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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般執行措施】安置機構兒少申訴權益 

現況： 

1. 目前安置兒少的申訴管道設立在不同層級、不同法規內，包含： 

(1) 兒少安置機構：需設置內外部申訴機制，各公立兒少安置機構皆已有相關

申訴小組設置辦法或申訴流程辦法；私立兒少安置機構則因需於平日接受

衛福部訂定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輔導查核及每三或四年一次的兒

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輔導查核及評鑑指標中皆有規範安置

機構應設有內外部申訴處理機制。 

(2) 各縣市政府：設有家外安置外部申訴處理機制，含括所有家外安置類型（親

屬家庭、寄養家庭、團體家庭、安置機構），另規定個別安置機構需設置機

構內申訴處理機制。 

(3) 監察院：有職權可調查侵害兒少權益之相關事件，但無實質制衡措施。 

其中與安置相關之議題，經查該網站公告之調查報告1，自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為止，這 5 年間共 10 件，包含：安置機構發生性侵事件之管

理通報缺失有２件。寄養家庭發生性侵事件之處理缺失、保母安置發生不當

虐待、安置機構不當管教問題、政府未回應寄養家庭高齡化問題、安置兒少

暫停與家庭聯繫之考量、自閉症兒少缺乏家庭支持或安置資源、兒少安置機

構的工作條件受到政府忽視、特殊性侵司法兒少無適當安置處所，以上議題

各 1 件。 

 

2. 目前兒少申訴機制之缺陷：目前兒少安置機構因應政府規定均設置內外部申訴

處理機制，惟外部申訴機制建置於各縣市政府，恐有球員兼裁判不中立之情事

發生，並其他家庭式與社區式安置服務則缺乏申訴機制。。 

(1) 各縣市政府的家外安置申訴機制不夠健全，就主責機關及其社工對家外安置

兒少處遇情形，並未提供正式申訴管道。當安置單位遇到主責社工處遇未顧

及安置兒少最佳利益時(包括未傾聽兒少意見)，僅能向其督導或主管反應與

討論，但此意見反應並未能構成正式、有效的申訴程序，抑或是投書至政府

部門信箱時，機關處理方式又是派回業務單位回覆，呈現球員兼裁判的情

形。 

(2) 目前監察院所屬之國家人權委員會(簡稱人權會)共設置 10 名委員，下設

                                                      
1
監察院 (2017~2021)，調查報告。https://www.cy.gov.tw/CyBsBoxAll.aspx?n=718&sm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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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企劃」、「訪查作業」及「教育交流」3 組。目前關注議題包含兒童權

利公約(CRC)、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CPR & ICESCR)。但自人權會 2021 年

1~11 月業務統計呈現其業務內涵多為研處專案、訪查、防制酷刑訪視、人

權教育交流、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等，在司法協處部分僅 1 件，2020 年

8 月迄今也僅有 3 件，該統計數據無法呈現人權會在兒童權利公約上的努

力，其對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也未有明確成效。 

 

具體案例： 

案例一 

有些安置兒少對於個人安置意見與主責社工意見不一致，如：主責希望兒少選擇自

立方案，兒少卻期待留在安置機構，方能更穩定地繼續完成高中學業。安置單位在

其中，除了與主管機關/主責社工溝通協調外，期待協助安置兒少進行更進一步的

申訴，如：投信總統信箱，但是安置單位不得不多有保留，因：(1)安置單位了解

總統信箱的投信，最後仍會回到社家署及各縣市主管機關的處理。 (2)安置單位亦

擔心代兒少申訴是否會破壞安置單位與政府的和諧關係，不利於其後續合作關係。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26-30 點及結論性意見 14-17、82： 

國家人權委員會目前業務範圍僅有研究、訪查、教育座談及司法協處等功能，對於

非公部門/公務人員危害到兒少權益時僅有建議權，無提供實質介入機制；監察院

至 2021 年 12 月止平均每年僅 2 件處理兒少政策性問題或重大兒少權益受損案

件，且該案件並無非由兒少主動陳情，可見不論監察院或其下設國家人權委員會，

此二組織對兒少權益之宣廣、申訴平台及工具均缺乏可近性及友善性。 

 

建議： 

1. 現行之國家人權委員會應重新檢視其設置辦法及相關職權，加強申訴管道的宣

廣及檢討運用效益；對於調查案件應有實質之介入措施，並將案件處理結果製

成公開資訊供民眾查詢。 

2. 監察院較各縣市主管機關更具獨立性，應更適合處理各縣市主管機關家外安置

不當決策引起之兒少權益受損議題，但數據顯示目前處理案件數過少(近五年案

件中平均每年 2 件與兒少權益有關)，且常是因媒體報導及輿論產生後才介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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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議應提升兒少權益損害之服務量能，有案件後續追蹤其改善成效之呈

現。 

3. 政府應積極修法，於兒少權益最主要的母法基本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中增加條文，以保障所有接受兒少保護、家外安置之兒少，對其相關安

置決策、處遇有申訴權，由第三章公正單位組成專家小組調查，以落實維護兒

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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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般性原則】尊重兒少意見，安置兒少表意權 

現況： 

1. 不同安置處所兒少對其表意權之想法：根據趙善如（2021）2提供兩項（未公

開）調查結果：2017 年衛福部進行之「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結

果」及 2019 年內政部兒童局進行之「特殊需求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專

業精進暨評估計畫案」，關於兒少於寄養家庭、安置機構或團體家庭均有表達意

見的機會，惟與照顧者討論的有所主題不同，其中寄家兒少最有表達各種意見的

機會，而安置機構及團體家庭兒少在升學、就業的部分能獲得充分的討論，但在

個人空間及生活作息的安排上較為受限。 

2. 安置兒少對於其權利義務之知情權： 

衛福部於 2022 年實施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3中，要求兒少

安置機構在收案入住時，須明確告知安置兒少之相關權利義務。相較之下，親屬

家庭、寄養家庭等安置模式較無相關規範，予以落實安置兒少對於其相關權益義

務之認識。 

3. 安置兒少參與安置決策之情形： 

趙善如（2021）的研究結果顯示，寄養家庭兒少有 40%不同意「我可以有機會

討論我的安置安排」。目前兒少安置個案屬於委託安置者，2019 年頒佈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兒童及少年委託安置作業流程」4，在此行政命令之

條文中並未提供安置兒少在其自身的安置決策中有知情、陳述、參與會議之權

利，僅於團體決策評估表中列出一項兒少安置意願；保護安置者亦無相關法規保

障此類兒少參與安置決策過程的權利。 

4. 安置兒少在各種安置服務樣態下之知情表意情形 

2022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指標中規定兒少安置機構訂定安置

照顧計畫、個案處遇計畫及結束安置前準備計畫時，皆應提供安置兒少參與討論

之機會，但在寄養安置、親屬安置中的各項生活安排，兒少的知情表意權利並未

有規範與保障。 

 

                                                      
2
 趙善如、彭淑華、胡中宜(2021)，家外安置需求推估及現行安置模式執行成效評估計畫期末成果報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581&pid=10600 
3
 衛生福利部(2022)，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1345 
4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9)，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兒童及少年委託安置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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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案例： 

案例一 

在安置機構中，工作人員最常與安置兒少（特別是青少年）在手機使用的議題上，

發生衝突。有些安置機構採取：在負起個人學習、生活責任下，可開放兒少使用手

機，較無時間限制；有些安置機構則採取限制時段的方式，讓兒少較無彈性地使用

手機。 

安置機構最為擔心的事件之一是：兒少經由網路連結外界，引發其身體安全疑慮之

問題（例如：不當交友、性行為偏差、未成年懷孕、網路上傳裸露畫面等）。除了

事前教育、事後協助，安置機構亦常是在此類重大議題發生時，被政府或甚至是兒

少原生家庭究責的一方。因此，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在處理兒少表意的議題上，所伴

隨的考量複雜，亦有其困難度。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第 33、34、73，74 點及結論性意見 31.32： 

