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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縣學甲國小「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實施計畫 

壹、 依據：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要點。 

貳、 目的：以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為目的。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 主辦單位：臺南縣政府 

伍、 承辦單位：台南縣學甲國民小學。 

陸、 辦理方式： 

一、 每學期申請辦理，學校規劃辦理本服務時，應充分告知家長資訊，

儘量配合一般家長上班時間，並由家長決定自由參加，不得強迫。 

二、 學校自行辦理。 

三、 學校委託辦理：學校得就本服務全部或一部分委託立案之公、私立  

機構、法人或團體（以下簡稱受委託人）辦理。學校委託辦理時，

應符合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其收費數額、活動內容、人員資

格與在職訓練計畫、編班方式、辦理時間、辦理場所、管理方案及

相關必要事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學校並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受委

託人辦理本服務經評鑑成績優良者，學校得以續約方式延長一年。

學校委託辦理本服務應提供學校內各項設施及設備；受委託人須使

用學校以外之其他場所、設施或設備時，應以師生安全及服務活動

需要為優先考量，並經學校同意後，報本府核准。 

柒、 補助對象： 

以本校在學學生為對象，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優先免費參加（須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其餘身分學生則由家長自費參加： 

一、 低收入戶子女。 

二、 身心障礙學生：班級中若有身心障礙學生，應酌予減少班級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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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身心障礙學生以 2人為原則，並得視身心障礙學生照顧需要，

以身心障礙學生專班方式開辦。 

三、 原住民籍學生。 

四、 其他情況特殊經學校評估須扶助之學生，經報縣府核准者（申請時

請一併檢附證明文件，如學校或村里長開立之證明文件），得減免收

費。 

捌、 人數： 

一、 分散編班為原則。 

二、 學校自行或委託辦理本服務時，每班學生以二十人為原則，最多不

得超過三十五人。 

玖、 教學人員： 

提供本服務之人員，應具備本服務內容相關專長，並由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遴聘：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 

二、 曾任國民小學兼任、代理、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且表現  

良好。 

三、 公私立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四、 符合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但保母人員不包括在內。 

五、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勞政

等相關單位自行或委託辦理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

業訓練課程結訓。 

壹拾、 辦理內容： 

應本多元活潑之原則，並兼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與體能活動及生 

活照顧。各校得配合社會發展或學生需求設計活動課程，但不得辦 

理以升學為目的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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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收費（補助）基準： 

本服務收費基準，得由學校以下列計算方式為上限另行訂定： 

一、 教師鐘點費，若授課時間跨4點者一律以260元計算：  

一、學校自辦 上班時間（4點前）：260元/節 

下班時間：450元/節 

二、委託辦理 一併收費：410元/時 

二、 每位學生繳交（補助）費用（小數點無條件捨去）： 

三、 學校收費得採每月收費或一次收費，勿向受補助身分學生先行收 

費，以免因家長無法繳費而退出參加，造成核定經費後學生卻中途

退出，使得結餘款比例過高。 

四、 本服務總節（時）數因故未能依原定服務節（時）數實施時，應依  

比例減收自費生費用及繳回補助款。 

壹拾貳、 支用項目： 

一、 支付項目分為鐘點費及行政費。 

一、 學校自辦－1節課為 40分鐘 

學校上班時間，每位學生收費  新臺幣二六○元×服務總節數÷○‧七÷學生數 

學校下班時間，每位學生收費 新臺幣四五○元×服務總節數÷○‧七÷學生數 

一併於學校上班時間及下班時間

實施，每位學生收費 

(新臺幣二六○元×上班時間服務總節數÷○‧

七÷學生數)＋(新臺幣四五○元×下班時間服

務總節數÷○‧七÷學生數) 

二、 委託辦理－1節課為 60分鐘 

一併收費 新臺幣四一○元×服務總時數÷○‧七÷學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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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自辦之行政費含水電費、材料費、行政人員加班費（依實際需 

要請領）、外聘教師勞保費及勞退金；學校委託辦理之行政費含水

電費、材料費、行政人員加班費（依實際需要請領）、勞健保費、

勞退金、資遣費、獎金及意外責任保險等勞動權益保障費用。 

三、 鐘點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七十為原則，行政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三 

