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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回復事項一覽表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 

張議員錦豪 

張議員維倩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市府針對文林公托不當管教事件，

處理情形? 
社會局 2 

2 

張議員錦豪 

張議員維倩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市府針對文林公托不當管教事件，

處理情形? 
法制局 6 

3 

張議員錦豪 

張議員維倩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市府對於文林公托不當管教事件，

後續積極作為?未來建請市府規劃

建置托嬰影像監管雲或研擬其他可

行替代方案。 

社會局 12 

  



2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張議員維倩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9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5 日 

質詢事項： 

市府針對文林公托不當管教事件，處理情形？ 

 

答復內容： 

一、本府社會局於接獲中心回報本案後，即派員前往現場瞭解，經查可愛班托育人員

有照顧動作粗暴，如拖行幼兒、拉扯幼兒脖子、按壓嬰幼兒頭部等情形，中心主

任表明 5月 26日至 28日監視器畫面遭其誤刪，家長欲瞭解該班實際發生情形，

及幼兒有無遭不當對待之情形。 

二、傍晚由本府社會局許副局長及兒童托育科林科長至現場瞭解，經家長要求通知該

班所有家長，稍晚並與該班所有家長說明： 

(一)為保障家長持續送托需求及權益，即刻解聘可愛班 3位托育人員，並自 6月 3日

起由中心主任並調任代班托育人員 3人支援。 

(二)由本府社會局兒童托育科與該班家長建立 LINE 群組，以瞭解該班家長訴求，家

長有任何意見可立即反應。 

(三)本府社會局要求中心工作人員於 6月 3日中午前完成陳述意見，並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進行裁處。 

(四)針對承辦單位未善盡管理督導之責、現場人員不當對待及未依法通報部分，本府

社會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行裁處。 

(五)6月 3日起提供可愛班家長線上觀看監視器畫面。 

(六)監視器畫面保存提供警察局及本府社會局。 

三、行政裁處 

(一)托育人員： 

1.陳怡如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 1項第 15款，裁處新臺幣 12

萬元罰鍰、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與 5 年內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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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並公告其姓名。 

2.康淑琄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5 款，裁處新臺幣 9

萬元罰鍰、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與 4 年內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並公告其姓名。 

3.林佩璇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5 款，裁處新臺幣 6

萬元罰鍰、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與 3 年內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並公告其姓名。 

4.丁怡萱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裁處新臺

幣 9 萬元罰鍰、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與 4 年內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並公告其姓名。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土城幼兒教保協會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3 條第

2 款，裁處新臺幣 24 萬元罰鍰，令其於 1 個月內限期改善，改善內容需針對本

次不當對待事件整體檢討及後續改善（包含對嬰幼兒之情緒輔導、對家長說明原

委）、中心整體管理、人員法制觀念之建立。 

(三)另中心主任及護理師未及時通報，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各

裁處 6萬元罰鍰。 

四、地檢署告發：經考量本案監視器畫面 5月 26至 28日遭刪除，且 4位托育人員不

當行為已發生多次，擔心當事人串供，恐有涉及偽造、變造、湮滅證物等情事，

且又為避免外界質疑本府社會局球員兼裁判、期待第三方公正機關介入調查，及

偵查行為較行政調查強度更高，故將全案向檢方提出告發（包含告發陳姓托育組

長，據悉該員目前未到其他托育機構任職，後續將持續追蹤其任職情形），以保

障幼兒及家長權益，另本府社會局業已於 6 月 10 日行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請承辦檢察官儘速傳喚家長到庭觀看文林公托內監視器畫面，並提供聲請傳喚狀

範例予家長聲請。 

五、家長座談會：本府社會局於 6月 7日及 8日召開家長座談會說明，並邀集兒童精

神專科權威林亮吟醫師、本府法制局王治宇主任消保官、養心心理治療所廖原賢

院長等人，針對家長所提出的法律問題給予明確說明，並提供家長有關幼兒情緒

反應或心理健康等諮詢。 

六、現場照顧因應 

(一)為穩定現場照顧，本府社會局已指派新主任進場協助，其學經歷豐富，曾任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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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托育營運管理中心主任、新北市三重台北橋公共托育中心主任、長庚科技

大學幼兒保育系園所實習輔導老師、業界講師、托嬰中心評鑑訪視委員等。 

(二)本府社會局亦依家長座談會結論，請中心開放行政接待區電視牆分享當日托嬰活

動空間監視器畫面，俾利家長在接送時可隨時觀看。 

(三)有關心理支持部分，自 6月 8日起至 6月底安排心理諮商師駐班觀察，並依家長

需求轉介個別諮商。 

七、整體檢討及策進作為 

(一)監視器法規落實及管理 

1.加強本市各托嬰中心落實「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之規定。 

2.本府資訊中心刻正研議建置本市托嬰中心監管系統，以利於現場監視器畫面遺失

時提出警示通知。另研議本市托嬰中心監視畫面雲端備份機制，以確保監視畫面

保存。 

3.要求承辦單位定期抽查中心監視器畫面，檢視托育人員照顧動作，本府社會局亦

會檢視其落實執行情形。 

(二)培力訓練 

1.已將本案納入 109年度 6月 10-12日、19-20日、7月 7-8日等 3梯次之本市托嬰

中心主管人員調訓課程內容，透過實際案例討論，達強化現場托育安全之相關知

能。 

2.持續辦理托育安全等專業培力，以加強提升中心專業人員及受託單位托育安全預

防及危機處理之知能。 

3.專家學者外督輔導：持續聘請專家學者至各中心現場輔導，提升其服務品質。 

4.議題訓練： 

(1)本府社會局已委託公共托育營運管理中心，以三級預防之架構規劃「新北市托育

安全 123」，透過一系列的防護計畫，從人員專業知能、照護環境的維護、情緒管

理，到完善的輔導機制，全面守護嬰幼兒及托育人員。 

(2)本府社會局亦於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在職訓練納入正念相關課程，俾利健全托育人

