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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建建構育有構育有構育有構育有0-3歲兒歲兒歲兒歲兒童家庭童家庭童家庭童家庭

的托育照顧及支持的托育照顧及支持的托育照顧及支持的托育照顧及支持體系體系體系體系

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兒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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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

推動政策推動政策推動政策推動政策

政策績效政策績效政策績效政策績效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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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現況分析托育現況分析托育現況分析托育現況分析-未滿未滿未滿未滿3歲兒童人口數歲兒童人口數歲兒童人口數歲兒童人口數

2009
2010

2011

182,599
157,282

187,442

198,792

194,878 168,973

205,828

199,174
195,292

2至未滿3歲
1-未滿2歲
0-未滿1歲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現住人口數按單齡分)

58萬萬萬萬9,228人人人人 55萬萬萬萬3,344人人人人 55萬萬萬萬3,718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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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現況分析托育現況分析托育現況分析托育現況分析-未滿未滿未滿未滿3歲兒童照顧方式歲兒童照顧方式歲兒童照顧方式歲兒童照顧方式

家長自行照顧, 
54.90%

祖父母照顧, 
33.64%

保母, 9.37% 其他親屬, 
1.10%

外籍傭工、機構及其他,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0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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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托育政策現行托育政策現行托育政策現行托育政策

一、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一)育兒津貼

(二)保母托育費用補助

二二二二、、、、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托育服務

(一)居家托育服務

(二)機構式照顧服務

三三三三、、、、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6

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育兒津貼育兒津貼育兒津貼育兒津貼（（（（2-1））））

� 補助條件

育兒

津貼

4.兒童未經政
府公費安置收
容、未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
或保母托育費
用

1.2足歲以
下兒童

2.父母至少一
方因育兒需
要，致未能就
業者

3.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或
父母綜合所得
總額合計未達
申報標準或綜
合所得稅稅率
未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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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

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

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

達20%

每月補助2,500元

領有政府其他相同性質
之生活類補助或津貼
者，不得重複領取本項
補助，其額度低於本項
補助者應補足差額

特別規定

低收入戶

每月補助5,000元

中低收入戶

每月補助4,000元

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育兒津貼育兒津貼育兒津貼育兒津貼（（（（2-2））））

�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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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3-1））））

� 補助條件

保母托

育費用

補助

4.兒童未經政
府公費安置收
容、未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
或保母托育費
用

1.2足歲以
下兒童

2.父母(或監護人)雙方或單
親一方皆就業，送請社區
保母系統或托嬰中心保母

人員照顧者。

3.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或
父母綜合所得
總額合計未達
申報標準或綜
合所得稅稅率
未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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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保母保母保母保母托育費用補助托育費用補助托育費用補助托育費用補助（（（（3-2））））

父母(或監護人)雙方或單親一方皆就業，致無法自行
照顧家中未滿2歲幼兒，送請社區保母系統或托嬰中
心保母人員照顧者，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 一般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最高3,000元。

� 中低收入戶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最高4,000元。

� 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5,000元。

� 一般家庭指申請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1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者

10

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

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

每月補助3,000元

低收入戶

每月補助5,000元

中低收入戶

每月補助4,000元

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保母托育費用補助（（（（3-3））））

�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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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托育服務----現有托育資源型態現有托育資源型態現有托育資源型態現有托育資源型態

居家式照顧服務

• 社區保母系統保母

機構式照顧服務

• 私立、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

12

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社區保母系統社區保母系統社區保母系統社區保母系統（（（（3-1））））

� 設置社區保母系統：全國22個縣市已設置63個社

區保母系統，積極辦理幼兒托育之媒合、訪視輔

導及協助家長申請托育費用等工作。

� 輔導社區保母系統辦理研習訓練、親職教育、社

區宣導、設置資源中心、協助媒合轉介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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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放寬人員資格放寬人員資格放寬人員資格放寬人員資格（（（（3-2））））

� 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6規定
放寬加入社區保母系統資格。

� 年滿20歲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
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

三、修畢保母專業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
證書。

14

保母保母保母保母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相關科系畢業相關科系畢業相關科系畢業相關科系畢業
保母結業證書保母結業證書保母結業證書保母結業證書

