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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24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98813B 號 

修正「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附修正「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部  長 潘文忠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非營利性質法人（以下簡稱非營利法人），指下列法人： 
(一) 學校財團法人。 
(二) 幼兒教保相關工會組織。 
(三) 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教保服務人員福祉、教育或社會福利事務相

關事項之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 
二、 非營利幼兒園：指協助家庭育兒與家長安心就業、促進幼兒健康成長、推廣

優質平價及需要協助幼兒優先教保服務為目的，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之私立

幼兒園：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以

下簡稱地方機關）、中央政府機關（構）（以下簡稱中央機關（構））、

國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國立學校）委託非營利法人辦理。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非營利法人申請辦理。 

第 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前條第二款第一目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委託非營利法

人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得設非營利幼兒園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其任務如下： 
一、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計畫之審議。 
二、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甄選。 
三、 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與其他服務人員薪資支給、考核及晉薪規定之審

議。 
四、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以外之代收或代辦費用項目及數額之審議。 
五、非營利幼兒園違反規定終止契約或停止辦理之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審議前條第二款第一目地方機關委託非營利法人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及前條第二款第二目非營利法人申請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依本法第

九條第四項設審議會；其任務如下： 
一、非營利教保服務政策及其發展策略之諮詢。 
二、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計畫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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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託或申請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甄選。 
四、營運成本全部由家長自行負擔之非營利幼兒園收費基準之審議。 
五、 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與其他服務人員薪資支給、考核及晉薪規定之審

議。 
六、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以外之代收或代辦費用項目及數額之審議。 
七、非營利幼兒園違反規定終止契約或停止辦理之審議。 
八、其他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事項之建議及諮詢。 

第 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審議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

副召集人，均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兼任；其餘委員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保與兒童福利學者專家代表二人至四人。 
二、勞工團體代表一人。 
三、兒童福利團體代表一人。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人。 
五、家長團體代表一人。 
六、婦女團體代表一人。 
七、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一人或二人。 
八、其他會計、法律、教育、社會福利相關專業人員或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審議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

召集人，由直轄市、縣（市）長或其指定之人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直轄市、縣

（市）教育局（處）長兼任；其餘委員，除社會局（處）長及民政局（處）長為當然

委員外，由直轄市、縣（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保與兒童福利學者專家代表二人至五人。 
二、勞工團體代表一人。 
三、教保團體代表一人或二人。 
四、兒童福利團體代表一人。 
五、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人或二人。 
六、家長團體代表一人。 
七、婦女團體代表一人。 
八、其他會計、法律、教育、社會福利相關專業人員或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於辦理本機關以外之審議案件時，應增聘各該機關（構）

及國立學校委員一人或二人；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受前二項及第六項規定之限制。 
   除第二項第三款外，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委員，不得為幼兒園負責人。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

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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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委員應本公益立場行使職權；委員於任期內無法行使職權，

或有不適當之行為，得予解聘（派）；其缺額，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聘（派）委

員補足其任期。 
   各級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審議會委員講習會，向審議會委員說明非營利幼兒園相

關機制、審議會之任務及審議方式。 
第 五 條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每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時，由召

集人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正、副召集人均不

能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召開會議時，機關或團體代表以外之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

代理。 
   經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 六 條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會議討論之事項，涉及委員或與委員有利害關係之人時，該

委員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決議；於該案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

人數。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會委員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會議主席應命其迴

避。 
第 七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所轄地區之優質、平價教保服務供給不足，或需要

協助幼兒比率較高者，應優先考量規劃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並不得以停辦公立幼兒園

改辦非營利幼兒園之方式為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而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經審慎評估後，必要時得將公立幼兒園遷移至鄰近場地繼續辦理，於原場地空間辦理

非營利幼兒園。 
第 八 條  地方機關、中央機關（構）及國立學校（以下簡稱委託單位）認有委託辦理非營

利幼兒園必要時，應先擬訂委託辦理計畫，並分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地方機關委託辦理者，依下列規定提審議會審議後，由各該委託單位公告：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者，逕提審議會。 
(二) 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委託辦理者，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二、 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委託辦理者，經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送中

