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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教育部國教司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010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77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提供幼兒一致教保服務

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幼托整合

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馬總統教育政策

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社會變遷國際趨勢

86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8686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年行政院會指示

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幼托整合趨策力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規劃結論規劃結論規劃結論規劃結論規劃結論規劃結論規劃結論規劃結論

公開階段公開階段公開階段公開階段公開階段公開階段公開階段公開階段

(93(93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確立行政確立行政確立行政確立行政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94年年年年)

確立行政確立行政確立行政確立行政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94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2次報次報次報次報
送立法院送立法院送立法院送立法院

(98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2次報次報次報次報
送立法院送立法院送立法院送立法院

(98年年年年)

起步階段起步階段起步階段起步階段起步階段起步階段起步階段起步階段

8686--8989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
政策規劃政策規劃政策規劃政策規劃政策規劃政策規劃政策規劃政策規劃
909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929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法案報送法案報送法案報送法案報送

立法院立法院立法院立法院

(96年年年年)

法案報送法案報送法案報送法案報送

立法院立法院立法院立法院

(96年年年年)

歷程歷程歷程歷程歷程歷程歷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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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法案範圍

幼兒園法幼兒園法幼兒園法幼兒園法幼兒園法幼兒園法幼兒園法幼兒園法

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

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兒童教育及

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照顧法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居居居居居居居居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顧顧顧顧顧顧顧顧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互互互互互互互互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托嬰中心托嬰中心托嬰中心托嬰中心托嬰中心托嬰中心托嬰中心托嬰中心

6

幼幼幼幼幼幼幼幼

兒兒兒兒兒兒兒兒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互互互互互互互互

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居居居居居居居居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顧顧顧顧顧顧顧顧

托托托托托托托托

嬰嬰嬰嬰嬰嬰嬰嬰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課課課課課課課課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顧顧顧顧顧顧顧顧

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兒童教育及照顧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兒童及兒童及兒童及兒童及兒童及兒童及兒童及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法案範圍轉折

100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100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1日日日日
100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
100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10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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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101101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1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日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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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法案核心意涵

educationeducation edueducarecare car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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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法案的特色

完備完備完備完備
學前教保制度學前教保制度學前教保制度學前教保制度

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居亞洲之冠

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縝密監督機制人員培育學制人員培育學制人員培育學制人員培育學制
化及專業化化及專業化化及專業化化及專業化
人員培育學制人員培育學制人員培育學制人員培育學制
化及專業化化及專業化化及專業化化及專業化

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符合世界趨勢

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以幼兒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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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
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
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
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提供幼兒

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同享教育

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與照顧兼

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具綜合性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
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
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

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滿足現代

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社會家庭

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教保需求

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
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
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
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
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

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確保立案

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幼托園所

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及合格教

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保人員基

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本權益

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
家資源家資源家資源家資源，，，，支支支支
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
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
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

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整合運用國

家資源家資源家資源家資源，，，，支支支支家資源家資源家資源家資源，，，，支支支支

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持幼兒發展

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厚植人力資

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本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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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政府的角色

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普及

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優質

近便近便近便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幼兒

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平價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

5
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家長之權利及

義務義務義務義務義務義務義務義務((7)7)

6
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幼兒園管理、、、、

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輔導及獎助((6)6)

7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8)8)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6)6)8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及照顧法及照顧法及照顧法及照顧法及照顧法及照顧法及照顧法

1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6)6)

2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設立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其教保服務((8)8)

3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人員資人員資人員資人員資組織組織組織組織、、、、人員資人員資人員資人員資

格及權益格及權益格及權益格及權益格及權益格及權益格及權益格及權益((14)14)

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幼兒權益保障

((5)5)
4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用詞定義用詞定義用詞定義用詞定義、、、、主主主主
管機關及管機關及管機關及管機關及職掌職掌職掌職掌、、、、諮詢會議諮詢會議諮詢會議諮詢會議
及成員及成員及成員及成員

政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責任、、、、幼兒補助幼兒補助幼兒補助幼兒補助、、、、服務原服務原服務原服務原
則則則則、、、、設立設立設立設立及設施設備及設施設備及設施設備及設施設備、、、、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社區互助式服務社區互助式服務社區互助式服務社區互助式服務、、、、教教教教
保服務目標與內容保服務目標與內容保服務目標與內容保服務目標與內容、、、、特殊幼兒特殊幼兒特殊幼兒特殊幼兒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社區資源中心社區資源中心社區資源中心社區資源中心。。。。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6)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總則((6)6)

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
立立立立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8)

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幼兒園設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及教保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8)8)

22

11

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不得在幼兒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不得在幼兒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不得在幼兒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不得在幼兒
園從事教保服務園從事教保服務園從事教保服務園從事教保服務、、、、幼兒園應建立教幼兒園應建立教幼兒園應建立教幼兒園應建立教
保服務人員參與決策機制及提供相保服務人員參與決策機制及提供相保服務人員參與決策機制及提供相保服務人員參與決策機制及提供相
關資訊義務關資訊義務關資訊義務關資訊義務、、、、幼兒園之人力配置幼兒園之人力配置幼兒園之人力配置幼兒園之人力配置、、、、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及進用及進用及進用及進用、、、、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人員之消極人員之消極人員之消極人員之消極禁止要件禁止要件禁止要件禁止要件

