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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幼兒就學福利面面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股長

劉又綺 |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科員

壹、前言
在李宗盛的歌--「希望」有一段歌詞是這樣子的：
「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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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希望，讓我有繼續的力量，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有的孩
子都一樣…」
，的確！孩子是未來的希望，更是我們延續生命之
火的盼望，但近 10 年來的少子化浪潮，卻讓我們隱隱感覺到「長
路將盡」的危機，2011 年馬總統在「全國兒童少年國是會議」
中提到：少子化是國安問題！因此，要如何創造一個讓父母「願
生，能養」的環境是刻不容緩的事。
幼兒教育，是人類踏入正規教育的第一個前哨站，雖然目
前非義務教育、非強迫教育，但卻是國民教育的基礎，近幾年
來因為生、養及教育費用支出的逐年提高，社會大眾希求「普
及、平價、就近、優質」之教保服務環境日甚，教育部自 89 年
起辦理幼兒就學補助，並逐年擴大補助對象及額度，及至 100
學年度起全國五歲幼兒實施免學費教育補助，希望能以補助方
式分攤家長教養負擔，更進一步為加強對幼兒園管理，建立系
統性的學前教育脈絡，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讓以往分屬社政體系的托兒所以及教育體系的幼稚
園，整合成為可照顧 2-5 歲幼兒的幼兒園，並建立相關保障幼
兒發展及受教權利的子法，以提供健全的幼兒就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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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攤家長教養負擔，國民教育精神向下延伸
為了讓幼兒能及早接受教育，厚植未來國民實力，並分攤父母教養負擔，
《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7 條第 6 項明定「政府對就讀幼兒園之幼兒，得視實際需要
補助其費用；其補助對象、補助條件、補助額度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爰 101 年施行《幼兒就讀幼兒園補助辦法》
，作為各項學前
就學補助相關作業規定之法源，並依規定開辦補助「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及「中低收入戶家庭托教補助」。
本市為加強照顧本市幼兒，翻轉弱勢家庭教育文化不利現象，防止社會階層
再製，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針對 4 歲設籍本市且就讀本市幼兒園之幼兒，開辦
「高雄市幼兒教育及照顧補助辦法」，更進一步於 105 年 2 月 1 日本市幼兒教育
表1
補助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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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年齡

補助條件
免學費：不排富

5 歲幼兒免
學費教育
計畫

5 歲幼兒

中低收入
家庭托教
補助
高雄市幼
兒教育及
照顧補助

兒童托育
津貼

相關學前教育補助條件及補助額度表
補助額度
公立：免學費(6300 元)
私立：最高 1 學期補助
1 萬 5000 元

弱勢加額：依家戶年所得級距核予補助，並排除
家戶擁有第三(含)筆以上不動產或年利息所得在
10 萬元(含)以上者。

公立：1 學期最高 1 萬元。
私立：1 學期最高 1 萬
5000 元

2-4 歲

具中低收入戶資格之就讀公私立幼兒園幼兒

每學期 6000 元

2-4 歲

2-4 歲設籍本市且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之幼
兒；其中 2-3 歲幼兒以其法定代理人最近一年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所得稅率 5%以下者為限

每學期 5000 元

2-5 歲

設籍本市年滿 2 歲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之本市
列冊低收入戶子女、 符合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
辦法第五條規定之單親家庭子女、受保護安置兒
童、發展遲緩兒童、身心障礙者子女、身心障礙
兒童、原住民兒童，其中發展遲緩兒童、身心障
礙者子女、身心障礙兒童、原住民兒童幼兒以其
法定代理人最近一年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所
得稅率 5%以下者為限

公幼：每月 1500 元
私幼：每月 3000 元

資料來源：教育局幼兒教育科整理
以 104 學年度為例，各項學前教育補助受惠人次高達 14 萬 9,323 人次，補助金額約達 10 億 1,169
萬 7,269 元，本市的幼兒就讀幼兒園比例已達 6 成。未來將持續開辦各項學前補助，鼓勵家長將
幼兒及早接送出接受學前教育，以厚植本市未來公民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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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弱勢身分幼兒開辦兒童托育津貼；自此，學前教育階段之補助已完成串聯，
無論是弱勢家庭或經濟情況在中產以下的家庭，只要是學齡於 2 歲至 5 歲之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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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均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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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照顧補助辦法向下延伸至 2 歲；另針對 2-6 歲設籍本市且就讀本市幼兒園之特

