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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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064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育敏、林為洲、江啟臣、陳怡潔等 16 人，有鑑於
幼兒園教保人員虐童事件頻傳，面對教保人員之不當行為，
幼兒因權力關係不對等，難以表達與反抗，致其身心受創不
願就學，實有修法擴大對教保人員、負責人、董理監事消極
資格認定之必要，並要求主管機關建置對外公開查詢之資料
庫，以防止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再度進入幼兒園。爰此，提
案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十
五條規定幼兒園負責人在聘用教保服務人員前，應審查受僱
人相關證明文件；修正第二十七條，擴大對不適任教保服務
人員之認定、要求主管機關建置資料庫並對外開放查詢，以
保障兒少權益；修正第二十八條擴大負責人及董理監事不適
任資格之認定，以強化對幼兒現場管理；於第四十九條之一
、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併同修正罰則，以維護兒少權益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據新聞報導台南市一家幼兒園，家長指控 2 歲的孩子，近 2 個月來身上常出現外傷，還出
現嘔吐現象，就醫後診斷出頭部有外傷及腦震盪情形，向園方調閱監視錄影器，才發現 2
位教師有不當行為，還有其他孩子受害，老師為避免留下紀錄，在接受調查前隨即離職。
媒體也指出，幼兒園負責人在僱用教保服務人員時，常怠於審查僱用人相關資料，使對兒
童施有不良行為之教保服務人員能再度進入教育現場，造成虐童事件一再發生，實有修法
必要。
二、據新聞報導，曾有教保人員逼孩童吃鐵尺或塞麵包至幼兒嘴巴裡等不當行為，在幼兒園照
顧現場當中，幼兒與托育人員權力極其不對等，幼兒面對這些不當行為，無表達能力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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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抗，致幼兒受虐後身心受創而不願就學。為保障幼兒身心發展健全，參酌「補習及進
修教育法第九條」之修正，對不適任教師認定之相關規範一併納入修法考量。並修法規定
機構或中心在聘用工作人員前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並陳報主管機關核准；且要求主管機
關建立可對外公開查詢之資料庫，以避免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再度進入幼兒園照顧現場。
三、爰此，提案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第十五條規定幼兒園負責
人聘用教保服務人員前，應審查受僱人相關證明文件，並陳報主管機關核准；修正第二十
七條，擴大對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認定標準，並要求主管機關建置資料庫並對外開放查詢
，以保障兒少權益；修正第二十八條擴大規範負責人及董理監事不適任資格之認定，以強
化對幼兒現場管理；於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併同修正罰則，以防止
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進入幼兒園，維護兒少權益。

提案人：王育敏

林為洲

江啟臣

陳怡潔

連署人：賴士葆

許毓仁

陳雪生

陳宜民

陳超明

鄭天財 Sra Kacaw

盧秀燕

徐志榮

許淑華

蔣萬安

羅明才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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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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條

文

幼兒園應進用具教

現

行

第十五條

條

文

說

明

幼兒園應進用具教

一、據新聞報導台南市一家幼

保服務人員資格，且未有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所列情事者

保服務人員資格，且未有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所列情事者

兒園家長指控 2 歲的孩子近
2 個月來身上常出現外傷，

，從事教保服務。
幼兒園不得借用未在該

，從事教保服務。
幼兒園不得借用未在該

還出現嘔吐現象，就醫後診
斷出頭部有外傷及腦震盪情

園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證書。

園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證書。

形，向園方調閱監視錄影器
，發現 2 位教師有不當行為

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者，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保

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者，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保

，還有其他孩子受害，老師
為避免留下紀錄，在接受調

服務。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

服務。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

查前離職。若幼兒園負責人
在聘僱教保服務人員前，怠

不得提供或租借予他人使用
。

不得提供或租借予他人使用
。

於查證僱用人相關資訊，恐
使不適任教保人員再度進入

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
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

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
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

幼兒園現場。實有修法加強
對負責人查證義務之必要。

小時以上；其實施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小時以上；其實施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本條新增第六項，幼兒園
聘僱教保服務人員前，應檢

幼兒園聘僱教保服務人
員前，應檢具受僱人相關名

具受僱人相關證明文件，並
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冊、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並應附最近三個

機關核准，以課予雇主嚴格
審查之義務，保障幼兒權益

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等基本資料，陳報直轄市

。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主動查證並得派員檢查；
受僱人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七條 教保服務人員或
其他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第二十七條 教保服務人員或
其他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新聞指出，曾有教保人員
逼孩童吃鐵尺或塞麵包至幼

，不得在幼兒園服務：
一、曾有性侵害、性騷擾、

，不得在幼兒園服務：
一、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

兒嘴巴裡等不當行為，在教
學與照顧現場當中，幼兒與

性剝削或虐待兒童及少年
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

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
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教保人員權力極其不對等，
幼兒面對這些不良行為，無

有案尚未結案。
二、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

二、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
，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

