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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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2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816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 21 人，鑑於駭人聽聞的虐童案件層出不
窮，根據衛福部統計顯示近三年來兒虐通報件數增加，光是
民國一零六年就有近六萬件的兒虐童報案且有二十七位兒童
死亡，參酌先進國家重視探究兒童死亡原因始能積極預防未
來兒虐悲劇再度發生；另外，依實務經驗學齡前兒童行蹤不
明與受虐有高度關聯性，為能及時遏止憾事發生，現行法關
於兒少保護網之建置實有檢討必要，綜上，擬具「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駭人聽聞的虐童案件在新聞中不斷出現，近日新北市一位爸爸因孩子買肉圓忘記加辣，動手
痛毆小孩；台南亦發生一名 17 歲大的小媽媽深夜將其 1 歲 6 個月大的女兒送至醫院急救，
經醫生發現該女童身上滿身瘀青和結痂傷口，但搶救後仍宣告不治。去年彰化縣 1 名未滿 5
歲女童生前疑遭姨丈長期凌虐、深夜被毒打，頭部遭重擊造成命危送醫急救，經過 2 天 1
夜與死神拔河，後在彰基醫院拔管後宣告不治，令社會譁然。而根據衛福部統計，兒虐通
報數量每年增加，從民國 103 年通報數量為 49,881 件，至民國 106 年增加為 59,912 件並有
27 位兒童死亡，實有必要對於兒虐問題作一制度性檢討，是以參酌 106 年 5 月 18 日總統府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針對通盤檢討兒虐防治政策之決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中央政府應建立「兒童死亡原因個案複審」（Child Death Review，CDR）制度（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兒童死亡原因個案複審」係指回溯的收集與已死亡兒童有關之個人、執法人員、法
院、兒童保護服務機構和照顧者的資料後，經過系統性、跨機構、跨團隊性的專業團隊討
論，抽絲剝繭，找出可矯正的致死原因，經由行政措施來改善，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它的發軔在 1978 年美國洛杉磯當時主要是為找出因嚴重兒童暴力侵害致死的案例。透過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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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兒童為何會死亡，例如自殺、他殺、意外等等，並據以研究如何防範。除美國外，此制
度在英國、澳洲、紐西蘭，日本均有施行，透過此制度，發現兒童暴力侵害致死的案例遠
比通報的多。
目前我國已在試辦階段：鑒於臺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在民國 106 年底發
布的《台灣兒童死亡原因複審及分析先驅計畫》報告中指出，約二○至二九%的兒童死亡是
可以預防的。換算下來，台灣一年應有三六○至五○○多個死亡的孩子，有機會搶救回來
。其中，因外傷、自殺自傷、兒虐死亡的可預防性比率超過六○%；早產、先天畸形造成的
死亡也有近一○%可預防。是以，目前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已於 107 年 3 月中旬於三地
方試辦，主要由地方政府籌組運作，彙集衛福、警政、法務等相關單位，當地方衛生局接
獲死亡通報後即可判定是否啟動複審，篩選優先複審的死亡個案，從過往就醫紀錄、家庭
調查等釐清死因，彙集資料後定期向中央提出報告作為施政參考。
綜上，為積極降低我國兒童死亡率，增訂第十三條第一項要求中央政府應建立六歲以
下兒童死亡原因個案複審制度，並定期公布其分析結果，提報行政院討論。
二、健全兒童保護網：
1.於訪視顯有困難或兒少行方不明，社工人員認為有必要時，得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調
取通聯、健保或就醫紀錄：（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目前兒虐案件經發現且被通報後，地方政府及社工人員立即進行一連串訪視、調查
、評估與安置等兒虐保護程序，但由於欠缺公權力支持，對於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行蹤
不明的情況，第一線兒童保護人員僅能鎩羽而歸，無異於是兒虐保護網的漏洞，爰此修
正本法第五十三條，針對訪視顯有困難或兒少行方不明，而有聲請調取該照護兒少之人
之通聯紀錄、健保或就醫等記錄之必要時的情況，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
發調取票。
2.針對高風險家庭有六歲以下兒童，其有疑似受虐或未受適當照顧情況，而又訪視困難或
行蹤不明者，亦得向檢察官或法院聲請，調取通聯、健保或就醫紀錄：（修正條文第五
十四條）
考量六歲以下兒童特別欠缺自我保護能力，且因尚未至就學階段，若又再處於封閉
的家庭網絡，更易發生受虐致死的情況，是以針對高風險家庭有六歲以下兒童，其有疑
似受虐或未受適當照顧情況，而又訪視困難或行蹤不明者，得準用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第五項規定。
3.賦予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對住所內有需緊急保護與安置的受虐兒時，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三十一條逕行搜索，及時避免憾事發生：（修正條文第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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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兒少法第五十六條乃針對兒童及少年非立即給予保護或安置就會有立即危險的
情況，而此種情況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
形急迫者"之情況相當。又，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對兒童及少年施以凌虐者為犯罪行
為，綜上新增本條四項，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於協助時發現兒少有受凌虐時，得逕行搜索
住宅或其他處所。
4.使第一線兒少保護專業人員，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得獨力提出告訴：（修正條文第一百
十二條）
接連傳出虐兒事件，但司法機關介入偵審件數卻相當少，主要是因兒虐在刑法為傷
害或重傷罪，屬告訴乃論，需提告，檢察官才能追訴，但現行法規定僅主管機關使得獨
立提告，致使通報兒虐案件的多，但定罪率低，以 2017 年為例兒虐通報案件為 5 萬 9912
件，創歷年新高，然而能提起獨立告訴的只有 2.8%。很多時候，社工心裡都很清楚這就
是虐待，但卻還是沒辦法起訴。爰此新增第三項，對六歲以下兒童犯罪者，主管機關委
託之社福團體社工，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亦可獨立提起告訴。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何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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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十三條 中央政府應建立六
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個案複
審制度，並定期公布其分析
結果，及提報行政院討論。
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對兒
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
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
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