央主管機關提審議會審議後，由各該委託單位公告。 
   前項委託辦理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非營利幼兒園地點規劃、社區資源評估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所需土地、建築物及設施、設備之取得方式。 
三、需求說明書及行政契約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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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二款土地、建築物之取得方式如下： 
一、地方機關經管之地方公有土地、建築物，應以無償方式提供。 
二、 非屬前款之土地、建築物，得協調其他機關（構）、學校就其經管之土地、

建築物，以依法租用或其他方式提供。 
   第二項第三款需求說明書，應記載委託辦理案名稱、依據、目標、辦理方式、委

託事項、委託期程、設置地點、招收幼兒人數、招收需要協助幼兒之規定、營運成本

之負擔方式、提供之土地、建物或設施、設備、受委託辦理者之資格、應檢附之文件

及其他相關事項。 
   委託單位依第一項公告委託辦理計畫時，應一併公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甄選基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 九 條  採委託辦理方式辦理非營利幼兒園者，非營利法人應依前條第一項公告事項，檢

具經營計畫書參加甄選；其經營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非營利法人名稱。 
二、 非營利法人設立緣起、宗旨、法人登記證書、董（理）、監事名冊、組織架

構圖、（捐助）章程及未來願景。 
三、非營利法人提供所興辦非營利幼兒園之協助。 
四、 非營利法人最近二年年度決算及其會計稽核流程。但新設立之非營利法人，

免附決算。 
五、非營利幼兒園之宗旨、經營理念，及辦理期間之園務發展計畫。 
六、非營利法人與非營利幼兒園間相關專業資源之整合及規劃。 
七、非營利幼兒園人力資源之進用及其專業發展規劃。 
八、非營利幼兒園各學年度預算編列及收支規劃。 
九、非營利幼兒園預期辦理成效。 
十、其他相關事項。 

第 十 條  前條委託辦理案，應分別依下列程序締結行政契約： 
一、 地方機關委託辦理者，依下列規定提審議會甄選，並經各該委託單位核准

後，與非營利法人締結行政契約：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者，逕提審議會。 
(二) 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委託辦理者，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二、 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委託辦理者：經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送中

央主管機關提審議會甄選，並經各該委託單位核准後，與非營利法人締結行

政契約。 
第 十一 條  採申請辦理方式辦理非營利幼兒園者，非營利法人應檢具經營計畫書，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其經營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第九條各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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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建物所有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建物使用執照、教學設施、設備；其

為已設立私立幼兒園者，應包括歷年評鑑結果及其他辦理績效。 
   前項申請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審議，並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後，與非營利法人締結行政契約。 
第 十二 條  非營利幼兒園之辦理年限為四學年。但因行政契約期程無法銜接學年度者，得延

長行政契約至屆滿之當學年度結束止。 
   第十條及前條第二項之行政契約，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履約標的。 
二、 締約主體及其權利義務；屬委託辦理者，應包括委託單位應協助事項、提供

之資源或經費。 
三、辦理年限。 
四、履約管理事項及履約保證金。 
五、績效考評項目。 
六、行政契約變更、續辦、終止或解除及其損害賠償。 
七、行政契約終止時服務對象之安置。 
八、違反行政契約或爭議之處理。 
九、行政契約消滅之處理。 
十、其他相關事項。 

第 十三 條  非營利法人締結行政契約後，應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該非營利法人附設或附屬非營利幼兒園之設立許可或變更事項。 
第 十四 條  非營利幼兒園應依本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其仍有餘額

者，招收一般幼兒。 
   直轄市、縣（市）政府採委託辦理方式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全部由家

長自行負擔者，其招收需要協助幼兒最低比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登記入園之幼兒人數逾可招收幼兒名額時，同一順序幼兒應採公開抽籤方

式為之。 
第 十五 條  非營利幼兒園全年服務日，比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日辦

理。但為進行環境整理、清潔消毒及課程討論等，每學期開學前，得停止服務三日，

並列入年度行事曆。 
第 十六 條  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配置，除依本法第十六條與幼兒園