1. 關於 CRC 教育訓練辦理部份，各縣市政府、各兒少安置機構及與安置相關之民

間團體近年來多有辦理「認識兒少權利」、「在安置機構場域內落實兒少權益」

之相關訓練，但因台灣的教養文化一向是以家長為主導的文化，目前安置機構

的照顧者也是在此文化背景成長，即使寄養家庭也難以“專業身分”平等、平

衡的與兒少討論各種議題，因此照顧者與專業人員仍需要經歷一段為期不短的

價值觀翻動、重整的歷程，方能在其中慢慢內化並落實兒少權益之精神。 

2. 台灣自 201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5指標中已開始增加保障兒

少表意權之相關規定，包含：需定期召開家庭會議、在院師生共同研擬管理規

則、確保兒少參與決策及享有空間自主權等。許多安置機構將兒少權益的落實

深植到生活各個層面，例如：讓孩子們一起討論小家的日常生活作息、假日小

家活動安排、零用金使用、冷氣使用、手機電腦使用、寵物飼養與照顧等決

定，或甚至是透過活動，協助安置兒少培養其議題發想、自主發表、團隊討論

的能力。 

 

建議： 

政府應積極修法，於兒少權益最主要的母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增

修條文，確立能全面性地保障不同安置模式的兒少在其安置決策過程中的知情、參

                                                      
5
 衛生福利部(2018)，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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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而非現行僅透過層級較低的行政規範（評鑑制度），且僅能保障到的是部分

安置兒少在某部分的參與權（即：安置機構兒少在其安置期間的權益知情及處遇決

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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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公民權與自由】安置兒少隱私權保障 

現況： 

1. 為保障機構安置兒少之隱私權，衛福部於 2022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聯合評鑑指標，已加強在： 

(1) 硬體設備方面：規範各安置機構應為安置兒少個人物品提供足夠、可靠和便

於取用的存儲空間，並提供專屬寢室設備、床鋪、衣櫥及書桌等空間安排；

監視器不得設置於影響隱私之空間（寢室、廁所、浴室）。 

(2) 兒少資料保密與隱私方面：規範安置機構應對於安置兒少的個人資訊及資料

管理訂有相關規定並進行落實，且須保障兒少個人隱私，如財務、私物、通

話、信件、手機及網路等隱私權保障。 

2. 根據趙善如（2021）提供兩項調查結果（未公開）：2017 年衛福部進行之「家

外安置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結果」及 2019 年內政部兒童局進行之「特殊

需求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專業精進暨評估計畫案」，顯示：多數家外安

置兒少希望個人隱私權能獲得保障。 

3. 趙善如（2021）研究中訪談 12 位機構安置的離院生，關於隱私權的部分，受

訪者特別提及：安置機構應避免外人頻繁參訪，減少讓兒少產生「自己是住在

動物園供外人觀賞的猴子」的感受。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107 點及結論性意見 37: 

就安置盟的實務觀察： 

(1) 從硬體設備面保障兒少隱私：多數兒少安置機構較無窒礙難行之處。雖然因 

著台灣地狹人稠及各機構原本建物設計，或因著安置兒少較年幼仍須他人作伴

等因素，較少有安置機構能提供兒少一人一房；但多數安置機構對於提供獨立

的床位、置物空間，較無困難；其監視器之設置也多符合隱私權的法規。 

(2) 從兒少資料保密與隱私：多數安置機構已有相關兒少資料保密或隱私尊重之 

原則，並能配合制定相關規範。 

(3) 在隱私權的保障上，安置機構尚存在兼顧兒少權利與保護的兩難，如兒少進出

機構時工作人員對違禁物品（如：香菸、毒品等）的檢查，或是在團體生活

中，當兒少自己於公開場合或私下與同儕分享其個人過去生命經驗，卻指控工

作人員方散播其個人資訊的例子。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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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預計於 2022 年底完成兒少安置機構工作人員 CRC 手冊，建議政府不僅應確

實完成該手冊，且應辦理兒少安置機構院內或院外的兒少隱私權保障的討論會，或

委由專業公信的機構辦理示範研討會。工作人員需要針對所遇的實務情境及其相關

聯的議題，進行深入的討論，較有可能真正地改變及提升其對兒少隱私權保障的思

維與做法，進而達到安置兒少隱私權保障之成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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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保護兒少免受暴力侵害】 

現況： 

1. 現行安置機構已明確禁止體罰，但在團體生活中遇到兒少之間有肢體衝突時，

會讓較弱小的兒少先待在自己的房間，而具有攻擊性的兒少安排在牆面地板均

設有保護墊的情緒調整室中，然而此種安排有時會讓受欺負的兒少覺得自己被

隔離在房間中是遭受懲罰，且具攻擊性的兒少仍會慣性的以肢體威脅方式在機

構中生活。 

2. 教養方式的改變仰賴工作者的專業知能提升，因此培力工作人員成為最重要的

一塊。政府透過跨網絡合作引進《創傷知情支持計畫》和《家外安置兒少替代

性照顧資源強化計畫》改變「控管」的意識形態，重塑工作人員看待兒少問題

行為的角度，更能看到行為反映的議題。 

 

具體案例： 

案例一 

機構有安置心理性別與生理性別不同的兒少，機構為預防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安

排該兒少與其他兒少分開生活，機構的立場為降低性侵害風險，但同時也涉及歧視

或有辱人格的議題。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132、133 點及結論性意見 38、94： 

現行政府在 2020 年修訂兒少安置機構輔導查核表，列入定期檢視機構有無酷刑或

其他形式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兒少情形之項目，但未列舉行為樣

態，讓安置機構在教養策略的運用上不知所措。 

 

建議： 

1. 政府可辦理進階工作坊，針對兒少教養及衝突發生時的案例進行實務演練，讓

安置機構的工作人員在特殊狀況下能保障自己的權益也能兼顧到兒少的權益。 

2. 政府應開辦多元性別權益保障的教育訓練課程，並提供安置機構在這方面的教

養指引，以及生活空間、場域安排的指引，以免性侵或歧視的狀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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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 

A. 無法在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兒少/喪失家庭的兒少 

(a) 安置機構專業化：個案分級、機構分級 

現況： 

1. 根據國家報告(附件 5-8)2020 年兒少保護繼續安置人次及比率，親屬安置佔

6.14%、家庭寄養佔 29.11%、安置機構佔 64.75%，可見台灣目前仍仰賴安置

機構提供替代性照顧服務。而政府近年雖大力宣導發展寄養家庭，但寄養家庭

數卻未有成長(附件 6-22)，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替代性照顧資源的配置及發展計

畫6不明確，也未公布對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照顧比例規劃。 

2. 安置機構發展現況： 

(1) 安置機構最早在 1960 年代開始朝向家庭化照顧，將原本團體式照顧環境

改建成家庭式照顧環境。《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 》第 20 條規定

安置機構生活空間之規劃應以營造家庭生活氣氛為原則，揭示台灣安置機

構的環境及照顧模式都以家庭化為目標，此後安置機構再發展「小家制」

照顧，提供類家庭式照顧(family-like care)。 

(2) 根據安置盟 2021 年調查會員機構中有 73%採小家制照顧，且以 1 小家住

5-8 人為多數。機構的小家制照顧特色包含：a.家庭式的照顧環境和擺

設、b.團體行動時以各小家為單位，便兒少參與社區活動、c. 兒少可討論

自己小家的規範、生活作息及活動、d. 固定照顧人力、e. 提供兒少個別

化需求服務與自主表達的機會。 

(3) 兒少安置決定之合適性問題： 

a. 安置決策未依兒少利益優先為考量：由上文可知目前兒少安置服務的

樣態包含親屬安置、寄養家庭、機構安置、團體家庭等，但政府僅於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兒少安置順

序(親屬安置→重要他人→寄養家庭→安置機構)，未針對各類兒少提

出最適宜之安置模式。 

b. 安置資源缺乏可近性，不利兒少返回社區：趙善如(2021)研究指出

107 年家外安置轄外人數比例，全國為 23.37%，高於此比例之縣市

共有 12 個，顯示各縣市在安置資源的配置上仍有極大差異。 

c. 特殊議題兒少安置資源不足：衛福部近三年統計機構安置兒少總人數

                                                      
6
衛生福利部(2021，4 月 26、28、29 日)，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草案座談會資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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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 2,700 人，其中身心障礙者約占 11%、發展遲緩兒少占 3%，