現

行

條

文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每四年
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
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
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
布結果。

明

一、本條新增第一項：
「兒童死亡原因個案複審」
制度，乃回溯性收集與已死
亡兒童有關之個人、執法人
員、法院、兒童保護服務機
構和照顧者的資料後，經過
系統性、跨機構、跨團隊性
的專業團隊討論，抽絲剝繭

果。

第五十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
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說

，找出可矯正的致死原因，
經由行政措施來改善，避免
類似的事件再發生。此制度
在英國、澳洲、紐西蘭，日
本均有施行，我國也於去年
（民國 107 年）試辦，在衛
生福利部之指導下，主要由
地方政府籌組運作，彙集衛
福、警政、法務等相關單位
，當地方衛生局接獲死亡通
報後即可判定是否啟動複審
，篩選優先複審的死亡個案
，從過往就醫紀錄、家庭調
查等釐清死因，彙集資料後
定期向中央提出報告作為施
政參考。
綜上，為積極降低我國六歲
以下兒童死亡率，增訂第十
三條第一項。
二、原條文第一項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二項。
第五十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
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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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二、新增第五項：
目前兒虐案件經發現且被通
報後，根據「兒童及少年保
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
查辦法」地方政府及社工人
員立即進行一連串訪視、調
查、評估與安置等兒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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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程序，但由於欠缺公權力支

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
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康之物質。

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
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
康之物質。

持，對於訪視顯有困難或兒
童行蹤不明的情況，第一線
兒童保護人員常鎩羽而歸，
無異於是兒虐保護網的漏洞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各款之
行為。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各款之
行為。

，爰此，參酌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二項關
於司法警察官得申請核發調
取票之規定，修正本法第五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
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
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十三條，針對訪視顯有困難
或兒少行方不明，而有聲請
調取該照護兒少之人之通聯
紀錄、健保或就醫等記錄之

