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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3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2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曼麗、洪宗熠等 17 人，鑑於近年重大兒虐事件頻
傳，造成數起無法挽回之悲劇，應透過立法以強化兒少安置
後之處遇機制。另針對於兒虐現場無作為者，或應通報而未
通報之單位，其作為恐剝奪兒少獲救的機會，故加重罰則以
確保社會大眾通報責任。爰此，特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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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年重大兒虐事件頻傳，造成數起無法挽回之悲劇，應透過立法以強化兒少安置後之處
遇機制。
茲為完善現行之社會安全網制度，有明確立法上述罰則及規範之必要，爰擬具本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強化處遇機制，相關協助方案，於必要時得委託兒少機構或團體辦理。（第六十四條）
二、將教保服務人員增列實際照顧之人員名單。（第七十條、第一百零四條）
三、針對無作為的兒虐現場者加重其罰鍰。（第九十七條）
四、針對應通報卻未通報之情節加重罰則。（第一百零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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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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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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個案者，主管機關應將
該案之通報、分級分類處理
及調查報告一個月內移送當

第六十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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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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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檢察機關偵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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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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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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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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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時，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團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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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之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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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第七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就本法規定事項，
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託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或其
他適當之專業人員進行訪視
、調查及處遇。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其委託之機構、團
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
查及處遇時，兒童及少年之
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

第七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就本法規定事項，
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託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或其
他適當之專業人員進行訪視
、調查及處遇。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其委託之機構、團
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
查及處遇時，兒童及少年之
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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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強化兒少保護及處遇機制
，明定主管機關將個案送交
至檢察機關偵辦的期限。
二、處遇計畫之相關協助方案
，於必要時得委託兒少機構
或團體辦理。

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已納
管教保服務人員，然為完善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
規範，將教保服務人員增列實
際照顧之人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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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

雇主、醫事人員、教保服務
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
合並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
，該直轄市、縣（市）主管

雇主、醫事人員及其他有關
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
料；必要時，該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

機關並得請求警政、戶政、
財政、教育或其他相關機關
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
或機構應予配合。

政、戶政、財政、教育或其
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
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

為辦理各項兒童及少年
補助與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
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
機關（構）、團體、法人或

為辦理各項兒童及少年
補助與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
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
機關（構）、團體、法人或

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有配
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
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

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有配
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
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
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
、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
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
、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第九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九條
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
於現場圍觀、目睹或欣
賞違反第四十九條之行為，
而未予以制止、通報或協助
保護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九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九條
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

一、常人目擊違反第四十九條
之事件時，皆會予以制止或
迴避。故駐足現場圍觀甚至
欣賞者，有違常理。
二、兒虐案通常發生於家中或
封閉式場域內，故此若在場
發覺有違反四十九條之行為
者，不應默許這樣行為持續
發生，即便當下無法制止，
仍應積極通報主管單位對兒
少進行保護。

第一百零四條 兒童及少年之
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
雇主、醫事人員、教保服務
人員或其他有關之人違反第
七十條第二項規定而無正當
理由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
資料為止。

第一百零四條 兒童及少年之
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
雇主、醫事人員或其他有關
之人違反第七十條第二項規
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合
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

比照第七十條之修正，增列教
保服務人員違反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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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條

兒童及少年福

第一百零七條

兒童及少年福

針對第八十三條第四款之情形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三條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處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三條第
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處

，應通報卻未通報之情節加重
罰則，遏止隱匿受虐之事實，
造成不可挽回之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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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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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

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
布其名稱。
未經許可從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違反第八十三條第四款規定
情形，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服務班及中心業務，經當地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依
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規定命
其限期改善，限期改善期間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
停辦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並公
布其名稱。

，有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由當
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
依前項規定辦理。

未經許可從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業務，經當地
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依
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規定命
其限期改善，限期改善期間
，有第八十三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由當
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
依前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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