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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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87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麗芬、吳思瑤、呂孫綾、蘇巧慧、何志偉等 25 人
，鑑於重大兒虐案件屢見不鮮，為精進政府兒虐防治作為，
強化社會安全網絡，應擴大緊急保護安置對象，並賦予家長
保護責任；落實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增列親屬寄養
家庭及適當第三人為保護安置之選項，增訂委託安置應經地
方政府評估；為踐行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童及少年表意權之
精神，明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制定過程應有兒童及少年
代表之參與；促進各地方政府辦理零至二歲嬰幼兒公共化托
育服務，授權地方主管得租用國有土地或建築物辦理托嬰中
心。綜上，爰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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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保障兒童及少年之表意權，踐行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明定主管機關於協調、研究、審
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時，應納入兒童及少年代表。（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擴大緊急安置對象，刪除緊急保護、安置或其他必要處置頇以兒童及少年有立即危險或有
危險之虞之要件，並增列親屬寄養家庭及交付適當第三人照顧為保護安置之選項。另明定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緊急保護、安置之案件，應移請檢察官偵辦。（修正條文
第五十六條）
三、增訂聲請及抗告期間，親屬寄養家庭及適當第三人得繼續安置。（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四、增訂受寄養之親屬家庭及適當第三人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修正條文第六十條）
五、明定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兒童及少年無法於家庭生活而由家長申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安置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評估其必要性，如有安置必要則以非親屬家
庭寄養及機構安置為限，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提供是類家庭必要之協助，並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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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評估其家庭改善情況。（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六、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收容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安置必要性之兒童及少
年，應即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反者並訂有相應罰則。另明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接獲是類通報後，應踐行之評估及後續處置。（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一
、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七、修訂親屬或非親屬家庭寄養之授權管理規定，明定有關安置類型選擇順序之原則及補助辦
法。（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之二）
八、增訂親屬寄養家庭及適當第三人得向扶養義務人收取相關安置費用。（修正條文第六十三
條）
九、增訂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
際照顧之人如變更住居所或通訊方式，應主動告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違反者並
訂有相應罰則。另明定社政主管機關與警政主管機關於保護個案行方不明時，應盡之通報
及協尋義務。（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第一百零二條之二）
十、參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九條之規定，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托嬰中心需用
國有土地或建築物，得由國有財產管理機關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及明定其租金計算方式
。（修正條文第七十五條之一）
十一、配合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日公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之一、
第二十六之二及第八十一條之條文，修正罰則應對應之條文項次。（修正條文第九十條）
十二、針對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不完成時數者，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停發相
關社會福利津貼及補助之罰則，並提高罰鍰金額下限為六千元，以督促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實際照顧之人善盡責任。（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二條）

提案人：李麗芬

吳思瑤

呂孫綾

蘇巧慧

何志偉

連署人：黃國書

陳靜敏

葉宜津

吳焜裕

周春米

蔣絜安

黃秀芳

陳素月

李昆澤

余宛如

鍾佳濱

趙正宇

吳玉琴

張宏陸

李俊俋

段宜康

施義芳

莊瑞雄

邱泰源

林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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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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
召集人，邀集兒童及少年福
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
關機構、團體代表、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代表與兒童及少
年代表，協調、研究、審議
、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
利政策。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
召集人，邀集兒童及少年福
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
關機構、團體代表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代表，協調、研
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
及少年福利政策。
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相

一、依現行條文規定，主管機
關邀集各代表協調、研究、
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
年福利政策，必要時，得邀
請少年代表列席。前述政策
研擬攸關兒童及少年福利，
惟現行條文除限縮少年參與
之權利，亦無兒童代表之規

前項兒童及少年福利相
關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
構、團體代表與兒童及少年
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單
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關學者、專家及民間相關機
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必要時，並得邀請
少年代表列席。