幼兒園安全幼兒園安全幼兒園安全幼兒園安全及緊急事件及緊急事件及緊急事件及緊急事件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交通安全措施交通安全措施交通安全措施交通安全措施、、、、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保健設施設置保健設施設置保健設施設置保健設施設置、、、、急急急急
救訓練救訓練救訓練救訓練及及及及保險保險保險保險等等等等。。。。

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
織織織織、、、、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
益益益益(14)

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幼兒園組

織織織織、、、、人員人員人員人員織織織織、、、、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資格及權

益益益益益益益益((1414))

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5)

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幼兒權益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保障保障保障保障((5)5)44

33

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幼兒園得成立家長會幼兒園得成立家長會幼兒園得成立家長會幼兒園得成立家長會、、、、父母得向直父母得向直父母得向直父母得向直

轄市轄市轄市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請求提供主管機關請求提供主管機關請求提供主管機關請求提供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幼兒園應公開幼兒園應公開幼兒園應公開幼兒園應公開之之之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或監護人對其子女權益受不當侵害或監護人對其子女權益受不當侵害或監護人對其子女權益受不當侵害或監護人對其子女權益受不當侵害

時之異議與申訴權利及其應履行之時之異議與申訴權利及其應履行之時之異議與申訴權利及其應履行之時之異議與申訴權利及其應履行之

義務規範義務規範義務規範義務規範、、、、參與評鑑規劃參與評鑑規劃參與評鑑規劃參與評鑑規劃。。。。

訂定書面契約訂定書面契約訂定書面契約訂定書面契約、、、、幼兒園收退幼兒園收退幼兒園收退幼兒園收退
費費費費、、、、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經費收支保管經費收支保管經費收支保管經費收支保管、、、、直直直直
轄市轄市轄市轄市及及及及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對幼主管機關對幼主管機關對幼主管機關對幼
兒園之監督兒園之監督兒園之監督兒園之監督，，，，及對幼兒園與其及對幼兒園與其及對幼兒園與其及對幼兒園與其
教保服務人員之教保服務人員之教保服務人員之教保服務人員之協助與協助與協助與協助與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
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
(7)

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家長之權

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利及義務

((7)7)

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
理理理理、、、、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6)

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幼兒園管

理理理理、、、、輔導輔導輔導輔導理理理理、、、、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及獎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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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規規規規定違反本法相關定違反本法相關定違反本法相關定違反本法相關應作為應作為應作為應作為
及不得作為事項及不得作為事項及不得作為事項及不得作為事項之之之之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幼兒園改制及幼兒園改制及幼兒園改制及幼兒園改制及過渡過渡過渡過渡、、、、教保教保教保教保
服務人員之轉換及過渡服務人員之轉換及過渡服務人員之轉換及過渡服務人員之轉換及過渡、、、、
適用本法設施設備之時適用本法設施設備之時適用本法設施設備之時適用本法設施設備之時
程程程程、、、、本法施行日期本法施行日期本法施行日期本法施行日期。。。。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8)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罰則((8)8)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6)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附則((6)6)88

77

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法案架構及各章範圍((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公立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私立幼兒園

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兼辦國小兒童

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課後照顧

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社區互助式

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教保服務性質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離島離島離島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在

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幼兒園普及前例外之教保服務

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放學

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後的照顧服務

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

分分分分
班班班班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幼兒園設立及收費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設立對象設立對象設立對象設立對象設立對象設立對象設立對象設立對象
收費項目收費項目收費項目收費項目收費項目收費項目收費項目收費項目

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及用途
收費數額收費數額收費數額收費數額收費數額收費數額收費數額收費數額

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公立公立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1.1.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

2.2.縣縣縣縣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市市市市))

3.3.鄉鎮市鄉鎮市鄉鎮市鄉鎮市鄉鎮市鄉鎮市鄉鎮市鄉鎮市

4.4.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縣縣縣縣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市市市市))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縣縣縣縣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市市市市))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私立私立私立私立私立私立私立私立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1.1.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法人

2.2.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3.3.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縣縣縣縣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市市市市))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幼兒園自訂後
報縣報縣報縣報縣報縣報縣報縣報縣((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備查備查備查備查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非營利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1.1.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政府委託公益

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性質法人辦理

2.2.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公益性法人申

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請經核准辦理

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 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教育部訂定

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公私立幼兒園均應於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收退費相關規定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教保服務人員種類

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20

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權益及管理權益及管理權益及管理權益及管理，，，，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教保服務人員之資格、、、、權益及管理權益及管理權益及管理權益及管理，，，，33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年內另以法律定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23(23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
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
• 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

• 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

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5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

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

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須同時具備下列三要件：：：：：：：：
•• 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具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格

•• 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在幼兒園擔任幼兒園教師

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或教保員55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

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

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
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
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
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科科科科
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

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

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

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

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科科科科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兒保育相關學程、、、、科科科科

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畢業之資格

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
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
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
業業業業，，，，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
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

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除法中例外的規定外，，，，必必必必
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須具備要件：：：：：：：：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
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
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或修畢學分學程
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或輔系

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

依依依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依依依依依依依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其他人員資格

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社工人員

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
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20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

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必須是教保服務人員

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或年滿2020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歲以上者

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

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應具職業駕駛執照

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

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應符合相關法律規定

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

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

––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公立專設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均應置園長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置兼任主任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置專任主
任任任任任任任任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

––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公私立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分組辦事

––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公私立分班置兼任組長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園長除外園長除外園長除外園長除外園長除外園長除外園長除外園長除外))

