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托育服務管理會
第 4 屆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六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其邁(張副秘書長家興代 9:30-9:40)
(社會局葉副局長玉如代 9:40-10:10)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代 10:10-11:35) 紀錄：林靖育
出席委員：謝琍琍、陳俊源（王雅君代）、廖哲宏、殷茂乾、馬祖琳、
卓春英、林夙慧、李鴻琦、梁淑芬、張淑櫻、范茶妹、吳
淑美、吳姿靜、李淑惠、黎新銘、李美雲
列席單位及人員：衛生局顏秀玲、謝孟君、經濟發展局呂英輝、文化
局謝羽涵、蘇琦雯、社會局葉玉如、何秋菊、林曉
慧、羅琇文、孔昭懿、傅莉蓁、謝素芬、劉郁馨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裁示：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各相關局處
報告案一
案由：謹提第 4 屆第 2 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
形，報請公鑑。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 列管案 1：
(一) 高雄市現有 14 家坐月子中心未符合護理人員法訂定
有關設置產後護理機構之設置標準，卻提供母嬰住宿
或護理服務，請提出輔導轉型之具體工作期程。
(二) 建議衛生局僅公告依循護理人員法設置之產後護理
之家名冊，供民眾優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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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衛生局可於媽媽手冊印製宣導產後護理之家與
坐月子中心之資訊，或規劃坐月子中心之入住聲明書
機制，供產婦及民眾了解兩者差異。
二、 列管案 2：目前高雄市僅李科永紀念圖書館(前金區)、市
立圖書館鼓山分館及大寮分館設有融合玩具據點，建議
於北高雄及大旗山地區評估擴增據點需求，並可加強宣
導已設有融合玩具據點之圖書館相關資訊供民眾參考。
三、 列管案 3：雖愛國婦人會館目前為市定古蹟，以前主要由
婦女團體組成，並於該地從事社會服務、關心地方建設、
聯誼等功能使用，建議可評估設置有關婦女歷史人物展
覽，或與在地婦女團體參與討論，以傳承該會館精神或
提供其他教育服務。
衛生局回應：
一、 目前本市 14 家坐月子中心無設置醫事人員提供服務，僅依
據商業登記法設置，提供產婦與嬰兒居住場所、膳食等服
務，基於母嬰安全，會採以各局處積極進行聯合稽查作業，
並就各局處權管事項之方式管理查核。
二、 目前本市產後護理之家及坐月子中心名冊皆公告於衛生局
局網，並有發布新聞稿及於網站中向民眾宣導產後護理之家
與坐月子中心之設置、服務內容差異，供民眾選擇。
裁示：
一、 請衛生局加強坐月子中心及產後護理機構之資訊宣
導，並於下次會議中提出有關坐月子中心之輔導轉型
具體期程報告及處理機制；請經發局洽詢並確認有關
坐月子中心管理機關及適用法規，俾利後續討論有關
管理本市現有 14 家坐月子中心之具體執行方式。
二、 其餘事項請參酌委員意見辦理，並請文化局於下次會
議提出有關融合玩具據點之設置評估及愛國婦人會館
之未來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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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案由：本市 110 年 1 月至 12 月「托育服務」工作報告，報請公
鑒。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 有關托嬰中心準公共化簽約情形，立案家數為 60
家，符合簽約資格及已簽約資格家數皆為 42 家，其
中 18 家是哪些原因無法符合簽約資格？其中是否有
因違規而被終止資格者，是否還有其他輔導的可能？
二、 托嬰中心違規處分統計，有關「違反法令、對各項工
作業務報告申報不實」，其中申報不實的違規事由之
實際情況為何？
三、 有關居家托育人員平均收托人數，有 10 個行政區之
托育人員平均收托 2 名以上兒童，是否有收托兒童的
年齡層等數據資料？
四、 有關居家托育人員違規處分統計中「未登記收托」違
規類型，查獲原因為何？後續處理情形為何？
五、 有關定點計時托育服務前金據點的服務人次很高，是
否與其提供周六、日及夜間臨托服務相關，其他據點
使用率相較較低？是否評估其他據點擴充其他時段
的臨托服務？
六、 有關托嬰中心強化行政稽查部分，其中稽查內容是否
涵蓋關於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依據托嬰中心監
視錄影設備及其資訊管理利用辦法其設備需包含錄
影及錄音，且鏡頭需全面清晰可辨識，目前是否有列
入稽查重點項目？
七、 有關社會局補助本市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裝設監
視錄影設備試辦計畫，想瞭解是否有一定期限的影音
保存規定？
社會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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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 18 家未符申請準公共化簽約資格之托嬰中心，
分有評鑑丙等、違規紀錄或收費不符準公共化訂定之
簽約上限等情形，其中前因違規被終止準公共化資格
之托嬰中心也列於其中，並依要點規定 2 年內不得簽
約加入，本局將持續追蹤其違規改善情形及輔導其恢
復資格重新加入。
二、 因收退費標準為托嬰中心立案審核標準之一，亦事涉
家長權益，故有關收退費標準之異動也需函報本局核
備後始得變更並公告給家長，惟該托嬰中心未經本局
核備先行調整中心之收退費標準，經本局與收托兒童
家長電訪查獲該情形，故違反工作報告申報不實之規
定。
三、 有關該 10 個行政區之送托需求較高，且托育人員人
數較多，較有能量提供托育服務，故平均收托兒童數
高於平均值。
四、 有關未登記收托查獲方式大多是民眾檢舉或送托家
長反映，本局在接獲有未登記收托之情事經稽查屬
實，除協助將兒童轉托其他合格登記托育人員外，也
會辦理未登記裁處，後續再視該人員之資格輔導其辦
理居家登記。
五、 因前金定點計時托育據點鄰近社宅、醫院及百貨等周
邊較有婦女就業需求之區域，故服務使用率較高，經
統計使用時間多為平日日間托育服務，非因該據點另
提供假日或夜間托育服務而使該據點與其他據點服
務使用率造成差異。
六、 目前本局增加稽查人力，強化行政稽查內容，其中一
