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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長、張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2屆第 8次定期會開議，教育局有機會在此說

明「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成長數過低」專案報告。希蒙  貴會指導

與協助，讓業務得以順利推展，藉此機會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與謝

忱，以下謹就「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成長數過低」做簡短扼要的報

告，敬請  指教。 

壹、 前言 

幼兒教育為各教育階段之基礎，培育國家人才之根基，目前社

會面臨嚴峻的少子化現況，健全學前幼兒教保服務體系，提供平

價、安全且優質之教保環境，規劃完善托育政策，減輕家長育兒經

濟負擔，以提高市民樂婚及生養意願，為本市學前教育重要政策

方針。 

因應現代社會幼兒養育及教育費用昂貴，年輕父母正值創業階

段，經濟負擔相形沉重，為全面照顧學齡前幼兒並扶植經濟弱勢

家庭幼兒及早入園，本市自 104 年 8 月領先全國推行「臺中市幼

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落實讓育有 2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的家

庭都能享有就讀公立幼兒園免學費補助；就讀私立幼兒園每學期

可獲學費補助最高 1 萬 5,000 元之福利。自 104 學年度推動「臺

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後，本市 106 學年度 2 至 4 歲幼生

平均入園率為 55.9%，相較 103 學年度方案實施前平均入園率

42.4%，顯著成長，具體提升學前教育普及化成效。 

除領先全國首創「臺中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方案」減輕家長負

擔外，亦審慎分析本市各行政區教保服務供需情形，於公共化教

保服務供應量未達 4 成區域，積極盤點各校(園)餘裕空間辦理公

立幼兒園增班設園及開辦非營利幼兒園，逐步擴增本市公共化教

保服務量，期能提升本市幼兒就近進入平價、優質公共化幼兒園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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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年(104至 106學年度)更積極於公共化教保服務需求量較

高區域持續辦理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成長顯著；另為因應家長

教保服務需求提供新型態平價公共化教保服務，開辦了 4 所非營

利幼兒園。同時為提供幼兒安全教保環境，規劃於 108 年底本市

轄屬公立學校耐震補強工程完成後，配合中央 106-109 年度擴大

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及前瞻基礎建設「友善育兒空間-新(擴)建

幼兒園舍」計畫，善用本市公有公共設施閒置空間、學校空餘建地

或老舊校舍拆除未再重建之基地開辦非營利幼兒園，106-109 學

年度已規劃擴增公共化幼兒園 163 班以上，達到 0 至 6 歲幼托照

護一條龍，照顧不間斷之市政願景。 

貳、 臺中市公共化教保服務現況分析 

為了實質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也減少公立幼兒園供不應求現象，

本局配合中央擴大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研訂「臺中市推動幼兒

教育中長程計畫」以穩健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茲就本市教保

服務供需現況分析及相應之中長程計畫說明如下： 

一、 臺中市教保服務供給現況 

經統計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本市公立幼兒園計 235園(包含國

小附設幼兒園、市(區)立幼兒園 (含分班))，核定招收人數計 1 萬

7,450名幼生；非營利幼兒園計 7園，核定招收人數計 630名幼生；

私立幼兒園計 500家，核定招收人數計 7萬 3,002人，公私立幼兒

園合計可招收人數為 9萬 1,082人(如表 1)。 

表 1 107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幼兒園供給現況 

類別 所數 核收人數 

公共

化幼

兒園 

國小附幼(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56 

17,450 

市(區)立幼兒園 79 

非營利幼兒園 7 630 

公共化幼兒園(合計) 242 18,080 

私立幼兒園(合計) 500 73,002 

公、私立幼兒園(合計) 742 9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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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公共化幼兒園設置比例 

    有鑑於學前教育尚未納入義務教育，而係以公私協力方式共同

提供教保服務，目前本市學前教保服務整體供應量尚可提升，為減

輕本市部分高人口密集區域及公共化教保服務量未達 4 成區域家

長育兒經濟負擔及家長對於幼兒教保公共化需求與期待，本局逐年

進行教保服務供需情形及校舍空餘狀況盤查，交叉比對擇定適當處

開辦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園，逐步提升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量

達至 4成目標值。 

    經檢視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未達 4 成區域之國中、小餘裕空

間，及考量當地里民需求及民意反映，訂定本市推動幼兒教育中長

程計畫：  

(一) 計畫目標 

1、 公共化教保服務據點數達 4成。 

2、 擴展幼兒就讀公共化幼兒園比率達 4成。 

(二) 執行方式 

1、 依本市轄內各行政區教保服務供需情形，以不降低公共化教

保服務總量之原則，採滾動修正方式將供給過剩區域之公共

化教保服務量調整至供應量不足區域，並逐年增設非營利幼

兒園及公立幼兒園。 

2、 優先於核定公共化教保服務招收人數及據點數比率未達 4成

且需求量較高之區域，推動非營利幼兒園設立，至 109學年

度達成增設 25園非營利幼兒園目標值。 

3、 次於公共化教保服務招收人數及據點數比率尚未達 4成區域，

辦理新設公立幼兒園(班)，每年約新設 10園(班)。 

(三) 計畫期程及分年目標 

1、 中程目標(106至 109學年度) ：為穩健提升幼兒入園率，配

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以公私共好之原則，採

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公立幼兒園為輔的方式推動，規劃

設置公共化教保服務至少 16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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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程目標(110學年度以後)：擴大提升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

