保
及兒童福利學者專家、家長
團體代表及社區或部落代表
。
第十八條

幼兒園二歲以上未

第十八條

幼兒園二歲以上未

為照顧離島、偏遠地區之幼兒

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十六人
為限，且不得與其他年齡幼

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十六人
為限，且不得與其他年齡幼

，保障幼兒身心健康與提供安
全膳食，，應依照幼兒比例，

兒混齡；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

兒混齡；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

以共聘、巡迴輔導或其他方式
聘用幼兒園廚工與護理人員，

為限。但離島、偏鄉及原住
民族地區之幼兒園，因區域

為限。但離島、偏鄉及原住
民族地區之幼兒園，因區域

爰增列第四項與第五項。

內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之
人數稀少，致其招收人數無

內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之
人數稀少，致其招收人數無

法單獨成班者，得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

法單獨成班者，得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

，以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
前幼兒進行混齡編班，每班

，以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
前幼兒進行混齡編班，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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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五人為限。
幼兒園除公立學校附設

以十五人為限。
幼兒園除公立學校附設

者及分班免置園長外，應置
下列專任教保服務人員：

者及分班免置園長外，應置
下列專任教保服務人員：

一、園長。
二、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或

一、園長。
二、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或

助理教保員。
幼兒園及其分班除園長

助理教保員。
幼兒園及其分班除園長

外，應依下列方式配置教保
服務人員：

外，應依下列方式配置教保
服務人員：

一、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
歲幼兒之班級，每班招收

一、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
歲幼兒之班級，每班招收

幼兒八人以下者，應置教
保服務人員一人，九人以

幼兒八人以下者，應置教
保服務人員一人，九人以

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二人；第一項但書所定情

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二人；第一項但書所定情

形，其教保服務人員之配
置亦同。

形，其教保服務人員之配
置亦同。

二、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每班

二、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之班級，每班

招收幼兒十五人以下者，
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

招收幼兒十五人以下者，
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

十六人以上者，應置教保
服務人員二人。

十六人以上者，應置教保
服務人員二人。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

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應有
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應有
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之人
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之人
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

人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

人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

前特殊教育教師及社會工作
人員。

前特殊教育教師及社會工作
人員。

幼兒園及其分班合計招
收幼兒總數六十人以下者，

幼兒園及其分班合計招
收幼兒總數六十人以下者，

得以特約或兼任方式置護理
人員；六十一人至二百人者

得以特約或兼任方式置護理
人員；六十一人至二百人者

，應以特約、兼任或專任方
式置護理人員；二百零一人

，應以特約、兼任或專任方
式置護理人員；二百零一人

以上者，應置專任護理人員
一人以上。但國民中、小學

以上者，應置專任護理人員
一人以上。但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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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之幼兒園，其校內已置
有專任護理人員者，得免再

附設之幼兒園，其校內已置
有專任護理人員者，得免再

置護理人員。其離島、偏遠
地區應依照幼兒比例，以共

置護理人員。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置

聘、巡迴輔導或其他方式，
聘用特約、兼任或專任護理

主任，由校長就專任幼兒園
教師中聘兼之，其達一定規

人員。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置

模者，應為專任；幼兒園達
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置

主任，由校長就專任幼兒園
教師中聘兼之，其達一定規

組長，並由教師或教保員兼
任之；幼兒園分班置組長，

模者，應為專任；幼兒園達
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置

並由教師、教保員兼任之；
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及直

組長，並由教師或教保員兼
任之；幼兒園分班置組長，

轄市、縣（市）、鄉（鎮、
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並由教師、教保員兼任之；
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及直

設立之幼兒園得置專任職員
；幼兒園應置廚工。

轄市、縣（市）、鄉（鎮、
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除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配置

設立之幼兒園得置專任職員
；幼兒園應置廚工。其離島

教保服務人員外，每園應再
增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

、偏遠地區得依照幼兒比例
，應以專任或兼任方式設置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
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廚工。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除

關定之。
幼兒園有招收身心障礙

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配置
教保服務人員外，每園應再

幼兒之班級，得酌予減少第
一項所定班級人數；其減少

增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

班級人數之條件及核算方式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幼兒園有招收身心障礙
幼兒之班級，得酌予減少第

機關為因應天然災害發生或
其他緊急安置情事，有安置

一項所定班級人數；其減少
班級人數之條件及核算方式

幼兒之必要者，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不受第一項及第三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

項規定之限制：
一、當學年度招收二歲以上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因應天然災害發生或

至未滿三歲幼兒，或依第
一項但書規定混齡招收二

其他緊急安置情事，有安置
幼兒之必要者，應依下列規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
兒之班級，每招收幼兒八

定辦理，不受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之限制：

人，得另行安置一人。
二、當學年度招收三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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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學年度招收二歲以上
至未滿三歲幼兒，或依第

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
級，每招收幼兒十五人，

一項但書規定混齡招收二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

得另行安置一人。
三、幼兒園於次學年度起，

兒之班級，每招收幼兒八
人，得另行安置一人。

除該學年度無幼兒離園者
仍應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外

二、當學年度招收三歲以上
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

，每班招收人數，應依第
一項規定辦理。

級，每招收幼兒十五人，
得另行安置一人。

幼兒園之教保員或代理
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於

三、幼兒園於次學年度起，
除該學年度無幼兒離園者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
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

仍應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外
，每班招收人數，應依第

日起十年內修畢幼兒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幼

一項規定辦理。
幼兒園之教保員或代理

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
，在依法取得幼兒園教師資

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

格前，得在幼兒園替代五歲
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

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
日起十年內修畢幼兒園師資

所需幼兒園教師，繼續擔任
教保服務工作；私立幼兒園

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幼
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

以其替代教師編制員額者，
其待遇應比照園內教師辦理

，在依法取得幼兒園教師資
格前，得在幼兒園替代五歲

：
一、本法施行前已於托兒所

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
所需幼兒園教師，繼續擔任

任職，於本法施行後轉換
職稱為教保員，且持續任

教保服務工作；私立幼兒園
以其替代教師編制員額者，

職。
二、符合第五十五條第五項

其待遇應比照園內教師辦理
：

規定之代理教師已取得教
保員資格，且於本法施行

一、本法施行前已於托兒所
任職，於本法施行後轉換

後持續任職。
前項幼兒園師資職前教

職稱為教保員，且持續任
職。

育課程依師資培育法規定開
設，並得採遠距教學、專題

二、符合第五十五條第五項
規定之代理教師已取得教

研究或工作坊之方式辦理；
政府得視需要補助前項各款

保員資格，且於本法施行
後持續任職。

人員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學分費；其補助條

前項幼兒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依師資培育法規定開

件、補助額度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設，並得採遠距教學、專題
研究或工作坊之方式辦理；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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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得視需要補助前項各款
人員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學分費；其補助條
件、補助額度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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