––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公私立幼兒園均需置專任教保服務人員。。。。

––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每班至少配每班至少配每班至少配每班至少配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五歲至入國民小學前的班級，，，，每班至少配每班至少配每班至少配每班至少配

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置一位教師。。。。

––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助理教保人員不得超過教保服務人員總數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1/31/3。。。。。。。。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每園應再增置一位每園應再增置一位每園應再增置一位每園應再增置一位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每園應再增置一位每園應再增置一位每園應再增置一位每園應再增置一位

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

–– 6060人以下人以下人以下人以下，，，，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人以下人以下人以下人以下，，，，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方式配置

–– 6161--200200人人人人，，，，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人人人人，，，，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以特約或兼任或專任方式配置

–– 201201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以專任方式配置以專任方式配置以專任方式配置以專任方式配置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人以上，，，，以專任方式配置以專任方式配置以專任方式配置以專任方式配置

–– 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校內已有配置專任校內已有配置專任校內已有配置專任校內已有配置專任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校內已有配置專任校內已有配置專任校內已有配置專任校內已有配置專任
護理人員者護理人員者護理人員者護理人員者，，，，免再置免再置免再置免再置。。。。護理人員者護理人員者護理人員者護理人員者，，，，免再置免再置免再置免再置。。。。

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

–– 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

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人員
–– 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視需要配置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各類人力配置((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
––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達一定規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

–– 公立專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公立專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公立專設幼兒園，，，，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得置專任職員

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
–– 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公私立幼兒園均須設置廚工

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
–– 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須設置駕駛

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
–– 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配有幼童專用車者，，，，，，，，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須設置隨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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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公立專設公立專設公立專設公立專設公立專設公立專設公立專設公立專設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公立學校

附設附設附設附設附設附設附設附設
私立幼兒私立幼兒私立幼兒私立幼兒私立幼兒私立幼兒私立幼兒私立幼兒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公私立公私立公私立公私立公私立公私立公私立公私立

分班分班分班分班分班分班分班分班

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園長

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社工

特教師特教師特教師特教師特教師特教師特教師特教師

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護理人員

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廚工

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專任職員

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

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隨車

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各類服務人員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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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班級內教保服務人力配置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全國全國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

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人口稀少區

1:81:81:81:81:81:81:81:8

1:151:151:151:151:151:151:151:15

1:81:81:81:81:81:81:81:8

1616161616161616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3030303030303030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1515151515151515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22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33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編班。。。。

2.但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但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但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但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如區域內如區域內如區域內如區域內2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歲至未滿3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歲幼兒
人數稀少人數稀少人數稀少人數稀少，，，，報直轄市報直轄市報直轄市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後縣市政府同意後縣市政府同意後縣市政府同意後，，，，得混齡得混齡得混齡得混齡。。。。

例外例外例外例外例外例外例外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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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 (25(25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

專設幼兒專設幼兒專設幼兒專設幼兒
園園長園園長園園長園園長

1.公立托兒所所長轉換者續任公立托兒所所長轉換者續任公立托兒所所長轉換者續任公立托兒所所長轉換者續任，，，，並依公務並依公務並依公務並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規定辦理人員任用法規定辦理人員任用法規定辦理人員任用法規定辦理

2.餘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教師且具幼兒園餘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教師且具幼兒園餘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教師且具幼兒園餘由具公立幼兒園現職教師且具幼兒園
園長資格者擔任園長資格者擔任園長資格者擔任園長資格者擔任，，，，依準用國小校長規定依準用國小校長規定依準用國小校長規定依準用國小校長規定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由教師兼任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由教師或教保員兼任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 (25(25條條條條條條條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準用公立國小教師規定準用公立國小教師規定準用公立國小教師規定準用公立國小教師規定

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

助理教助理教助理教助理教
保員保員保員保員

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

其他人其他人其他人其他人
員員員員

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公立人員進用 (25(25條條條條條條條條)()(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

原公托保原公托保原公托保原公托保
育員育員育員育員

分別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雇員分別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雇員分別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雇員分別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雇員
管理規則續任管理規則續任管理規則續任管理規則續任，，，，並依原組織法並依原組織法並依原組織法並依原組織法
規辦理規辦理規辦理規辦理。。。。

原公幼原公幼原公幼原公幼/托托托托
聘僱人員聘僱人員聘僱人員聘僱人員

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原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
院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院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院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院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進用者依原法令辦理進用者依原法令辦理進用者依原法令辦理進用者依原法令辦理。。。。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私立人員進用 (26(26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進用方式

園長園長園長園長
1.由董事會或負責人遴聘由董事會或負責人遴聘由董事會或負責人遴聘由董事會或負責人遴聘
2.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
派遣方式進用派遣方式進用派遣方式進用派遣方式進用

教保服務教保服務教保服務教保服務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1.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不得以
派遣方式進用派遣方式進用派遣方式進用派遣方式進用

2.但已準用教師法規定者仍從其但已準用教師法規定者仍從其但已準用教師法規定者仍從其但已準用教師法規定者仍從其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其他人員其他人員其他人員其他人員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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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專業成長 (15(15條條條條、、、、條條條條、、、、3232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安全知能安全知能安全知能安全知能安全知能安全知能安全知能安全知能

––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新進用者應於任職前最近11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年內接受基本救命
術術術術術術術術88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 ((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