表達能力亦難以反抗，致幼
兒受虐後身心受創而不願就

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

關查證屬實。
三、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

學。為保障幼兒身心健全發
展，參酌「補習及進修教育

行為，經直轄市、縣（市

，不能勝任教保工作。

法第九條」之修正，將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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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

四、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
各該人員之情事。

任教師認定之相關規範一併
納入修法考量，以保障兒少

擾、性霸凌或損害兒童及
少年權益之行為，經直轄

教保服務人員或在幼兒
園服務之其他人員，有前項

權益。
二、本條修正第一項，擴大不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有必要予以免職、解聘

各款情形之一者，除第三款
情形得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

適任教保服務人員資格之認
定，將性剝削、非屬重大情

或解僱，並審酌案件情節
，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進

遣，及第四款情形依其規定
辦理外，應予以免職、解聘

節之性騷擾、性霸凌或損害
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經直

用或僱用。
四、教保服務機構諮詢相關

或解僱。
教保服務人員或在幼兒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有必要予以免職、解聘或

專科醫師二人以上，有客
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有

園服務之其他人員有前項情
形者，幼兒園應報直轄市、

解僱，並審酌案件情節，認
定一年至四年不得進用或僱

傷害幼兒之虞，並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邀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用等，一併納入考量，以避
免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再度

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審查
小組認定不能勝任教保工

將處理情形通報其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進入幼兒園現場。
三、本條第二項，配合第一項

作。
五、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

之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四、本條新增第三項，教保服

各該人員之情事。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務機構進用或僱用教保服務
人員前，應向直轄市、縣（

款、第四款、第五款情事，
或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

市）主管機關查詢僱用人有
無不適任之情事，以淘汰素

八款、第九款情事者，不得
於教保服務機構服務，已進

行不良教保服務人員。
四、原第三項遞移為第四項，

用或僱用者，應予免職、解
聘或解僱；有第一項第三款

教保服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
，知悉有任何人對幼兒有不

情事或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二
項後段涉及性騷擾、性霸凌

當行為時，應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以遏止

情事者，於該認定或議決一
年至四年期間，亦同。

虐童事件發生。
五、本條新增第五項，各級主

教保服務機構進用或僱
用教職員工前，應向直轄市

管機關對不適任人員，應建
立資料庫，並對外查詢，以

、縣（市）主管機關查詢有
無前項情事。

避免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再
度進入幼兒照顧現場，保障

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
或其他服務人員於執行業務

兒少權益，讓家長放心。
六、本條新增第六項，將第一

時，知悉有任何人對幼兒有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行為

項各款之認定、通報、資訊
蒐集、任職前及任職期間之

之一時，除依其他相關法律
規定通報外，並應通報直轄

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市、縣（市）主管機關。
各級主管機關對有第一

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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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情事者，應建立公開資料
庫，以供查詢。
第一項各款之認定、通
報、資訊蒐集、任職前及任
職期間之查詢、處理、利用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
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本條係配合第二十七條進行修

者，不得擔任教保服務機構
之負責人、董（理）事長、

者，不得擔任幼兒園之負責
人、董事長及董事：

正，有鑑於幼兒園發生兒虐事
件，其加害人有可能不限於前

董（理）事或監事（監察人
）：

一、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所列事項者。

條之教保服務人員，亦可能為
負責人或董理監事。為強化主

一、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所列事項。

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管機關對幼兒園之管理，酌作
文字修正，並且於本條第一項

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者。
三、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

第一款，擴大主管機關對負責
人、董（理）事長、董（理）

結案。
三、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

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者。

事或監事（監察人）消極資格
之認定。

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

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
休職期間尚未屆滿者。

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
休職期間尚未屆滿。

六、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

六、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七、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

七、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
能力者。

能力。
八、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幼兒園負責人有前項第
一款情形者，直轄市、縣（

負責人有前項第一款情
形者，直轄市、縣（市）主

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幼兒
園設立許可；屬法人者，其

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董（理）事長、董（理）事

董事長、董事有前項第一款
情形者，直轄市、縣（市）

或監事（監察人）有前項第
一款情形者，直轄市、縣（

主管機關應令其更換。

市）主管機關應令其更換。
負責人、董（理）事長
、董（理）事或監事（監察
人）有第一項第一款情事者
，其認定、通報、資訊蒐集
、任職前及任職期間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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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
項，於前條第六項所定辦法
定之。
第四十九條之一

教保服務機

一、本條新增。

構違反第十五條第六項或違
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配合本法擴大修正對不適
任人員任用資格認定，提高

，處負責人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罰鍰金額。並考量比例原則
，對違規情節輕重不同之行

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

為，設有不同罰則。對未盡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盡查

得為命其停止招生或廢止設
立許可之處分。

詢義務、有不適任行為卻未
通報者，提高最罰鍰額度，

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
或其他服務人員，違反第二

由原處罰三千至三萬元，提
升至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

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五萬元以下罰鍰。對負責人
違法雇用不適任人員，由原

下罰鍰。
教保服務機構違反第二

處負責人新台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提高至六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知悉園
內有不得擔任教保服務人員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以嚇阻負責人從事違法雇

