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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25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3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2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麗芬、吳思瑤、呂孫綾、蘇巧慧、林靜儀等 20 人
，鑑於現行家庭教育法行之有年，隨社會經濟、家庭結構變
遷，國民需求已明顯改變，為妥善運用現有資源及推展家庭
教育中心作為，使各中心加強輔導服務之職能，爰提出「家
庭教育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家庭教育與輔導法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使家庭教育中心加強輔導服務作為及職能，修正法律名稱為「家庭教育與輔導法」，以
臻明確。（修正法律名稱）
二、修訂本法目的，明定本法除推展教育課程、活動外，並重推動輔導服務，以增進國民家庭
成員關係，健全家庭功能。（修正後條文第一條）
三、修訂條文文字，以使條文文字符合本法推動輔導服務作為之意旨。（修正後條文第二條、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及第十七條）
四、增訂家庭教育與輔導委員會組成及基本運行機制，以利各級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任務。
（修正後條文第七條）
五、修訂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專業工作人員組成及其人數比例，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應聘用社
會工作師或心理師，其人員人數應達中心工作人員人數二分之一，以推動本法所定事項。
（修正後條文第八條）
六、增列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事項之單位，考量輔導服務頇由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推動輔導服
務，爰增列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療所。（修正後條文第九條）
七、修訂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之工作人員，應定期接受專業知能研習時數，及工作人員接受研
習時之配套措施。（修正後條文第十條）
八、增訂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聘用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之經費來源。（修正後條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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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家庭教育與輔導法

現

行

名

稱

家庭教育法

說

明

一、隨著家庭結構變遷，社會
問題也隨之演變，除本法原
定家庭教育工作外，諮商及
輔導服務工作亦為維護社會
體系重點作為之一。
二、家庭教育與輔導法係為促
進及輔導國民身心健康狀況
發展，藉由提供國民所需輔
導服務、課程、資訊或轉介
資源，以健全家庭功能及維
繫家庭成員關係。
三、綜上，為加強本法推動輔
導服務之職能及作為，修正
法案名稱為「家庭教育與輔
導法」，以臻明確。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
知能、家人關係，健全家庭
功能，特制定本法；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
知能，健全國民身心發展，
營造幸福家庭，以建立祥和
社會，特制定本法；本法未

一、配合本法名稱修正本法目
的。
二、明定本法並重輔導服務作
為，推動相關服務，以增進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之規定。

國民家庭成員關係，並提供
所需輔導服務、資訊及轉介
資源，以健全家庭功能。

第二條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與
輔導服務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與輔導服務。

第二條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
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
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其

一、配合本法意旨修正第一項
序文。
二、考量性別帄等教育包括性

二、子職教育與輔導服務。
三、性別帄等教育與輔導服
務。
四、婚姻教育與輔導服務。
五、失親教育與輔導服務。
六、多元文化教育。
七、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八、其他家庭教育與輔導服
務事項。

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
二、子職教育。
三、性別教育。
四、婚姻教育。
五、失親教育。
六、倫理教育。
七、多元文化教育。
八、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九、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別教育及情感教育，含括事
項更為多元且廣泛，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第三款文字。
三、考量倫理教育事項已融入
本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內容，爰刪除第六款「倫
理教育」等字。
四、配合本法意旨調整，酌修
各款文字。
五、配合本條款次調整，變更
各款款次。

之規定。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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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

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涉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職掌時，各該機關應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涉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職掌時，各該機關應

配合辦理。

配合辦理。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

配合本法名稱及目的酌修中央

列事項：
一、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法
規及政策之研訂事項。
二、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工

列事項：
一、家庭教育法規及政策之
研訂事項。
二、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之研

主管機關掌理之工作事項文字
。

作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四、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工
作之規劃、委辦及督導事
項。
五、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工
作之獎助及評鑑事項。
六、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專
業人員之職前及在職訓練

究及發展事項。
三、推展全國性家庭教育工
作之策劃、委辦及督導事
項。
四、推展全國性家庭教育工
作之獎助及評鑑事項。
五、家庭教育專業人員之職
前及在職訓練事項。

事項。
七、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之
宣導及推展事項。
八、國際家庭教育與輔導服
務業務之交流及合作事項
。
九、其他家庭教育與輔導服
務之推展事項。

