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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課後托育政策是近年來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的課題，本研究的目的
在了解中國大陸 2003 年至 2020 年課後托育的問題、政策內容與影響。
經文獻分析與訪談發現，課後托育的問題主要有「學校課後服務缺
乏明確資源支援」、「學校師資負擔過重」、「營利式托育缺乏管理」、「托
育環境與師資素質參差不齊」、「托育內容以學科教學為主」、「學校式托
育將影響低端營利式托育，但階層化結構不變」
、等六個問題。
自 2003 年中國公告一系列禁止學校收費的規定後，中央與地方又對
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發佈了許多指導意見，歸納出此階段課後托育因
受影響而有「地方政府整合資源辦理學校式課後托育」、「營利式課後托
育全方位合一」、「課後托育營運流程標準化與制度化」三大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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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licy of after-school childcare.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as : (1) to discover the problems of the after-school childcare in Mainland
China; (2)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after-school childcare policies in
Mainland China; (3)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fter-school childcare policies in
Mainland China.
After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after-school
childcare indicate six problems, namely, “lack of clear resource support for
after-school services”, “heavy burden for school teachers”, “lack of management
to for-profit childcare service”, “uneven childcare environment and teachers
resources”, “the content of childcare is based on subject teaching” , and
“school-type after-school childcare will affect low-end for-profit after-school
childcare, but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ill remain unchanged”.
Since China announced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school fees in
2003,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ssued many guidelines on the
after-school servic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ree
development trends are summarized, namely, “local government integrates
resources to handle school-style after-school childcare”, “for-profit after-school
childcare will be integrated in all aspects", and “after-school childcare is
expected to be standard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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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社會與家庭結構變遷迅速，學齡兒童放學後必須依賴家庭以
外 的 設 施 來 協 助 他 們 照 顧 其 子 女 ， 小 學 生 課 後 托 育 （ After-school
childcare）已經成為當前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很多國家已經將課後托
育列為國家層面教育公平與機會保障的重要政策（Sonenstein, Gates,
Schmidt, & Bolshun, 2002）
。我國目前的課後托育之供給主要是由私人營
利機構提供為主，許多家長把孩子送往安親班是因為子女的照護替代加
上多元入學影響下的家長期望，課後托育的需求愈來愈大。我國對於安
親班歷年來訂定了許多相關的規定，從1988年臺北市就已訂定「臺北市
兒童托育中心設置標準」
，2012年首次公告之後陸續修正的「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是近年來關於課後托育重要的改革，
各縣市也陸續發布了相因應的地方單行法規。
位於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20世紀90年代常見雙職工家長沒時間接
送與照顧孩子的午晚餐，把孩子寄放在熟人家或老師家，是一種臨時性
基於私人信任的無契約委託關係；亦有所謂的「小飯桌」
，是指20世紀後
10年由退休的老太太或工人開小餐館同時辦理起來的服務類型，主要是
替家長接送中午、下午放學的孩子,再幫家長照管孩子的午餐和晚餐，滿
足孩子「接送吃睡」等基本需求。
近年來因中國社會發展變遷速度很快，課後托育相較於臺灣規模更
大但問題更複雜，一般也可大致分為在家庭中提供學童課後所需的「家
庭式托育」
、利用學校全部或部分資源來提供兒童課後托育的「學校式課
後托育」
、社區組織依託社區場所招募志工的「社區式課後托育」以及最
為普遍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營利式課後托育」
。佔據主導地位的是私人
營利式課後托育，亦即中國所謂「市場化運作的託管服務」
（吳開俊、孟
衛青，2015）
。以營利為目的的託管機構在各大省市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