範，又因列席之限制，致兒
少表意權限縮。
二、參照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
條及第十三條，政府應確保
兒童及少年有表達意見之機
會，並參照我國兒童權利公
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結論性意見第三十二點，
政府應採取有效的法規措施
，以確保兒少於行政及立法
程序陳述意見之權利。
三、為保障兒少參與兒童及少
年福利研擬過程之表意權，
確保相關政策係經與兒少討
論之過程，並培力其尌公共
事務形成意見之能力，爰刪
除「必要時」之條件限制，
增列兒童代表，並移列為邀
請代表之一。

第五十六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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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尌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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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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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條文規定兒童及少年
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
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方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予以緊急保護、安置或其他
必要處置，惟何謂「立即」
危險難以判斷，社工進行安
全評估時，囿於個案頇有「
立即」危險，但又無法即時
確認個案家庭狀況之時，恐
難以保護安置，嚴重時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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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

診治之必要，而未尌醫。

救援先機，導致個案日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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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
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
行為或工作。

到更大傷害甚至喪命。爰刪
除緊急保護、安置或其他必
要處置頇以有立即危險或有
危險之虞之要件，賦予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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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
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
保護。
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

更多公權力，得依其判斷及
評估為適當之處置。
二、考量需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予以緊急保護、安

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
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
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置者，個案情節較為重大，
應追究相關行為人之法律責
任，爰增訂第四項，明定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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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直轄市、縣（市）主

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

為緊急保護、安置之案件，
應移請檢察官偵辦，以維兒
童及少年權益。
三、按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

管機關為第一項緊急保護、
安置之案件，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移請檢察官
偵辦。

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
協助之。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
置，直轄市、縣（市）主管

準則」，家庭是社會的基本
單元，是兒童成長、獲得福
祉和受到護的自然環境，應
特別努力使兒童持續處於或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
置，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辦理親屬或非親屬家
庭寄養、交付適當之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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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回到其父母或適當時候
其他近親屬的照料之下，故
親屬照顧應係兒童及少年安
置之第一選項。現行條文所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
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稱家庭寄養未敘明含親屬及
非親屬照顧，定義未臻明確
，易生誤解。
四、復參照英國經驗，為尋求
合適之照顧者，除將親屬寄
養定為安置主要選項，並應
建置「親友照顧」制度。「
親友照顧」即讓兒童及少年
於原生家庭外，可持續接受
其熟識及信任者照顧，對象
包含祖父母、姨嬸、叔舅等
親戚，或對兒童及少年重要
之第三人如老師、父母朋友
、保母、同居人等，以便尋
求最佳照顧人選，符合其最
佳利益。
五、爰為貫徹保護安置應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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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為中心之精神，於
第五項增列親屬寄養及交付
適當第三人，作為保護安置
之選項。
第五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
、受安置兒童及少年對於第

第五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父母、監護人
、受安置兒童及少年對於第

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條文增列
親屬寄養及交付適當第三人為
保護安置選項之一，爰於第二

五十七條第二項裁定有不服
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
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不得再抗告。

五十七條第二項裁定有不服
者，得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
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
裁定不得再抗告。

項增訂聲請及抗告期間，親屬
寄養家庭及適當第三人得繼續
安置。

聲請及抗告期間，原安
置機關、機構、親屬或非親
屬寄養家庭或適當第三人得
繼續安置。
安置期間因情事變更或
無依原裁定繼續安置之必要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父母、原監護人、受

聲請及抗告期間，原安
置機關、機構或寄養家庭得
繼續安置。
安置期間因情事變更或
無依原裁定繼續安置之必要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父母、原監護人、受
安置兒童及少年得向法院聲

安置兒童及少年得向法院聲
請變更或撤銷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安置期間期滿或依
前項撤銷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年
。

請變更或撤銷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安置期間期滿或依
前項撤銷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年
。

第六十條 安置期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
交付安置之機構、親屬或非

第六十條 安置期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
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

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條文增列
親屬寄養及交付適當第三人為
保護安置選項之一，爰於第一

親屬寄養家庭或適當第三人
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
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
童及少年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
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
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
，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
義務。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陳報法院執行監護
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