六、家庭教育之宣導及推展
事項。
七、推展國際家庭教育業務
之交流及合作事項。
八、其他全國性家庭教育之
推展事項。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工
作之規劃、辦理及督導事
項。
二、所屬機關（構）或團體
辦理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
工作之獎助及評鑑事項。
三、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志
願工作人員之在職訓練事
項。
四、推展地方家庭教育與輔
導服務業務之交流及合作
事項。
五、其他地方家庭教育與輔

一、推展地方性家庭教育之
策劃、辦理及督導事項。
二、所屬學校、機構等辦理
家庭教育工作之獎助及評
鑑事項。
三、家庭教育志願工作人員
之在職訓練事項。
四、推展地方與國際家庭教
育業務之交流及合作事項
。
五、其他地方性家庭教育之
推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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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法名稱及目的、用詞方
式，酌修各款條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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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服務之推展事項。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
（派）學者專家、機關（構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
（派）學者專家、機關、團

一、配合本法名稱及目的、用
詞方式，酌修本條條文文字

）、團體代表組成家庭教育
與輔導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
一、提供有關家庭教育與輔

體代表組成家庭教育諮詢委
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有關家庭教育政策
及法規興革之意見。

。
二、本條所定「家庭教育與輔
導委員會」，為明確其組成
成員及任期，調整至第七條

導服務政策及法規興革之
意見。
二、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
機關（構）、團體推展家

二、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
機關、團體推展家庭教育
之事項。
三、研訂實施家庭教育措施

進行規範，爰刪除本條第二
項文字。

庭教育與輔導服務之事項
。
三、研訂實施家庭教育與輔
導服務措施之發展方向。
四、提供家庭教育與輔導服
務推展策略、方案、計畫
等事項之意見。
五、提供家庭教育與輔導服

之發展方向。
四、提供家庭教育推展策略
、方案、計畫等事項之意
見。
五、提供家庭教育課程、教
材、活動之規劃、研發等
事項之意見。
六、提供推展家庭教育機構

務課程、教材、活動之規
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六、提供推展家庭教育與輔
導服務機關（構）或團體
提高服務效能事項之意見
。
七、其他有關推展家庭教育
與輔導服務之諮詢事項。

提高服務效能事項之意見
。
七、其他有關推展家庭教育
之諮詢事項。
前項家庭教育諮詢委員
會之委員遴選、組織及運作
方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七條 前條家庭教育與輔導
委員會應置委員十五人至二
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中央由教育部長兼任，
直轄市、縣（市）由市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
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民政、戶政、文化、社
政、衛生、勞工、警政、
原住民等機關或單位代表
各一人。
二、主管機關或單位代表一
人。
三、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相
關領域之民間團體及實務

第六條第二項

前項家庭教育

諮詢委員會之委員遴選、組織
及運作方式，由各級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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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新增。
二、為確立家庭教育與輔導委
員會職能及委員會運作基本
形式，參考教育部家庭教育
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臺北
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作業
要點、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設置
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之規定
進行規定。
三、為使地方政府順利推展家
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工作，於家
庭教育與輔導委員會配置民政
、戶政、文化、社政、衛生、
勞工、警政、原住民及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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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代表。

機關或單位代表，以使政策規

四、學者專家。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
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學者專家、民間團

劃及推展更為符合實際需求。
四、參考性騷擾防治法第六條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四條
規定，為廣納實務工作者及

體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
第一項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之。惟第一項第

政策工作者之意見，爰於第
二項後半規定其人數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
五、至家庭教育與輔導委員會

一款及第二款之委員，其任
期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之性別比例，係依銓敘
部 102 年 11 月 25 日部法二
字第 1023783246 號函釋示
進行規定；委員任期，則依
現行中央及地方家庭教育諮
詢委員會之任期進行規定。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推動家庭教育與輔
導服務工作，包括：
一、規劃及推展各項家庭教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遴聘家庭教育專業
人員，設置家庭教育中心，
並結合教育、文化、衛生、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配合本法名稱及目的修正
本條序文，並酌作文字修正
。

