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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115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麗芬、何欣純等 23 人，鑑於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於第三條第一項揭櫫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亦於第五條第一項所規定，因此涉兒童
相關權利時，應以個別兒童的需求與狀況為基礎，全面評估
各種安置機置之優缺點後據以進行兒童之安置；另考量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
前，對不適任人員之查證義務，相關主管機關應協助查證兒
少機構或課後照顧中心聘僱人員是否有違法之行為，並增訂
違反第八十一條規定者，處以罰鍰。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之一、第八十一條及第一百零五
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安置兒童
及少年，應循下列順序為原則：一、安置於合適之親屬家庭。二、安置於已登記合格之寄
養家庭。三、收容於經核准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四、收容於其他安置機構
。」
二、惟按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04）近三年資料顯示，101 年各縣市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計有
2,404 件，其中親屬安置佔其 9%；102 年案件量 1,725 件，親屬安置佔 7%；2014 年案件量
1,822 件，親屬安置則僅佔 5%。臺灣親屬安置照顧佔家外安置比例偏低，其原因可能肇因
於國內親屬照顧通常被視為非正式資源，或者第一線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員執行親屬安置
服務仍以機構安置為主要選擇。爰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之一
，明訂有關安置類型選擇順序之規定原則及補助辦法。
三、對於從事兒少教育人員或兒少照顧之工作人員者，機構應注意是否有不適法之行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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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新北市兒童少年家外安置服務模式及生活狀況之研究」，安置
機構六成以上兒少在機構居住超過一年以上，近三成機構安置兒少居住時間則長達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兒少面臨長時間與機構人員密切接觸、相處，政府以機構應確保工作人員非
不適任人員應為對兒少之基本保護，避免兒少遭受二次傷害。
四、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條文、關於兒少機構或課後照顧
中心查證義務與依法停止職務權責之規定，爰增訂本法第一百零五條之一，明訂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一條規定者，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
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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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二條之一、第八十一條及第
一百零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六十二條之一

條

文

現

行

條

對於安置兒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童及少年，應以下列順序為
安置原則：

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於第 3 條第 1 項揭櫫兒童最

一、合適之親屬。
二、目前照顧兒童及少年之

佳利益原則，規定：「所有
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

合適第三人。
三、已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

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
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

。
四、經政府核准立案之兒童

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
考量。」；「兒童及少年福

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五、其他安置機構。

利與權益保障法」亦於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政府及公

政府對於前項第一款、
第二款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
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

，應提供相關服務及措施並
補助費用，其補助辦法準用

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

有關家庭寄養之規定。

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救
助，並應優先處理。」因此
在牽涉兒少的相關權利時，
應該以兒少為主體與其最佳
利益來考量。
三、借鏡英國經驗，以孩子為
中心，為尋求最適合的照顧
者，將親屬寄養定為安置主
要選項，並持續發展成「親
友照顧」制度。「親友照顧
」即讓孩子在原生家庭外，
可以持續受孩子認識及信任
的人照顧，其對象納入如祖
父母、姨嬸、叔舅等親戚，
或對孩子重要之第三人如老
師、父母的朋友、保母、同
居人等，以便符合兒童的需
求。
四、參照「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規定安置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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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之應循順序，以親屬優
先、寄養家庭次之、再則機
構之順序，爰增列第六十二
條之一，並按兒童最佳利益
原則加入「目前照顧兒童及
少年之合適第三人」為選擇
之一，俾以確立我國對於兒
童安置之準則及回歸家庭之
核心價值。
五、第一項第一款有關「合適
之親屬」、第二款有關「目
前照顧兒童及少年之合適第
三人」，既在兒童安置之順
序上有其重要性，政府應給
予補助，準用有關寄養家庭
之補助規定。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

一、100 年 12 月 30 日「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

（以下簡稱本法）修正公布
施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業

員：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員：
一、曾犯妨害性自主罪、性

務自 101 年 5 月 30 日移由
教育單位主政。教育部依本

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
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

騷擾罪，經緩起訴處分或
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

法第七十六條第三項授權，
於 101 年 06 月 04 日發布「

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

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
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設立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限。
二、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

本辦法）」。
二、復按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定，課後照顧中心於聘僱工
作人員時，除檢附「警察刑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
況違常，經主管機關委請

事紀錄證明」及「無違反本
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
詢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諮
詢後，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之切結書等相關文件外，地
方政府並透過「全國不適任

。

。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

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
及請社政單位協助查詢是否

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有其他不適任人員情事。
三、又為周延兒少機構聘僱工

班及中心負責人是否有前項
第一款情事；兒童及少年福

班及中心負責人是否有前項
第一款情事；兒童及少年福

作人員之查詢，現由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兒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

少機構工作人員於聘僱前，
檢具當事人切結（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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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主動查證，必要時報
請相關主管機關協助查證。

，亦應主動查證。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函請主管機關協助查詢警
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及衛生福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

各款情事之一者，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利部保護資訊系統；併請教
育部基於行政協助同意由各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其職

服務班及中心應即停止其職
務，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調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社政單位）逕洽教育單位

務，並依相關規定予以調職
、資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

、資遣、令其退休或終止勞
動契約。

協助查閱新聘工作人員。
四、綜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動契約。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為聘僱工作人員辦理查
證，於資訊蒐集及查詢各該
相關資訊系統時，應受到相
關主管機關之協查，爰修正
原條文第二項後段，明文規
定必要時相關主管機關有協
助查證義務。

第一百零五條之一 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一、本條新增。
二、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一
條規定者，由設立許可主管

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規
定，賦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積極查證之義務、依法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

停止職務之權，惟相關規定
未設罰則，淪為訓示規定，

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並公布其名稱。

實際執行成效不彰。
三、爰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五
條之一，違反同法第八十一
條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
中心聘僱工作人員之前，未
主動查證或查證屬實未依法
調職、資遣、令其退休或終
止勞動契約者，由設立許可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
，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並公布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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