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有關私立幼兒園之規定辦理外，幼兒人數六十一人以上者，

得視需求增置學前特殊教育教師或社會工作人員及清潔人員若干人。 
   前項人員之勞動條件，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  非營利幼兒園之營運成本，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及方式計算；其收費，

應以辦理年限之總營運成本，除以辦理年限之月份數，再除以行政契約所載之約定招

收總人數，計算幼兒每人每月應繳交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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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營運成本，包括人事費、業務費、材料費、維護費、修繕購置費、公共事務

管理費、雜支、行政管理費及土地、建築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等。但無償提供之土

地、建築物、設施及設備，不得計入營運成本。 
   前項人事費，得包括資遣費準備金，每年最多提撥全園專任人員月薪總額之百分

之十；並應專戶儲存。 
第 十八 條  前條第一項幼兒每人每月應繳交之費用，非營利幼兒園應依下列方式之一，採按

月、按季或按學期向家長收費；其差額由政府協助支付： 
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免繳費用。 
二、 前款以外家庭子女：不得少於每月應繳交費用之百分之七十。但情形特殊或

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得調降比率。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非營利幼兒園已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其營運成本採全部由家長自行負擔方式者，得繼續依原

規定辦理；修正施行後始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不得採全部由家長自行負擔

之方式辦理。 
第 十九 條  非營利幼兒園有向家長收取營運成本以外費用之必要時，其項目應符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代收或代辦費自治法規之規定，並分別依下列程序核准後，始得為

之： 
一、 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依下列規定提審議會審議，並經各該委託單位核

准：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者，逕提審議會。 
(二) 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委託辦理者，轉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三) 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委託辦理者，經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轉

送中央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二、 申請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審議，

並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 
   幼兒於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中途入園、離園者，應依幼兒就讀當日起算，按

比例覈實收費、退費。 
   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或依法令停課日數，連續達五日以上者，

應按幼兒每人每月實際繳交費用，乘以請假或停課日數占當月教保服務總日數之比

率，再乘以百分之三十退費。 
第 二十 條  依本辦法、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性質相同之就學補

助，每人每學期所領取之補助總金額，不得超過幼兒應繳之全學期收費總額，且不得

重複請領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就讀幼兒園之補助或育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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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非營利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學前特殊教育教師、社會工作人員、護理人員、

職員及廚工之服務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規定如附表一至附表四。 
   前項人員屬初任人員者，按第一級之薪資計算。但初任人員曾於其他幼兒園任職

者，曾任職之年資，至多採五級；其曾任非營利幼兒園之工作年資及代理教師或代理

教保員之工作年資，至多採十五級。 
   第一項以外人員之薪資，依其擔任工作繁簡難易、責任輕重及應具備之知能條件，

自行議定。但不得逾第一項各類人員支給基準，並不得低於勞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

資。 
   非營利幼兒園支給第一項人員薪資，應納入契約，且得參考當地物價、薪資水

準、專業知能及曾任職於幼兒園之工作年資，依附表一至附表四之薪級，於各該級別

薪資範圍內，擬訂薪資支給相關規定，並分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依下列規定提審議會審議，並經各該委託單位核

准：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者，逕提審議會。 
(二) 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委託辦理者，轉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三) 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委託辦理者，經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轉

送中央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二、 申請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審議，並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比照當年度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其支給月數得依年終考核結果發給，最高以當年度軍公教人員年終

工作獎金及慰問金發給規定之月數為限。 
第二十二條  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應接受平時考核及年終考核。 
   前項平時考核，應每學期辦理一次，並作為年終考核之依據。 
   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學年者，幼兒園應於每年

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年終考核。 
   年終考核之等第、分數及晉薪規定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其次學年薪資，得提高一級。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其次學年薪資，得提高半級。 
三、丙等：未滿七十分；其次學年薪資，留原薪級。 

   前項年終考核為甲等之比率，應依第二十五條之績效考評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並以百分之九十為限。 
第二十三條  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年終考核不得考列甲等： 

一、有遲到、早退情形而未經請假，合計超過三次。 
二、有曠職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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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園長未經非營利法人同意或教保服務人員未經園長同意，擅自在外兼課、兼