––任職後每任職後每任職後每任職後每任職後每任職後每任職後每任職後每22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年接受基本救命術88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安安安安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安安安安
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全教育相關研習33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小時以上及緊急救護情境演
習習習習習習習習11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 ((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含隨車及駕駛))

教保專業教保專業教保專業教保專業教保專業教保專業教保專業教保專業

––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研習181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教保與安全併計

––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安全知能之研習時數，，，，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得併入教保專業知能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研習研習研習研習1818小時計算小時計算小時計算小時計算小時計算小時計算小時計算小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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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

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未具備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不得在幼兒園從事教
保服務保服務保服務保服務保服務保服務保服務保服務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證書不得租借

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員有下列情形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員有下列情形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員有下列情形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員有下列情形，，，，不得在幼兒不得在幼兒不得在幼兒不得在幼兒
園服務園服務園服務園服務

– 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經判刑確定經判刑確定經判刑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 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經有關機關經有關機關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查證屬實查證屬實查證屬實。。。。

– 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罹患精神疾病尚未痊癒，，，，不能勝任教保工作不能勝任教保工作不能勝任教保工作不能勝任教保工作。。。。

– 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二二二二)
不得擔任負責人不得擔任負責人不得擔任負責人不得擔任負責人、、、、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不得擔任負責人不得擔任負責人不得擔任負責人不得擔任負責人、、、、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董事長及董事之情形
–– 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經判刑確定或通經判刑確定或通經判刑確定或通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經判刑確定或通經判刑確定或通經判刑確定或通
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緝有案尚未結案。。。。

–– 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經有關機關查證經有關機關查證經有關機關查證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其情節重大，，，，經有關機關查證經有關機關查證經有關機關查證經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屬實屬實屬實。。。。屬實屬實屬實屬實。。。。

–– 曾犯內亂曾犯內亂曾犯內亂曾犯內亂、、、、外患罪外患罪外患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曾犯內亂曾犯內亂曾犯內亂曾犯內亂、、、、外患罪外患罪外患罪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

––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 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曾任公務人員受撤職或休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其停止任用或休職期
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間尚未屆滿者。。。。

–– 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與教保服務人員有關之規定((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幼兒園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下列資訊幼兒園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下列資訊幼兒園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下列資訊幼兒園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下列資訊：：：：
–人事規章及相關工作權益人事規章及相關工作權益人事規章及相關工作權益人事規章及相關工作權益。。。。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審核之結果教保服務人員資格審核之結果教保服務人員資格審核之結果教保服務人員資格審核之結果。。。。
–在職成長進修研習機會在職成長進修研習機會在職成長進修研習機會在職成長進修研習機會。。。。
–參加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權益參加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權益參加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權益參加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權益。。。。
幼兒園應建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幼兒園應建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幼兒園應建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幼兒園應建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
務及員工權益重要事務決策之機制務及員工權益重要事務決策之機制務及員工權益重要事務決策之機制務及員工權益重要事務決策之機制(16條條條條)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政府對處於經濟政府對處於經濟政府對處於經濟政府對處於經濟、、、、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身心身心身心身心、、、、族群及族群及族群及族群及
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區域等不利條件之幼兒，，，，應優先提供其應優先提供其應優先提供其應優先提供其
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接受適當教保服務之機會

–政府對就讀幼兒園之幼兒政府對就讀幼兒園之幼兒政府對就讀幼兒園之幼兒政府對就讀幼兒園之幼兒，，，，得視實際需得視實際需得視實際需得視實際需
要補助其費用要補助其費用要補助其費用要補助其費用

–公立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公立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公立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公立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幼兒園應就下幼兒園應就下幼兒園應就下幼兒園應就下列列列列事項訂定管事項訂定管事項訂定管事項訂定管理理理理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確確確確
實執實執實執實執行行行行，，，，並定期檢討改進並定期檢討改進並定期檢討改進並定期檢討改進：：：：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食品衛生及疾病預防食品衛生及疾病預防食品衛生及疾病預防食品衛生及疾病預防。。。。

–安全管安全管安全管安全管理理理理。。。。

–定期檢修各項設施安全定期檢修各項設施安全定期檢修各項設施安全定期檢修各項設施安全。。。。

–各項安全演各項安全演各項安全演各項安全演練練練練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緊急事件處緊急事件處緊急事件處緊急事件處理理理理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與幼兒有關之規定((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幼兒進入及離開幼兒園時之應有安全保

護措施護措施護措施護措施護措施護措施護措施護措施

––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應辦理幼兒團體保險(33(33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應辦理場所公共意外責任險(33(33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

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得成立家長會

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父母或監護人及各級學生家長團體得請

求求求求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督督督督管理相關管理相關管理相關管理相關求求求求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主管機關提供教保服務監督督督督管理相關管理相關管理相關管理相關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幼兒園應公開教保幼兒園應公開教保幼兒園應公開教保幼兒園應公開教保目標內容目標內容目標內容目標內容、、、、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服務人員幼兒園應公開教保幼兒園應公開教保幼兒園應公開教保幼兒園應公開教保目標內容目標內容目標內容目標內容、、、、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服務人員

學經學經學經學經歷歷歷歷、、、、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學經學經學經學經歷歷歷歷、、、、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衛生安全及緊急事件處理措施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二二二二)

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幼兒園提供之教保服務

方式及方式及方式及方式及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有有有有異議異議異議異議時時時時，，，，得請得請得請得請求求求求幼兒園提幼兒園提幼兒園提幼兒園提方式及方式及方式及方式及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有有有有異議異議異議異議時時時時，，，，得請得請得請得請求求求求幼兒園提幼兒園提幼兒園提幼兒園提

