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辦法
修正總說明
現行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於一百零一年三月十九日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修
正公布；又內政部業於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台內營字第一０二０
八０六五七三號令修正發布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該辦法第
二條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F3 類組之舉例項目除幼兒
園外，新增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一項，爰日後幼兒園
申請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無須再變更使用執照及消防安全
設備；另以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尚無購置或租賃交通
車及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理方式等規定，故應增列相關管理、督導及處分
規定，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修正本辦法法源依據之項次。（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之修正，有關幼兒
園申請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應檢具之文件，刪除建築物
使用執照及消防安全相關證明文件，以利幼兒園、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循。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增列幼兒園購置或租賃交通車，載送國民小學階段兒童之規定，及
有違反者之處理。（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 幼兒園依原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得繼續兼辦國民小學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者，配合本法第五十五條項次之修正，修正為第五十
五條第六項。
（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 增列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者，倘違反人員編制、
管理、設施設備、服務內容、人員資格、收退費、購置或租賃交通
車載運國民小學階段兒童等相關規定之處理。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 第一條

條

文 說

明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 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二年五
第五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訂 第五十五條第六項規定訂定 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第五十
定之。

之。

五條第七項規定：
「本法施行
後，各幼兒園原設立許可之
空間有空餘，且主要空間可
明確區隔者，得於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後，將原設立許可幼兒園之
部分招生人數，轉為兼辦國
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之人數；其核准條件、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爰修正本辦法法源依據之項
次。

第二條

幼兒園具下列各款 第二條

幼兒園具下列各款 本條未修正。

條件者，得申請將原許可

條件者，得申請將原許可

招收幼兒之部分人數，轉

招收幼兒之部分人數，轉

為兼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為兼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之人數：

課後照顧服務之人數：

一、原設立許可空間有空

一、原設立許可空間有空

餘。

餘。

二、有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二、有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專用之

課後照顧服務專用之

室內活動室。

室內活動室。

三、幼兒專用室內活動室

三、幼兒專用室內活動室

與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與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專用室

課後照顧服務專用室

內活動室可明確區隔。

內活動室可明確區

前項兼辦國民小學階

隔。

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之人

前項兼辦國民小學階

數，不得超過幼兒園原核

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之人

定招收幼兒人數之二分之

數，不得超過幼兒園原核

一，且每班以三十人為

定招收幼兒人數之二分之

限。

一，且每班以三十人為

前二項規定於幼兒園

限。

之分班，不適用之。

前二項規定於幼兒園
之分班，不適用之。

第三條

前條申請，應填具 第三條

前條申請，應填具 一、配合內政部修正建築物

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

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

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件，向直轄市、縣（市）

件，向直轄市、縣（市）

法第二條之附表二「建築

主管機關為之，經核准後

主管機關為之，經核准後

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

始得辦理：

始得辦理：

例」
，其 F3 類組舉例項目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

增加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本。
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計
畫書。

本。
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計
畫書。

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一
項，以該舉例項目增加
後，未來幼兒園兼辦國民

三、幼兒園與兒童課後照

三、幼兒園與兒童課後照

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顧服務人員編制及人

顧服務人員編制及人

無需變更使用執照為 D5

力運用計畫。

力運用計畫。

類組，消防安全設備亦無

四、建築物位置圖、平面

四、建築物位置圖、平面

需重新檢討，爰修正第四

圖 、使用圖說及其概

圖及其概況：包括建

款申請文件，刪除建築物

況，並以平方公尺註明

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使用執照及消防安全相

樓層、各隔間面積、用

建築物竣工圖、消防

關文件，並酌作修正。

途說明及室內外總面

安全設備圖說及消防 二、其餘未修正。

積。

安全機關查驗合格之

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專

證明文件，並以平方

用之設施及設備檢核

公尺註明樓層、各隔

表。

間面積、用途說明及
室內外總面積。
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專
用之設施及設備檢核
表。

第四條

前條第五款之設施 第四條

前條第五款之設施 本條未修正。

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

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

定：

定：

一、招收兒童十五人以下

一、招收兒童十五人以下

之班級，其專用之室內

之班級，其專用之室

活動室面積不得小於

內活動室面積不得小

三十平方公尺；十六人

於三十平方公尺；十

以上之班級，每室不得

六人以上之班級，每

小於六十平方公尺。但

室不得小於六十平方

室內活動室面積得採

公尺。但室內活動室

個別兒童人數計算方

面積得採個別兒童人

式為之，每人室內活動

數計算方式為之，每

空間不得小於二點五

人室內活動空間不得

平方公尺。

小於二點五平方公

二、提供符合國民小學階
段兒童需求之桌椅、用

尺。
二、提供符合國民小學階

品及教具等設備。

段兒童需求之桌椅、

三、提供符合國民小學階

用品及教具等設備。

段兒童尺寸之衛生設

三、提供符合國民小學階

備。
前項第一款之面積，

段兒童尺寸之衛生設
備。

不包括陽臺、牆、柱、出

前項第一款之面積，

入口淨空區及盥洗室（含

不包括陽臺、牆、柱、出

廁所）等非供兒童活動之

入口淨空區及盥洗室（含

空間。

廁所）等非供兒童活動之

第一項第三款之衛生

空間。

設備，應與二歲以上至入

第一項第三款之衛生

國民小學前幼兒明確區

設備，應與二歲以上至入

隔，且不得共用；其數量

國民小學前幼兒明確區

應依建築法及其相關法規

隔，且不得共用；其數量

有關小學建築物之規定辦

應依建築法及其相關法規

理。

有關小學建築物之規定辦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與

理。

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與

幼兒使用室外活動空間之

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時間，應有區隔。

幼兒使用室外活動空間之
時間，應有區隔。

第五條

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第五條

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本條未修正。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每招收兒童二十人，

