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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722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林宜瑾、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莊瑞
雄、賴惠員、羅美玲、鍾佳濱、許智傑、賴瑞隆、林昶佐、
王美惠等 23 人，鑒於我國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已成國安危
機，然目前在因應少子化問題上，仍由相關部會各自提出因
應策略，缺乏整合性的規劃及監督機制，導致成效不彰。爰
擬具「少子女化對策基本法草案」，比照日本「少子化社會
對策基本法」制定我國因應少子化問題之專法，並據以規範
中央各機關、地方政府、企業、團體，就少子化問題應負責
之權責及責任，以期能更有效的解決我國之少子化問題。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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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對策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自 1998 年首度跌破 1.5 以來，一路呈
現下滑的趨勢，2010 年甚至低至 0.895，最新統計資料為 2020 年的 0.99。「世界人口綜述」（
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19 年版排名各國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臺灣在 200 個
國家（地區）中敬陪末座。從以上數據可知，我國少子化問題業已存在 20 餘年，政府雖然陸續提
出多項政策因應，但成效不彰，仍挽救不了日益下跌的生育率。
另外，根據內政部公布 2020 年人口統計，去年 1 月至 12 月出生人數 16 萬 5249 人，創歷年
新低；死亡人數 17 萬 3156 人，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臺灣人口首度呈現負成長。
少子化影響層面相當深遠，在教育方面，造成了學校班級數減少、教師超額、私立學校倒閉
等問題；在勞動方面，導致就業人力萎縮、勞動力高齡化，並造成預期經濟規模的人力結構與需求
無法滿足的現象，影響國家人力資源的發展；在財政方面，以年金與健保為例，由於少子化問題造

下去，將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並將削減國家總體競爭力，我國少子化問題已非單一議題，顯然升級
為嚴重結構性的「國安問題」。
鑒於我國少子化的問題非常嚴峻，實應採取更強力的政策作為，目前我國在因應少子化問題
上，乃由相關部會各自提出因應策略，缺乏整合性的規劃及監督機制，落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窠臼，導致成效不彰。建議由行政院主導成立跨部會之少子化政策小組，系統性規劃我國之少子化
政策，並督導相關部會執行，以提升成效。在法制面上，建議比照日本「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
制定我國因應少子化問題之專法，並據以規範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企業、團體，就少子化問題應
負之權責及責任，以期能更有效的解決我國之少子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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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對策基本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維持合理人口結構，改善低生育率
與人口高齡化問題，確立少子女化政策之基
本原則，特制定此法。

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國家應依本法之基本原則，制定與實
施應對少子女化之措施。

鑒於我國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為促進國家少
子女化策略之制定及推行，爰規定國家應依本
法之基本原則，制定與實施應對少子女化之措
施。

第三條 各級地方政府應根據本法之基本原則
，與中央政府合作推動少子女化相關政策，
並制定與實施適應當地情況之少子女化措施
。

明定各級地方政府應配合中央政府推動少子女
化相關政策，並得依當地情況制訂與實施相關
措施。

第四條 企業應配合政府為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所採取之措施，為生育及撫養子女者創造必
要之就業環境。

鑒於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境及推動幼兒托
育制度為國家、家庭及企業之共同社會責任，
明定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配合政府為解決少
子女化問題所採取之措施，並積極提供員工友
善生育之職場環境。

第五條 政府應制定全面及長期的少子女化對
策計畫，作為應對少子化問題之指南，並定
期檢討修正。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國家少子女化問題現況與檢討。
二、改善國家少子女化之總目標、策略及資
源規劃。
三、就產業、學術、研究機構針對少子女化
議題重要研究資料之彙整研析。

由於少子女化是長期的問題，是以政府應探討
其成因、影響，或進行相關研究，制定全面及
長期的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作為應對少子化問
題之指南，並定期檢討修正。

第六條 行政院應每年向立法院提出有關少子
女化狀況之報告及為應對少子女化問題所採
取之措施綱要及執行成效。

為有效發揮立法部門監督功能，並適時督促行
政部門滾動式檢討政策內容，行政院應每年向
立法院提出有關少子女化狀況之報告及為應對
少子女化問題所採取之措施綱要及執行成效。

第七條 政府應寬列應對少子女化問題之預算
，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預算經費符合推行政
策所需。

為落實相關政策有效推動，明定政府應據此編
列經費，專款專用，並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預
算經費符合推行政策所需。