職。 
四、因病已達延長病假。 
五、辦理業務不服從主管指揮或態度惡劣，致影響整體業務之完成或推展。 
六、影響非營利幼兒園聲譽，有具體之事實。 

   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年終考核僅得考列丙等： 
一、 對幼兒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體罰、不當

管教或性騷擾之行為。 
二、其他影響幼兒重大權益事項，且有具體之事實。 

   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有前二項各款所定情形者，非營利法人或園長應與

其面談，面談內容及結果，應於平時考核時記錄之。 
第二十四條  非營利幼兒園之營運成本全部由家長自行負擔者，其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

員之薪資、考核及晉薪，不受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之限制，由非營利幼兒園

擬訂，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經審議會審議後核定之。 
第二十五條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下列事項： 

一、 前學年度工作報告、前學年度預、決算書、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當學

年度工作計畫及學年度收支預算編列明細之審查。 
二、 每學期至少到園檢查一次。但非營利幼兒園前一學年度接受第三款績效考評

達九十分以上者，到園檢查得每學年辦理一次，並併同該學年度之績效考評

辦理。 
三、每學年度應於六月三十日前完成績效考評。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公告非營利幼兒園

財務資訊於資訊網站；公告內容如下： 
一、 前學年度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之會計師簽證之查核

報告。 
二、資產負債表或平衡表。 
三、收支餘絀表或損益表。 
四、當學年度收支預算編列明細表。 
五、其他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報表。 

   前項公告之內容，應包括各款報表必要之附註。 
第二十六條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績效考評，應組

成考評小組。 
   考評小組置委員三人至五人，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教保

服務人員、會計與教保學者專家及各機關（構）、學校代表聘（派）兼之，其中審議

會委員代表至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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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考評小組委員講習，說明非營

利幼兒園相關機制、考評小組之任務及考評方式。委託單位得協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協助辦理；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之。 
   考評小組委員之任期，至該次考評任務完成為止。 
   考評小組委員考評時，準用第六條規定。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績效考評，其考評項目如下： 

一、招收幼兒情形。 
二、收托需要協助幼兒情形。 
三、家長滿意情形。 
四、行政契約之履約情形。 
五、到園檢查結果。 
六、會計查核簽證情形。 

   前項第三款家長滿意情形，以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各園幼

兒家長問卷調查之結果定之。 
   第一項績效考評之總分為一百分；考評指標、家長滿意度調查問卷、到園檢查表

及考評方式，中央主管機關應於考評六個月前公告。績效考評結果與年終考核為甲等

之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非營利幼兒園績效考評結果達七十分以上者為通過；未滿七十分者為不通過。 
第二十九條  非營利幼兒園績效考評結果達九十分以上者，該園得發給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

務人員績效獎金。 
   前項績效獎金支領之相關規定，由非營利幼兒園擬訂，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 
第 三十 條  非營利幼兒園連續三學年通過績效考評者，得申請於行政契約期間屆滿後繼續辦

理。 
   依前項規定申請繼續辦理者，應於期間屆滿八個月前，向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後續四學年之經營計畫書，經核准後繼續辦理；每次辦理期間為

四學年。 
   未於前項所定期間申請續辦，或申請續辦未經核准者，行政契約期間屆滿時，應

終止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公告之。 
第三十一條  非營利法人於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期間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委託單位應廢

止原核准，並終止行政契約： 
一、違反本法、本辦法或行政契約，經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二、非營利幼兒園發生財務困難，致影響其正常運作，並損及幼兒權益。 
三、 非營利幼兒園發生其他足以嚴重影響其經營及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服

務人員權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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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營利幼兒園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辦理績效考評，其考評結果為不通過。 
五、非營利幼兒園以委託經營權向金融機構借貸。 

   前項委託單位廢止原核准，並與非營利法人終止行政契約前，應分別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地方機關委託辦理者，依下列規定提審議會審議：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者，逕提審議會。 
(二) 鄉（鎮、市）公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委託辦理者，轉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二、 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委託辦理者，經中央機關（構）、國立學校轉送