出說明出說明出說明出說明出說明出說明出說明出說明

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層層層層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層層層層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級學生家長團體得級學生家長團體得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對幼兒主管機關對幼兒主管機關對幼兒主管機關對幼兒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對幼兒主管機關對幼兒主管機關對幼兒主管機關對幼兒

園園園園評鑑評鑑評鑑評鑑之規之規之規之規劃劃劃劃。。。。園園園園評鑑評鑑評鑑評鑑之規之規之規之規劃劃劃劃。。。。

異議異議異議異議、、、、申訴申訴申訴申訴、、、、訴願訴願訴願訴願或或或或訴訟訴訟訴訟訴訟。。。。異議異議異議異議、、、、申訴申訴申訴申訴、、、、訴願訴願訴願訴願或或或或訴訟訴訟訴訟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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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與家長權益有關之規定(三三三三)

父母或監護人應父母或監護人應父母或監護人應父母或監護人應履履履履行下列行下列行下列行下列義義義義務務務務：：：：父母或監護人應父母或監護人應父母或監護人應父母或監護人應履履履履行下列行下列行下列行下列義義義義務務務務：：：：

––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繳繳繳繳費費費費。。。。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依教保服務契約規定繳繳繳繳費費費費。。。。

––參加幼兒園參加幼兒園參加幼兒園參加幼兒園因因因因其幼兒特殊需要所其幼兒特殊需要所其幼兒特殊需要所其幼兒特殊需要所舉舉舉舉辦辦辦辦參加幼兒園參加幼兒園參加幼兒園參加幼兒園因因因因其幼兒特殊需要所其幼兒特殊需要所其幼兒特殊需要所其幼兒特殊需要所舉舉舉舉辦辦辦辦

之之之之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研討會或相關研討會或相關研討會或相關研討會或相關活活活活動動動動。。。。之之之之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研討會或相關研討會或相關研討會或相關研討會或相關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參加幼兒園所參加幼兒園所參加幼兒園所參加幼兒園所舉舉舉舉辦之辦之辦之辦之親親親親職職職職活活活活動動動動。。。。參加幼兒園所參加幼兒園所參加幼兒園所參加幼兒園所舉舉舉舉辦之辦之辦之辦之親親親親職職職職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告知告知告知告知幼兒特殊身心幼兒特殊身心幼兒特殊身心幼兒特殊身心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必必必必要時要時要時要時告知告知告知告知幼兒特殊身心幼兒特殊身心幼兒特殊身心幼兒特殊身心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必必必必要時要時要時要時

並提供相關並提供相關並提供相關並提供相關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資資資資料料料料。。。。並提供相關並提供相關並提供相關並提供相關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資資資資料料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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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幼兒園受幼兒園受幼兒園受幼兒園受託託託託照顧幼兒照顧幼兒照顧幼兒照顧幼兒，，，，應與其父母或監應與其父母或監應與其父母或監應與其父母或監幼兒園受幼兒園受幼兒園受幼兒園受託託託託照顧幼兒照顧幼兒照顧幼兒照顧幼兒，，，，應與其父母或監應與其父母或監應與其父母或監應與其父母或監

護人訂定護人訂定護人訂定護人訂定書面書面書面書面契約契約契約契約。。。。護人訂定護人訂定護人訂定護人訂定書面書面書面書面契約契約契約契約。。。。

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主管機關應對幼兒園

辦理檢辦理檢辦理檢辦理檢查查查查、、、、輔導輔導輔導輔導及及及及評鑑評鑑評鑑評鑑辦理檢辦理檢辦理檢辦理檢查查查查、、、、輔導輔導輔導輔導及及及及評鑑評鑑評鑑評鑑；；；；；；；；幼兒園對檢幼兒園對檢幼兒園對檢幼兒園對檢查查查查幼兒園對檢幼兒園對檢幼兒園對檢幼兒園對檢查查查查

、、、、評鑑評鑑評鑑評鑑不得規不得規不得規不得規避避避避、、、、妨礙妨礙妨礙妨礙或或或或拒絕拒絕拒絕拒絕。。。。、、、、評鑑評鑑評鑑評鑑不得規不得規不得規不得規避避避避、、、、妨礙妨礙妨礙妨礙或或或或拒絕拒絕拒絕拒絕。。。。

幼兒園辦理幼兒園辦理幼兒園辦理幼兒園辦理績效卓著績效卓著績效卓著績效卓著或其教保服務人員或其教保服務人員或其教保服務人員或其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園辦理幼兒園辦理幼兒園辦理幼兒園辦理績效卓著績效卓著績效卓著績效卓著或其教保服務人員或其教保服務人員或其教保服務人員或其教保服務人員

表現表現表現表現優優優優良良良良者者者者，，，，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表現表現表現表現優優優優良良良良者者者者，，，，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

關應關應關應關應予予予予以以以以獎勵獎勵獎勵獎勵關應關應關應關應予予予予以以以以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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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改制篇園所改制篇園所改制篇園所改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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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立許可證設立許可證設立許可證設立許可證
明明明明。。。。

2.建築物公共建築物公共建築物公共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安全檢查簽安全檢查簽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證及申報辦證及申報辦證及申報辦
法規定檢查法規定檢查法規定檢查法規定檢查
期限內申報期限內申報期限內申報期限內申報
合格結果之合格結果之合格結果之合格結果之
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