合計已佔 14%。但依據高雄市政府 2021 年 11 月的調查，至 2021

年 9 月底高雄市家外安置人數共 610 人，其中具特殊議題約 244

人，佔總安置人數 40%，患有兒少精神疾病、情緒障礙、性別認同等

議題，需要個別化之照顧，難以找到合適的安置處所（趙善如

2021）。 

d. 頻繁轉換之安置經驗對兒少身心發展具不利影響：根據社家署委託研

究「家外安置需求推估及現行安置模式執行成效評估計畫」指出，

57.4%個案有轉換安置經驗，轉換 1 次的占 43.6%，轉換 2 次以上的

則有 13.6%，研究指出頻繁轉換對兒少的身心發展，包含認知、問題

解決能力、情緒行為及心理健康等都有影響。 

 

具體案例： 

案例一 

個案 A 是名國中(14 歲)，因有多次自傷記錄，如以尖銳物品割手腕或頸部、或吞

食異物等情形，也曾因與在精神療養院等機構與其他住民發生衝突，被迫轉換住

所，其安置生涯中曾住過的寄養家庭、安置機構、及醫院等單位超過 7 個以上。該

案無法覓得適合的中長期機構，目前持續頻繁出入醫院，政府僅能將其安置於緊急

短期安置單位中。 

案例二 

某安置機構因在五、六年前接受政府委託安置六、七個有早療需求的兒童，當時為這

群兒童購置了早療設施設備，隨著兒童慢慢長大，此後亦無再收到早療需求的兒童，

因此所建置的早療復健資源就沒有繼續使用。對機構而言，設備資源就浪費了，工作

人員的早療知能儲備也因為沒有繼續運用而逐漸生澀，甚為可惜。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159、160、162 點及 結論性意見 42 -45 點: 

1. 替代性照顧政策以六大政策目標方向停留在口號階段，「留在家庭、重返家庭、

家庭式照顧、優化機構照顧、品質與監督、自立與支持」，未見詳細執行策略如

需求評估、資源盤點、對現行安置資源提出支持或轉型的作法等。 

2. 政府在替代性照顧政策中對於安置機構的未來發展定位不明，以至於安置機構

在「去機構化」的口號當中無所適從，亦恐有資源重複建置之虞，或亦無法提

供在地兒少得到需要的照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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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201 點及結論性意見 58、59 點： 

針對家外安置之身心障礙兒少，政府在 2021 年辦理《家外安置兒少替代性照顧資

源強化輔導團計畫》7中僅能看到對於安置單位的支持性服務，如媒合醫療、特

教、早療、心理支持等資源，但未見輔導各地安置機構進行分級分類、協助機構轉

型為專業安置機構的作為，以至於特殊需求兒少不斷在不同安置資源中轉換，對其

身心發展相當不利。 

 

建議： 

1. 家外安置兒少類型多元，除生活照顧需求外尚需療育、特教、復健、精神醫療

等其他專業支持，才能讓兒少在家外安置的階段獲得良好的身心發展。《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要求縣市政府接獲兒保通報案件時應進行分級

分類處理，建議政府強化各縣市跨專業評估小組運作，對於兒少在安置決策前

應比照本法精神，對安置兒少進行分級分類處理，非僅依兒權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範之安置順序為考量，才能確保兒少被安置到充足支持的環境中成長，減

少兒少在安置資源頻繁轉換的情形。 

2. 盤點全國目前家外安置個案及所需安置資源需求，以區域、專業服務劃分，輔

導現有安置機構朝向分級分類方式轉型，編列所需經費給與機構轉型準備及支

持。 

3. 盤點具精神醫療及特殊議題的兒少人數(非以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兒少人數做數

據)，思考如何在安置機構社區中配置合適的精神醫療、心理諮商資源，讓安置

機構人員在照顧困難兒少時仍能得到充分的專業支持協助。 

  

                                                      
7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11月 26 日)，家外安置兒少替代性照顧資源強化輔導團計畫平台會議暨期末座談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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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政府對替代性資源挹注 

現況： 

1. 監察院 2019 年調查報告8提到，「衛福部漠視地方政府對委託社福團體辦理法

定社會服務的經費，長期以來未合理計算人事及行政經營成本，尤其保護性業

務的兒少安置，是多重需求司法、社福兒少最後的處遇場所，需要高度人力投

入，但委託經費卻不符成本，人事經費更是杯水車薪。」本案迄今未結案，顯

示主管機關衛福部社家署仍未改善。 

2. 安置盟調查 2019 年私立機構安置成本為 5.9 萬元到 7.7 萬元間，扣除地方政

府提供之安置費(2 萬 2 千元到 2 萬 7 千元間不等)，中央政府另以專業服務費

補充機構部分人事成本(依照顧人力比補助 1/2 的專業人員人事費)，尚未計入

機構運營之設施設備購置或折舊成本，以及其他人力如行政、總務、廚工等必

要配置人力之補助。 

3. 安置機構為配合勞動基準法逐年修法的情況下，照顧人力須不斷增聘，所聘之

照顧人力遠高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人數。111 年政府訂定

之專業服務費補助標準中，機構照顧人力補助員額預計調整為現行補助人數之

1.47 倍9，但因補助金額僅為目前薪資之 1/2，若加計其他雇主應提撥的勞

保、健保、勞退支出，補助金額僅佔人事成本之 1/3，顯示機構愈多增聘工作

人員，人事成本更為增加。 

4. 109 年政府修訂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輔導查核表》規定，安置機構

「專業人員每人每年應接受至少 18 小時以上在職訓練」，其中又須包含性侵害

防治專業訓練、自衛消防演練及講習(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一

次，每次不得低於四小時)、衛生教育或活動，自 2019 年起更規範安置機構工

作人員需接受 CRC 訓練。台灣安置機構普遍遇有工作人力招募困難、現場照

顧人力吃緊及機構需額外支付加班費提供訓練的情況。 

5. 政府在安置照顧的專業上僅對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做出訓練規範，對親屬照顧

者、寄養家庭則無對應的規範，使安置兒少所受到的照顧品質不一致。 

 

 

  

                                                      
8
 監察院 (2019，2月 14 日)，調查報告 108 內調 0009。

https://www.cy.gov.tw/CyBsBox.aspx?CSN=1&n=133&_Query=b2ba4ed9-5dea-4dd3-a9ee-317b6a44ba02 
9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9 月 6 日~10月 22 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公私協力服務方案說明會會議簡

報。https://topics.mohw.gov.tw/SS/lp-5259-204.html 



16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21、164 點及結論性意見 45 點： 

1. 從第 21 點及(附件 1-2)發現，政府在兒少「福利」(協助減輕育兒家庭經濟負

擔與家庭支持之相關措施及替代性照顧)的支出佔比是逐年減少中，無法反映

政府對於家庭支持措施及替代性照顧的看重程度。 

2. 政府雖有修訂專業服務費補助標準，但僅依據輪班需求調整補助人員數，未計

入雇主需負擔之勞保、健保、勞退及教育訓練等成本，機構專業人員又被規定

每年須接受各種訓練課程。若依政府專業服務費之設計概念，直接照顧人力勢

必須勻出一定的時間才能完成機構內各種行政、總務、備餐及清潔等工作，最

後犧牲的是現場的照顧人力比，而「提升照顧品質、落實 CRC 理念」成為做

半套、華而不實的口號而已。 

 

建議： 

1. 現行兒少替代性照顧模式中，各縣市緊急安置服務、團體家庭服務均由政府全

額補助其人事費、設施設備經費，但中長期安置機構卻無法得到相同標準之補

助。監察院亦已明文糾正主管機關應檢討並重新試算安置機構合理計算人事及

行政經營成本，但本案迄今仍未結案，主管機關衛福部社家署應有正式回應並

公開檢討改善措施。 

2. 安置於同一機構之兒少，其安置費因各縣市地方政府補助的標準不同而有所差

異，政府實應針對「個別兒少換算得出的照顧經費差異之價值性問題」做出檢

討回應。 

3. 政府以專業服務費為名補助機構人事費，但補助員額僅計照顧人力及社工人

力，未計入機構尚須配置之行政、總務、廚工等人員，政府應公布其專業服務

費計算方式及補助內涵供各界討論，作為修訂補助標準之依據。 

 