個重點即為監視錄影設備是否具有完整功能含錄音
錄影、是否無死角、是否設置監視錄影設備專職人員
及其操作熟悉度、是否定期檢查維護設備等皆列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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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稽查重點，抽看一定時間不同空間的托育現場實
況。另每年兩次的公共安全稽查也有將監視錄影設備
查核明定於稽查檢核表，後續也將持續落實執行。
七、 補助本市居家托育人員於托育地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試辦計畫訂有監視影像使用管理規定事項，以保存事
件發生前後之 7 日影音資料得以提供查閱為限。
裁示：請社會局依委員建議修正下次工作報告內容，餘同意
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高雄市托嬰協會
案由：謹提本市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服務簽約收費托嬰中心上限調
整一案，調高高雄市準公共托嬰中心平均月費上限至 2 萬
1,222 元，另調漲副食品費至每月 2,500 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按準公共收費公式計算，本市 109 年度平均每戶家庭可支配
所得之 15%為 1 萬 2,722 元，加計 111 年 8 月起托育津貼 8,500
元，111 年度合理之收費上限應為 2 萬 1,222 元。
二、 有關副食品調整費用：
(一) 準公共化制度推動至今已 4 年左右，而 4 年來各項規範、
薪資、原物料均大幅加嚴及提高。迫使托嬰中心於副食
品供應上成本早已高於收費，已嚴重影響穩定經營。
(二) 以目前 30 人規模的托嬰中心為例，依現行最高收費
1,000 元，以使用副食品比例 70％計算。則是 21 人 X1,000
元=2 萬 1,000 元(每月)，這是可收所得之費用。
(三) 廚工如以公托計算目前進用薪資為 2 萬 7,200 元最低，
加計勞健保雇主負擔及勞退提撥將近 3 萬 2,000 元-3 萬
3,000 元左右之成本。由此可以發現所收得知副食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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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人事費都無法支應。如依一餐二點計算粗估各項食材
採購、清消、烹飪、留樣、廚工上課等成本約為 40-50
元每天（每位孩子），以 22 天/月計算，每位孩子月成
本約為 1,100 元，未加計廚工薪資。若加計廚工薪資，
以 21 位使用副食品之幼兒來說，需再加計約 1,500 元之
成本，合計即要 2,600 元。
(四) 據此，建議副食品費用應至少調至 2,500 元/月，方能符
合收支平衡，才能讓準公共托嬰制度長久穩定經營造福
社會。
社會局說明：
一、 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
公共服務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酌
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二年托育服務收費情形，及行政
院主計總處公告當地區最近二年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服務提
供方式分區訂定簽約收費上限，並公告之。前項所定簽約收
費上限，日間托育費用部分扣除政府協助支付之費用外，每
名幼兒托育費用支出最高不得超過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
之百分之十五。
二、 查本局前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召開市府托育服務管理會第 4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經調查六都托嬰中心準公共化服務簽約
上限調整情形，多數直轄市維持原定上限，並衡量經濟狀況
仍受疫情影響，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建議本市簽約上限維
持每月 1 萬 9,000 元及外加副食品費最高 1,000 元，俟明年
疫情趨緩後，於下次會議重新研議。
三、 參酌本市歷年來物價指數、家庭可支配所得及就疫情影
響之勞政數值，如下列說明：
(一) 本市 109 年度全市平 均每 戶 家庭可 支配 所 得 15% 為
12,722 元，106 年度為 12,319 元，增加 403 元，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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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9 年年增率 3.27%，調增 621 元。
(二) 消費者物價指數 110 年度平均數 104.56，106 年 101；增
加 3.56，106 年至 110 年年增率為 3.52%，調增 35 元。
(三) 依據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數據顯示，109 年至 110 年下
半年度全國失業率微幅上升 0.05、六都失業率亦微幅上
升 0.03，本市失業率相較於去年同期更是上升 0.1，經
濟狀況仍較往年嚴峻。
(四) 行政院公布 111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工資由每月 2 萬 4,000
元調整為 2 萬 5,250 元，調升幅度為 5%。
四、 經查本市已簽約之 44 家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總平均月費為
17,961 元。另查其餘 5 都收費上限，除台中市與新北市暫不
調整外，台北市自 111 年 8 月起依分區調整為 21,500 元或
22,500 元皆含副食品費)，桃園市自 111 年 8 月起調整為
20,000 元整(含副食品費)，台南市自 111 年 1 月起調高收費
至 18,300 元(不含副食品費，副食品費另加最高 2,000 元)。
五、 本市育兒家庭倘最近一年家庭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將 0-2
歲兒童送托準公共私立托嬰中心 107 年政府補助托育費用
6,000 元、110 年 8 月起補助 7,000 元、111 年 8 月起補助 8,500
元。