或其他人員而未依規定處理
，或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用行為，淘汰不適任教保服
務人員進入幼兒園照顧現場

規定，幼兒園之董（理）事
長或董（理）事或監事（監

。
三、本條新增第一項，對違反

察人）有不得擔任該項職務
之情形而未予以更換者，處

第十五條第六項規定，機構
未檢具僱用人良民證等相關

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資料或未將聘用資料陳報主
管機關核准者，或違反第二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為

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聘用前
未盡查證消極資格者，處負

命其停止招生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責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為命
其停止招生或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四、本條新增第二項，為加強
通報義務，教保服務機構之
負責人或其他服務人員，違
反第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
知悉有不適任行為卻未通報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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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條新增第三項，由原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
五款移至本條，並提高罰鍰
，由原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加重十倍
處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
為命其停止招生或廢止設立
許可之處分，以加強嚇阻負
責人不得為違法聘任行為。
第五十一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

第五十一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

本條配合第二十七條修正擴大

形之一者，處幼兒園負責人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形之一者，處幼兒園負責人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對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認
定，併同修正罰鍰，提高罰鍰

下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

下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

額度。爰此，刪除第一項第四
款、第五款，並將其處罰規定

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
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為減

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
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為減

移至第四十九條之一。

少招收人數、停止招收六個
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

少招收人數、停止招收六個
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

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進用未具教保服務人
員資格者從事教保服務。

定，進用未具教保服務人
員資格者從事教保服務。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借用未在該園服務之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借用未在該園服務之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以派遣方式進用教
保服務人員。

規定，以派遣方式進用教
保服務人員。

四、違反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以未經核准之車輛載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知悉園內有不得擔

運幼兒、載運人數超過汽
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未

任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
員而未依規定處理。

依幼童專用車輛規定接送
幼兒、未配置具教保服務

五、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幼兒園之董事長或

人員資格或年滿二十歲以
上之隨車人員隨車照護幼

董事有不得擔任該項職務
之情形而未予以更換。

兒。
五、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六、違反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以未經核准之車輛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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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未辦理幼兒團體保
險。

運幼兒、載運人數超過汽
車行車執照核定數額、未

六、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未將收費數額報直

依幼童專用車輛規定接送
幼兒、未配置具教保服務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以超過備查之數額

人員資格或年滿二十歲以
上之隨車人員隨車照護幼

及項目收費，或未依第四
十二條第四項所定自治法

兒。
七、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規退費。
七、違反依第四十五條第四

規定，未辦理幼兒團體保
險。

項所定辦法有關評鑑結果
列入應追蹤評鑑，且經追

八、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未將收費數額報直

蹤評鑑仍未改善。
八、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以超過備查之數額

規定，幼兒園未於本法施
行之日起一個月內將在職

及項目收費，或未依第四
十二條第四項所定自治法

人員名冊，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規退費。
九、違反依第四十五條第四

九、招收人數超過設立許可
核定數額。

項所定辦法有關評鑑結果
列入應追蹤評鑑，且經追

十、提供不安全之設施設備
。

蹤評鑑仍未改善。
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幼兒園未於本法施
行之日起一個月內將在職
人員名冊，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十一、招收人數超過設立許
可核定數額。
十二、提供不安全之設施設
備。

第五十二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令其限期改善

第五十二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令其限期改善

配合第四十九條之一修正，本
條第一項第四款，刪除違反第

，屆期仍未改善者，處幼兒
園負責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屆期仍未改善者，處幼兒
園負責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

二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並將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

移至第四十九條之一。

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為減
少招收人數、停止招收六個

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為減
少招收人數、停止招收六個

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
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月至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
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五項所
定標準有關幼兒園之使用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五項所
定標準有關幼兒園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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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必要設置空間與總
面積、室內與室外活動空

樓層、必要設置空間與總
面積、室內與室外活動空

間面積數、衛生設備高度
與數量，及所定辦法有關

間面積數、衛生設備高度
與數量，及所定辦法有關

幼兒園改建、遷移、擴充
、更名、變更負責人或停

幼兒園改建、遷移、擴充
、更名、變更負責人或停

辦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十二條第二項

辦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十二條第二項

所定準則有關幼兒園之教
保活動、衛生保健之強制

所定準則有關幼兒園之教
保活動、衛生保健之強制

或禁止規定。
三、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至

或禁止規定。
三、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至

第五項、第七項及第八項
置廚工之規定。

第五項、第七項及第八項
置廚工之規定。

四、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
規定，未將處理情形報備

。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第四項

查，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

規定，未訂定注意事項及
處理措施。

定。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第四項

六、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規定，未訂定注意事項及
處理措施。

檢查或評鑑。
七、經營許可設立以外之業

六、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

務。

檢查或評鑑。
七、經營許可設立以外之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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