(c)安置機構與政府的合作關係 

現況： 

1. 安置服務中公私協力分工不明，從代行監護執行之權利義務關係來看，《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0 條及第 62 條分別範定「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

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2. 實務上家外安置兒少事務涉及層面甚廣，包含：一般生活照顧、學校活動、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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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事宜，另含涉及法定監護人代行事項（如：侵入性醫療、流感疫苗、志願役

報名、出國護照）、兒少重大事件（如：升學規劃、特殊財產管理、身心特殊用

藥）、或兒少涉及民刑事責任及賠償事宜等，上述事務之權責並非全歸屬家外安

置兒少之受託單位。 

3. 部分縣市政府已建立家外安置兒少主管機關及受託單位依法代行父母監護權分

工表。然多數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受託單位之間，並無明確規範原則可供

參考，多透過受託單位與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遇事時一一協調；

且安置機構有一定比例之跨轄安置兒少，故所需協調之主管機關多，各主管機

關對同一狀況認定標準不盡相同。在無明確、全國一致的代行親權分工原則

下，無疑加重受託單位於行政、溝通協調的業務負擔；且權責不明的狀況下，

在遇兒少涉及民刑事責任賠償事宜時，更顯出無法可依循之困境，兒少受託單

位常須概括承受相關的賠償修復責任。 

 

具體案例： 

案例一 

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文提到：一名由縣市政府監護的個案（加害人)在安置機構內與

另一名個案生衝突並將對方打死，死者家屬向法院申請民事賠償。台灣高等法院以

該縣市政府雖為加害人法定監護人，但以為其選擇適當機構進行保護照顧，以盡法

定代理人之監護義務，並無疏失為由判定縣市政府無需負擔損害連帶賠償責任，安

置機構端則須負連帶賠償責任。由此判例發現法定監護人的權利義務規範不明，政

府身為該名個案的法定監護人其責任只須責付適當安置處所，該名個案在安置期間

發生的事情或賠償責任須由照顧單位負擔，照顧單位卻不是該名個案的法定監護

人。 

 

 

建議： 

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中亦指出政府應確立代行監護之範圍，該準則第 71

條：「應特別注意保證替代性照料的品質，無論是寄宿照料還是家居照料，特別是

在照料者的專業技能、挑選、訓練和監管方面。應明確界定和澄清這兩類照料者相

對于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作用與職責。」建議政府應正視代行監護議題，修法

以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以衛福部 110 年「家外安置兒少主管機關及受託單位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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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父母親權行使執行分工原則(草案)10」為基礎修正，建立全國法源依據，降低

安置機構協調成本。 

 

  

                                                      
1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1 月 5 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交付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安置兒少之法律關係及契約

屬性研商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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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家外安置兒少之處遇計畫與服務內涵 

(a)兒少安置決策及家庭重整計畫執行狀況 

現況： 

1. 兒少安置決策未獲重視 

(1)兒少保護個案：現行政府對兒少保護個案服務的重點在於能否結束安置返

家，主責社工的工作重點在於家庭處遇服務而非兒少安置決策服務。政府為兒

少保護個案服務訂定了《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評估決策模式工作人員服務手

冊》，實務上卻發現仍有兒少保護案在結束安置返家後又遭再次通報進案的情

形。又政府未針對兒少保護安置評估訂定相關手冊或作業指引，因此主責社工

的工作重點總是放在家庭功能評估及家庭處遇服務，對於兒少安置的部分未見

積極參與，也未針對不適宜返家之兒少有積極的安置安排，因此兒少可能會被

放在一個不適宜的安置機構 3~6 個月，而期間其就學、醫療復健、社區參與的

安排均受限，呈現剝奪兒少表意權、教育權、資訊權及遊戲權的情況。 

(2)委託安置個案：目前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兒童及少年委託安置

作業流程》採團體決策模式，但實務上發現在團體決策中仍以地方主管機關之

意見為主，當安置機構社工與主責社工持不同意見時，主管機關多以請託的方

式要求安置機構接受主管機關的決定，對於安置機構提出的困難未有積極的配

套作法，又或者在無法繼續協調的情況下，由主責社工再把個案帶走，暫安置

至緊急短期安置單位，讓孩子在安置系統中不斷經歷轉換的經驗。 

2. 家庭處遇計畫 

對於安置兒少來說（不論其為保護安置、委託安置、司法轉向安置），原生家庭

功能的提升與其是否能夠返家、及其返家後的福祉息息相關。而家庭處遇（家

庭重整）計畫即是安置兒少原生家庭功能改善的重要介入方式，但目前仍觀察

到一些不足： 

(1)法規及執行層面： 

就現行法規來看，目前僅兒少保護個案之家庭可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接受家庭處遇計畫（未安置者：家庭維繫計畫；已安置者：家庭重整計

畫）；屬委託安置兒少只能依行政命令－2019 年實施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受理兒童及少年委託安置作業流程》，方有可能獲得家庭重整計畫之服務，

但其落實情形尚未有相關資料或數據可供參考，同趙善如（2021）報告中所揭

示。 

(2)上述保護安置及委託安置兒少之家庭維繫計畫、家庭重整計畫，政府並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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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執行成效之檢討成果。另外，尚有一群司法轉向安置的兒少，若其家庭

原未屬於社政系統的扶助對象，則兒少進入安置後，目前亦無相關法規可保障

其家庭獲得服務。而就實務現場發現：此類兒少的行為偏差常源於原生家庭失

功能或原生家庭所獲的支持、資源不足，但在社政網絡中被遺漏，導致兒少最

後以偏差行為進入司法體系。因此，若無家庭處遇計畫的提早介入，僅能待結

案後追蹤輔導方案的介入，這類兒少的原生家庭無法及早獲得資源協助進而提

升家庭能量，將降低這類兒少結束安置、返回家庭後，其行為、處境持續改善

的可能性。 

3. 跨網絡合作層面： 

衛福部 2018 年委託編制之「家庭功能評估與家庭處遇計畫表單與工作手冊」11

為家庭處遇服務之依據及標準化工具。手冊附錄一「各階段家庭處遇服務內

容」的執行期，包含主管機關主責社工、家處受託單位主責社工及安置社工應

依家庭處遇計畫執行服務，同時亦強調三方協同合作的重要性─主管機關主責

社工、受託單位主責社工及安置社工應於家庭處遇服務期間，互相給予協助與

支持。 

然而實務上，主管機關主責社工並未定期知會安置單位（家庭寄養服務單位、

安置機構）受託兒少之家庭處遇計畫進度。亦有安置機構詢問安置兒少其家庭

處遇計畫進展時，主責社工拒絕回應之情事。安置單位常直到家處計畫即將進

入重大決策時（如：預備返家）才獲告知，因此錯過提出意見、參與討論，以

至於調整安置決策的機會，此乃損及安置兒少之最佳利益。 

 

具體案例： 

案例一 

案母為長年精神疾患，該家庭多名兒少手足（3 名以上）安置於同一安置機構，兒

少安置多年後主責社工評估案母情況有所改善，決定讓兒少朝返家方向進行。安置

機構原與主責社工商議且決議採漸進式返家，並讓年紀最長的孩子先返家，避免突

然暴增的照顧量再次壓垮案母身心狀況，但主責社工最終又改變策略，讓所有孩子

一起返家。而在返家後，最年長的個案數次向安置機構求助，表示案母的情緒不穩

定導致年幼的弟妹生活在緊張的情緒中，自己為了保護弟妹又為了顧及案母身心狀

況，經常感到壓力很大。 

 

                                                      
1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2 月 24)，家庭功能評估與家庭處遇計畫表單與工作手冊。

https://www.mohw.gov.tw/dl-50829-f26ceebc-1e1e-4b54-ac0d-c0e8b584a43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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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案 112：一名男童在 6 個月大時因遭虐，當時顱內出血、右腿骨折、右腳拇趾指甲

