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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約執行概況及社會參與 

一、 一般執行措施 

本領域指標共 3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1-1-1 兒少預算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率暨各項目占比 衛生福利部 

1-1-2 兒少預、決算趨勢分析 衛生福利部 

1-1-3 各級政府 CRC教育訓練成果 衛生福利部 

 

二、 兒少人口概況 

本領域指標共 4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1-2-1 兒少人口結構 內政部 

1-2-2 人口推估 國家發展委員會 

1-2-3 兒少結婚對數按雙方年齡 內政部 

1-2-4 原住民兒少人口數婚姻狀況 內政部 

 

三、 一般性原則 

生命權、生存及發展權 

本領域指標共 10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1-3-1 出生通報活產及死產情形 衛生福利部 

1-3-2 兒少年齡別死亡數 內政部 

1-3-3 原住民兒少死亡人口數 內政部 

1-3-4 兒少主要死亡原因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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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1-3-5 原住民兒少死因統計 原住民族委員會 

1-3-6 兒少事故傷害死亡統計 衛生福利部 

1-3-7 兒少自殺死亡統計 衛生福利部 

1-3-8 兒童少年保護-死亡人數及原因 衛生福利部 

1-3-9 兒少軌道行車事故傷亡統計 交通部 

1-3-10 兒少海空難傷亡統計 交通部 

 

四、 出生登記與國籍 

本領域指標共 4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1-4-1 出生登記人數 內政部 

1-4-2 有入（出）境紀錄之兒少 內政部 

1-4-3 
全年居留國外之有戶籍兒少與全年居留國

內之外來兒少 
內政部 

1-4-4 
核發外籍未成年子女停、居留簽證辦理情

形 
外交部 

 

五、 獲得適當訊息/傳播媒體 

本領域指標共 3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1-5-1 數位發展調查 國家發展委員會 

1-5-2 
廣播電視內容妨害兒少身心健康及違反節目分

級處理辦法之裁處件數及金額統計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5-3 兒少廣播電視節目補助案件數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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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 

一、 親職及家庭教育 

本領域指標共 1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2-1-1 

地方政府家庭教育中心辦理家庭教育活動、家

庭教育諮詢專線、個別化親職教育服務及社政

主管機關辦理一般親職教育服務統計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二、 家庭支持服務 

本領域指標共 21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2-2-1 弱勢兒童及少年扶助概況 衛生福利部 

2-2-2 兒少健保補助統計 衛生福利部 

2-2-3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 衛生福利部 

2-2-4 弱勢家庭兒少社區照顧(課後照顧)辦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2-2-5 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辦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2-2-6 就業者家庭補助部分托育費用辦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2-2-7 5歲幼兒免學費辦理情形 教育部 

2-2-8 
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及原住民幼兒就學

幼兒園補助辦理情形 
原住民族委員會 

2-2-9 綜所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受益戶數 財政部 

2-2-10 
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件數、金額

及初次給付人數 
勞動部 

2-2-11 未滿 2歲兒童托育服務辦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2-2-12 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托育人員收托幼兒數 衛生福利部 

2-2-13 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人數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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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2-2-14 托嬰中心所數及收托人數 衛生福利部 

2-2-15 托嬰中心新住民子女托育狀況 衛生福利部 

2-2-16 托嬰中心專業人員數 衛生福利部 

2-2-17 事業單位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經費補助情形 勞動部 

2-2-18 100人以上事業單位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情形 勞動部 

2-2-19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助情形 教育部 

2-2-20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概況 教育部 

2-2-21 兒童課後照顧班概況 教育部 

 

三、 家外安置兒少 

本領域指標共 11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2-3-1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數 衛生福利部 

2-3-2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服務數 衛生福利部 

2-3-3 長期安置(2年以上)兒少人數 衛生福利部 

2-3-4 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概況 衛生福利部 

2-3-5 法院裁定收養或終止收養兒少人數 司法院 

2-3-6 認領、收養及終止收養人數 內政部 

2-3-7 兒少出養原因統計 衛生福利部 

2-3-8 兒少跨國境出養國別統計 衛生福利部 

2-3-9 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服務概況 衛生福利部 

2-3-10 跨國收養境外兒少統計表 衛生福利部 

2-3-11 少年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方案辦理成果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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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兒少遭略誘及擅帶 

本領域指標共 5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2-4-1 
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刑法第 241條、第 242條

偵查終結起訴人數及件數 
法務部 

2-4-2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刑法第 241條、第 242條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法務部 

2-4-3 
兒少遭親屬擅帶離家失蹤案件處遇專案年齡人

數 
衛生福利部 

2-4-4 
兒少遭親屬擅帶離家失蹤案件處遇專案分年辦

理成果 
衛生福利部 

2-4-5 隨父母或親屬離家經報案失蹤之兒少人數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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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保護及司法 

一、 暴力侵害及兒少保護 

本領域指標共 17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1-1 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處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3-1-2 兒童少年保護-受虐類型 衛生福利部 