中央主管機關提審議會。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終止辦理，或依前二項規定終止委託行政契約之非營利幼兒

園，除委託行政契約另有規定外，非營利法人應將非營利幼兒園之各類財產設備、經

營權、幼兒資料、行政檔案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移交委託單位。 
   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經依前項規定移交後，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協調委託公立幼兒園代為經營管理至依第十條規定完成委託辦理程序止，並應參酌

家長意願，協助安置該非營利幼兒園之幼兒。 
第三十二條  非營利法人於申請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期間，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事之

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報審議會審議後，廢止原核准，並終止行政契

約。 
   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情形終止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或依前項規定終止行政契約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設立許可變更事宜，並對就讀該園之幼兒，必要時得參酌家長意願協助安置。 
第三十三條  非營利幼兒園應按原核定經費項目及執行期間確實執行；非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 
   非營利幼兒園應建立會計制度，且財務應獨立，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

專帳處理。 
   非營利幼兒園之總務、會計職務或工作，不得由下列人員之配偶、三等血親、姻

親擔任： 
一、非營利幼兒園之負責人、園長。 
二、非營利幼兒園所屬非營利法人之代表人、董（理）事。 

   第二項會計制度之建立、財務處理與經費之收支、保管與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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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非營利幼兒園，於行政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

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後提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為

限。 
   非營利幼兒園於行政契約期間屆滿時，經依會計師簽證之該學年度資產負債表之

累計餘絀有賸餘，於清償債務後仍有結餘者，其處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核准由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者： 

(一) 優先用於該園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資遣費，及繼續辦理行政契

約期間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晉薪之人事費。 
(二) 依前目處理後，仍有結餘者，應全數用於繼續辦理行政契約期間所需之改

善該園教學設施、設備項目，並由承辦之非營利法人訂定相關運用計畫報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支用。 
二、行政契約期間屆滿、行政契約終止或申請繼續辦理未經核准者： 

(一) 優先用於該園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資遣費。 
(二) 依前目處理後，仍有結餘者，由承辦之非營利法人及各該委託單位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平均分配。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獲分配數應全數用於改善該園教學設施、設備或推動擴大公共化教保服

務供應量事項；承辦之非營利法人於訂定相關運用計畫報委託單位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支用。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施行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之公有土地、建物或

設施、設備，已出租或委託辦理幼兒園者，其契約屆滿後，應依本辦法規定委託辦理

非營利幼兒園或自行辦理公立幼兒園。但設立以該機關或學校員工之子女為收托對象

之私立幼兒園，不在此限。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鄉（鎮、市）公所所屬公

有土地、建物或設施、設備，已出租或委託辦理幼兒園者，於契約屆滿後，應依本辦

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或自行辦理公立幼兒園，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予獎勵。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所定非營利幼兒園應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核定

或備查之事項，應先經非營利幼兒園所屬非營利法人同意後為之。 
第三十七條  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辦理非營利幼兒園著有績效者，應予

獎勵。 
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已依修正前之規定，依政

府採購法完成委託辦理程序者，依原契約約定辦理至期限屆滿後，應依本辦法辦理。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辦理計畫經審議會審議通

過，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者，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園長、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支給基準表 

 