展，有以托育起家的專業託管機構、幼小銜接興趣班兼做托育、輔導課
兼做托育的都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3）轉發教育部等部門在「關於
2003年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中規定「不得將……午休
管理服務費、課後看護費……作為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事項」對中小學
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之後中國教育部又印發關於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
的指導意見來解決當時的課後托育問題。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究中國
大陸當時課後托育的問題、因應的課後托育政策及影響走向。
文獻搜尋主要是利用「中國國家圖書館」
（http://www.nlc.cn/dsb_zyyfw/qk/qkzyk/）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
刊數據庫」
（http://www.nssd.cn/）以「課後」為關鍵字蒐集相關的政策文
獻，同時針對百度網能找到的相關論文、書籍、期刊、政府組織出版品
等資訊進行分析；另由於所蒐集的文件或資料可能瞭解中國的課後托育
會不夠全面，因此透過訪談課後托育的專家或實務工作者，訪談名單包
括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與附小、延安大學教育科學院與附小、北京
社科院社會學所、閩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與附小、寧夏大學教育學院
等校的教授與教師，以及中國學後託管教育聯盟及幾個安親集團的理事
長或經理或執行長等實際從事托育工作者共13位，以WECHAT語音或視
訊方式進行多次且深入的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以
深入瞭解其政策的內涵。
訪談與文件分析參考Clandinin、Connelly和He（1997）的編碼方法，
分別註明日期、對象、地點與方法，如（20200130-TW-IV）即指2020年
1月30日對王教授訪談所得的資料。本研究將資料逐項分類比較，將屬性
相似者歸為一類，據此發展核心範疇，也採用三角檢核（Triangulation）
對以訪談及文件檔案進行三角檢核，看不同方法研究的結果是否一致，
也在篇幅內盡可能做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

貳、中國大陸課後托育的問題
歸納王東（2015）、尉遲學軍（2016）、趙亞男（2017）、劉麗梅和
李寧（2018）的文獻及對照訪談的結果，歸納出中國大陸2020年之前課
後托育的問題有：

一、學校課後托育缺乏明確資源支援
絕大多數省市的相關政策對公益性托育機構也沒有制度性的資金
支持。依託於政府財政支持的公立學校在政策及經費的支持不足，導致
學校課後托育處境困難。很多地方政府對於學校辦理課後托育並沒有做
出明確具體的經費「來源」規定， 2003 年 4 月中國教育部頒發「規範
教育收費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不得將……午休
管理服務費、課後看護費……作為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事項」
（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3）
，但沒有規範經費來源，使得一般學校更無
辦理校內托育的意願，雖然若干經濟發達城市仍積極探索學校舉辦托育
班的政策，但經濟不發達地區則闕如。
如浙江省教育廳（2013）
「關於在小學鼓勵開展學生放學後託管服務
的指導意見」提出利用學校和少年宮等解決學生放學後的看護和教育問
題，也沒有提供實質的制度保障和資金支援；又如 2014 年 2 月上海教委
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做好本市小學生放學後看護工作的通知」將開展放
學後看護服務工作所需經費納入年度教育經費預算，但各部門的職責具
體是什麼，服務機制該如何建立，經費占教育經費預算比重又是多少，
都沒有給予明確的指導，這就造成武漢和福州收取「託管服務費」或是
「午托管理費」的適法性值得商榷。地方政府無資源支撐投入不足，每
生均補貼額度少，導致學校無法提供優質的服務，學校因資金有限所造
成的教師、設備不足，是阻礙校內托育實施的重要因素。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最新的「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
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只有提到要學校主導辦理，一樣沒有規範經費。

二、學校教師負擔過重
除少數小學與大學及社會資源合作外，更多的是學校老師在支撐課
後托育班。儘管可以通過引入社會優質民辦機構資源作為補充，也可發
揮公益組織的力量將志工分配到各個學校去輔導學生，如江蘇大學附屬
學校小學部由江蘇大學和本部的 20 名退休教師撐起了學生彈性在校時
段的看護工作，上海市嘉定區民辦六裡小學則與至少 6 個志願者組織合
作，但這畢竟是極少數，存在許多問題。
一般開辦校內托育班的學校都需要超時工作，如師資配備、活動設
施供應與維護、整潔、保全、醫藥服務、水電供應等，一般教師每天早
晨7點到校，下午要延到5點半之後回家，每天工作近11個小時，工作辛
苦，責任重大，增加了工作量，縮短了休息時間，還增加了精神壓力。
因此，許多學校教師認為課後托育不應屬於學校的責任範圍，另對報酬
上也認為太低而有怨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
的指導意見」出台（公告）之後，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
服務責任」
，但實際上經費投入多少直接影響老師參與的積極性，作為學
校行政方，最擔憂的是學生在校安全以及服務經費問題，老師工作時間
變長報酬低，怨言就會很大，校方也難以為繼。幾位訪談的教師轉述:
教師每天的工作本來已經很辛苦了，寫不完的教案，看不完
的作業，加上各種工作的整理，下班後還得守著學生的話，…..
並且，對於課後輔導的費用，我們很不看好。額外增加了工
作量，又沒有足夠的利益，身心俱疲的老師們還有多少精力
來輔導？（20200304-TW-IV）
我們也能理解家長接孩子的難處，也非常理解並支援課後服
務工作的開展，因為這是學校和老師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不過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的確存在一些困難。…..因為參
與了每週兩次的課後服務，很多工作要擠佔週末節假日和晚
上的時間，的確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20200405-TA-IV）