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55(55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公立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私立幼稚園

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公立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私立托兒所

幼幼幼幼
兒兒兒兒

園園園園

幼幼幼幼幼幼幼幼

兒兒兒兒兒兒兒兒

園園園園園園園園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改制前改制前改制前改制前改制前改制前改制前改制前改制改制改制改制後後後後改制改制改制改制後後後後
101101101101101101101101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1212121212121212月月月月月月月月313131313131313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現有園所改制(55(55條條條條條條條條)()(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分所分所分所分所(班班班班)併同本所辦理改制作業併同本所辦理改制作業併同本所辦理改制作業併同本所辦理改制作業。。。。

逾逾逾逾101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未提出申請者日未提出申請者日未提出申請者日未提出申請者原許原許原許原許
可證書失效可證書失效可證書失效可證書失效

幼照法施行前幼照法施行前幼照法施行前幼照法施行前，，，，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已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許可利法許可利法許可利法許可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之托兒所顧服務之托兒所顧服務之托兒所顧服務之托兒所得繼續得繼續得繼續得繼續兼辦兼辦兼辦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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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轉換篇人員轉換篇人員轉換篇人員轉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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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56(56條條條條條條條條))

幼托園所於幼托園所於幼托園所於幼托園所於101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在將在將在將在
職人員名冊職人員名冊職人員名冊職人員名冊，，，，報縣報縣報縣報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備查
。。。。

前述名冊中在職教保人員前述名冊中在職教保人員前述名冊中在職教保人員前述名冊中在職教保人員，，，，併同園併同園併同園併同園
所改制作業時所改制作業時所改制作業時所改制作業時，，，，轉換職稱轉換職稱轉換職稱轉換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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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現職人員轉換((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幼稚園園長

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托兒所所長

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幼稚園教師

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托兒所教保人員

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幼兒園園長

幼托幼托幼托幼托整合整合整合整合前前前前幼托幼托幼托幼托整合整合整合整合前前前前

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幼兒園教保員

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幼兒園助理教保員

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幼兒園教師

幼托幼托幼托幼托整合後整合後整合後整合後幼托幼托幼托幼托整合後整合後整合後整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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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篇過渡篇過渡篇過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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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園所過渡規定

托托托托嬰中嬰中嬰中嬰中心心心心、、、、課後課後課後課後照顧照顧照顧照顧中中中中心兼辦托兒所心兼辦托兒所心兼辦托兒所心兼辦托兒所；；；；托托托托嬰中嬰中嬰中嬰中心心心心、、、、課後課後課後課後照顧照顧照顧照顧中中中中心兼辦托兒所心兼辦托兒所心兼辦托兒所心兼辦托兒所；；；；

或托兒所兼辦托或托兒所兼辦托或托兒所兼辦托或托兒所兼辦托嬰中嬰中嬰中嬰中心心心心，，，，至至至至遲遲遲遲於於於於或托兒所兼辦托或托兒所兼辦托或托兒所兼辦托或托兒所兼辦托嬰中嬰中嬰中嬰中心心心心，，，，至至至至遲遲遲遲於於於於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212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3131日停止日停止日停止日停止兼辦兼辦兼辦兼辦業業業業務務務務日停止日停止日停止日停止兼辦兼辦兼辦兼辦業業業業務務務務

兼辦兼辦兼辦兼辦業業業業務過務過務過務過渡渡渡渡兼辦兼辦兼辦兼辦業業業業務過務過務過務過渡渡渡渡

本本本本法施行前已法施行前已法施行前已法施行前已取取取取得建照得建照得建照得建照、、、、使使使使照照照照、、、、籌籌籌籌設設設設許許許許本本本本法施行前已法施行前已法施行前已法施行前已取取取取得建照得建照得建照得建照、、、、使使使使照照照照、、、、籌籌籌籌設設設設許許許許

可可可可者者者者，，，，本本本本法施行法施行法施行法施行後後後後可可可可者者者者，，，，本本本本法施行法施行法施行法施行後後後後2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02102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212月月月月月月月月313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得依得依得依得依籌籌籌籌設時之設施設設時之設施設設時之設施設設時之設施設備備備備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得依得依得依得依籌籌籌籌設時之設施設設時之設施設設時之設施設設時之設施設備備備備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

設施設設施設設施設設施設備備備備適用過適用過適用過適用過渡渡渡渡設施設設施設設施設設施設備備備備適用過適用過適用過適用過渡渡渡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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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

1.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核核核核定在案定在案定在案定在案
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至至至至多多多多在在在在原原原原園任職園任職園任職園任職5年年年年(105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非非非非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但但但但5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第第第第15條條條條不得任用不得任用不得任用不得任用非非非非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

1.1.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核核核核定在案定在案定在案定在案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本法公布前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核核核核定在案定在案定在案定在案
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至至至至多多多多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之代理教師，，，，至至至至多多多多在在在在原原原原園任職園任職園任職園任職在在在在原原原原園任職園任職園任職園任職5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05(10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212月月月月月月月月3131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2.2.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非非非非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但但但但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非非非非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教保服務人員，，，，但但但但55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年內不會有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第第第第違反違反違反違反第第第第1515條條條條不得任用不得任用不得任用不得任用非非非非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條條條條不得任用不得任用不得任用不得任用非非非非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教保人員規定之情形。。。。。。。。