專科 學士 碩士以上 

未含課稅配套之導師費差

額補助或教保費補助 

未含課稅配套之導師費

差額補助或教保費補助 

未含課稅配套之導師費

差額補助或教保費補助 

第1級 29,000~33,120 31,060~35,180 33,120~37,240 

第2級 30,030~34,150 32,090~36,210 34,150~38,270 

第3級 31,060~35,180 33,120~37,240 35,180~39,300 

第4級 32,090~36,210 34,150~38,270 36,210~40,330 

第5級 33,120~37,240 35,180~39,300 37,240~41,360 

第6級 34,150~38,270 36,210~40,330 38,270~42,390 

第7級 35,180~39,300 37,240~41,360 39,300~43,420 

第8級 36,210~40,330 38,270~42,390 40,330~44,450 

第9級 37,240~41,360 39,300~43,420 41,360~45,480 

第10級 38,270~42,390 40,330~44,450 42,390~46,510 

第11級 39,300~43,420 41,360~45,480 43,420~47,540 

第12級 40,330~44,450 42,390~46,510 44,450~48,570 

第13級 41,360~45,480 43,420~47,540 45,480~49,600 

第14級 42,390~46,510 44,450~48,570 46,510~50,630 

第15級 43,420~47,540 45,480~49,600 47,540~51,660 

註： 

1、上開薪資係依據學歷及工作年資計算，另園長（包括其職務代理者）職務加給（90

人以下：新臺幣10,000元； 91人至210人：新臺幣14,000元； 211人以上：新臺幣1

8,000元）；組長（包括其職務代理者）職務加給（新臺幣5,000元）。 

2、園長、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或教保員之職務代理，其薪資計算方式如下： 

（1）學歷學士以上者，依學士學歷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學歷專科者，依專科學歷

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 

（2）依實際執行職務之月數，按月支給。但服務未滿整月部分，按服務期間曆日，覈

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除以三十日計算，並不得低於勞

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3）執行職務未滿一日者，按實際執行職務之時數，按時支給；其每小時計發金額，

以日薪資除以八小時計，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3、園長、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及教保員之薪資，非營利法人得參考當地物價、薪

資水準、人員之專業知能及曾任職於幼兒園之工作年資，依附表一之薪級、各該級

別薪資範圍之金額擬訂薪資，及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各款規定辦理。 

4、薪資包括勞健保自付額，不包括雇主繳付之勞保費（依投保薪資及三十日投保日，

單位負擔比率計算）、健保費（投保薪資對應之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

計算）與勞工退休金提撥（投保薪資之6%）。 

薪資 
單位： 
新臺幣（元）/ 
月 

級別 

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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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助理教保員及廚工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 

 助理教保員 廚工人員 

高級中等學校 具丙級中餐烹調士證照者 

第1級 24,880~29,000 24,880~29,000 

第2級 25,395~29,515 25,395~29,515 

第3級 25,910~30,030 25,910~30,030 

第4級 26,425~30,545 26,425~30,545 

第5級 26,940~31,060 26,940~31,060 

第6級 27,455~31,575 27,455~31,575 

第7級 27,970~32,090 27,970~32,090 

第8級 28,485~32,605 28,485~32,605 

第9級 29,000~33,120 29,000~33,120 

第10級 29,515~33,635 29,515~33,635 

第11級 30,030~34,150  

第12級 30,545~34,665  

第13級 31,060~35,180  

第14級 31,575~35,695  

第15級 32,090~36,210  

註： 

1、助理教保員為高級中等學校學歷者，依「助理教保員及廚工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

之薪資基準支給。 

2、廚工人員具丙級以上中餐烹調士證照者，依「助理教保員及廚工人員薪資支給基準

表」之薪資基準支給，至多至第十級；未具丙級中餐烹調士證照者，其薪資自行議

定。但不得逾具有丙級證照廚工人員之支給基準，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

本工資。 

3、助理教保員之職務代理，其薪資計算方式如下： 

（1）依高級中等學校學歷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 

（2）依實際執行職務之月數，按月支給。但服務未滿整月部分，按服務期間曆日，覈

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除以三十日計算，並不得低於勞

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3）執行職務未滿一日者，按實際執行職務之時數，按時支給；其每小時計發金額，

以日薪資除以八小時計，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4、廚工人員之職務代理，其薪資計算方式如下： 

（1）具丙級中餐烹調士證照者： 

①依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 

②依實際執行職務之月數，按月支給。但服務未滿整月部分，按服務期間曆日，覈

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除以三十日計算，並不得低於

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級 

別 

學歷或資格 
薪資 

單位：新臺幣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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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執行職務未滿一日者，按實際執行職務之時數，按時支給；其每小時計發金額，

以日薪資除以八小時計，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2）未具丙級中餐烹調士證照者：依自行議定之薪資計算，且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