第八條 政府應透過補助、獎勵、輔導、推廣
等各項措施，推動雇主營造友善生育職場環
境，協助員工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

政府應鼓勵雇主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提供
員工友善育兒之職場環境。透過提升雇主辦理
托兒設施或措施、推廣新型態職場托育模式、
加強推動產業聚落提供托兒服務，以及促進職
場哺（集）乳室普及化等，支持受僱者育兒，
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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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政府應建構完善公共及準公共托育環
境，中央政府應督促地方政府配合推動相關

一、政府為與家庭共同分擔幼兒照顧責任，應
建構完善公共托育環境，強化社區照顧能

政策，強化社區照顧功能，以協助家庭分擔
照顧責任。

量。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積極建構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及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並持續推動準
公共托育機制，鼓勵私立托嬰中心及居家
托育人員加入準公共服務，提供民眾可負
擔且托育品質穩定的服務以支持家庭育兒
。

第十條

政府應強化孕期、產後婦女健康照護

為建構安心懷孕及生育環境，政府應建立完善

及不孕家庭之支持措施，並整合婦幼健康相
關資源，以提升孕產婦健康知能，促進婦幼

制度，提供母嬰從孕期至健康出生之必要協助
。

健康。
第十一條

政府應制定鼓勵生育之政策，以促

進國人增加生育之觀念。

為促進國人生育意願、增加生育誘因，政府須
制訂相關政策，提供國人必要之社會教育，以
營造鼓勵生育之環境。

第十二條 政府應就包含人工生殖等不孕症治
療費用提供補助，並定期檢討補助方案。

由於人生生殖療程費用不低，為協助不孕夫妻
實現生育願望，政府應就包含人工生殖等不孕
症治療費用提供補助，並定期檢討補助補助對
象及補助方式等補助方案內容。

第十三條 政府應重視兒童醫療照護問題，增
加兒童醫療及健康資源之挹注，建立公共衛
生與社會福利體系之連結。

我國嬰兒死亡率與其他國家比較，近年來改善
幅度有限，其中與醫療或疾病相關的因素占了
五成以上。政府有必要優化兒童醫療照護，以
降低新生兒及兒童可預防的死亡發生，減少失
能。政府應秉持積極平等原則，除了對所有兒
童提供一般性友善環境外，針對弱勢、發展遲
緩等特殊兒少，規劃支持家庭政策，增加兒童
醫療及健康資源之挹注，建立公共衛生與社會
福利體系之連結。

第十四條

政府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營造適合

兒少成長及保護兒少免受傷害之環境。

為提供兒童安心成長環境，政府應強化兒少保
護措施，並持續擴展兒少保護預防服務，以利
及早發掘潛在受虐兒少個案並落實通報，營造
適合兒少成長及保護兒少免受傷害之環境。

第十五條

政府應採取育兒津貼、醫療照護、

為營造友善生養環境，政府應制定支持生養的

住宅優惠及稅賦優惠等相關措施，以減輕生
育及養育子女之經濟負擔。

的各種策略，包括育兒津貼、醫療照護、住宅
優惠及稅賦優惠等相關措施，以減輕生育及養
育子女之經濟負擔。

第十六條

各級政府應提供必要之教育和啟發

一、少子女化問題已為國安議題，中央及地方

，建立育兒是社會責任之全民共識，提升國
民對生育照護和育兒責任之認知與理解。

政府應提供必要之教育與啟蒙，以加深公
眾對少子女化議題之認識。
二、兒童是下世代責任的擔當者，育兒不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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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庭的責任，應由社會全體養育。因此
，政府有義務建立社會對建立安心生產及
育兒的社會之關注與理解。
第十七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本法相關事務

目前我國在因應少子女化問題上，乃由各機關

及評鑑各機關之執行成效，應由行政院定期
召集跨部會之少子女化對策決策會議。

各自提出策略，缺乏主責機關進行整合性規劃
及監督機制，導致成效不彰。爰規定應由行政

前項會議之組成、會議召開、決議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院院長定期召集跨部會之少子女化對策決策會
議，並授權訂定相關辦法，以行政院層級主導
，系統性規劃我國之少子女化政策，並督導各
機關執行情況，以提升成效。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
規定，制（訂）定、修正或廢止相關法規。

本法施行後，相關法規應配合修正，爰規定本
法施行後各級政府應配合制（訂）定、修正或
廢止相關法規。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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