被拔掉等。隨後經過四年安置，於 2020 年 3 月社工評估後，讓男童重回原生家

庭，但在不到 1 個月內，男童身上又出現新傷。 

案２13：2016 年一名男童出生後，因家庭經濟問題被安置，至 2019 年評估可返

家。但返家不到 2 個月，即遭案父虐死。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152、153、165、167 點及結論性意見 46 點: 

1. 未見政府針對安置決策、家庭處遇計畫之執行提出成效指標及數據分析，並針

對工作流程等面向提出檢討及改善措施。 

2. 安置數據及研究公開方面：  

(1)未見「兒少反覆進出安置系統」之數據分析：此項數據目前尚未見有相關公

開資料，可供學者及民間團體進行檢視。 

(2)某些重要的委託研究報告並未向大眾公開：目前所知未公開研究報告，如：

2017 年衛福部進行之「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結果」、2018 年衛福

部委託之「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分析研究」及 2019 年內政部兒童局進行

之「特殊需求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專業精進暨評估計畫案」等。以

「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分析研究」為例，從研究者們在新聞訪談14及安置

公聽會上的論述可知：許多重大兒虐事件乃為反覆進出安置系統之兒少，且其

建議應強化醫療單位共同預防兒虐的功能及責任，而非單靠社政系統。政府編

列經費而完成的研究調查報告卻不願對社會大眾公開，是否係因顧慮兒少權益

受損情況廣受公評及檢驗，而罔顧社會大眾的知情權。 

 

建議： 

1. 政府應積極修法，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確立保護安置（緊急

安置除外）、委託安置之開結案皆應採團體決策，團體決策應保障參與者之平等

權利，避免以主管機關或學者專家單方意見做為決議。 

2. 政府應修法保障委託安置、司法轉向安置之兒少可同保護安置兒少一樣，獲得

                                                      
12 ETtoday 新聞雲(2020，5月 2 日)，6 月嬰慘被「拔甲斷骨」凌虐！獲救 4 年後回原生家庭再現新傷．保母急喊：SOS。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502/1705032.htm#ixzz6ZKLOaElZ 
13 蘋果日報(2019，11月 20 日)，慘．2歲童受虐凹頭噴血亡 母扯「自殘」全身是傷．醫護罵「沒看過如此嚴重」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1120/4GIYE66TX3VF2MJEWOSLA5U2FE/ 
14 NOWnews 今日新聞(2019，1月 19 日)，台南虐童案衛福部提強化訪視！學者批：醫療相關隻字不提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qQ97gy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502/1705032.htm#ixzz6ZKLOaElZ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qQ97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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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處遇計畫服務。 

3. 政府應積極辦理家庭處遇計畫、安置之團體決策機制之相關成效研究，以利提

出明確的檢討改善方向，降低安置兒少返家後，出現不利於其身心情形之可

能。另各項安置相關之研究及數據調查（如：反覆進入安置體系之情形）應完

整公開其研究報告內容，俾各界共同討論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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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置照顧計畫 

現況： 

1. 安置階段之定期評估機制 

依據趙善如（2021）調查報告統整發現：中央與地方政府對不同類型之安置照

顧計畫或生活照顧紀錄，所採取的定期檢視頻率及指標不盡相同，造成追蹤兒

少照顧品質與照顧成效之困難。 

(1) 安置處遇的定期評估規定：目前政府規定保護安置、委託安置之兒少需每３

個月進行定期評估兒少於安置單位服務使用狀況。主責社工亦需要每 3 個

月至少到安置單位訪視兒少 1 次，並與安置單位討論照顧計畫。 

(2) 安置機構照顧計畫定期評估規定：衛福部於 2022 年實施之兒童及少年安置

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規定「安置 1 年內，以 3 個月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6 個月)；1 年以上視需要至少每 3 至 6 個月檢視調整。」 

(3) 家外安置照顧生活紀錄與管理：中央政府對不同安置類型規定不一，安置機

構、團體家庭需填寫，但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則無相關規定。各縣市政府則

多透過各自的行政辦法、條例、計畫、輔導服務流程、服務契約來做相關規

範。 

2. 主責社工在安置照顧計畫定期檢視中缺席 

主責社工在安置照顧定期檢視中未被賦予明確的角色，且實務上發現許多兒少

經安置於受託單位後，主責社工與安置兒少接觸的時間及頻率即迅速下降，多

半透過安置單位社工轉知兒少訊息。而兒少一旦進入安置機構，機構方通常成

為對主責社工〝說明〞兒少情況的角色，主責社工不參與定期檢視照顧計畫亦

不積極了解兒少狀態，導致兒少在安置階段缺乏品質監督的機制。 

另外，在趙善如（2021）訪談 12 位機構安置的離院生結果發現：主責社工是

這些離院生口中的「傳說中的人物」，決定兒少的安置與否或轉換，但這些兒少

多半未曾見過此人。此研究亦顯示出某些主責社工與安置兒少的距離似乎太過

遙遠。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166 點及結論性意見第 47 點： 

不同安置模式下，兒少安置定期評估缺乏一致性之評量工具，主責社工在安置照顧

計畫中缺席，也未定期將兒少家庭處遇計畫執行進度告知安置單位，使兒少之全人

發展服務被拆解成塊狀，政府與安置雙方缺乏互相監督機制，也無法讓兒少對自己

所在的階段擘劃出整體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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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政府應採納趙善如（2021）之建議，具體規劃安置照顧計畫定期評估頻率與評

估指標、照顧生活的紀錄與管理（含落實隱私權與保密）之相關規定，以能確

保兒少在各種安置服務中均能得到品質相同的照顧服務。 

2. 主責社工主要負責家庭處遇計畫的擬定與執行，因此幾乎無參與兒少安置計畫

之定期評估與擬定。政府應重新檢視主責社工之工作方向，並檢視案量之合理

性，避免主責社工經常更換導致與兒少(或其家庭)關係無法穩定建立，影響服務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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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評量安置機構之各項指標 

現況： 

1. 評鑑制度 

(1) 林沛君(2021)15研究認為評鑑執行之程序面規定簡略，除評鑑委員應遵守

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外，對於評鑑應遵循之流程，例如是否由機構代表進

行簡報、評鑑委員應當面訪談之機構人員（如機構負責人或主管）、應如

何與機構內兒少進行對談、於評鑑結束前有無必要向機構提出初步回饋等

事項，在實際執行時存有相當之彈性及空間，可能導致評鑑結果不公平的

情況。 

(2) 全國安置機構評鑑在同一年辦理，各機構陸續接受評鑑約需半年時間，至

該年底才能得知評鑑結果，接著又進入成績複查程序，評鑑成績不佳的機

構(丙、丁等)進入輔導改善期，此後再進入複評程序。部份評鑑委員未於

評鑑當天將機構缺失及待改善事項完整揭露，受評鑑機構無法當場與評鑑

委員對話，又整體評鑑實施歷程約需一年以上時間，機構在評鑑後無法即

時得知結果而進行調整改善事項。 

2. 針對評鑑委員遴選及訓練 

現行評鑑委員多由學者專家組成，對委員之專業領域或實務經驗則未有進一步之規

範，容易出現不同評鑑委員對於指標解釋不同，甚至憑刻板印象給分，及不依照評

鑑指標進行評鑑等現象。又部分評鑑委員對兒少安置機構運作之掌握及理解存有落

差，因此評鑑現場僅有批評但無法提出具體、適切的改善建議。 

3. 評鑑指標設計 

2022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中，衛福部已嘗試在權益保障部

分納入《兒童權利公約》中兒少的表意權、平等權、生命生存及發展權、隱私與保

密權、受有效保護的權利。但有關《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的相關原則納入

評鑑中，未見安置安排的評估決策合理性指標，而促進兒少與家人團聚的計畫、有

關當局的積極合作性等則是放在安置機構端的責任，若安置機構遇到較被動之主責

社工，不主動與安置社工說明家庭處遇計畫的進度，也不願意採納兒少或安置機構

社工的意見，安置機構在此兩項指標上實難有積極作為。 

 