現在許多地方已開始研究如何對參與課後服務的教師進行補貼，如
廣州市天河區鼓勵教職工參與校內課後托育，規定其參與託管所得收入
在學校原核定績效工資總量外核增，單列管理。天津市按照每年每生200
元的標準安排專項經費，對參與課後服務的學校和教師進行補助，包括
發放教師獎勵性績效工資。

三、私營托育缺乏管理
中國的課後托育由於缺乏相關管理政策的約束及監管，校外托育機
構在審查手續、收費標準、師資水準等問題不少。私營的小飯桌托育服
務目前仍是學生課後服務的多數，因民營托育機構涉及教育、工商、衛
生、物價、警政、消防等多個部門，法規也未明訂監管單位，沒有明確
的行業規範，對於託管機構的資格、場地設施、收費標準、服務內容、
衛生情況、人員健康、消防設施、從業人員資格、收費標準、師生比例
等都沒有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大量服務品質水準低下的托育機構存在，
嚴重阻礙了市場的良性發展，一旦出現安全事故，如何究責就是個頭疼
的問題（劉麗梅、李寧，2018）
。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5）印發「關於加強家庭教育工作
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加快形成家庭教育社會支援網路，構建家庭
教育社區支持體系」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18）也印發「關於下達
2018年度國家級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的通知」
，其中就有學生課後服務
業標準化試點項目；但除此之外，中國政府沒有構建成熟的小學生課後
托育制度體系，社會上的托育機構至今仍處於「無註冊、無資質、無監
管」狀態 (尉遲學軍，2017) ，小學生課後托育服務的主要供給者目前
依舊是市場運作的各類托育機構（趙亞男，2017）
，當前公告之各項意見
只是原則，與之相關的政策法規還處於空白狀態，既缺乏政策的規範指
導，也缺乏明確的辦學標準與管理措施。

四、托育環境與師資素質參差不齊
托育環境方面，多數民營托育機構環境堪慮，不少托管班都是以家
庭的形式經營，開在普通民宅裡，學生活動場地狹小，學生沒有自由活
動的空間，沒有消防設施和疏散指示標誌，也沒有專業的保全人員，安
全性不足。又既使多數托管班都會提供接送學生上下學的服務，但多有
接送車輛超載的情況，多數托育中心沒有衛生許可證，對飲食服務人員、
食品的採購和操作環境要求也不高，這使得學生的飲食安全存在潛在的
危險。相對而言，學校所提供的環境品質較為一致，但學校一般不提供
接送服務。
師資方面，公益性托育的師資以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志工）為主。
一般社區工作人員要忙各種工作，難以顧及學生的問題，而志願者流動
性大，服務時間不固定，也難以形成固定的服務團隊。再者，擔任志願
者沒有經過專門的培訓或教育，也沒有看護和教育學生的經歷，專業性
不足，無法做到適性的要求。而營利式托育的師資素質普遍不高，招聘
的教師一般不具教師資格，沒有教學經驗且流動性大，一次要照顧許多
孩子又要輔導課業，是課後托育普遍存在的問題。
市場上類似的托育機構數不勝數，一般都開辦在學校周圍或是居民
住宅附近，其服務理念、托育規模、運作模式、從業人員的素質差異都
非常大。但高端的連鎖安親集團的教師待遇高，甚至許多安親集團的教
師已經考取了中國大陸的教師資格證卻不願擔任有保障但低薪的學校教
師，寧願來高薪的安親集團工作。