圖 1 鼎金國小附設幼兒園
圖片來源：鼎金國小附設幼兒園鄭淑蓮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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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歡迎家長參與班級活動
圖片來源：鼎金國小附設幼兒園鄭淑蓮老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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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構安全無虞環境，使家長送得安心、小朋友學得開心
為讓家長能安心將幼兒送入幼兒園，本市建構了幼兒園安全防護網，除協助
輔導未立案教保機構辦理立案，並配合公共安全教育宣導及政策推動，會同衛
生、工務及消防單位不定期至各園實地稽查公共安全，並督導及追蹤改善情形確
保幼兒學習環境之安全。
一、幼兒園公共安全檢查：
逐月排定稽查行程，主動查察已立案幼兒園及未立案教保機構，並會同相關
單位共同至稽查地點查察，每月稽查約 15 園。倘若幼兒園公共安全查察結果不
符規定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管追蹤，協助查核各園應改善情形，並於每
季結束後 10 日內（1 月、4 月、7 月、10 月）將各園改善情形函報教育局。
二、未立案教保機構輔導：
發現確定或疑似未立案教保機構者，將進行稽查及輔導事宜。對於查獲之未
立案教保機構勒令其停辦，並提供諮詢積極輔導辦理立案，未立即停辦者，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其查察情形除由教育局將登錄於教育部
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外，每季將定期報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掌握
幼兒學習安全。

肆、落實為民服務，讓政府成為幼兒的守護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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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項學前教育補助、幼兒園公共安全檢查及未立案教保機構輔導外，
本市在服務幼兒及家長的行政措施上，亦作了相關配套，期望能透過簡便、透明
以及系統化的行政措施，讓政府成為幼兒的守護天使。
一、建置完善資訊平台、提供便民申請服務：
為提供家長申請補助之方便性及快捷性，教育部於全國幼生管理系統建置完
善資訊平台，當家長經幼兒園提出申請，將與相關部會之系統連結並交叉比對低
收、中低入戶、財稅等資料後，統一由幼兒園造冊提交教育局進行審查；本市部
分幼兒就學補助之資格需參考財稅相關資料，因此教育局建置與相關機關系統連
結之查調管道，由家長簽具申請書，即可透過教育局代為查詢財稅相關資料，簡
化申請程序；另透過相關會議請各園採款項隨到隨發，以落實照顧經濟弱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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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費調整嚴格把關、穩定園所收費基準：
本市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42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訂定「高雄市公

園之收費項目、收費用途、退費項目及收退費基準，並透過每學年進行符合補助
要件幼兒園稽查機制，穩定幼兒收費基準，避免幼兒園任意調整收費狀況之發生。
三、提供完整補助資訊，暢通補助宣傳管道：
為廣為宣導幼兒就學補助相關資訊，教育部印製 5 歲幼兒免學費政策相關宣
導品發放給幼兒園，請幼兒園加強宣導並透過電視廣告、廣播節目，讓補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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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並於 101 年 8 月 1 日施行，作為規範本市公私立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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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意。

廣為周知。此外，教育局編輯「高雄市學生就學補助措施簡表」放置於本局網站，
並透過各項會議加強宣導，俾利民眾知悉是項措施。此外，教育局於每一學期舉
辦補助款說明會，定時為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更新補助相關資訊及解答申辦相關問
題，亦請幼兒園於班親會或親子座談等活動時，確實向家長宣導補助款相關規定。
四、定期進行公安查察，掌握幼生學習安全：
為符應幼照法之立法精神，使幼兒身心發展及學習環境安全受到保障，由教
育局透過幼兒園公共安全檢查及未立案教保機構輔導，積極督導未立案教保機構
及公共安全查察結果不符規定之幼兒園，除輔導其儘速辦理立案登記或改善教學
環境設施設備之外，並將已立案幼兒園名單刊登於教育局網站，提供民眾選擇合
法幼兒園之參考。此外，也加強宣導公共安全法令及制度，使幼兒園教保服務正
常化，給予幼兒安全優良之教保環境。

伍、結語
打造安全、優質且具支持性的學前托教環境，是本市持續戮力推行的政策。
因此，除了提供便捷清楚的申辦資訊及相關法規訊息外，在提高入園率及厚植人
才培育理念上，本市亦透過各式福利配套措施，整合資源，期能為家長與幼兒，
營造更為友善的托育環境，提升市民之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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