3-1-3 兒童少年保護-受虐人數 衛生福利部 

3-1-4 兒童少年保護-受虐者父母國籍 衛生福利部 

3-1-5 兒童少年保護-施虐者身分別分 衛生福利部 

3-1-6 兒童少年保護-施虐者本身因素 衛生福利部 

3-1-7 兒童少年保護-保護處理安置 衛生福利部 

3-1-8 兒童少年保護-處遇計畫類型 衛生福利部 

3-1-9 兒童少年保護-處遇中服務量 衛生福利部 

3-1-10 兒童少年保護-結(轉)案情形 衛生福利部 

3-1-11 
地方法院家事非訟安置事件終結准予件數-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司法院 

3-1-12 兒少高風險家庭處遇服務統計 衛生福利部 

3-1-13 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服務統計 衛生福利部 

3-1-14 各類刑案被害者兒少人數 內政部 

3-1-15 校園霸凌確認個案資料統計 教育部 

3-1-16 防治校園霸凌專線及留言板統計 教育部 

3-1-17 113保護專線的通報數量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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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無依之兒少 

本領域指標共 2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2-1 兒少失蹤人口統計 內政部 

3-2-2 兒少失蹤原因統計 內政部 

 

三、 受剝削兒少 

1. 經濟剝削（包括童工） 

本領域指標共 2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3-1-1 15-17歲未就學未就業少年就業服務執行情形 勞動部 

3-3-1-2 工讀生與部分工時勞工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結果 勞動部 

 

2. 利用兒少從事非法生產及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 

本領域指標共 6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3-2-1 少年毒品犯罪統計 內政部 

3-3-2-2 
地方法院少年刑事、保護事件違反毒危條例及吸

食或施打煙毒或麻藥以外迷幻藥物品終結人數 
司法院 

3-3-2-3 施用 1、2級毒品少年入所人數 法務部 

3-3-2-4 校安通報藥物濫用學生人數 教育部 

3-3-2-5 海巡署查獲毒品案嫌疑人查處情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3-3-2-6 
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毒品製賣運輸案件偵查終結

情形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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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剝削和性侵害 

本領域指標共 12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3-3-1 查獲兒少性剝削被害人數統計 內政部 

3-3-3-2 
各警察機關查獲違反兒少性交易案件、犯罪嫌

疑人及救援兒少人數 
內政部 

3-3-3-3 
各警察機關查獲違反兒少性交易案件嫖客、媒

介案件 
內政部 

3-3-3-4 
地方檢察署辦理違反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案件

統計 
法務部 

3-3-3-5 
地方法院家事非訟安置事件終結准予件數-依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司法院 

3-3-3-6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通報被害人概況 衛生福利部 

3-3-3-7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 衛生福利部 

3-3-3-8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安置情形 衛生福利部 

3-3-3-9 安置兒童及少年性剝削被害人情形 衛生福利部 

3-3-3-10 獨立式中途學校統計服務概況 教育部 

3-3-3-11 合作式中途學校統計服務概況 衛生福利部 

3-3-3-12 中途學校安置返家人數 衛生福利部 

 

4. 買賣、販運及誘拐 

本領域指標共 1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3-4-1 
司法警察機關查獲並移送之人口販運案件

其被害人為兒少人數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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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觸法兒少、犯罪活動之兒少受害人和證人、少年司法 

本領域指標共 14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3-4-1 各案類兒少嫌疑犯人數 內政部 

3-4-2 依兒少法第 52條申請機構安置之兒少人數 衛生福利部 

3-4-3 地方法院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調查終結情形 司法院 

3-4-4 法院少年及兒童保護事件審理終結情形 司法院 

3-4-5 
地方法院少年及兒童保護審理事件終結情形

為安置輔導之少年兒童行為時年齡與性別 
司法院 

3-4-6 
地方法院裁定准許延長安置輔導保護處分事

件-裁定時之年齡與性別 
司法院 

3-4-7 
地方法院裁定准許延長安置輔導保護處分之

人數 
司法院 

3-4-8 少年輔育院(含誠正中學)新入院人數 法務部 

3-4-9 少年觀護所新入所人數 法務部 

3-4-10 明陽中學新入校及在校人數 法務部 

3-4-11 少年矯正機關辦理矯正輔導執行狀況 法務部 

3-4-12 犯性侵害案件進入少年矯正機關人數 法務部 

3-4-13 

地方政府接獲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處所轉介

感化教育期滿、停止或免除之兒少及其家庭

追蹤輔導之個案數 

衛生福利部 

3-4-14 

協助離開少年矯正機關之少年（含少年矯正

機關轉介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自行開發）

就業服務執行情形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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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身心障礙、基本健康與福利 

一、 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兒童 

1. 身心障礙兒少 

本領域指標共 10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1-1-1 身心障礙人數 衛生福利部 

4-1-1-2 身心障礙類別人數 衛生福利部 

4-1-1-3 身心障礙兒少就學情形 教育部 

4-1-1-4 
身心障礙者 15至 17歲接受技職教育及職業訓

練專班人數 
教育部、勞動部 

4-1-1-5 
身心障礙者（含身心障礙兒童）相關補助受益

人數 
衛生福利部 

4-1-1-6 身心障礙兒少生活補助一覽表 衛生福利部 

4-1-1-7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安置服務身心障礙兒少人數 衛生福利部 

4-1-1-8 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收容身心障礙院生概況 衛生福利部 

4-1-1-9 寄養安置身心障礙服務數 衛生福利部 

4-1-1-10 身心障礙兒少家長支持措施 衛生福利部 

2. 發展遲緩兒童 

本領域指標共 5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1-2-1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通報概況 衛生福利部 

