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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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0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昆澤、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何欣純等 18 人
，有鑑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對於兒童與少年
成長過程身心發展與教育權利保障雖漸趨完整，然而兒少受
虐事件仍時有所聞。現行法雖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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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來引進社會安全
網計畫，始可發揮本法保障兒少身心發展不受侵害與教育權
益保障的綜合效果。故除了任何人得通報之外，成年家屬對
於家中兒少狀況知之甚詳，爰提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使得公私部門能即時介
入協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內政部年初公布 2020 年 1 至 12 月出生人數統計為 16 萬 5,249 人，我國面臨少子女化趨
勢，民間與政府部門刻正群策提出誘因以鼓勵生育。今日的新生兒即是未來的兒童與少年
，出生人數雖呈現階梯式下降，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亟需持續提升。據衛生福利
部統計：108 年度共有 11,113 人受虐人數，兒童佔 5,459 人，少年佔 5,654 人；109 年上半
年度 6,539 人，兒童佔 3,022 人，少年佔 3,571 人。凸顯兒少成長階段身心發展不受傷害的
權益保障仍有加強的空間。
二、按兒少受虐通報機制的建立，始見於民國八十二年兒童福利法全文修正第三十五條：「『
任何人』發現有違反……之情事者，『得通知』當地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
。警察機關或兒童福利機構發現前述情事或接獲通知後，應立即向主管機關『報告』，至
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九十二年兒童福利法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五條結合少年福利法制
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將合併移列於第三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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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更名為「兒童及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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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本條移列為第五十三條後，一百零八年再進行文字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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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時至今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對於兒童與少年成長過程身心發展與教育權
利保障漸趨完整，惟兒少受虐事件仍時有所聞，遑論本法所保障其他兒少權利保障事項極
可能因各種考量因素而無法及時讓各地方與中央公私部門及時掌握以利後續評估處置的情
況發生。現行法雖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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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來引進社會安全網計畫，始
可發揮本法保障兒少身心發展不受侵害與教育權益保障的綜合效果。故除了任何人得通報
之外，成年家屬對於家中兒少狀況知之甚詳，若能立法明定通報責任，使得醫事人員、社
會工作人員、村長、里長與村幹事、里幹事、警察人員、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少福利業
務之相關人員能提早介入協助將兒少保護工作重點轉為預防優先，及早辨識脆弱個案家庭
，「早期發現，早期介入」以落實社會安全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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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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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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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第二項，原第五項移
至第四項。
二、民國八十二年兒童福利法
全文修正第三十五條：「『
任何人』發現有違反……之
情事者，『得通知』當地主
管機關、警察機關或兒童福
利機構。警察機關或兒童福

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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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各款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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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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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家屬知悉兒童及少
年有第一項各款之情事者，
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前三項通報人之身分資
料，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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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

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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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各款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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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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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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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第一項各款案件後
，應提出調查報告。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
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提出第四項調查報告

利機構發現前述情事或接獲
通知後，應立即向主管機關
『報告』，至遲不得超過二
十四小時。」九十二年兒童
福利法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五
條結合少年福利法制訂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將合併移列於
第三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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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更名為「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將本條移列為第五十三條
後，一百零八年再進行文字
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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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明定兒童與少年成長
過程身心發展與教育權利保
障漸趨完整，惟兒少受虐事
件仍時有所聞，遑論本法所
保障其他兒少權利保障事項
極可能因各種考量因素而無
法及時讓各地方與中央公私
部門及時掌握以利後續評估
處置的情況發生。雖明訂：
「任何人」知悉兒童及少年
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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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受理第一項各款案件後

前，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訪

通報」直轄市、縣（市）主

，應提出調查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提出第四項調查報告
前，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訪

視。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及
少年行方不明，經警察機關
處理、尋查未果，涉有犯罪
嫌疑者，得經司法警察機關

管機關。然而以家庭為中心
，以社區為基礎來引進社會
安全網計畫，始可發揮本法
保障兒少身心發展不受侵害

視。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及
少年行方不明，經警察機關
處理、尋查未果，涉有犯罪
嫌疑者，得經司法警察機關

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
分級分類處理、調查與其作
業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與教育權益保障的綜合效果
。故除了任何人得通報之外
，成年家屬對於家中兒少狀
況知之甚詳，若能立法明定

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
分級分類處理、調查與其作
業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通報責任，使得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村長、里長
與村幹事、里幹事、警察人
員、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少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能提
早介入協助將兒少保護工作
重點轉為預防優先，及早辨
識脆弱個案家庭，「早期發
現，早期介入」以落實社會
安全網計畫。
四、參酌民法親屬編第一千一
百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同家之人，除家長
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
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
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家屬」文義範圍應比「親屬
」廣。故以家庭為中心明訂
家屬為內部成員。
五、既新增家屬為通報人，故
亦須同受身分資料保密保障
，故於第四項明定：前三項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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