幼幼幼幼稚稚稚稚園園園園代代代代理教師理教師理教師理教師幼幼幼幼稚稚稚稚園園園園代代代代理教師理教師理教師理教師幼幼幼幼稚稚稚稚園園園園代代代代理教師理教師理教師理教師

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招收招收招收招收5歲歲歲歲幼兒之幼兒之幼兒之幼兒之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至至至至遲遲遲遲應於應於應於應於105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

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招收招收招收招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由托兒所改制之幼兒園其招收招收招收招收55歲歲歲歲幼兒之幼兒之幼兒之幼兒之班班班班歲歲歲歲幼兒之幼兒之幼兒之幼兒之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至至至至遲遲遲遲應於應於應於應於級級級級，，，，至至至至遲遲遲遲應於應於應於應於10510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212月月月月月月月月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日前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進用教師。。。。。。。。

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托兒所配置教師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非本科系非本科系非本科系非本科系，，，，曾具教保人員曾具教保人員曾具教保人員曾具教保人員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但整合時未在職但整合時未在職但整合時未在職但整合時未在職：：：：

•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施行之日起至110

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前任職幼兒日前任職幼兒日前任職幼兒日前任職幼兒

園者園者園者園者，，，，得不受本法第得不受本法第得不受本法第得不受本法第19

條條條條、、、、21條及條及條及條及22條之規條之規條之規條之規
定定定定；；；；

•由服務之幼兒園檢具教由服務之幼兒園檢具教由服務之幼兒園檢具教由服務之幼兒園檢具教
保人員名冊及相關訓練保人員名冊及相關訓練保人員名冊及相關訓練保人員名冊及相關訓練

課程之結業證書課程之結業證書課程之結業證書課程之結業證書，，，，向直向直向直向直

轄市轄市轄市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申請取得其資格申請取得其資格申請取得其資格申請取得其資格。。。。

曾曾曾曾具教保人員資格具教保人員資格具教保人員資格具教保人員資格曾曾曾曾具教保人員資格具教保人員資格具教保人員資格具教保人員資格

具整合前幼稚園園長或托具整合前幼稚園園長或托具整合前幼稚園園長或托具整合前幼稚園園長或托
兒所所長資格兒所所長資格兒所所長資格兒所所長資格，，，，但整合時但整合時但整合時但整合時
是是是是以教保員或教師職稱以教保員或教師職稱以教保員或教師職稱以教保員或教師職稱轉轉轉轉
換換換換者者者者，，，，

•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施行之日起至110

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前任園長日前任園長日前任園長日前任園長

者者者者，，，，得不受第得不受第得不受第得不受第19條園長條園長條園長條園長
資格之限制資格之限制資格之限制資格之限制。。。。

曾曾曾曾具園所長資格具園所長資格具園所長資格具園所長資格曾曾曾曾具園所長資格具園所長資格具園所長資格具園所長資格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54

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

經經經經核核核核定之園所長定之園所長定之園所長定之園所長經經經經核核核核定之園所長定之園所長定之園所長定之園所長、、、、已已已已修畢修畢修畢修畢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福福福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利專業人員訓練利專業人員訓練利專業人員訓練實實實實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福福福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利專業人員訓練利專業人員訓練利專業人員訓練實實實實

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戊類戊類戊類戊類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課課課課程程程程，，，，或或或或
已依已依已依已依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福福福福利機利機利機利機構構構構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福福福福利機利機利機利機構構構構

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修畢修畢修畢修畢托育機托育機托育機托育機構構構構主管主管主管主管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

程並程並程並程並領領領領有有有有結結結結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園長園長園長園長

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55

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

已已已已修畢修畢修畢修畢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福福福福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已已已已修畢修畢修畢修畢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福福福福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實實實實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實實實實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施方案具保育具保育具保育具保育具保育具保育具保育具保育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員員員員員員員員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資格資格資格資格、、、、或或或或已依已依已依已依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

福福福福利機利機利機利機構構構構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福福福福利機利機利機利機構構構構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修畢修畢修畢修畢教保教保教保教保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

程並程並程並程並領領領領有有有有結結結結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

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教保員

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56

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人員過渡規定((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幼托整合前

已已已已修畢修畢修畢修畢已已已已修畢修畢修畢修畢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福福福福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福福福福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利專業人員

訓訓訓訓訓訓訓訓練練練練實實實實施方案具助理保育施方案具助理保育施方案具助理保育施方案具助理保育練練練練實實實實施方案具助理保育施方案具助理保育施方案具助理保育施方案具助理保育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或已依或已依或已依或已依、、、、或已依或已依或已依或已依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及少年

福福福福利機利機利機利機構構構構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福福福福利機利機利機利機構構構構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訓練辦法修畢修畢修畢修畢教保教保教保教保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修畢修畢修畢修畢教保教保教保教保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核心課

程並程並程並程並領領領領有有有有結結結結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程並程並程並程並領領領領有有有有結結結結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業證書者。。。。

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幼托整合後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子法

57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58

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機關別機關別機關別機關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22項項項項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8項項項項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0項項項項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其他實務其他實務其他實務其他實務其他實務其他實務其他實務其他實務

執執執執行規行規行規行規範範範範執執執執行規行規行規行規範範範範

落落落落實設立實設立實設立實設立落落落落實設立實設立實設立實設立

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

提昇提昇提昇提昇師資師資師資師資素素素素質質質質，，，，提昇提昇提昇提昇師資師資師資師資素素素素質質質質，，，，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專業培專業培專業培專業培訓訓訓訓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專業培專業培專業培專業培訓訓訓訓