十為上限。委託辦理時，受委託人行政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二十為

原則，學校行政費以占總收費百分之十為限；收費不足支應時，以

支付鐘點費為優先。學校自行辦理本服務時，其收支採代收代付方

式辦理，並應妥為管理會計帳冊。 

四、 學校或受委託人每招收自費學生 20人，須自行負擔 1位弱勢身分 

學生減免之費用。 

壹拾參、 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 經縣府及教育部審查後核撥經費。 

二、 於辦理結束一週內，彙齊成果、、結餘款支票各乙份報府核銷，原

始憑證（指受補助學生之印領清冊）留校備查。 

壹拾肆、 成效考核 

經縣府定期訪視或評鑑學校辦理情形（含辦理及未辦理學校），

辦理成績優良者，由縣府核予相關承辦及協辦人員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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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Q&A 
   

1. 為什麼大陸籍配偶子女無法享有中央補助呢? 

A：外籍配偶子女原不屬於條文內補助對象，自 95 學年度起由內政部以專案計畫補助經

費；因該計畫係對於語言刺激不足之外籍配偶子女，藉由本服務給予適切作業指導及

生活照顧，而大陸籍配偶子女較無語言學習困難，所以不列入補助對象。 

有關大陸籍外籍配偶子女學生參加課後照顧者，若屬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及

情況特殊學生，請依照「國民小學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申請補助。 

 

2. 是否可簡化收費（補助）基準呢? 

A：鐘點費及行政費皆須依實際授課節數覈實支出，可支出行政費上限金額=實際支出鐘

點費÷0.7-實際支出鐘點費。計畫內所訂公式為收費（補助）上限，學校得以該計算

方式為上限，另行訂定收費（補助）標準。因每 1節課之行政費用甚高，學校可自

行斟酌減收行政費用，收費上限： 

學校自辦－4點前 每節課總費用＝371元

（260÷0.7≒371） 

鐘點費＝260元 行政費＝111元 

學校自辦－4點後 每節課總費用＝642元

（450÷0.7≒642） 

鐘點費＝450元 行政費＝192元 

委託辦理 每小時總費用＝585元

（410÷0.7≒585） 

鐘點費＝410元 行政費＝175元 

 

       建議方式如下所示，學校得以計畫內所訂公式為收費（補助）上限，另行訂定收費（補

助）標準： 

（1） 行政費計算方式固定為每節 100元或其他金額。 

（2） 依開班人數，每人每節收取固定金額： 

開班人數 學校自辦 4點前，每人每

節收取（補助）金額 

每節課總收入

範圍 

備註 

20-25 人 14元 280-350元 371÷25＝14.84 

26-30 人 12元 312－360元 371÷30＝12.37 

31-35 人 10元 310-350元 371÷35＝10.6 

 

3. 行政費可支用於點心費或午餐費嗎? 

    A：得支用與課後照顧班課程有直接相關性之材料費，如安排課程為包水餃、煮湯圓、綠

豆湯等等，不得以行政費支用午餐費。 

 另有關參加本服務之弱勢學生無力負擔午餐費用問題，應依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

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辦理，因課後照顧服務要點所補助之弱勢學生已在該要點補助

範圍內，故午餐用所需經費應配合辦理，不與另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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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何學期初才可申請經費，造成學期末核撥經費?各縣市政府情況不同有所調整 

A：經向教育部反應後仍決議於每個學期期初申請本項經費(因部分家長於期末答應參加

者，可能於下個學期初又不參加)，若學校辦理情形穩定，建議學校可於學期末先行

調查有意願參加人數。有關經費核撥速度較慢問題，因經費審查須經本府初審及教育

部複審才可核定補助經費，再加上行政程序所需處理時間所致。建請學校勿延報申請

經費表件或延送收款收據，以免延誤全縣彙整辦理時間。 

 

5. 校內教師也有照顧家庭的需求，若校內教師無意願擔任服務人員該如何辦理? 