員心理，並給予正向支持。 5.承辦單位培力訓練：以本案當範例，辦理承辦單位

培力訓練，協助其工作管理，包含內督制度、監視器內控機制，人力獎懲及久任

策略等。 

八、後續稽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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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嚴格控管師生比，如托育人員缺額時，要求儘快補實，避免同承辦單位間不適當

調動人力，影響現場托育人員士氣。 

(二)觀察現場照顧情形，同時調閱中心監視器畫面，觀察托育人員照顧動作。 

(三)隨機抽查幼兒聯絡本，檢視家長意見及中心回應處理情形。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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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張議員維倩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9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0 日 

質詢事項： 

市府針對文林公托不當管教事件，處理情形? 

 

答復內容： 

一、 有關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地檢署）加強溝通監視器影像查看事宜，本

府社會局業於 109 年 6 月 10 日函請地檢署協助家長觀看托育中心監視器畫面

（如附件 1），另本府法制局亦於 109 年 6 月 11 日協助製作聲請書狀範本（如

附件 2），並提供予家長向地檢署聲請。 

二、 本案經部分家長於 109年 6月 16日向地檢署聲請後，嗣經地檢署函復表示：證

物內容龐大，請家長靜待調查結果，待確認為被害幼兒之家長後，再傳喚到庭

等語（如附件 3）。 

三、 然為保障幼兒及家長權益，本府法制局又於 109 年 6 月 24 日協助修正前揭聲

請書狀範本提供予家長，以敦促地檢署儘速傳喚家長查看托育中心監視器影像

（如附件 4）。 

四、 109年 6月 29日議會質詢完畢後，本府法制局已再與地檢署溝通，並提供議員

所述之建議。 

五、 以上係本府就協助家長觀看托育中心監視器畫面一事之相關作為，因此事攸關

幼兒身心發展及家長告訴權，本府將持續關心本案進度及後續發展，以確保幼

兒及家長權利。 

 
承辦局（處、會）：法制局 

承辦科（組、室）：法規諮詢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盧科長拱晟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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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張議員維倩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9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5 日 

質詢事項： 

市府對於文林公托不當管教事件，後續積極作為？未來建請市府規劃建置托嬰影像監

管雲或研擬其他可行替代方案。 

 

答復內容： 

一、 策進作為： 

（一） 監視器法規落實及管理 

1. 加強本市各托嬰中心落實「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之

規定。 

2. 本府資訊中心刻正研議建置本市托嬰中心監管系統，以利於現場監視器畫面

遺失時提出警示通知。另研議本市托嬰中心監視畫面雲端備份機制，以確保

監視畫面保存。 

3. 要求承辦單位定期抽查中心監視器畫面，檢視托育人員照顧動作，本府社會

局亦會檢視其落實執行情形。 

（二） 培力訓練 

1. 已將本案納入 109年度 6月 10-12日、19-20日、7月 7-8日等 3梯次之本市

托嬰中心主管人員調訓課程內容，透過實際案例討論，達強化現場托育安全

之相關知能。 

2. 持續辦理托育安全等專業培力，以加強提升中心專業人員及受託單位托育安

全預防及危機處理之知能。 

3. 專家學者外督輔導：持續聘請專家學者至各中心現場輔導，提升其服務品質。 

4. 議題訓練： 

(1) 本府社會局已委託公共托育營運管理中心，以三級預防之架構規劃「新北

市托育安全 123」，透過一系列的防護計畫，從人員專業知能、照護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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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情緒管理，到完善的輔導機制，全面守護嬰幼兒及托育人員。 

(2) 本府社會局亦於托嬰中心專業人員在職訓練納入正念相關課程，俾利健全

托育人員心理，並給予正向支持。 

5. 承辦單位培力訓練：以本案當範例，辦理承辦單位培力訓練，協助其工作管

理，包含內督制度、監視器內控機制，人力獎懲及久任策略等。 

二、 後續稽查重點： 

（一） 嚴格控管師生比，如托育人員缺額時，要求儘快補實，避免同承辦單位間不適

當調動人力，影響現場托育人員士氣。 

（二） 觀察現場照顧情形，同時調閱中心監視器畫面，觀察托育人員照顧動作。 

（三） 隨機抽查幼兒聯絡本，檢視家長意見及中心回應處理情形。 

三、 另針對本市托嬰中心如因違法遭本府行政處分（如限期改善、裁罰等），本府將

副知中心送托家長知悉，改善結果亦同，以共同監督中心．維護嬰幼兒權益。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