逐步擴增本市國小附設幼兒園，以使本市欲就讀公立幼兒園

之幼童能就近入園，屆時預計本市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據點

數將逐步增至 300園。 

(四) 空間盤整狀況 

優先盤整公共化教保服務未達 4 成區域之國中、小閒置

空間，活化校園餘裕空間以解決少子化造成的校園空間閒置

問題，並依各校空餘空間釋出及調挪狀況，滾動修正本市公共

化幼兒園設置園址。 

每學年度進行轄屬公共教保服務分析，視各區教保服務

量、服務據點供需情形、區域空餘教室釋出情形及運用學校空

餘建地或老舊校舍拆除未再重建之基地，與各校增班設園意

願、當地里民需求及民意反映勾稽，滾動調整本市公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幼兒園設置規劃，並以每年增設至少 10園(班)公立

幼兒園及至 109年度共增設 25所非營利幼兒園為目標。 

參、 臺中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成長情形暨未來規劃 

本市 101 至 103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班級數計 32 班；

104 至 106 學年度擴大於公共化教保服務需求量較高區域之公立

學校增設幼兒園(班)計 51班，並提供多元教保服務辦理新型態幼

兒園，開辦了 4 所非營利幼兒園(12 班)，總計近 3 年本市公共化

幼兒園服務量擴增達 63班，顯著成長。 

107 至 109 學年度配合中央政策規劃再擴增公共化幼兒園至

少 131 班，並鼓勵公益法人轉型及加強公共化教保服務宣導，以

提供優質、平價多元的公共化教保服務，減輕本市家長育兒經濟負

擔及滿足市民就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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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1-109學年度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成長情形 

以下分就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近 3年成長

情形及未來規劃說明如下: 

一、 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 

(一) 104-106歷年增班設園情形 

    本市轄屬國小校數截至 106學年度止，已於152校附設幼

兒園，且經統計自 104 至 106 學年度已增加 51 班，核定招收

人數增加1,500人。 

(二) 107-109學年度增班設園規劃 

     107 至 109 學年度將持續盤點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未達

4成區域之國中、小閒置空間，與各校增班設園意願勾稽及考

量當地里民需求與民意反映，辦理增設公立幼兒園(班)作業。

107 學年度再核定豐原區瑞穗國小等 12 校(園)增加 16 班；

108-109 學年度配合校舍新(整)建，已選訂在烏日區東園國

小等校新增班數，將繼續辦理增班設園選址評估。 

二、 非營利幼兒園設置 

(一) 104-106歷年設園情形 

    依本市 29個行政區域教保服務供需分析情形，於公共化

教保服務量未達 4 成且需增加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較高區域，

優先設置非營利幼兒園。104 至 106 學年度利用學校餘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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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業已開辦三光、五權、上楓及潭秀等 4 園非營利幼兒，核

定招收幼生數 360人。 

      圖 2 本市三光非營利幼兒園校園環境 

                          圖 3 本市五權非營利幼兒園校園環境 

 

 

 

 

 

 

 

 

                  圖 4 本市潭秀非營利幼兒園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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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109學年度設園規劃 

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依本市 29 個行政區域教保服務供需分析情形，於公

共化教保服務量未達 4 成且教保服務需求量較高之地區，

自 107 至 109 學年度再設置 21 園非營利幼兒園。 

表 2  107-109 學年度本市非營利幼兒園設園規劃 

三、 推動公共化幼兒園績效卓著獲中央獎勵 

本市 106學年度公共化幼兒園開辦數已達中央核設目標值，

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0萬元獎勵金鼓勵肯定(核定文號： 

區域 設園場址 招生學年度 

太平區 中華國民小學 

107 潭子區 潭子國民中學 

烏日區 溪南國民中學 

西屯區 安和國民中學 

108 
西屯區 至善國民中學 

北屯區 文昌國民小學 

大里區 私立立新幼兒園 

北屯區 陳平國民小學 

109 

潭子區 潭陽國民小學 

東區 東峰國民中學 

龍井區 龍海國民小學 

北區 雙十國民中學 

太平區 育賢段社會住宅 

大雅區 大雅國民中學 

龍井區 龍山國民小學 

龍井區 四箴國民中學 

沙鹿區 北勢國民中學 

北屯區 廍子地區新設校 

南區 文小 66 

東區 文小 10 

南屯區 文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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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5月 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48096號函)。後續將持續

依 106-109學年度已規劃於公共化教保服務量未達 4成且需增加

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較高之地區擴增公共化幼兒園 163班目標值，

逐年擴大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提供優質教保服務及節省

家庭育兒成本，讓家長安心就業。 

四、 管考機制 

為確實執行擴大公共教保服務計畫，以達公共化 4成之目標，

本局訂有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計畫管考機制，針對當年度增設公

立幼兒園(班)之學校及選定開辦非營利幼兒園之場址其設施設備

環境改善及新建園舍，訂有辦理期程管理流程(如圖 5)。 

圖 5公共化教保服務設立計畫管考流程圖 

肆、 結語 

為減緩少子女化之人口結構衝擊，政府必須為幼兒提供更多安全、

優質的環境，讓父母得以安心生育，因此廣設公共化學前教育機構，並

減輕本市家長育兒經濟負擔，為幼兒教育政策規劃的重要課題。本局已

將辦理公立幼兒園增班設園，並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善

用本市學校餘裕空間、公有公共設施閒置空間整建設置非營利幼兒園

列入年度重點工作。 

未來將持續秉持教育公共化的「公共承擔、公共監督、公共利益

分享」三大原則，以提高公共化幼兒園托育比例及提升學齡前幼兒就

學率，促進市民生養意願及提高婦女工作意願，擴大就業經濟效益，

供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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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優質教保服務人力為目標，建立一個願生、樂養、安心、優質的

友善托育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