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
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
童及少年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
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
任其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
，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
義務。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陳報法院執行監護
事項之人，並應按個案進展
作成報告備查。

項增列親屬寄養家庭及適當第
三人在保護兒童及少年之範圍
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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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報告備查。

安置期間，兒童及少年

安置期間，兒童及少年
之父母、原監護人、親友、
師長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得依其約定時

之父母、原監護人、親友、
師長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得依其約定時
間、地點及方式，探視兒童

間、地點及方式，探視兒童
及少年。不遵守約定或有不
利於兒童及少年之情事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及少年。不遵守約定或有不
利於兒童及少年之情事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禁止探視。

得禁止探視。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前項同意前，應尊重
兒童及少年之意願。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前項同意前，應尊重
兒童及少年之意願。

第六十二條 兒童及少年因家
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
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
、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六十二條 兒童及少年因家
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
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
、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現行實務可見部分家長因
經濟困難而將子女委託安置
，惟按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
顧準則第十五條規定，不得
將經濟貧窮和物質貧窮，或
是可直接和特別歸咎於貧窮

安置或輔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接獲前項安置申請後
，應召開會議評估其必要性
，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辦理非親屬家庭寄養、交付
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依
第一項規定，在安置兒童及
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
義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第一項之家庭，得提
供必要之協助，每三個月應
評估其改善情況，其有改善
者，被安置之兒童及少年仍
得返回其家庭，並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續予追
蹤輔導至少一年。

安置或輔助。
前項安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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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依
第一項規定，在安置兒童及
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
義務。
第一項之家庭情況改善
者，被安置之兒童及少年仍
得返回其家庭，並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續予追
蹤輔導至少一年。
第二項及第五十六條第
四項之家庭寄養，其寄養條
件、程序與受寄養家庭之資
格、許可、督導、考核及獎
勵之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

的各種狀況作為剝奪父母對
兒童的照顧、以替代性照顧
方式安置兒童或阻止其與家
人團聚的唯一理由，而應將
其視為一種信號，表明有必
要向該家庭提供適當協助。
據此，家庭經濟情況不應作
為委託安置之唯一考量，重
點在於協助家長承擔養育子
女之責。
二、復參酌我國兒童權利公約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第四十六點及第
四十八點，委員會特別關注
在沒有法院介入評估安置是
否必要及是否符合兒少最佳
利益下，卻允許父母可自行
安置子女；政府應定期審查
所有替代性照顧之兒少安置
。
三、綜上，爰於第二項明定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評估委託安置之必要性，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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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確有必要，其應屬短
期權宜措施，而限於非親屬
家庭寄養或機構安置。復於
第四項增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提供是類家庭
必要之協助，以支持家庭恢
復功能，並應定期評估家庭
改善情況，俾利兒童及少年
返家。
四、現行條文第五項有關家庭
寄養之授權管理規定，考量
本條主要規範標的為委託安
置，且家庭寄養亦有保護安
置之適用，爰將本項規定另
增新條文定之。
第六十二條之一 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收容未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安置
必要性之兒童及少年，應即

一、本條新增。
二、實務可見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經家長請託自行收容兒
童及少年，以致直轄市、縣

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應
召開會議評估安置必要性，
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
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辦
理非親屬家庭寄養、交付適
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
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經評
估無安置必要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兒
童及少年返回其家庭。

（市）主管機關難以掌握兒
童及少年狀況，無法確認安
置是否符合其最佳利益。爰
為貫徹以兒童及少年為中心
之精神，增訂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收容未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評估安置必
要性之兒童及少年，應予通
報。
三、承上，為保障兒童及少年
之最佳利益，明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
項通報後，應評估兒童及少
年安置之必要性。有安置必
要者，考量目前收容機構未
必符合其最佳利益，爰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
擇定安置處所；倘評估後無
安置必要，應協助兒童及少
年返家。

第六十二條之二 第六十二條
條第二項及第五十六條第四

一、本條新增。
二、第六十二條第五項有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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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親屬或非親屬家庭寄養

