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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護理機構及月子中心因應客群推出高端設備與特

色服務，在少子化時代逆勢創造出亮眼的月子商機，

但也衍生不少收費、服務品質瑕疵、群聚感染與不當

照顧的消費爭議事件，影響母嬰的安全與權益甚巨。

本文期透過定型化契約締約與履約爭議進行法律實務

研析，協助消費者了解自身權益及司法實務上可為之

主張，俾達到保障消費公平之目的。

Because of high-tech equipment and customized service, 
postpartum care center and postpartum nursing care center 
have created business opportunity during the trial of sub-
replacement fertility. But consumer disputes affecting the 
security and rights of the mothers and the infants come 
at the same time, like charging dispute, defect of service 
quality, grouinfection and improper care. By th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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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gal practice about closing an adhesive contract and 
performance dispute, consumers could understand the right 
they have and the possible clam on legal practice. The 
equity of consumption could be made in the end. 

壹、前言

在少子化的國際浪潮推波助瀾之下，現代婚姻關係多係以

小家庭為基礎，在新生命誕生之際，因夫妻雙薪、單親或未

婚懷孕、人手不足等事由，通常沒有其他家屬可幫忙照顧嬰

兒，致產婦無法在家好好坐月子。為因應臺灣有產後坐月子之

傳統習俗，坊間有坐月子中心及產後護理機構（以下簡稱產後

護理之家）提供產婦及新生兒相關照顧服務。本文將從消費者

角度出發，就如何尋找合法妥適的產後護理之家？如何簽訂相

關契約（如一方發生無法履約時，消費者該如何爭取自己的權

益）？等事項探討簽訂此類定型化契約時應注意之處，以及履

約爭議發生後在司法實務上可為之主張。

貳、產後護理之家簽約時應注意事項

一、坐月子中心與產後護理機構之主要區別

（一）提供之服務內容不同

產後護理機構提供之服務內容包括：1.由醫師或護理人員

對產婦及嬰兒作健康狀況評估；2.護理人員應提供24小時服

務；3.產婦健康恢復及嬰兒哺乳；4.照護之教導課程、提供產

婦或嬰兒居住場所；5.提供產婦或嬰兒之膳食、哺乳、衣物及

洗滌等項服務；6.提供書報、雜誌等。坐月子中心則係指提供

第4∼6項服務之業者。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坐月子中心不能提

供醫療或護理療護之專業照顧（如產婦傷口照料及嬰兒肚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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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等）服務，且因兩者所提供之服務及專業度不同，所收取費

用亦大不相同。

（二）法律規範不同

產後護理機構受護理人員法及「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

規範，除須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合

法立案資格、開業執照外，其設施必須符合「護理機構設置或

擴充許可辦法」設置規範，且負責人及護理人員皆須符合護理

人員法所定資格條件，須領有護理師或護士證照，並供外界

查詢，且有嬰護比之嚴格規定，以保障新生兒護理品質。此

外，還要接受中央機關年度評鑑與地方衛生局的年度督導考核

的雙重監控；坐月子中心只需申請營業登記，通過建築法規和

消防法規有關公共安全之相關規定，不需接受政府評鑑與督考

的雙重監督，嬰兒照護品質受法規規範較少，建議消費者審慎

審酌自身需求後決定。

二、參考定型化契約範本簽訂契約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

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

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同條第4項、第5項

更進一步規定：「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

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

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因產後護理之家消費糾紛頻傳，衛

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為保障產後未滿兩個月之產婦及出生

未滿兩個月之嬰幼兒，透過產後護理契約範本的推行，讓消費

者可選擇合法立案之產後護理機構，避免消費糾紛。建議消費

者和業者簽訂產後護理契約時，參考「產後護理機構及坐月子

中心定型化契約範本」（下稱產後護理契約範本）及「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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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下稱產後護理應記載事項）等規範，以保障自身權益。

（一）簽約時主要應注意事項

前開「產後護理應記載事項」及「產後護理契約範本」針

對進住日期、服務內容、緊急狀況處理、嬰兒離開事宜、產婦

或嬰兒進住日前消費者之解約權、進住後之契約終止權等事項

有特別規定，建議消費者於簽約時清楚了解簽約內容，若有個

別協商條款，或是產後護理之家額外口頭約定加贈之服務或物

品，宜以白紙黑字載明於契約之其他協議事項，以避免雙方日

後爭議。另外，契約中不得記載之事項，則如約定拋棄契約審

閱期間、使用「僅供參考」或其他不確定用語描述契約給付內

容、或約定未付清費用的情況下，產婦及嬰兒不得離開等對消

費者顯失公平之事項。

（二）常見消費糾紛

1. 違反契約審閱期規定

產後護理之家幾乎不提供契約審閱期，違反產後護理契約

範本中明定至少5日之契約審閱期。

2. 違反解除契約之定金賠償規定

按產後護理應記載事項第8條規定，消費者因可歸責個人

因素解除契約，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系爭規定依照消費者係於

預定進住日前數日、或於預定進住日當天解除契約，分別設有

不同的賠償比例，但實務上卻有產後護理之家約定契約生效1

個月後解約者，定金全額沒收；或約定預產期當月通知解約

者，定金不予退還，顯有違產後護理應記載事項之規定1。

1  產後護理應記載事項及範本以預定進住日為解除契約之定金階梯式賠
償計算之時間點，然坊間部分產後護理之家卻以契約生效時或預產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