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就就就就學學學學協協協協助助助助幼兒幼兒幼兒幼兒就就就就學學學學協協協協助助助助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課程與課程與課程與課程與改善改善改善改善課程與課程與課程與課程與

教保教保教保教保品品品品質質質質教保教保教保教保品品品品質質質質
人人人人事事事事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人人人人事事事事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

權益保權益保權益保權益保障障障障權益保權益保權益保權益保障障障障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項項項項次次次次項項項項次次次次 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

1111 教保服務教保服務教保服務教保服務諮詢會諮詢會諮詢會諮詢會組組組組織織織織及及及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2222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就就就就學費用學費用學費用學費用補補補補助辦法助辦法助辦法助辦法

3333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停辦復辦及其管理辦法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停辦復辦及其管理辦法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停辦復辦及其管理辦法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停辦復辦及其管理辦法

4444 幼兒園與其分班幼兒園與其分班幼兒園與其分班幼兒園與其分班基基基基本設本設本設本設施施施施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5555 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及考考考考核辦法核辦法核辦法核辦法

6666 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之辦理及管理辦法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之辦理及管理辦法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之辦理及管理辦法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之辦理及管理辦法

7777 幼兒園教保服務實幼兒園教保服務實幼兒園教保服務實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施準施準施準則則則則

8888 幼兒園教保幼兒園教保幼兒園教保幼兒園教保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及課程大及課程大及課程大及課程大綱綱綱綱

9999
中中中中央央央央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補補補助地助地助地助地方方方方政府辦理政府辦理政府辦理政府辦理身身身身心心心心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幼兒教保服務幼兒教保服務幼兒教保服務幼兒教保服務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項項項項次次次次項項項項次次次次 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

10101010 教保服務人員工教保服務人員工教保服務人員工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倫作倫作倫作倫理理理理守守守守則則則則範範範範本本本本

11111111 幼兒園行政組幼兒園行政組幼兒園行政組幼兒園行政組織織織織及員額編制及員額編制及員額編制及員額編制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11112222 幼兒園園長專業幼兒園園長專業幼兒園園長專業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13131313
幼教幼教幼教幼教、、、、幼保科系培育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學程幼保科系培育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學程幼保科系培育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學程幼保科系培育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學程審審審審查查查查認認認認定定定定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11114444 教保人員條例教保人員條例教保人員條例教保人員條例

15151515 公立幼兒園以公立幼兒園以公立幼兒園以公立幼兒園以契約進契約進契約進契約進用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辦法用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辦法用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辦法用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辦法

16161616 公立幼兒園教保人員及其他人員請公立幼兒園教保人員及其他人員請公立幼兒園教保人員及其他人員請公立幼兒園教保人員及其他人員請假假假假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11117777
幼兒園幼童專用車及其駕駛人幼兒園幼童專用車及其駕駛人幼兒園幼童專用車及其駕駛人幼兒園幼童專用車及其駕駛人、、、、隨車人員之隨車人員之隨車人員之隨車人員之督督督督導管理辦導管理辦導管理辦導管理辦
法法法法

18181818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書面契約範書面契約範書面契約範書面契約範本本本本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項項項項次次次次項項項項次次次次 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

11119999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招招招招收收收收弱勢弱勢弱勢弱勢及不利條件幼兒之及不利條件幼兒之及不利條件幼兒之及不利條件幼兒之協協協協助及助及助及助及補補補補助辦法助辦法助辦法助辦法

22220000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評鑑評鑑評鑑評鑑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22221111 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幼兒園改改改改制制制制作作作作業應行業應行業應行業應行注注注注意意意意事事事事項辦法項辦法項辦法項辦法

22222222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施施施行行行行細細細細則則則則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相關子法--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項項項項次次次次項項項項次次次次 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子子子子法法法法名名名名稱稱稱稱

1111 教保服務教保服務教保服務教保服務諮詢會諮詢會諮詢會諮詢會組組組組織織織織及及及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2222 不利條件幼兒不利條件幼兒不利條件幼兒不利條件幼兒優先入優先入優先入優先入公立幼兒園自公立幼兒園自公立幼兒園自公立幼兒園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3333 公立幼兒園園長公立幼兒園園長公立幼兒園園長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聘遴選聘遴選聘遴選聘任及任及任及任及聘聘聘聘期自期自期自期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4444 幼兒園辦理團體保幼兒園辦理團體保幼兒園辦理團體保幼兒園辦理團體保險險險險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5555 幼兒園家長幼兒園家長幼兒園家長幼兒園家長會會會會任務組任務組任務組任務組織織織織及及及及運作運作運作運作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6666 教保服務申教保服務申教保服務申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訴評議會訴評議會訴評議會組組組組織織織織及及及及評議評議評議評議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7777
公私立幼兒園收費項目用途與退費項目公私立幼兒園收費項目用途與退費項目公私立幼兒園收費項目用途與退費項目公私立幼兒園收費項目用途與退費項目基準基準基準基準及公立及公立及公立及公立
幼兒園收費幼兒園收費幼兒園收費幼兒園收費基準基準基準基準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8888 幼兒園及其教保人員獎幼兒園及其教保人員獎幼兒園及其教保人員獎幼兒園及其教保人員獎勵勵勵勵自自自自治治治治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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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