務，每招收兒童二十人，

至少置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至少置課後照顧服務人員

一人；未滿二十人以二十

一人；未滿二十人以二十

人計。

人計。

前項國民小學階段兒

前項國民小學階段兒

童不得與幼兒園幼兒混合

童不得與幼兒園幼兒混合

編班。

編班。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本條未修正。

主管機關受理幼兒園申請

主管機關受理幼兒園申請

兼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

兼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後，應於二個

後照顧服務後，應於二個

月內完成審查。但情形特

月內完成審查。但情形特

殊者，不在此限。

殊者，不在此限。

經直轄市、縣(市)主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未通過者，直

管機關審查未通過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連同理由通知申請人。
第七條

應連同理由通知申請人。

幼兒園經直轄市、 第七條

幼兒園經直轄市、 本條未修正。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兼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兼

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

辦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者，直轄市、縣

照顧服務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換發設

（市）主管機關應換發設

立許可證書。

立許可證書。

前項換發之設立許可

前項換發之設立許可

證書，應載明兼辦國民小

證書，應載明兼辦國民小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之業務。

之業務。

第八條

幼兒園有停止兼辦 第八條

幼兒園有停止兼辦 本條未修正。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之必要，應填具申

顧服務之必要，應填具申

請書，敘明理由及在園兒

請書，敘明理由及在園兒

童之安置方式，並檢具相

童之安置方式，並檢具相

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

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

始得辦理，並應對外公

始得辦理，並應對外公

告。

告。

前項停止兼辦國民小

前項停止兼辦國民小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之人數，有再轉為原招收

之人數，有再轉為原招收

幼兒人數之必要時，應重

幼兒人數之必要時，應重

新申請或併前項申請為

新申請或併前項申請為

之，經直轄市、縣（市）

之，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

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

理。

理。

第九條

幼兒園提供國民小 第九條

幼兒園提供國民小 目前幼兒園兼辦國民小學兒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學 階 段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童課後照顧服務，尚無購置

務，其服務內容、人員資

務，其服務內容、人員資 或租賃交通車載運國民小學

格及收退費規定，準用兒

格及收退費規定，準用依 兒童之相關規定，爰修正第

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一項及增列第二項明定之。

設立及管理辦法之相關規

障法第七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辦理；其有購置或租賃

定訂定之兒童課後照顧服

交通車載運國民小學階段

務中心相關規定辦理。

兒童之必要者，準用學生
交通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前項交通車不得載運
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之幼兒；違反者，依本法
第五十一條第六款規定辦
理。
第十條

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第十條

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一、第一項未修正。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二、配合本法於一百零二年

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依

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依

五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

本辦法、本法與其相關法

本辦法、本法與其相關法

第五十五條，原第五項

規、建築法與其相關法規

規、建築法與其相關法規

得辦理國民小學階段兒

規定辦理。

規定辦理。

童課後照顧服務之規定

幼兒園除依本法第五

幼兒園除依本法第五

業修正為第六項，爰修

十五條第六項規定或依本

十五條第五項規定或依本

正第二項，配合修正之。

辦法申請經核准兼辦國民

辦法申請經核准兼辦國民

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者外，不得辦理國民小

務者外，不得辦理國民小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

務。

第十一條

幼兒園兼辦國民

一、本條新增。

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二、明定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學階段兒童課後照顧服

應命其限期改善；經限期

務者，違反人員編制、管

改善三次仍未改善，或情

理、設施設備、服務內

節重大者，得為停止兼辦

容、人員資格、收退費、

六個月至二年或廢止其兼

購置或租賃交通車載運

辦許可：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等相

一、 違 反 本 辦 法 所 定 有

關規定之處理。

關人員編制、管理及

三、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

設施設備之規定。

服務，雖為兼辦之型

二、 違 反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態，惟其人員編制、管

服務班與中心設立

理、設施設備、服務內

及管理辦法所定有

容、人員資格、收退費、

關服務內容、人員資

購置或租賃交通車載運

格及收退費之規定。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等事

三、 違 反 學 生 交 通 車 管

項攸關兒童及家長之權

理辦法所定有關購

益，如有違反，應予以

置或租賃交通車載

適當處理，其處理方

運國民小學階段兒

式，情節較輕，具可改

童之規定。

善空間者，先限期改
善，如情節重大或屆期
仍未改善達三次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則得採積極作為，按
情節輕重採停止兼辦國
民小學階段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一定期間，或廢
止兼辦許可。

第十二條
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一、條次變更。

國 一 百 零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施 二、配合本次修正，修正本
行。
辦法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