五、除發達地區外，多數學校托育內容以學科教學為主
從中國政府頒佈的政策文本來看，校內托育服務除靜態活動外，應
配有一定比例的動態活動。依周紅霞（2016）的看法，中國小學生課後
托育的基本內容主要可以概括為「身體看護」和「教育服務」。「身體看
護」是基本的托育服務，包括課後接送、提供飲食服務，提供休息和行

為管理，保證人身安全等，而「教育服務」則是多元化的學習，「少數」
經濟發達地區可以確實做到教育服務，其內容非常豐富，如北京許多學
校的「科學家進校園」、「體育明星進校園」、「藝術家進校園」等活動。
儘管學校開設的內容豐富，但是每個班名額有限，有一些熱
門班很難報進去。我本來想給孩子報籃球班，但是名額 1 分
鐘就被搶完了，只好報了還有名額的剪紙班，但孩子興趣不
大。（20201207-TI-IV）
北京的某校課後服務擴大到每週 5 天，每天 2 小時，以自願
為原則，提供免費服務，內容以體育、藝術、美育為主，有
些學校開闢了面積較大的「延時看管服務活動中心」
，設有閱
讀區、英語動畫區、科技活動區，劃定了活動場
地。………………但實際的狀況就是教師看著寫作業，因為
有些自律性差的孩子就是不停說話，作業根本完不成。
（20200703-TF-IV）
「多數」都市的學校型托育，亦即實行校內託管的學校，都明文規
定了課後時間內學生活動內容，主要是由教師督促學生完成課後作業或
自習，不進行任何形式的學業輔導及其他學習活動。如安徽省教育廳
（2019）曾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通知」
，要求
自 2019 年春季學期開始所有中小學開展課後服務，嚴格規範課後服務的
內容和形式，要求「不得」用課後服務時間開展集體教學，
「不得」上新
課、補課和考試訓練，
「不得」加重學生課業負擔。也提出要合理界定教
師參加課後服務的工作時間和工作量，計入教師課時總量，納入教師績
效考核，嚴禁以課後服務名義亂收費，嚴禁違規發放補貼。但二位受訪
的安親業者就提到：
教委禁止學校借課後服務名義集體補課，領導要求禁止學校
借課後服務的名義組織學生集體補課、集體教學，堅決禁止
以課後服務名義亂收費。事實上即顯示了課後補課的狀況其
實相當普遍。（20200702-TZ-IV）

「話說我孩子的學校已經開始給學生上晚自習了，之前本來
晚上補課是被明令禁止的，現在校長終於找到依據，名正言
順開始補課了，老師和學生都怨聲載道，家長們倒是挺歡迎
的」
。（20200518-TT-IV）
另大多數營利式托育的小飯桌以及連鎖托育機構也是以
學科教學的「補課」為主，以提高成績為目的。就重視學科
知識的學習而言，中國更甚於台灣，中國家長對課後托育的
要求還是關注在考試的分數為主，如一位號稱是源自臺灣的
安親集團總經理就表示：
「中國家長，分數第一」
，也說：
「孩
子的品性、品德培養上面雖然很重要，但課業成績最重要」
（20201207-TM-IV）

六、學校式課後托育影響低端營利式托育，但課後托育階層化的結構
不變
名為共產主義的中國，其實課後托育系統仍是以市場經濟為主，是一種
金錢對價關係的消費服務（commercial services）。課後托育的服務很明
顯看出其城鄉的差異，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很早就有地方相對應的政策，
反之則無。中國許多省市已經開始試行校內託管方案，以家長自願、託
管費用由家長與學校共同負擔的原則進行，學校式的托育無疑較能讓家
長放心，因為學校在場地、設備、師資等方面具有優勢，更有利於小學
生健康成長。對於家長來說經濟負擔低也能兼顧安全。不同地區也是有
明顯階層化的現象，中國大陸的經濟發達地區已紛紛出臺相關辦法或意
見，但經濟弱勢地區許多連辦法都未開始制定。
營利式的托育機構注重服務理念和運作模式的創新，因口碑好或是
有品牌收費昂貴，一位難求，經營方式有「單店經營」
、
「連鎖加盟」
、
「連
鎖直營」等；中高端課後服務主要分為以新東方「百學匯」為代表的巨
頭自營連鎖、以貝爾安親為代表的品牌加盟連鎖、以萬科「V-learn」為
代表的地產教育綜合體三大主流模式（齊魯壹點，2017）
。如某課後聯盟
的重要成員就提到：