育與輔導服務。
二、提供家庭教育諮詢與輔
導服務。
三、召募、培訓及考核志願
工作人員。
四、結合社區資源，推展家
庭教育與輔導服務。
五、推展其他有關家庭教育
與輔導服務事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轄下設置家庭教育
與輔導中心提供前項之服務
、課程或資訊；該中心之組
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之
工作人員應具備家庭教育、
社會工作、心理諮商或心理
治療相關專業；其中具備社
會工作、心理諮商或心理治
療相關專業工作人員人數，
應達中心工作人員總數二分
之一。

社政、戶政、勞工、新聞等
相關機關或單位、學校及大
眾傳播媒體辦理下列事項：
一、各項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
二、志願工作人員人力資源
之開發、培訓、考核等事
項。
三、國民之家庭教育諮詢及
輔導事項。
四、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
事項。
前項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之資格、遴聘及培訓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家庭教育中心之
組織規程，由各級主管機關
定之。
本法公布施行前，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規定
已進用之家庭教育中心專業
人員，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績
優並符合第二項專業人員資

三、第一項序文後半文字，與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意旨
相近，爰予刪除。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設置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
之文字及其組織規程，調整
至本條第二項。
五、為推動輔導服務工作，考
量中心運作機制及業務人力
需求、諮商輔導工作繁複且
專業等因素，爰規定中心配
置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之人
數應達二分之一，以推動法
定工作。
六、為完善推動家庭教育與輔
導服務，工作人員聘用資格
、培訓作業等事項，由教育
部會商衛生福利部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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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工作人員之資格、
聘用、培訓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衛生福利部定之。

格者，得依業務需要優先聘
用之。

第九條 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
之機關（構）、團體如下：
一、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

第八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
、團體如下：
一、家庭教育中心。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本條修正序文，修正推展
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工作之

二、各級社會教育機構。
三、各級學校。
四、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
具開業執照之社會工作師

二、各級社會教育機構。
三、各級學校。
四、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
五、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

單位包括機關。
三、考量推展輔導服務頇由具
備社會工作、心理諮商或心
理治療相關專業人員執行，

事務所、心理諮商所或心
理治療所。
五、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
六、其他與家庭教育與輔導
有關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
。

公私立機構或團體。

爰參酌社會工作師法及心理
師法規定，增列第四款文字
。
四、後續款次遞延，並酌修文
字。

第十條 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
主任及工作人員，每年應接
受十八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與
輔導之專業研習時數。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推動家庭教育與輔導
工作之內容頇與時俱進，且
專業輔導內容頇結合相關工

其他推展家庭教育與輔
導之機關（構）或團體之工
作人員，每年應接受六小時
以上專業研習時數。
工作人員接受研習，進
用或聘用機關（構）或學校
應核給公（差）假；其研習
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作方法，參酌學生輔導法第
十四條第四項在職訓練時數
規定，規範中心主任及工作
人員每年應接受十八小時專
業研習時數。
三、至其他協助推動家庭教育
與輔導之機關、機構或團體
之工作人員，每年應至少接

。

受六小時以上之專業研習時
數，應包括輔導知能，以利
其精進專業知能及服務技巧
。
四、為鼓勵工作人員接受專業
知能研習，參酌學生輔導法
第十四條規定增訂本條第三
項前半文字。
五、又為使工作人員均具有相
當程度專業知能，爰訂由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研習內容。
第九條

推展家庭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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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得徵訓志願工作人員，
協助家庭教育之推展。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
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之機關

第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推
展家庭教育之專業人員、行

（構）、團體之人員及志願
工作人員，提供各種進修課
程或訓練；其課程或訓練內
容，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政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提
供各種進修課程或訓練；其
課程或訓練內容、由各該主
管機關定之。

二、查志願服務法第三章「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已
規定本條規定內容，尤以該
法第七條規定為主，爰刪除
本條條文。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配合立法意旨調整，酌作
文字調整。

第十一條 家庭教育之推展，
以多元、彈性、符合終身學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教育及輔導之辦理既

習為原則，依其對象及實際
需要，得採演講、座談、遠
距教學、個案輔導、自學、
參加成長團體及其他方式為

已存在各類方式及模式，爰
刪除本條條文。

之。
第十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第十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與輔導
課程或活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

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
親職教育。

二、原第一項規定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每學年針對學生及其
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
辦理親職教育，為使指稱對

