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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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997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靜敏、劉世芳等 17 人，鑑於近年驚動社會的兒童
虐待案件屢見不鮮，補教狼師新聞亦層出不窮，為不讓憾事
一再發生，增訂對於嬰幼兒至學齡前的兒童處於高風險情境
之保護，並透過對通報人之保護，避免讓通報人因身分曝光
之疑慮而放棄通報；正面表列提供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業者之
定義，以免定義不清造成受規範之業者認定模糊；增訂機構
評鑑不佳之懲處機制並提高罰緩金額及停辦時間，確保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的品質。爰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五十四條、第七十六條及第一百零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強化對六歲以下之兒童處於高風險情境之特別保護；增加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社工人員
資料提供之義務；強化通報人及通報資訊之保護。（第五十四條）
二、對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之性質明確化，以利認定；增列人員資格與不適任之認定及資訊處
理、利用，項目，俾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增列機關代表，以利審議會運作。（第七
十六條）
三、增訂機構評鑑為丙、丁等之懲處機制及提高未限期改善之罰緩金額及停辦時間以確保我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的品質。（第一百零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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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第七十六條及第一百
零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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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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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強化六歲以下兒童處於高
風險情境之特別保護。
二、第三項新增，為配合實務
上一線社工人員業務需求，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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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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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
配合提供相關資料合法性，
爰參考本法第七十條增列之
。

行業務時知悉六歲以下兒童
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預
防接種或其他不利處境，或
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
教養、婚姻、醫療或其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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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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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主管機關為蒐集、
處理、利用前條及第一項業
務所需之各項必要資料，得
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供之。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
資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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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及資訊蒐集、處理、利
用、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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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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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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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二項通報及協助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第四項新增，為保護通報
人之身分，明定通報人之身
分資料保密之規定，以免通
報人擔心身分暴露導致怯於
通報，以利協助弱勢家庭服
務之通報轉介與及早介入。
四、第三項移列至第五項，新
增對加通報資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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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七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二款所稱兒童課後照

第七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二款所稱兒童課後照

一、修正第一項，參考「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

顧服務，指招收國民小學階
段學童，於學校上課以外時
間，所提供以生活照顧、學
校作業輔導或才藝教學為主

顧服務，指招收國民小學階
段學童，於學校上課以外時
間，所提供之照顧服務。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有關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定義，正面表列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之性質。

之多元服務。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
定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

，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
定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班；或由鄉（鎮、市
、區）公所、私人、團體申

二、修正第三項，修正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訂定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班及中心規範之授權
範圍，理由如下：

顧服務班；或由鄉（鎮、市
、區）公所、私人、團體申
請設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辦理之。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之申請、設立、收費項目、
用途與基準、管理、設施設

請設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辦理之。
前項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之申請、設立、收費項目、
用途與基準、管理、設施設
備、改制、人員資格與不適
任之通報、資訊蒐集、查詢

(一)增列「認定」：配合本
法增訂第八十一條之一
，賦予教育主管機關配
合該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就不適任人員及聘（僱
）用期間進行案件審酌
，有必要就其認定作業
程序明定，俾利遵循。

備、改制、人員資格與不適
任之認定、通報及資訊蒐集
、處理、利用、查詢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班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
，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
人為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機
關代表、教育學者專家、家
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表
、公益教保團體代表、勞工
團體代表與兒童及少年福利
團體代表等。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班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
，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
人為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教
育學者專家、家長團體代表
、婦女團體代表、公益教保
團體代表、勞工團體代表與
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等
。

(二)增列「處理、利用」：
不適任資訊或有可能涉
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
條第一項犯罪前科等機
敏資料，爰增列授權規
定，俾符合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
二、依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建議，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審議會係為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組成及
召開，確有聘（派）機關代
表為審議會成員之必要，以
利審議會運作，爰於第四項
增列機關代表。

第一百零八條 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三條第
五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一者
，或依第八十四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評鑑為丙等或丁等者
，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第一百零八條 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三條第
五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一者
，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檢閱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相關評鑑及獎勵辦法，該等機
構經評鑑為丙、丁等者，均僅
明訂將停止獎（補）助或委辦
業務等，為強化對機構管理，
增訂機構評鑑為丙、丁等之懲
處機制及提高未限期改善之罰
緩金額及停辦時間以確保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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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十萬

；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
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並公
布其名稱。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
布其名稱。
依前二條及前項規定命
其停辦，拒不遵從或停辦期

依前二條及前項規定命
其停辦，拒不遵從或停辦期
限屆滿未改善者，設立許可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限屆滿未改善者，設立許可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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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