「高中低端的各種課後托育仍是百花齊放，以高端的萬科地
產的萬科四點半、東原地產的童夢童享這樣的地產機構仍在
社區提供高階層家庭的服務」（20200105-TA-IV）
當前中國的教育部門大力推動學校式托育政策的實施當然不會對上
述托育機構帶來大的衝擊，但是一些小型、單一的托育機構勢將受到巨
大衝擊，或被迫提升服務品質，否則就會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課後托
育服務的提供者基於利潤獲取，會傾向高獲利的服務對象，迎合家長便
利性的需求，課後托育的服務措施，主要還是一種金錢對價關係的消費
服務（Commercial services），社會上同時並存的多種經營模式，反映了
課後托育的階層化現象。且大部分的家長需求仍是輔導課業，甚至學習
各項才藝。越來越多對品質服務有要求的家長將傾向於高端課後托育，
更注重對孩子的教育的投入，更傾向於選擇品牌質量好、便捷的輔導方
式。

參、中國大陸課後托育的政策
一、中央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1991）在「社會力量辦學印章管理暫
行辦法」早就提及各級各類補習班、輔導班、培訓班和進修班是學校以
外的社會力量辦學機構。學校組織的課後服務很早以前就有，學校提供
校內「託管」是指學校充分利用其場館設施、師資、設備等方面的天然
優勢，為放學後無人看管的學生提供暫時性教育和管理服務，屬於公益
性服務。最初只是看護學生安全並提供完成課業的場所，後期逐漸增加
學業輔導及興趣課程等，因其收費低廉、學生安全有保障而受家長歡迎。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4）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五部
門頒發的「關於 2014 年規範教育收費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
明確規定「不得將……午休管理服務費、課後看護費……作為服務性收費
和代收費事項」，相關的規定還有「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關於規範中

小學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教育部「學校衛生條例」
等對課後托育的時間、收費問題有零星規定（楊啟光、朱純潔，2014）。
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4）
「關於在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
推行一費制收費辦法的意見」及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18）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義務教育免收學費、雜費，其中
對義務教育收費進行了嚴格的界定，嚴禁學校以各種理由收取無關費
用，明確提出不得將「課後看護費」作為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事項，自
此，具有收費性質的學校開始陸續取消托育服務，各地區開辦校內「晚
托班」的學校紛紛停辦。由於中國大陸大部分小學放學時間集中在下午
3 點到 4 點半之間，學生的「6 小時學習制」與家長的「8 小時工作制」
存在時間差，校內托育遭遇重大挫折，在校課後服務因不能另外收費而
被迫取消，大量的學校託管班關閉，出現了「三點半」
（家長必須在三點
半前去接孩子）的現象，形成「接送難」
「看護難」的問題（鄭真江、陳
光華，2017）
。
但家長對關閉學校託管班這一做法並不滿意，他們呼籲政府能夠擔
起職責，支持並鼓勵學校作為主體承辦託管班。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和學
校積極探索解決這問題的方法，有些城市開始嘗試由政府政策和資金支
援的的公立學校在校託管服務，亦即由政府買單，以學生數撥款的方式
補貼學校提供課後服務，如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城市（周紅霞，2015）
。
跟社區有關的托育政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6）發佈「教
育部等九部門關於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提出：「引導各級
各類學校和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社區教育」
、 「2020 年建設全國社區教育
實驗區 600 個，建成全國社區教育示範區 200 個」、 「積極開展才藝展
示、參觀遊學、讀書沙龍等多種形式的社區教育活動」
，也使得社區公益
式得以快速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7）印發「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
工作的指導意見」是最新的課後托育政策，該意見首次明確了課後服務
的主要管道是「中小學校」
、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
任」
，建立家長申請、班級審核、學校統一實施的工作機制。教育行政部
門要積極協調學校、社區、校外活動中心等資源，要堅持「家長學生的
自願原則」
，優先保障留守兒童（父母親在外地工作的兒童）等需服務群
體。並明確提出「要把課後服務工作納入中小學校考評體系」
。課後服務
內容則主要是安排學生做作業、自主閱讀、體育，以及娛樂遊戲、拓展
訓練、觀看適宜兒童的影片等。
私人營利的課後托育政策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18）發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
，也提
出針對「課後三點半」難題， 提出的意見包括「校外培訓是學校教育的
補充」
、
「開展專項治理」
（由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原
國家工商總局等四個部門一起管理）、「明確設置標準」、「依法審批登
記」
、
「規範培訓行為」
（培訓要向縣級教育部門備案）
、
「強化監督管理」，
已開始針對校外課後托育的亂象研擬相關規範。之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
員會（2018）印發「關於下達 2018 年度國家級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的
通知」
，確定了 2018 年度國家級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計劃 160 項，某
個安親集團的學生課後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入選 2018 年度國家級服
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是中國唯一一家學生課後服務機構入選項目。