具體案例： 

                                                      
15

 林沛君(2021)，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鑑制度之現況檢視與未來發展取向之省思，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3期，

10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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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安置兒少在得知即將返家或轉換安置時，向安置機構/社區安置單位(寄養家庭承接

單位)表達不願意返家或轉換安置時，安置單位得知並評估確實不適宜進行安置轉

換，在向主責社工或其督導反應後，兒少及安置單位的意見常常未獲接受(被駁回

比例超過半數以上)。安置兒少得知其意見未獲重視，往往出現被原安置單位拋棄

的感受及憤怒情緒，嚴重者會出現逃離安置處所的情形，但最終政府主責社工及其

主管卻仍維持原安置決策。 

 

回應國家報告 163 點及結論性意見 48 點： 

1. 未見評鑑指標優化研究報告，從現行評鑑指標僅能以評鑑等第區分各安置機構

表現，如林沛君(2021)所述，無法區分各等級優劣差異之所在，亦難以辨識各

機構之特色。 

2. 地方政府每年對各家機構進行查核 3-4 次，但仍有機構會在三年進行一次的評

鑑結果中得到丙、丁等的成績，顯示地方政府的查核機制對於機構服務品質的

提升相當有限，也未落實主管機關對機構的監督輔導義務。 

 

建議： 

1. 評鑑實施前應針對評鑑人員進行訓練，以對於評鑑標準凝聚共識，提升評鑑人

員專業度及評鑑實施過程之一致性。 

2. 評鑑委員之組成應至少 1/3 的委員具備兒少相關之專業及實務經驗，或曾在兒

少組織擔任主管職之實務工作者。 

3. 評鑑指標優化研究係政府身為主管機關應展開之重要工作，政府可藉由評鑑指

標的設計，發掘機構專長並對其他機構發揮學習及激盪之功能，亦可引導機構

結合社區資源發展具專業特色的服務。政府應落實評鑑指標優化研究的執行，

而研究成果也應於評鑑指標公布前確實公開，並安排教育訓練讓機構學習，讓

機構評鑑指標成為安置機構服務的領先指標引領機構提升服務品質，而非成為

落後指標來論斷機構已經發生的服務。 

4. 機構評鑑整體時間冗長，公平性又具爭議，主管機關仍應審慎評估未來以獨立

專責機關負責評鑑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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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安置兒少的自立議題 

現況： 

1. 結束安置前準備與實際狀況之落差 

根據研究（趙善如 2021，劉弘毅 201816）發現：雖然兒少不論安置在寄養家

庭、安置機構或團體家庭，在安置期間，便可接受到相關自立能力之培養

（如：生活、就學、就業、金錢管理等），並能與照顧者或工作人員討論未來發

展，但在真正自立之際，研究中離院兒少仍表達出：經濟自立不易、與家人關

係的磨合有困難、離開安置後情感社交關係上的孤單感、生活自我管理問題

等。對於一些特殊少年，還需要面對其他議題，例如：過去有偏差行為之少

年，更有可能回到偏差的群體裡。 

2. 身心障礙青少年之自立議題 

安置機構內有智能障礙、自閉症或智力邊緣的兒少人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

因其家庭功能不健全無法提供成年後之支持和照顧，又目前對於輕度身障個案

之就業媒合及轉銜資源十分不足，當障礙程度未達中、重度以上，身障機構不

提供服務的情況下，這群身障個案缺乏其他自立的協助資源與管道。 

3. 後追、自立方案與安置單位之合作關係 

2022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規定安置機構應提供結束安置

後之兒童少年關懷支持或必要之協助至少 1 年，然而實際上兒少在安置結束

後，部分後追或自立社工不願意安置機構社工繼續兒少關懷輔導的工作，希望

有所切割，係因為兒少與安置機構建立較穩定的關係，遇到問題或情感需求議

題往往仍尋求援安置機構之協助。 

 

具體案例： 

案例一 

結束安置兒少在自立的路上面對各樣壓力，無適時、足夠的協助，可能侷限了其未

來發展：某結束安置的兒少雖考上國立大學，但因著經濟壓力、無原生家庭的支持

與監督，第一年便放棄學業。 

案例二 

某縣市監護兒少有輕度智能障礙，滿 18 歲後由於沒有合適的自立單位可媒合，主

責社工將其安置到以身障老人為主的住宿式身障機構。該機構位處偏僻，周遭沒有

                                                      
16

 劉弘毅(2018)，影響安置機構結案青少年生活穩定的關鍵因素，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 21 Issue 1, p16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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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就業場所，個案雖在校已習得初步工作技能但仍無法外出就業，又機構的作

息活動安排多適合身障老人，個案長期安置在此機構中其能力已有退步的情況產

生。 

 

回應國家報告 168、169、170 點及結論性意見 49 點： 

1. 政府對於安置結束後追蹤輔導之執行情形，目前於衛福部統計處網站上，僅可

知服務人數，但未見其他相關資訊，例如：服務提供情形、無法聯繫比例等，

未有明確的資料能了解後追服務之成效及檢討改進措施。 

2. 目前自立宿舍使用規定以居住三個月為原則，離開自立宿舍後則由社工提供住

宿、生活協助、諮詢與輔導等服務。根據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之調查整

理，近十年來，自立宿舍的床位數沒有增減，僅約 100 床，且 22 個縣市中僅

10 個縣市有自立宿舍之規劃(45%)，明顯可見政府在自立資源之布建進度有待

加強17。 

回應國家報告 198 點： 

政府雖提供身障兒少接受技職訓練的人數，卻未提到後續就業資源媒合的情況。事

實上身心障礙兒少自立生活與相關協助服務亦包含在身心障礙權利公約(CRPD)當

中，政府應正視身障兒少成年後轉銜資源的問題，包含生活安置、就業媒合、融入

社區等服務，讓身心障礙者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等權利。 

 

建議： 

１. 各縣市政府安置資源的建置方向應考量不同年齡的比例，且安置機構兒少自立

培訓應包含社區資源之建置與支持系統的運作，自立培訓方案的補助內涵除補

助安置服務提供者使用外，應擴及社區支持系統，否則兒少自立培訓將落於紙

上談兵的空談理想。 

２. 衛福部在 2021 年提出「提升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服務量能計畫」的補助

案，但補助計畫空泛，且規定每一地方政府僅能補助單一民間團體。而現行自

立生活服務內涵及成效指標在未建立的情況下，政府不應限制單一民間團體承

接此項服務，應開放有績效的民間團體共同投入此項服務，有助於充實自立生

活方案的內涵及績效。 

３. 身障兒少進入安置系統人數漸增，政府應規劃社區中的就業轉銜資源，提早安

                                                      
17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2020，3月 27 日)，媒體報導「自立宿舍」佈建牛步．失家兒僅 6%能入住

https://www.childrenhome.org.tw/link2-1_view.asp?id=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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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勞政單位社工介入輔導安置服務提供者及身障兒少，同時評估身障少年成年

後的住宿需求，將所需資源一併規畫於社區中，避免身障少年成年後出現有工

作沒住所，或有住所沒工作的自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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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身心障礙，基本健康與福利】 

兒少保健措施及醫療照護防疫及紓困措施 
 

現況： 

1. 政府防疫措施對「兒少安置機構」定位不明且常遭忽略。以疫苗施打順序為

例，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2021 年 6 月 9 日公布的 COVID-19 疫苗公費接種對