其他任何人知悉兒童及
少年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
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其他任何人知悉兒童及
少年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
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必要時的情況，得報請檢察
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
調取票。
三、原現行條文第五項與第六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前二
項案件時，應立即進行分級
分類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報前二
項案件時，應立即進行分級
分類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

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六項
與第七項，文字未修正。

十四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第一項第五款案件
後，應於四日內提出調查報

十四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第一項第五款案件
後，應於四日內提出調查報

告；受理第一項其他各款案
件後，應於三十日內提出調
查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提出前項調查報告前
，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訪視
。訪視顯有困難或兒少行方
不明，而有聲請調取該照護
兒少之人之通聯紀錄、健保
或就醫等記錄之必要時，得
得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法
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
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
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告；受理第一項其他各款案
件後，應於三十日內提出調
查報告。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
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
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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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

第五十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

一、本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未修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正。
二、新增第三項：考量六歲以
下兒童特別欠缺自我保護能
力，且因尚未至就學階段，

、村（里）長、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
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
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

、村（里）長、公寓大廈管
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
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
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

若又再處於封閉的家庭網絡
，更易發生受虐致死的情況
，爰此新增本條第三項，針
對六歲以下兒童之家庭，若

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
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
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
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
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行方不
明時，得準用第五十三條第
五項規定，向檢察官、法官
聲請，調取該照護兒童之人

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應
對前項家庭進行訪視評估，

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應
對前項家庭進行訪視評估，

之通聯紀錄、健保或就醫等
紀錄。
三、原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四項，並配合新

並視其需要結合警政、教育
、戶政、衛生、財政、金融
管理、勞政、移民或其他相
關機關提供生活、醫療、就

並視其需要結合警政、教育
、戶政、衛生、財政、金融
管理、勞政、移民或其他相
關機關提供生活、醫療、就

學、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
第一項家庭有六歲以下
兒童者，前項訪視得準用第

學、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
前二項通報及協助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增第三項作文字修正。

五十三條第五項之規定。
第一項與第二項之通報
及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十六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
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
，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
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
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
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

第五十六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
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
，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
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
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
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
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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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新增第四項：當兒童及少
年需緊急安置否則有生命或
身體危險的緊急狀況，須適
用本條規定。而此種情況與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之「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
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之
情況相當。又，刑法第二百
八十六條規定對兒童及少年
施以凌虐者為犯罪行為，綜
上，新增本條四項，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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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虐待、買賣、質押，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

或司法警察，於協助時發現

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
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
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

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
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
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

兒少有受凌虐時，得準用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
定，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
所。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

保護。
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

保護。
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

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管法院
；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應於
執行後三日內報告該管檢察

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
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

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
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

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
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撤
銷之。第一項、第二項之搜
索執行後未陳報該管法院或

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
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
協助之。

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
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
協助之。

經法院撤銷者，審判時法院
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
為證據。
三、原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為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
前項協助時，發現有事實足
信兒童及少年受凌虐，準用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
置，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
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修正條文第五項，文字未修
正。

。

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
置，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
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第一百十二條 成年人教唆、
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
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
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
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
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
，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對六歲以下兒童犯罪者
，第七十條第一項之受委託
機構、團體或專業人員報請
主管機關許可後，準用前項
規定。

第一百十二條 成年人教唆、
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
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
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
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
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
，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一、本條第一項與第二項未修
正。
二、新增第三項：接連傳出虐
兒事件，但司法機關介入偵
審件數卻相當少，主要是因
兒虐在刑法為傷害或重傷罪
，屬告訴乃論，需提告，檢
察官才能追訴，但現行法規
定僅主管機關使得獨立提告
，致使通報兒虐案件的多，
但定罪率低，以 2017 年為
例兒虐通報案件為 5 萬
9912 件，創歷年新高，然
而能提起獨立告訴的只有
2.8%。很多時候，社工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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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清楚這就是虐待，但卻
還是沒辦法起訴。爰此新增
第三項，對六歲以下兒童犯
罪者，主管機關委託之社福
團體社工，報請主管機關許
可後，亦可獨立提起告訴。

委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