二、地方
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4）「關於在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
推行一費制收費辦法的意見」以及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18）
新「義務教育法」等對義務教育收費進行了嚴格的界定，為解決各地的
課後托育問題，因此北京、廣州、上海、福州、武漢、南京、成都等地
在 2014 年前後陸續頒佈了有關學生課後托育的政策。以下綜合周紅霞
（2015）
、婁丹（2018）、黃行福（2015）、楊啟光和朱純潔（2014）、陶

萍萍、吳玲和葛金國（2016）
、譚慧容（2012）的研究歸納中國大陸各地
方政府因應中央的政策表現如下：

（一）北京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2014）發佈「關於在義務教育階段推行中小學
生課外活動計畫的通知」
，提出按照「政府主導、社會支援、學校組織、
學生自願」的原則，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形式，開展體育、文
藝、科普等形式多樣的社團活動，全面提升北京市中小學生的綜合素質。

（二）上海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14）頒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做
好本市小學生放學後看護工作的通知」
，提出開展放學後看護服務的學校
要覆蓋所有小學，看護服務的對象為家庭看護確有困難的學生。2017 年
春季開學後，上海在小學試點推行放學後「快樂 30 分」活動，每週安排
4 天，每天活動時間一般不少於 30 分鐘，學生可自願選擇參加。

（三）廣州
廣州市將小學生在校托育工作視為學校為民服務的專案之一，採用
政府財政補助的方式開展在校托育服務。廣東省人民政府（2014）
「廣州
市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小學午休和課後託管服務財政補助辦法」獲審議通
過，自2014年9月1日起對全市小學生午休和課後託管服務進行財政補
助，補助標準為每天人均2元，同年12月發佈「廣州市小學生課後在校託
管工作指引」
，為確實存在接送和看護困難的學生，採取「學生自願、家
長委託、學校統籌、相對集中」的託管方式（人民網，2014）。

（四）成都
成都市教育局在2014年4月8日頒佈「關於鼓勵開展小學生放學後託
管服務的通知」
，將青羊區「四點半學校」的經驗向全市推廣（四川日報，
2014）
。該通知指出「託管」服務是保障學生安全和解決部分家庭實際困
難，對小學階段學生家長確有困難無法按時來校接回的學生進行集中管
理的服務工作。也規定，各區（市）縣教育行政部門要嚴格按照「全市