具保母證照具保母證照具保母證照具保母證照

一般家庭 2,000 3,000

中低收入戶 3,000 4,000

低收入戶

弱勢家庭
4,000 5,000

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居家式托育服務-放寬人員資格放寬人員資格放寬人員資格放寬人員資格（（（（3-3））））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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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4444----1111））））

� 目標

透過本政策引導地方政府利用閒置
公共空間，結合非營利組織以公設
民營方式，或透過政府採購輔導私
立托嬰中心轉型，挹注公部門之資
源，擔負起政府協助家長照顧幼兒
之責任。

16

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4444----2222））））

預期效益：

提供平價、質優托嬰服務

減輕家長經濟負擔

增進公民參與機會

建立友善托育人員服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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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嬰中心之收費標準，由
地方政府邀集專家、學者
、政府單位及民間幼教團
體代表，召開收托費用制
定研商會議，並制定平價
且合理之收托價格，以落
實平價收托之實質目標。

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4-3））））

18

� 101年本局爭取公益彩券回饋金1,992萬
4,000元，補助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
、臺東縣及基隆市等5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增設14處，平均每處補助140

萬元。

� 將提供日間托育服務、臨托及延托服務
，預計收托765人。

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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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受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102年申
請案，並依其規劃進度，每年以增加20

所為目標，預定全國於101年至103年成
立60所。

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機構式托育服務-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4-5））））

20

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3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4-1)

托育資托育資托育資托育資

源中心源中心源中心源中心

居家式居家式居家式居家式托育服托育服托育服托育服務務務務
托嬰中托嬰中托嬰中托嬰中心心心心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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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3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4-2)

目標：

對有托育服務需求
之家庭提供近便、
專業、整合性之托
育服務

協助照顧者臨時、
短期之托育服務，
以獲得喘息機會

22

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3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4-3)

照片提供：臺中市托育資源中心

服務項目

托育服務、照顧諮詢

托育資源提供與轉介

親職教育、示範

社區宣導

兒童玩具及圖書室

其它托育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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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統整未滿3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歲兒童托育服務資源(4-4)

� 101年本局爭取公益彩券回饋金4,540萬元，補助
臺北市、臺中市、高雄市、臺南市、新竹縣、臺
東縣、雲林縣、桃園縣、嘉義市、澎湖縣、苗栗
縣、彰化縣、屏東縣、基隆市等計14個直轄市、
縣(市)政府，設置20處托育資源中心，提供臨托、
托育資源諮詢、媒合及親職教育等服務，預計10

萬人次受益，平均每處補助約227萬元。

� 目前受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102年申請案，並
依其規劃進度，每年以增加20處為目標，預定全
國於101年至103年成立60處。

24

政策績效政策績效政策績效政策績效
一、津貼津貼津貼津貼&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
計畫」及「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二項，
照顧未滿2歲兒童比例將達近50%。

二二二二、、、、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托育服務

(一)居家托育服務：目前保母1萬6,579人，可收托幼兒數3萬
3,158人，實際收托1萬4,452人，占全國未滿2歲兒童4%

(二)機構式照顧服務：
1.全國立案托嬰中心(含專辦及兼辦)計409所、收托5,559

名幼兒，占全國未滿2歲兒童約2%。
2.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預期至103年成立60所，可收托

3,500人，占全國未滿2歲兒童約1%。
三三三三、、、、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托育資源中心

預估至103年設置60處，至少服務45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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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居家托育服務法制化居家托育服務法制化居家托育服務法制化居家托育服務法制化

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平價化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平價化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平價化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平價化

托育資源中心社區化托育資源中心社區化托育資源中心社區化托育資源中心社區化

幼兒照顧制度全面化幼兒照顧制度全面化幼兒照顧制度全面化幼兒照顧制度全面化

26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未來衛生福利部下將

設置社會及家庭署(暫定)，有關如何建構
完善家庭照顧支持體系以及友善育兒政策
等議題，勢必更能從懷孕、生育到教養等
人生各個階段有關的醫療照護品質及社會
福利支持體制相互統整，且有效地管理、
利用、分配和輸送政府相關福利服務與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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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