7

六、 依法規基準研議計算本市調費建議如下表，提請討論：
方案
選擇

方案
一

方案
二
(托
嬰協
會提
案)

建議調增金
額

計算方式
1.平均月費參考本市平均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之
15%年增率，109 年 12,722 元與 106 年 12,319 元，
年增率 3.27%(19,000 *3.27%=621)，建議平均月
費上限調整(19,000+621)為 1 萬 9,621 元。
2. 副食品費參考本市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以 110
年 104.56 與 106 年 101，年增率
3.52%(1,000*3.52%=35)，建議副食品費調整
(1,000+35)為 1,035 元
1.109 年平均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之 15%為 1 萬
2,722 元，加計 111 年 8 月起托育津貼 8,500 元，
調高平均月費為 2 萬 1,222 元。
2.廚工薪資(薪資 2 萬 7,200 元+雇主負擔勞健保勞退
等約 3 萬 2,438 元/月)及各食材、清消、留樣、廚
工上課等計算。建議副食品費用調至 2,500 元/月。

調整後本市
收費上限

1.平均月費 1.平均月費
增加 621
1萬
元。
9,621
2.副食品增
元。
加 35 元。 2.加副食品
1,035
元。
1.平均月費 1.平均月費
增加 2,222
為2萬
元。
1,222 元。
2.副食品增 2.副食品為
加 1,500 元。 2,500 元。

綜合委員發言意見：
一、 建議可自托嬰中心之財務損益報表等檢視盈餘虧損狀態做
為參考，目前查看六都準公共化價格上限調查情形，台中
物價普遍較高雄高，目前檢視本市110年度簽約上限及副食
品總計是高於台中的，在此考量下會希望建議多參考托嬰
中心經營層面情形，或可採用社會局提出之調費方案。
二、 以托嬰協會提案計算方式，目前需界定副食品的成本內
涵，因廚工薪資可列為人事費計算，且留樣、受訓等皆為
聘請廚工須具備的工作項目，如將廚工薪資、留樣、受訓
等列入副食品成本計算，較複雜且難以計算合理成本。
三、 有關研議調費計算參考須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
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辦理，且須有
客觀數據支持，建議目前仍依家庭可支配所得年增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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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指數等，並參考各托嬰中心之經營損益。
決議：市府已著手研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之人員久任獎金及人員
薪資達標獎勵金，請社會局依委員建議彙整相關資料，邀
集李委員鴻琦(會計師)及殷委員茂乾(消保官)研商收費調
整再給各委員表示意見後簽報市府核定調整收費上限。另
請社會局下次會議提案討論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
目及基準。
伍、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卓委員春英
案由一：請說明目前高雄市建構無障礙友善生活環境之落實
執行情形。
說

明：現在社會趨向高齡化、少子女化，目前高雄市無障
礙生活環境建設不足，尤以騎樓未整平高低差、未
淨空雜物等情形，造成孕婦、使用嬰兒推車者或身
心障礙者等通行不便，可否請相關單位說明騎樓整
平規劃或有否相關法令規範。

決議：請主管局處依委員提案於下次會議說明。
提案單位：黎委員新銘
案由二：有關公園管理如機車進入或抽菸等，建議權管單位可
再加強這些違規事項稽查並建構無障礙友善環境。
說

明：為防止車輛進入，許多公園會於出入口加裝車阻，進
而影響身心障礙者、年長者或使用嬰兒推車者之通行
權益，然仍見一些民眾於公園禁菸區抽菸影響兒童休
閒及健康權益，希望相關單位能再加強稽查違規事項。

決議：轉知相關權管單位知悉並辦理。
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