公辦中小學校收費專案和收費標準有關事宜的通知」執行託管服務經費
規定。

（五）武漢
武漢市教育局在2014年6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全市小學生託
管服務工作的通知」
，提出全市有託管條件的小學面向全校學生，本著「學
生自願、家長委託」的原則開展小學生託管服務，託管時間為中午午休
和下午放學後，大約4個小時（武漢晨報新媒體，2016）。湖北省教育廳
（2016）又發佈「省教育局物價局關於開展小學生課後在校託管服務的
指導意見」提出學校應該合理利用自身的優勢條件開展託管服務，學生
家長和學校、縣級教育行政部門和物價部門應共同做好監管工作，也提
出在校托育遵循「家長自願、成本分擔」的原則。
各省市解決問題的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將小學生課後托
育視為重要的工程，以政府財政補助通過以撥款的形式開展公益性課後
托育，以北京、廣州、上海為代表；另外一種模式是在政府支援之下收
取少量的托育費用的在校托育服務，可以概括為「學生自願、家長委託」
與「成本收費」，主要代表是武漢。
2017年2月24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印發「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
工作的指導意見」是在各地的政策之後所訂定的原則，在中國由上而下
的政策指引下，全中國大部分省市結合本地實際更積極開展課後服務工
作的有效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課後服務工作模式（周紅霞，2015）。
如長春市人民政府（2017）發佈「關於小學生課後免費託管服務蓓蕾計
畫的實施意見」、2017年6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17）下發「關於在本
市小學試行快樂50分拓展活動的通知」都是由教育局撥款，學校教師承
擔托育工作，其中「蓓蕾計畫」與「快樂50分」就是地方政府各具特色
的創意政策。

以社區為主體的課後托育，如重慶、廣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以
社區、社區教育學院和團組織等，長期以來一直都有依託社區、文化館
（站）等公共文化服務場所和設施，招募志願者（志工）
、吸納家長、聘
請專業人士等，透過社會捐贈、適當收費等管道籌措經費提供課後服務。
如上海市世博家園社區「快樂三點半」項目，由上海市浦東非營利組織
發展中心和上海睿新社區服務中心聯合在三林世博家園的市民中心開
設。市民中心提供託管場所，雪野世博幼稚園、世博家園實驗小學和浦
東新區教育學院實驗中學以志願者的形式提供教師，社區服務中心組織
營運並提供組織管理等義務服務；又如北京市海澱區的「兒童工作站」、
深圳市羅湖區的「四點半學校」
、內蒙古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創辦「陽光天
使託管課堂」等等，但整體來說量非常少（尉遲學軍，2016）。
營利式課後托育方面雖然中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
構發展的意見」已可見未來開始要逐步規範課後托育機構，但目前仍無
具體規範。

肆、中國大陸課後托育政策對課後托育發展的影響
一、地方政府整合資源辦理學校式課後托育
統整訪談者的意見與文件發現，許多地方政府在推展課後托育工作
遇到一、前節所述之困難，如財政補貼有限、受益學校資金不平衡、參
與課後托育教師付出得不到認可等。所以有些地方政府開始一方面通過
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開展各種課後多元的社團活動，另一方面也開
始嘗試整合區域內校內外體育、藝術、科技等場館資源，在發展校本課
程的基礎上開始推動課後托育。同時也開始引進大學、私人機構、俱樂
部、科技館等校外機構的教師，共同參與課後托育工作。
如雲南省昆明市的官渡區教育體育局就組織區內各公益機構實施
課後服務，也鼓勵文化、體育、科協、退教協、團委、工會、婦聯等單

位向學校提供公益性服務活動，鼓勵退休教師、志願者、家長等一同參
與課後服務。

二、課後托育營運標準化與制度化
美日等國都有規定，學後托育事業主要由國家和地方政府財政來保
障適齡兒童的托育需求，相應的法律中明確對師資培訓、監督制度、學
後託管機構的使用面積、空間設置、人員配備、監管體系等都有系統的
規定，我國也是如此。綜合訪談者的意見，預期課後托育將走向標準化，
課後服務機構將走進統一規範化管理的新時代。中國大陸政府部門目前
公告的法規對課後托育的規定如師資管理和培訓等並無規範。
2018年，湖南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確定314個項目列入2018年度第一
批湖南省地方標準制修訂項目計劃，課後服務機構通用要求和等級評定
包含其中，指定由湖南貝爾安親雲教育有限公司承接主持「課後服務機
構等級評定」
、「課後服務機構通用要求」等二個省級地方標準的制訂和
立項工作制定。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18）印發「關於下達2018年
度國家級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的通知」
，確定了2018年度國家級服務業
標準化試點項目計劃160項，湖南貝爾安親學生課後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
目是唯一以課後服務入選國家級服務業標準化試點項目。