庭寄養之授權管理規定，酌

，其寄養條件、程序與受寄
養家庭之資格、許可、督導
、考核及獎勵之規定，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修文字移列本條第一項。
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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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對於安置兒童及少年，
應以下列順序為安置原則：
一、合適之親屬寄養家庭。

關依規定安置兒童及少年之
應循順序，以親屬優先、寄
養家庭次之、機構最次。考
量安置係使兒童及少年與父

二、目前照顧兒童及少年之
合適第三人。
三、已登記合格之非親屬寄
養家庭或適當第三人 。

母分離，影響兒童及少年權
益甚鉅，其接受安置之原則
，應以法律定之；復配合第
五十六條修正條文增列親屬

四、經政府核准立案之兒童
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
五、其他安置機構。

寄養家庭及交付適當第三人
為保護安置選項之一，爰增
訂第二項。另第二項第一款
所定親屬寄養家庭，為貼近

政府對於前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照顧兒童及少年之第
三人，應提供相關服務及措
施並補助費用，其補助辦法

原住民族固有之部落族人文
化，於安置原住民兒童及少
年時，其內涵應包含親屬及
族人，併予敘明。

準用有關親屬或非親屬家庭
寄養之規定。

四、第二項第二款有關「目前
照顧兒童及少年之合適第三
人」及第三款「適當第三人
」，既在兒童安置之順序上
有其重要性，政府應予補助
，爰增訂第三項，明定其準
用有關親屬或非親屬家庭寄
養之補助規定。

第六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

第六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

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條文增列

）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六條第

）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六條第

親屬寄養及交付適當第三人為

四項或前條第二項對兒童及

四項或前條第二項對兒童及

保護安置選項，爰增列親屬寄

少年為安置時，因受寄養之

少年為安置時，因受寄養家

養家庭及適當第三人得向扶養

親屬或非親屬家庭、適當第

庭或安置機構提供兒童及少

義務人收取相關安置費用。

三人或安置機構提供兒童及

年必要服務所需之生活費、

少年必要服務所需之生活費

衛生保健費、學雜費、代收

、衛生保健費、學雜費、代

代辦費及其他與安置有關之

收代辦費及其他與安置有關

費用，得向扶養義務人收取

之費用，得向扶養義務人收

；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

取；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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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

第六十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

一、檢視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

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或屬目睹家庭
暴力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

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或屬目睹家庭
暴力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

事件，家長突然攜子行方不
明係屬重大警訊，社工應採
取必要之措施，避免兒童及
少年遭受危險。爰參照兒童

保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
於三個月內提出兒童及少年
家庭處遇計畫；必要時，得
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

保護個案者，該主管機關應
於三個月內提出兒童及少年
家庭處遇計畫；必要時，得
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

權利公約第六條保護兒童及
少年生命權之精神，於第四
項明定，經地方主管機關列
為保護個案者，其家長、監

團體辦理。
前項處遇計畫得包括家
庭功能評估、兒童及少年安
全與安置評估、親職教育、

團體辦理。
前項處遇計畫得包括家
庭功能評估、兒童及少年安
全與安置評估、親職教育、

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於
變更住居所或通訊方式時，
應主動告知地方主管機關，
俾利社工確認兒童及少年之

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
治療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
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關
之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

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
治療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
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關
之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

安全狀態。
二、目前社工如發現保護個案
行方不明，會通報地方警政
主管機關協尋。但為使社政

處遇計畫之實施，兒童
及少年本人、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
之人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

處遇計畫之實施，兒童
及少年本人、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
之人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

與警政之合作機制更為明確
，賦予警政主管機關之責，
爰將現行實務作業法制化，
明定社政機關與警政機關之

合。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其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

合。

通報及協尋義務。

顧之人如變更住居所或通訊
方式，應告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如發現兒童
及少年行方不明，應通報警
政主管機關協尋。
第七十五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托嬰中
心需用國有土地或建築物者
，得由國有財產管理機關以
出租方式提供使用；其租金
基準，按該土地及建築物當
期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房
屋稅計收年租金。
第九十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未辦理居家式托育
服務登記者，處新臺幣六千

