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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3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6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299 號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楊曜、陳亭妃等 18 人，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及兒少交通載具駕駛、隨車者，都是在特定時間內，於
非開放空間中與兒少接觸最緊密的服務人員，故對於此類人
員之道德要求應高於一般人，媒體引用歐美犯罪心理學及犯
罪社會學統計顯示，發生虐待動物案件的家庭中，有 5 成會
發生兒童及婦女受虐事件，顯示虐待動物與虐待兒童及侵害
婦女間有關連性。因此對於這些已經展現出暴力行為的虐待
動物及家庭暴力者，讓他們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是否恰當，
在父母心中是有疑慮的。而學生車輛駕駛及隨車人員相關規
定分散於「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
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中，但學童於離校至
到家的路程上，安全皆掌握在駕駛及隨車人員身上，故將其
相關規定統整。特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於特定時間內，對於兒童進行托育照護，在這樣的封閉空間中，如
何讓家長及社會能夠安心，顯然在對托育員的道德要求上，必需高於一般人。
二、而在於歐美犯罪心理學及犯罪社會學統計顯示，發生虐待動物案件的家庭中，有 5 成會發
生兒童及婦女受虐事件，顯示虐待動物與虐待兒童及侵害婦女間可能存在有關連性時，對
於相關虐待動物者及家庭暴力施暴者，在犯後短時間內就馬上能做此服務，對於兒童安全
恐將有疑慮，宜設置門檻，令其五年內不得從業，倘若五年內持續再犯，顯示其難以控制
自我行為，應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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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車輛駕駛及隨車人員相關規定分散於「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及「幼兒園幼童專用車
輛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中，並且分別有不同的相關規定，鑒於學生都是
家長心中的寶，不論年齡、年級，其安全標準應該就最嚴謹之規定辦理，故整合相關辦法
，統合於本法第二十九條。
四、考量學生於離校至到家為止，這段期間學生安危全維繫於駕駛及隨車人員，因此對於隨車
人員的道德要求及能力要求是有其必要的，尤其是基本的心肺復甦術及哈姆立克急救法相
關急救能力，應該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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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六條之一

條

文

有下列情事

現

行

條

第二十六條之一

文

說

明

有下列情事

一、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於

之一，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

之一，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

特定時間內，對於兒童進行
托育照護，在這樣的封閉空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騷擾罪或兒童及少年性剝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

間中，如何讓家長及社會能
夠安心，顯然在對托育員的

削防制條例第二條，經緩
起訴處分、有罪判決確定

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
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

道德要求上，必需高於一般
人。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但
未滿十八歲之人，犯刑法

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
限。

二、而在於歐美犯罪心理學及
犯罪社會學統計顯示，發生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
不在此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

虐待動物案件的家庭中，有
5 成會發生兒童及婦女受虐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

罪判決確定。
三、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事件，顯示虐待動物與虐待
兒童及侵害婦女間可能存在

罪判決確定。
三、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有關連性時，對於相關虐待
動物者及家庭暴力施暴者，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
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

在犯後短時間內就馬上能做
此服務，對於兒童安全恐將

四、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
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

，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有疑慮，宜設置門檻，令其
五年內不得從業，倘若五年

，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

內持續再犯，顯示其難以控
制自我行為，應予以禁止。

況違常，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委請相關專

科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
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科醫師二人以上諮詢後，
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前項第五款原因消滅後
，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擔任

七、曾犯虐待殺害動物或家
庭暴力者，經緩起訴處分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或有罪判決確定起算五年
內不得擔任。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命其停止服務，並強

前項第五款原因消滅後
，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擔任

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已完
成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第一項第七款，若行為
持續發生，則不得擔任居家
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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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命其停止服務，並強
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已完
成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第二十九條

下列兒童及少年

第二十九條

下列兒童及少年

一、學生車輛駕駛及隨車人員

所使用之交通載具應予輔導
管理，以維護其交通安全：

所使用之交通載具應予輔導
管理，以維護其交通安全：

相關規定分散於「學生交通
車管理辦法」及「幼兒園幼

一、幼童專用車。
二、公私立學校之校車。

一、幼童專用車。
二、公私立學校之校車。

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及隨
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中，

三、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

三、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

並且分別有不同的相關規定
，鑒於學生都是家長心中的

車。
前項交通載具之駕駛、

車。
前項交通載具之申請程

寶，不論年齡、年級，其安
全標準應該就最嚴謹之規定

隨車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

序、輔導措施、管理與隨車
人員之督導管理及其他應遵

辦理，故整合相關辦法，統
合於本法第二十九條。

一、駕駛及隨車人員應年滿
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會同交通主管機關

二、考量學生於離校至到家為
止，這段期間學生安危全維

下。
二、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定之。

繫於駕駛及隨車人員，因此
對於隨車人員的道德要求及

騷擾罪或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二條，經緩

能力要求是有其必要的，尤
其是基本的心肺復甦術及哈

起訴處分、有罪判決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但

姆立克急救法相關急救能力
，應該具備。

未滿十八歲之人，犯刑法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
不在此限。
三、有本法第四十九條各款
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四、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
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
詢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
五、駕駛及隨車人員應有心
肺復甦術、哈姆立克急救
法之急救能力。
六、駕駛應具有職業駕駛執
照。
七、駕駛最近二年內無違規
記點及肇事紀錄。但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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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事實，非可歸責於駕
駛人者，不在此限。
前項交通載具之申請程
序、輔導措施、管理與隨車
人員之督導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會同交通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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