三、營利式課後托育服務「全方位合一」
「全方位合一」
（all in one）即集所有的功能於一體的意思，是
指托育為求「安親」
，安家長的心，必須應對最新社會變遷的家庭市場需
求。中國目前許多托育機構是以小學為核心或圍繞社區而展開服務，便
是因應孩子接送的強烈需求，交通問題佔大量的家長時間成本，又受到
所處城市交通狀況及家長可支配時間的影響，令多數兒童的家長苦不堪
言。在小學門口接近放學時間時，常就可以看到安親班的工作人員舉著
帶有品牌的牌子接孩子到托育機構，營利式托育業者會在學生接送服務

方面建立機制保障學生安全，會要求老師提前20分鐘抵達小學門口等候
孩子放學，會設計安全接送的路線設計等等。
歸納訪談者的意見，許多機構剛開始只是單純接送和看護孩子
並提供學習的場所，但隨著父母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和期望的提高，托育
機構的業務開始提有了多樣的變化，逐漸融入了課業輔導、課外閱讀、
興趣指導、社會性和實踐性活動等高級托育服務，因托育機構在一個相
對集中的區域內，提供了全方位包含託管、才藝學習、素質教育、補課、
安全看護等服務。
王順民（2005）曾提出課後托育「典範改變」
（Paradigm shift）的觀
點，認為課後托育的目的、本質、提供者的角色都在改變，課後托育不
應只是「照顧」
。課後托育已經超越單純的保育功能，而是一種結合著多
種功能的服務機制設計，藉以滿足父母雙親對於小孩多重目標的成長需
求（Multiple growth needs）

伍、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中國大陸課後托育的問題、政策與影響走向，
主要透過訪談與文件分析法來蒐集資料進行分析。主要發現問題有學校
課後服務缺乏明確資源支援、學校師資負擔過重、營利式托育缺乏管理、
托育環境與師資參差不齊、托育內容以學科教學為主、課後托育階層化
結構不變等六個問題；政策則主要探討「關於規範教育收費治理教育亂
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
、
「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關於規範中小學服務
性收費和代收費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教育部「學校衛生條例」
、
「關於
在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推行一費制收費辦法的意見」等規定，許多校
內課後服務因不能另外收費而被迫取消，但經濟發達地區紛紛積極探索
由政府政策和資金支援的的公立學校在校託管服務。2016年「教育部等
九部門關於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與2017年印發的「關於做
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都為因應課後托育問題而頒佈。

中央與地方陸續頒佈了有關學生課後托育的政策，則使地方政府整
合資源辦理學校式課後托育、營利式課後托育走向全方位合一、課後托
育營運流程走向標準化與制度化。
台灣的安親集團大約在2013年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如「超優教育」
與「灝學安親」
，都是在台灣經過多年的發展後進軍大陸託管教育行業。
台灣的安親市場因少子化的影響基本上已看不到前景，而對岸的經濟發
展與二胎政策等紅利正方興未艾，尤其是三、四、五線城市多在人口輸
出的人口大省，老人與留守兒童的家庭組合較為常見，又這些區域的房
屋租金和人工成本較低，因此成長快速，雖然法規制度跟不上發展的腳
步，再加上同文同種有文化和語言優勢，已經成為這個行業的一股重要
力量。另台灣在中華文化傳統的保護和傳承做得非常好，教育的發展也
多能與西方社會接軌，許多細節非常值得中國大陸在發展課後托管時借
鑑。
雖然台灣目前的課後托育一樣有如同中國大陸的各種問題，但很明
顯規範公民營課後托育的法規相對之下較健全也成熟，針對補習班與安
親班違法經營問題，也積極訂定或修正補習班與課後照顧班各項法規，
預期未來兩岸的課後托育都將走向標準化，課後服務機構也將走進統一
規範化管理的新時代。以課後師資培育為例，目前台灣各地方政府可依
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一般是規劃
180小時，相關的課程內容也有所規範。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1a）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
育階段學生 作業負 擔和校 外培訓的 意見 」，中 華人民共和 國教育部
（2021b）之後又發布「關於進一步明確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學科類和
非學科類範圍的通知」
，對中國的公私營課後托育產業產生了巨大衝擊，
課後托育在中國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尚待未來後續再行深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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