定之基本工資。 

5、助理教保員及廚工人員之薪資，非營利法人得參考當地物價、薪資水準、人員之專

業知能及曾任職於幼兒園之工作年資，依附表二之薪級、各該級別薪資範圍之金額

擬訂薪資，及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各款規定辦理。 

6、薪資包括勞健保自付額，不包括雇主繳付之勞保費（依投保薪資及三十日投保日，

單位負擔比率計算）、健保費（投保薪資對應之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

計算）與勞工退休金提撥（投保薪資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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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社會工作人員及護理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 
 社會工作人員 

護士 

社會工作師 

護理師 

第1級 26,940~31,060 31,060~35,180 

第2級 27,455~31,575 31,575~35,695 

第3級 27,970~32,090 32,090~36,210 

第4級 28,485~32,605 32,605~36,725 

第5級 29,000~33,120 33,120~37,240 

第6級 29,515~33,635 33,635~37,755 

第7級 30,030~34,150 34,150~38,270 

第8級 30,545~34,665 34,665~38,785 

第9級 31,060~35,180 35,180~39,300 

第10級 31,575~35,695 35,695~39,815 

第11級 32,090~36,210 36,210~40,330 

第12級 32,605~36,725 36,725~40,845 

第13級 33,120~37,240 37,240~41,360 

第14級 33,635~37,755 37,755~41,875 

第15級 34,150~38,270 38,270~42,390 

註： 

1、 社會工作人員及護理人員之薪資，非營利法人得參考當地物價、薪資水準、人員之

專業知能及曾任職於幼兒園之工作年資，依附表三之薪級、各該級別薪資範圍之金

額擬訂薪資，及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各款規定辦理；職務代理（一個月以上）者，其

薪資計算方式如下： 

（1）依各該人員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 

（2）依實際執行職務之月數，按月支給。但服務未滿整月部分，按服務期間曆日，覈

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除以三十日計算，並不得低於勞

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3）執行職務未滿一日者，按實際執行職務之時數，按時支給；其每小時計發金額，

以日薪資除以八小時計，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2、薪資包括勞健保自付額，不包括雇主繳付之勞保費（依投保薪資及三十日投保日，

單位負擔比率計算）、健保費（投保薪資對應之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

計算）與勞工退休金提撥（投保薪資之6%）。 

級 

別 

資格 
薪資 

單位：新臺幣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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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職員薪資支給基準表 
 

專科 學士 

第1級 29,458~31,458 31,518~33,518 

第2級 29,973~31,973 32,033~34,033 

第3級 30,488~32,488 32,548~34,548 

第4級 31,003~33,003 33,063~35,063 

第5級 31,518~33,518 33,578~35,578 

第6級 32,033~34,033 34,093~36,093 

第7級 32,548~34,548 34,608~36,608 

第8級 33,063~35,063 35,123~37,123 

第9級 33,578~35,578 35,638~37,638 

第10級 34,093~36,093 36,153~38,153 

第11級 34,608~36,608 36,668~38,668 

第12級 35,123~37,123 37,183~39,183 

第13級 35,638~37,638 37,698~39,698 

第14級 36,153~38,153 38,213~40,213 

第15級 36,668~38,668 38,728~40,728 

註： 

1、職員之職務代理（一個月以上）者，其薪資計算方式如下： 

（1）學歷學士以上者，依學士學歷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學歷專科者，依專科學歷

初任第1級之薪資計算。 

（2）依實際執行職務之月數，按月支給。但服務未滿整月部分，按服務期間曆日，覈

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除以三十日計算，並不得低於勞

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3）執行職務未滿一日者，按實際執行職務之時數，按時支給；其每小時計發金額，

以日薪資除以八小時計，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 

2、職員之薪資，非營利法人得參考當地物價、薪資水準、人員之專業知能及曾任職於

幼兒園之工作年資，依附表四之薪級、各該級別薪資範圍之金額擬訂薪資，及第二

十一條第四項各款規定辦理。 

3、薪資包括勞健保自付額，不包括雇主繳付之勞保費（依投保薪資及三十日投保日，

單位負擔比率計算）、健保費（投保薪資對應之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

計算）與勞工退休金提撥（投保薪資之6%）。 

學歷 
薪資 

單位：新臺幣 
（元） /月 

級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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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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