年應會同家長會對學生及其
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
生之人辦理親職教育。
各級主管機關應積極鼓
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空中大
學或大專校院，應將家庭教
育與輔導相關課程列為必修
科目或通識教育課程。

各級主管機關應積極鼓
勵師資培育機構，將家庭教
育相關課程列為必修科目或
通識教育課程。

象明確，參考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
第五項規定，酌作條文文字
修正，並移列為第二項。
三、第三項參酌教育部推展「
家庭教育中程計畫」，定有
「鼓勵大專校院於通識課程
中開設家庭、性別、婚姻課
程」及「鼓勵家庭教育相關
課程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與在
職進修課程」執行策略，且
部分大專校院及空中大學已
將家庭教育列為通識課程。
另又本法擬增加輔導服務，
爰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空
中大學或大專校院，將家庭
教育與輔導相關課程列為必
修科目或通識教育課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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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師培生具有一定程度專業
知識。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

需要研訂優先接受家庭教育
與輔導服務之對象及措施並
推動之；必要時，得委託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需要研訂優先接受家庭教育
服務之對象及措施並推動之
；必要時，得委託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推展家

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機構、
團體辦理。
前項優先對象及推動措
施之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庭教育機構、團體辦理。
前項優先對象及推動措
施之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酌修條文文字。

定之。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結合政府及民間
資源，提供民眾四小時以上
家庭教育課程，以培養正確
之婚姻觀念，促進家庭美滿

一、本條刪除。
二、辦理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
工作之各機關、機構、團體
應視服務對象需求進行規劃
及辦理，爰刪除本條條文。

；必要時，得研訂獎勵措施
，鼓勵民眾參加。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應即通知其家長、
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

第十五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應即通知其家長或
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酌修本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文字；其中，家庭參與及家
庭訪問係相關工作作為之方

；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
或輔導之服務；其服務內容
、時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
顧學生之人被通知參與相關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服務
，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未配
合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委託
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機構、
團體進行訪視。
該管主管機關所屬或受
其委託之機構、團體進行訪
視時，學生之家長、監護人
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師長
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或

；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
或輔導之課程；其內容、時
數、家長參與、家庭訪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該
管主管機關定之。
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
顧學生之人被通知參與相關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
，經書面通知三次以上未出
席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委託
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進
行訪視。
該管主管機關所屬或受
其委託之機構、團體進行訪
視時，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
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師長

法及原則，及家長參與係屬
家長責任，爰刪除相關文字
。
三、為使各直轄市、縣（市）
推動之家庭教育與輔導服務
一致，保障學生及其家庭權
益，爰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服務相關辦法。
四、參酌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五
條及心理師法第十七條規定
修正本條第四項文字。

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該
管主管機關並得請求其他相

或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或
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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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

管主管機關並得請求其他相

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前項受委託之機構、團
體或進行訪視之人員，因業
務而知悉或持有個案之秘密

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
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前項受委託之機構、團
體或進行訪視之人員，因職

，無故不得洩漏。

務上所知悉個案之秘密或隱
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相關文
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
託相關機關（構）或團體，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
託相關機關、學校，進行各

進行各類家庭教育與輔導課
程、教材、服務方案之研發
。

類家庭教育、教材之研發。

第十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寬
籌家庭教育與輔導經費，並
於教育經費預算內編列專款

第十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寬
籌家庭教育經費，並於教育
經費預算內編列專款，積極

，積極推展家庭教育與輔導
服務。
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聘
用具備社會工作、心理諮商

推展家庭教育。

或心理治療相關專業人員所
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補
助，並專款專用。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配合本法意旨調整，酌修
條文文字。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配合本法目的，酌修文字
。
三、考量家庭教育與輔導中心
聘用具備社會工作、心理諮
商或心理治療相關專業人員
需一定經費，又地方主管機
關財政預算恐難支應，爰由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經費，並
專款專用，以落實本法規定
。

第十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研
訂獎助事項，鼓勵公私立機
關（構）、團體辦理家庭教
育與輔導服務之工作。

第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研
訂獎助事項，鼓勵公私立學
校及機構、團體、私人辦理
推展家庭教育之工作。

一、變更條文條次。
二、配合本法目的，酌修條文
內容。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變更條文條次。

第十九條
。

第二十條
。

變更條文條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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