一、本條新增。
二、為利各地方政府使用國有
土地或建築物推動零至二歲
嬰幼兒公共化托育服務，增
進我國友善托育環境，爰參
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九條
，增列本條規定。
第九十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未辦理居家式托育
服務登記者，處新臺幣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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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之一、第二十六之二及第八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於一
個月內將收托兒童予以轉介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於一
個月內將收托兒童予以轉介

十一條之條文，修正罰則應
對應之條文項次。
二、依前述理由，修正第七項
，將違反本法第二十六條之

，未能轉介時，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轉介
。
前項限期改善期間，直

，未能轉介時，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轉介
。
前項限期改善期間，直

一第三項改為第四項，對應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應
遵循事項」之裁罰規定。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即通知家長，並協助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依家長意
願轉介，且加強訪視輔導。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即通知家長，並協助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依家長意
願轉介，且加強訪視輔導。

拒不配合第一項轉介之
命令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強

拒不配合第一項轉介之
命令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強

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
第一項限期改善期間，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不得
增加收托兒童。違反者，處

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
第一項限期改善期間，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不得
增加收托兒童。違反者，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
應強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
應強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
規定，或依第五項所定辦法
有關收托人數、登記或輔導
結果列入應改善而屆期未改
善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
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
得廢止其登記。
經依前項廢止登記者，
自廢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
辦理登記為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
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不依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之命令停止
服務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四項
規定，或依第五項所定辦法
有關收托人數、登記或輔導
結果列入應改善而屆期未改
善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
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
得廢止其登記。
經依前項廢止登記者，
自廢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
辦理登記為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
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不依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之命令停止
服務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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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公布其姓名。

公布其姓名。

第一百零二條

父母、監護人

第一百零二條

父母、監護人

一、親職教育輔導係兒虐防治

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有下列情形者，主管機關應
命其接受四小時以上五十小
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以

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有下列情形者，主管機關應
命其接受四小時以上五十小
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及家庭處遇計畫之重要措施
，惟實務上部分家長、監護
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未配
合接受時，現行規定僅處以

強化其親職功能：
一、未禁止兒童及少年為第
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行
為者。

一、未禁止兒童及少年為第
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行
為者。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
止。惟其倘屬經濟弱勢者，
縱多次處罰並送強制執行，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者。
三、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者。
四、違反第四十九條各款規
定之一者。
五、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者
。

規定者。
三、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者。
四、違反第四十九條各款規
定之一者。
五、違反第五十一條規定者
。
六、使兒童及少年有第五十

亦無濟於事。
二、爰參考日本兒童相談所及
北歐家庭中心之做法，針對
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未
完成時數者，倘其領有相關
社會福利津貼及補助，地方
主管機關得暫停發放，待其
接受親職教育輔導，並經地

六、使兒童及少年有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
依前項規定接受親職教
育輔導，如有正當理由無法
如期參加，得申請延期。
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
拒不完成其時數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停發
其領取之相關社會福利津貼
及補助，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再
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
罰至其參加為止。
依限完成親職教育輔導
者，免依第九十一條第一項
、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九
十六條第一項、第九十七條
及第九十九條處以罰鍰。

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
依前項規定接受親職教
育輔導，如有正當理由無法
如期參加，得申請延期。
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
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
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止。
依限完成親職教育輔導
者，免依第九十一條第一項
、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第九
十六條第一項、第九十七條
及第九十九條處以罰鍰。

方主管機關評估後，再行恢
復補助；另提高罰緩金額，
督促是類人員接受親職教育
輔導。

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違反第六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者，由設立
許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新增第六十二條之二
第一項規定，增訂違反者之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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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嚴重者，並得命其停辦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一百零二條之二 兒童及少
年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
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違反
第六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者，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六十四條新增第四
項規定，增訂違反者之罰則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停發其領取之相關社會福
利津貼及補助，或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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