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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702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何志偉、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等 17
人，有鑒於校園內健康中心，係作為所有學生遭遇身體傷害
時之第一線協處單位，而就醫後的治療效果，往往與受傷後
第一時間的專業緊急處理的時間與品質有所涉，因此維持良
好照護量能與品質相當關鍵。然而，高級中等以下之學校增
辦附設幼兒園，致使校內學生整體人數增加，校內護理人員
之工作量亦提升，若仍以現行計算護理人員員額模式，恐不
易維持對全體類型之學生應有的照護品質，遂應將未置專任
護理人員之附設幼兒園班級數，併計入全校聘任專任護理師
之班級數計算基準。綜上所述，為達致合理的服務照護原則
，爰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員者，其附設幼兒園得免再置護理人員，係因為校內可以依現況進
行總體人力調度與配置，遂有此規定，然考量高級中等學校亦得設置附設幼兒園，而有本
項之適用，爰將「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修正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達資源
共享。（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四項後段）
二、為配合擴大公共化幼兒園政策，增設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校內整體學生數量勢必會增加
，護理人員之工作強度亦隨之提升，為使各類型師生於校內健康照護之效能完備，新增第
九項條文，並與《學校衛生法》第七條員額計算方式合併觀察，以適切調整之。（修正條
文第十七條第九項前段）
三、2012 年實施幼托整合制度，改制前之托兒所已有設置專任護理人員，為利運作，應維持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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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員額，惟不依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九項前段之規定，使幼兒園班級數得與學校班級數合
併計算。（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九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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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七條

條

文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

現

行

第十七條

條

文

說

明

幼兒園有五歲至入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

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
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

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
配置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

至第八項未修正。
二、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員

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

應有一人以上為幼兒園教師
。

者，其附設幼兒園得免再置
護理人員，係因校內可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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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進行總體人力調度與配
置，遂有此規定，然考量高

人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

人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幼兒園得視需要配置學

級中等學校亦得設置附設幼
兒園，而有本項之適用，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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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第四項後段，將「國民
中、小學」附設幼兒園，修

幼兒園及其分班應置護
理人員，其合計招收幼兒總

幼兒園及其分班應置護
理人員，其合計招收幼兒總

正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達資源共享。

數六十人以下者，以特約或
兼任方式置護理人員；六十

數六十人以下者，以特約或
兼任方式置護理人員；六十

三、(一)修正條文第九項與《
學校衛生法》第七條

一人至二百人者，以特約、
兼任或專任方式置護理人員

一人至二百人者，以特約、
兼任或專任方式置護理人員

員額計算方式合併觀
察，以適切調整之。

；二百零一人以上者，以專
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但高級

；二百零一人以上者，以專
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但國民

(二)為配合擴大公共化幼
兒園政策，增設公立

中等以下學校附設之幼兒園
，其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

中、小學附設之幼兒園，其
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員者

學校附設幼兒園，校
內整體學生數量勢必

員者，得免再置護理人員。
幼兒園達一定規模或其

，得免再置護理人員。
幼兒園達一定規模或其

會增加，護理人員之
工作強度亦隨之提升

分班，得分組辦事，並置組
長，其組長得由教師、教保

分班，得分組辦事，並置組
長，其組長得由教師、教保

，為使整體師生於校
內健康照護之效能得

員或職員兼任之；附設幼兒
園達一定規模及直轄市、縣

員或職員兼任之；附設幼兒
園達一定規模及直轄市、縣

以完備，明定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附設幼兒

（市）、鄉（鎮、市）、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之幼

（市）、鄉（鎮、市）、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設立之幼

園，其班級數得納入
增置行政組別或相關

兒園得置專任職員；幼兒園
應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置廚工

兒園得置專任職員；幼兒園
應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置廚工

員額計算。若附設幼
兒園已置有專任護理

。

。
直轄市、縣（市）、鄉

直轄市、縣（市）、鄉

人員，則其班級數不
得與學校班級數合併

（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設立之公立幼兒園，

（鎮、市）及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設立之公立幼兒園，

計算護理人員員額。
舉例如下：

其人事、主計業務，得由直
轄市、縣（市）人事及主計

其人事、主計業務，得由直
轄市、縣（市）人事及主計

設若某甲公立國小班
級總數為 39 班，其

主管機關（構）指派專任之

主管機關（構）指派專任之

附設幼兒園招收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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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主計人員兼任，或經
有關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訓練

人事、主計人員兼任，或經
有關機關辦理相關業務訓練

人（以每班 30 人計
算，共 6 班）。僅單

合格之職員辦理。公立學校
附設之幼兒園，其人事、主

合格之職員辦理。公立學校
附設之幼兒園，其人事、主

依《學校衛生法》第
七條之規定，甲校應

計業務，由學校之專任（或
兼任、兼辦）人事、主計人

計業務，由學校之專任（或
兼任、兼辦）人事、主計人

置護理人員 1 名。然
依修正條文第九項本

員兼辦。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

員兼辦。
幼兒園之行政組織及員

文之規定，班級總數
得併計為 45 班。據

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額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此，甲校得配置專任
護理人員 2 人。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主任及組長依規定請假、留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主任及組長依規定請假、留

(三)2012 年實施幼托整
合制度，改制前之托

職停薪，或其他原因出缺之
職務，幼兒園應建立代理制

職停薪，或其他原因出缺之
職務，幼兒園應建立代理制

兒所已有設置專任護
理人員，為利運作，

度，由代理人代理之；情形
特殊者，代理人資格得不受

度，由代理人代理之；情形
特殊者，代理人資格得不受

應維持專任員額，同
時亦不得依修正條文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其代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其代

第十七條第九項前段
之規定，使幼兒園班

理人之資格、薪資及其他相
關事項，於本法施行細則及

理人之資格、薪資及其他相
關事項，於本法施行細則及

級數得與學校班級數
合併計算，爰為第九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辦法
定之。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辦法
定之。

項但書之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附設
幼兒園者，其幼兒園班級數
得與學校班級數合併，計算
內部單位數及專任輔導教師
、專業輔導人員、護理人員
與其他人員之員額。但幼兒
園已置專任護理人員者，應
維持其專任員額，其幼兒園
班級數不得與學校班級數合
併計算護理人員之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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