A：建請依學校所處區域，嘗試外聘教師擔任服務人員，可以校內實習教師、校外儲備教

師或退休老師擔任本服務之人員。 

 

6. 放學時間不一，有學生回家安全之顧慮。 

   A：請於家長同意書內加註：由家長自行接送孩子回家；或者辦理低年級課後照顧班，將

課程安排與中高年級同一時間放學，請考量學校狀況並儘量配合一般家長上班時間。 



7 

附件二： 

 

台南縣學甲國小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情況特殊學生參加證明 
 

 

學生基本資料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家長姓名  關係  電話  

班級      

住址  

學生及家庭狀況之描述： 

 

 

 

 

 

 

 

學生在校表現概述： 

 

 

 

 

 

 

 

級任導師簽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請加蓋職名章或學校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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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南縣學甲國小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經費收支概算表 

 

一、 收費（申請補助）試算表範例： 

 預定辦理情形 說明 備註 

開設

班數 

1班 一年級。  

辦理

週數 

20週 99年 08月 31日－100年 01月 19日。  

每週

辦理

節數 

一年級：22節。   

參加

人數 

20人 一年級 20人。  

每生

每月 

收取

金額 

一年級：2176元。 

 

＊低年級： 

4點前－260元×8節×4週÷0.7÷20人=891元。 

4點後－450元×8節×4週÷0.7÷20人=1285元。 

891＋1285＝2176元。 

 

學校

依規

定吸

納數 

0元。 本校並未招收超過 20位一般身分學生。 

（依第十二條條文規定：每招收 20位一般身分學生，

學校或受委託人需吸收 1位弱勢學生費用，以吸收一

般身分參加較多的班級金額為準） 

 

申請

中央 

補助

金額 

122165元 弱勢身分學生裡一年級有 13人。 

（3人×891元×5月）＋（10人×2176元×5月）＝122165

元。 

 

自費 44035元 一般身份學生裡有 7人。  



9 

學生

收取

金額 

（5人×891元×5月）＋（2 人×2176元×5月）＝44035

元。 

 

二、 經費收支概算表： 

收入情形 支出情形 

項目 金額 項目（學校自辦） 金額 

自費生費用 44035 元 鐘點費 151620 

中央補助費用 122165 元 水電費  

社區資源  相關課程材料費 14580 

其他（請說明）  行政人員加班費  

  外聘教師勞保費  

  外聘教師勞退金  

  其他（請說明）  

合計 166200 合計 1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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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學甲國小辦理「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家長參加意願調查表 

一、 目的：以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為目的。 

二、 服務內容：提供家庭作業指導、才藝與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 

三、 服務對象：本校在學學生，由家長決定自由參加。 

四、 收費標準：低收入戶子女、外籍（不含大陸籍）配偶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及原住民學

生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即可由教育部全額補助參加本服務，其餘則為需收費之一

般身分學生，收費標準如附表。 

五、 開課時間：99年 08月 31日－100年 01月 19 日，計 100天。 

六、 開班人數：每班以 20-35人為原則，人數不足時將採跨年級混班，若未達開班人數標

準將停辦本服務。 

七、 上課地點：本校（教學環境數位化且安全）。 

八、 放學時間： 

【附表】一般身分學生收費標準： 

年級 每週節數 收費標準 

一年級 12節（下午四點以前，每天 3節，4天＊3 節＝

12節） 

260元×12節×4週÷0.7÷20人＝

891元 

一年級 10節（下午四點以後，每天 2節，5天＊2 節＝

10節） 

450元×10節×4週÷0.7÷20人＝

1285元 

說明：收費標準以 1班 20人計算之每人每月收費金額，將依實際開班人數做調整並另行通知

家長。 

學甲國小教務處 99.8.30 

------------------------------------------------------------ 
家  長  意  願  調  查  表  回  條 

□ 願意參加本服務並自行接送孩子回家。 

□ 不願意參加本服務。 

學生班級：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身分別：(非一般學生者，請於交回本表時，一併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一般學生    □低收入戶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 

□外籍（不含大陸籍）配偶子女    □原住民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