象18第五順位中住宿型長照機構住民及其照護者、居家式和社區式長照機構及

身障服務照服員及服務對象、或其他機構（含矯正機關工作人員），無法判斷兒

少安置機構係屬住宿型長照機構或其他機構。又公費流感疫苗施打對象19中，

兒少安置機構既不屬於長期照顧機構，亦不屬於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

業人員，但機構屬性及服務對象並無二致，每年施打時均被衛生排除在外，兒

少機構工作人員需自費施打，增加機構負擔且無受到國家重視。 

2. 政府僅提供和長照單位一體適用的防疫指引忽略兒少安置機構個案的特性及收

案情況，如：個案活動力強、防疫習慣難以掌控、年紀較小的個案無法自行隔

離、緊急安置個案、兒少轉換機構安置、安置兒少擅自逃跑後返院等情況，且

各縣市對於安排篩檢、隔離空間及照顧人力、備援人力配置作法不一，嚴重損

害兒少生存權及最佳利益。 

3. 疫情嚴峻期間學校停課，安置兒少 24 小時生活在機構內，造成安置機構人力不

堪負荷和缺乏的情況，中央政府雖指示地方政府須盤點備援人力並協助調度，

但僅部分縣市有備援人力計畫。 

4. 防疫期間政府針對育有未滿 12 歲孩童之家長或監護人提供防疫補貼，未排除依

法安置之兒少其父母無照顧之實，未因須照顧兒少而生計受影響且未支出兒少

相關生活費用。政府回覆未聲請政府改訂監護之個案父母，主管機構仍須與父

母一起工作修復家庭功能，會與父母或監護人共同討論如何將該補貼妥善運用

在照顧兒少。 

5. 政府對安置單位的協助有照顧加給及紓困措施20： 

                                                      
18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6月 21 日)，COVID-19 公費疫苗接種對象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9mcqWyq51P_aYADuh3rTBA 
19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JNTC9qza3F_rgt9sRHqV2Q 
20 
衛生福利部(2021，6 月 28日)，住宿式機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紓困措施 

https://covid19.mohw.gov.tw/ch/cp-5191-61206-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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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際照顧兒少的安置單位政府另提供照顧補貼，疫情停課３個月期間，以

每名個案每月 1500 元為計算基準。 

(2) 安置機構的紓困措施強調須「因收到指揮中心停業通知」才能申請停業期

間的基本人事費及維持費、員工薪資貸款及週轉金。安置機構面臨捐款大

幅減少，且人事支出增加的情況，防疫津貼的計算基準不明，又無法申請

紓困，機構面臨嚴峻的經營困境。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187 點： 

1. 政府雖已訂定應變整備作戰計畫給各縣市政府及安置機構，然而對安置機構而

言最難解決的是排班人力及隔離處所的問題卻無法提供實質協助，造成機構的

慌張和焦慮。 

 

建議: 

1. 政府應定義兒少安置機構屬性，在衛生防疫政策有清楚的歸類，並考量兒少服

務之特殊性訂定防疫期間的服務指引。 

2. 針對人力安排及空間整備上，中央政府應統籌各縣市政府盤點可單人住宿收案

之床位數，以因應停課期間家暴案件可能增加之安置需求。地方政府應事先協

助機構安排備援空間並告知地點，當機構內有人確診時，機構無隔離空間需安

排前往防疫旅館，應由政府全額補助費用。 

3. 有關行政院核發之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建議政府未來發放孩童相關津貼時應考

量依法安置之兒少其父母無照顧之實，並未支出兒少相關生活照顧費用，應予

以排除其領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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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安置兒少在教育現場的歧視 

現況： 

1. 安置兒少就學遭遇隱性歧視： 

(1) 監察院212013 年針對現行安置機構兒少就學面臨教育歧視及輕度障礙者缺乏專

業培育調查報告指出，該年度機構安置兒少中就讀國小者約 955 人、國高中約

1512 人，至少有 12 個學校曾拒收機構兒少。機構兒少在 37 所學校，至少 61

人，不被學校教師歡迎。至少有 11 縣市、29 個機構、22 所國中、12 所國

小，計有 226 名兒少因安置機構學生身分被迫跨區就學，跨區就學，理由包

含：機構就讀該校人數太多、員額管控、學校人力無法負荷、學校拒收、學校

不友善、院生被標籤化、學校與機構衝突等原因。 

(2) 政府雖訂有相關轉銜法規，學校雖不再明白拒絕安置兒少入學，卻出現許多隱

形歧視，包含：安置機構兒少在入學前須經過長時間評估與等待、安置機構必

須給予學校對於危機處理的保證，如：入學第一個月須到校陪同，對司法轉向

安置少年學校常「希望機構保證個案到學校不會出問題」或委婉的以「無法提

供司法少年適切的教育服務」為由不希望兒少入學。 

(3) 安置盟 2021 年調查，兒少安置後平均等待入學時間最長曾等待 2 個月。有

47%機構的安置兒少被分散到 3 所以上的國中就讀；27%機構的安置兒少分散

到 3 所以上的國小就讀。 

2. 就學被要求附帶其他條件： 

(1)學校輔導資源不足且城鄉分布不均造成兒少需跨區就讀： 

a. 跨學區就讀 

  一般學校除配置專輔老師人力外，僅各縣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的學校社工 

或諮商師可協助處理學生的情緒和行為議題，一般教師並未有能力處理學 

生的情緒和行為議題。在學校輔導資源不足或教師無法負荷等原因下，機 

構安置兒少被要求分散到不同學校跨學區就讀。 

b.特教資源少 

  特教及輔導資源不足的問題凸顯城鄉差距的問題，部分縣市因財政資源 

不足，或位處偏鄉專業人員招募不易等問題，學校光是要滿足該縣在籍 

特教生的需求就很吃力，更無法負擔因跨縣市安置兒少特教生的需求。 

(2).學校三級輔導機制無法接住安置兒少學習需求： 

                                                      
21

 監察院 (2013，7月 11 日)，調查報告 102 教調 0038。

https://www.cy.gov.tw/CyBsBox.aspx?CSN=1&n=133&_Query=c097621b-7dc8-4527-ba6f-3e2d1d07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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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情緒行為學生三級輔導機制運作方式為：班級導師初步處理情緒與行為 

問題學生，輔導處透過專輔老師或巡迴輔導諮商師（學諮中心）進行輔 

導，若偏差行為語言種適應困難，則會連結校外資源，如:民間單位資 

源、醫療資源、警政單位等介入處理。但安置兒少卻跳過大部分的輔導 

措施，從輔導室介入開始就直接請安置單位社工處理或帶回管教，造成 

安置兒少無法融入學校，也增加安置兒少對學校的排斥。 

b.安置盟 2021 年調查發現，社工因兒少行為被要求到校處理的頻率比例 

分布為半年一次 32%、2-3 個月一次 8%、每月 1-3 次 28%、每周 1-3 

次 24%、每天都有 8%。過去 3 年內，36%的機構遇到學校要求機構將 

兒少帶回管教不得上學，甚至有機構近 3 年內有 10 名以上的兒少遇到 

這類情事。 

3. 2022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在平等權的部分要求機構應

確保「安置兒童少年在社區生活、就學及就業參與等面向都能享有與一般兒少

相同的權益，不因其安置身分遭受差別對待」。安置機構兒少在社區中遭到歧視

或權利剝奪係屬於被害者的身分，政府無提出具體策略制止加害者的霸凌行

為，卻要求安置機構去為兒少主張權益，此邏輯思考著實匪夷所思。 

 

具體案例： 

案例一： 

一名亞斯伯格症的兒童因跨轄安置，學籍也一併移轉至其他縣市的國小，該國小卻

以額滿為由要求另尋他校，然而經相關人士與縣政府教育處查詢後，得知當時該校

尚有名額，經爭取後案主得以入學，但就學時程已拖延了約兩個星期。入學半年後

因發生咬傷老師事件，家長會會長以維護其他學童的安全及受教權益為由，在網路

上霸凌該學童及安置機構，但教育處及校方並無積極作為維護該兒童受教權。經過

幾次的波折，主責社工考量此社區環境已不適合案主成長，遂再將其轉安置到其他

縣市接受服務。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48、193、254 點： 

1. 國家對於反歧視的措施只有消極保護之功能，現行雖出版《兒少反歧視案例彙

編》手冊22，對安置兒少的反歧視保護措施不足。若歧視的施加者非體制內人

                                                      
22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6 月 29日)，兒少反歧視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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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學校場域中的家長或校外人士等。則行政單位、司法單位及人權單位皆

無有力措施保障被歧視的人。 

2. 《兒童及少年受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之學籍轉銜及復學辦法》及《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等法規規範各政

府單位應協助安置兒少入學，然而此辦法未建立跨網絡合作機制也無法保障安

置兒少免受歧視。 

3. 政府對偏遠地區學校雖已提供適足資源，執行措施以學科教學面為主，尚未處

理專輔人員及特教教師聘僱不易的困境。 

4. 一般教師需增強特殊教育知能，但一般教師仍缺乏對安置兒少因創傷經驗而出

現的情緒和行為的理解和知能訓練，造成學校教師無力處理安置兒少學校的行

為議題。 

 

建議： 

1. 修訂 2022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項目在平等權部分的指標，

安置機構兒少在社區中的平等權應評價各項社區服務系統如教育、社 政、勞政

提出的配套改善機制，而非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努力程度。 

2. 安置兒少的議題不能單靠社政系統或司法體系解決，因此政府應建立跨網絡協

調機制，讓兒少能適應學校穩定就學。 

3. 安置機構位於的學區增加專輔人力配置，協助學校一般老師處理安置兒少議

題，讓安置兒少能在學校就學，保障其就學權。 

4. 教育單位一般師資人員也須有兒少發展需求、特殊教育需求辨識與評估、及創

傷知情相關專業知能，建議將這些訓練納入專業研習和師資培訓系統，以協助

安置兒少融入學校生活，而非將安置兒少推出校門外。 

 

 

 

 

  

                                                      
https://crc.sfaa.gov.tw/(X(1)S(rmdlsbcqlvxfrjtedhzfa0yn))/Document/Detail?documentId=D65001A5-CB99-4308-

B9F0-E24B4B8D1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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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特別保護措施】 

A.司法轉向安置兒少處境 

現況： 

1. 監察院 2019年調查報告23提到：《少事法》為司法系統之少年規劃多樣化、彈

性化的保護處分，包含：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安置輔導及感化教育

等，實務上卻有安置需求之保護管束個案卻無法安置的情況。由於未明確規定司

法少年的轉換機制，導致目前僅能由少年保護官召開個案討論會議，轉交地方主

管機關依《兒少法》社政安置規定辦理，法院不負擔相關經費，亦不介入安置機

構的選擇及處遇計畫訂定。 

2. 《兒少法》第 67條明定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福利服務之義務，然而司法及社政系

統對司法少年的輔導合作存在認知落差，未產生合作模式，導致成效不佳。 

(1) 司法系統預算編列僅負擔交付安置輔導之費用，且只處理少年觸法的問題，

認為少年仍在社區，其他福利需求須由社政系統銜接提供協助。 

(2) 法官裁判少年安置輔導評估依據為少年家庭教養功能，但現行針對司法轉向

安置個案之家庭未有家庭處遇方案介入，提升家庭親職功能，因此當安置輔

導結束後其家庭並未有任何改善。 

(3) 根據《兒少法》第 67條，地方社政機關僅會持續提供司法少年家庭原已接

受之福利服務，若司法少年之家庭在其安置輔導前沒有接受相關社政服務，

在少年進入安置輔導系統後，也不會提供家庭處遇等資源介入協助。 

(4) 2020年司法院公布《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期待個

案面能建立移送、調查、交付保護處分各階段跨部會橫向聯繫機制；另外，

司法院和社家署有定期召開聯繫會議，討論事項著重如何提供安置床位等議

題，難以涵蓋非行少年遭遇的多元困境，也有院際協調機制溝通業務，但實

際運作成效仍須檢視。 

3. 裁判安置輔導人數從 2017年 128人下降至 2020年 57人，下降的主因為： 

(1) 由於欠缺建構涵蓋司法兒少為整體對象的福利輸送網絡，其中涉及藥物濫

用、性議題、精神障礙、智能障礙等特殊需求之非行兒少，因需挹注高度資

源，往往成為「難置兒」。 

(2) 司法轉向安置費低亦是另一個原因。2019年法院安置費落在每月 21000元

                                                      
23

 監察院 (2019，8月 14 日)，調查報告 108 司調 0048。

https://www.cy.gov.tw/CyBsBox.aspx?CSN=1&n=133&_Query=9ab5a60d-3f6a-48f7-a112-5b0b1fac9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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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4000 元，僅少數法院針對兒少年齡、身心特殊需求等情況訂定級距式安

置費用標準。事實上，各法院編列的安置費用遠不足以支應實際支出，安置

機構多仰賴民間捐款，現實考量下，安置機構普遍有資源不足、專業難以對

應等困境，婉拒這類特殊需求之非行少年，也因難以媒合到合適的安置機

構，裁定安置輔導人數下降。 

 

具體案例： 

案例一 

少年 H於 2016年間因涉性侵害之保護事件，經法院審理裁定保護管束。在保護管

束執行期間，保護官發現 H少年家庭功能惡化，失去管教及生活照顧功能。保護官

遂與該縣社工召開個案研討會議，由 H 少年主要照顧者簽屬委託安置同意書進行安

置輔導。然而，該縣社會局聯繫多間安置機構均回覆無法協助安置，經法院審酌 H

少年保護管束期間違反應遵守事項，撤銷保護管束，改裁定 H 少年感化教育。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346、347、351、352 點： 

1. 司法少年多有身心狀況議題、特殊教育、毒癮及酒癮戒治需求，然而司法院卻無

相關統計資料，無法全面了解司法少年「需保護性」樣態。 

2. 2019年《少事法》修法時，司法院雖擴大安置輔導處所，將醫療機構、執行過

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納入，然而司法系統矯治色彩濃厚，仍需與

治療輔導為主的單位磨合形成合作機制。 

 

建議： 

1. 針對《兒少法》第 67條提供必要福利服務應修法有明確規範，並建立中央與地

方跨部會協調機制，結合生活照顧、醫療、教育、就業輔導等資源，提供整合性

服務。 

2. 衛福部應積極引導機構分級分類及專業化發展，針對非行少年特性和需求發展合

適的安置模式。 

3. 司法院應分析實務案例類型，依非行少年之年齡、身心狀態等特性，訂定不同安

置輔導費用級距，並提供合理符合現行物價水平之實支實付項目及額度，以提供

司法少年完善的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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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置機構原住民兒少及其統計 

現況： 

1. 根據趙善如(2021)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在 2014-2018 年間，各縣市家外安置

兒少為原住民族之比例不一，以 2018 年為例，原住民兒少的比例最高達

60.41%。家外安置兒少原住民族人數有增加之趨勢，5 年全國原住民整體成長

率為 8.72%。但是，目前現有的安置資源較少考量兒少族群文化連結的需要，

使其缺乏與自己族群文化的連結。 

2. 替代性照顧政策中，政府將提升文化敏感度納入改善照顧品質的執行措施。於

2022 年新評鑑指標中，明訂個案處遇計畫需依兒少考量族群特性及文化等個

別訂定。 

 

具體案例： 

為滿足兒少文化連結的需要，有安置機構辦理透過獵人學校、編織等原住民文化中

普同性的技藝，培養原住民兒少的文化認同；對於個別族群的文化傳承。機構多是

透過私人網絡為兒少連結同族的網絡與資源，讓兒少建立文化歸屬感。 

 

回應第二次國家報告 315、316 點： 

1. 現行具原住民身分之寄養家庭戶數很少，因此無法達到優先將原住民安置兒少

安排在該類寄養家庭中。 

2. 國家報告未提供實務工作者文化敏感度相關課程時數等資訊，無法了解評估落

實情況。 

 

建議： 

1. 不只需培養家外安置照顧者之文化敏感度外，政府亦需培養及加強主責社工及

家處社工等實務工作者的文化敏感度，以規劃適切的家庭處遇工作，提升整體

替代性照顧服務品質。 

2. 現行原鄉有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建議可建立橫向溝通網絡，提供家外安置單

位文化諮詢，也可一同協助家庭功能恢復工作，也讓兒少返家後有社區支援。 

3. 安置決策應審慎考量並保障兒少之表意權及文化認同與發展之權利，落實兒少

文化權利保障，建議修法《兒少法》第 52、56、62 條將安置決策審酌兒少文

化需求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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