4-1-2-2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概況 衛生福利部 

4-1-2-3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收托單位及人數 衛生福利部 

4-1-2-4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人數 衛生福利部 

4-1-2-5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補助概況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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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康與保健服務 

1. 產前及新生兒時期 

本領域指標共 5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2-1-1 孕婦產前檢查利用率 衛生福利部 

4-2-1-2 產前遺傳診斷費用補助歷年利用率 衛生福利部 

4-2-1-3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成果 衛生福利部 

4-2-1-4 新生兒聽力篩檢成果 衛生福利部 

4-2-1-5 活產新生兒之出生體重 衛生福利部 

 

2. 學齡前時期 

本領域指標共 3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2-2-1 學齡前兒童視力、斜弱視篩檢成果 衛生福利部 

4-2-2-2 6歲以下兒童牙齒塗氟服務利用率 衛生福利部 

4-2-2-3 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利用率 衛生福利部 

 

3. 國小及國中時期 

本領域指標共 16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2-3-1 學生體重平均值(6歲-15歲) 教育部 

4-2-3-2 學生身高平均值(6歲-15歲) 教育部 

4-2-3-3 國小學生體位趨勢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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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2-3-4 國中學生體位趨勢 教育部 

4-2-3-5 國小學生裸視視力概況 教育部 

4-2-3-6 國中學生裸視視力概況 教育部 

4-2-3-7 國中學生身體活動 衛生福利部 

4-2-3-8 國中學生體重體型及減重 衛生福利部 

4-2-3-9 國中學生飲食習慣 衛生福利部 

4-2-3-10 國中學生衛生習慣 衛生福利部 

4-2-3-11 國中學生危害健康行為 衛生福利部 

4-2-3-12 國中學生心理健康 衛生福利部 

4-2-3-13 國中學生兩性交往 衛生福利部 

4-2-3-14 國中學生吸菸行為 衛生福利部 

4-2-3-15 12-17歲青少年自評健康狀況 衛生福利部 

4-2-3-16 高中、高職、五專學生吸菸行為 衛生福利部 

 

三、 疾病預防及就診 

本領域指標共 19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3-1 各項預防接種完成率 衛生福利部 

4-3-2 傳染病監視 衛生福利部 

4-3-3 愛滋病統計資料 衛生福利部 

4-3-4 癌症發生率 衛生福利部 

4-3-5 外傷及外因患者門、住診(含急診)就診率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6 門、住診合計（包括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7 門診合計（包括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8 門診合計（不含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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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3-9 西醫門診（包括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0 西醫門診（不含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1 牙醫門診（包括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2 牙醫門診（不含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3 中醫門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4 急診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5 住院就診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6 出院患者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7 藥局領藥統計 衛生福利部 

4-3-18 
十大主要死因相關疾病戶籍縣市鄉鎮別就診統

計 
衛生福利部 

4-3-19 
五大癌症死因相關疾病戶籍縣市鄉鎮別就診統

計 
衛生福利部 

 

四、 事故傷害防制 

本領域指標共 3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4-1 行車時 12歲以下兒童坐在前座之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 

4-4-2 國中學生交通安全行為 衛生福利部 

4-4-3 國中學生個人安全行為 衛生福利部 

 

五、 社會安全 

本領域指標共 6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5-1 健保兒少投保人數 衛生福利部 



14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5-2 
國民年金遺屬年金給付 18歲以下受益人領取

人數與金額 
衛生福利部 

4-5-3 低收入戶兒少人數 衛生福利部 

4-5-4 郵政儲金兒少結存戶數及金額 交通部 

4-5-5 郵政簡易壽險兒少有效契約件數 交通部 

4-5-6 郵政簡易壽險兒少有效契約保額 交通部 

 

六、 為促進生活水準所採取的相關措施 

本領域指標共 7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4-6-1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核准戶數 內政部 

4-6-2 榮民未成年及身心障礙子女人數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4-6-3 清寒榮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發放人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4-6-4 清寒榮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發放金額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4-6-5 榮民遺孤三節慰問人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4-6-6 榮民遺孤認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4-6-7 清寒榮民或榮民遺眷就學子女午餐補助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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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 

一、 受教權 

1. 學前教育 

本領域指標共 3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1-1-1 2歲至 5歲學齡前幼兒就學人數 教育部 

5-1-1-2 整體滿 5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入園率 教育部 

5-1-1-3 幼兒(稚)園概況表 教育部 

 

2. 義務教育（國民中小學） 

本領域指標共 4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1-2-1 國小概況表 教育部 

5-1-2-2 國民中小學正式教師人數及生師比 教育部 

5-1-2-3 國民中小學代理及代課教師人數 教育部 

5-1-2-4 學年度全國中輟數據統計 教育部 

 

3. 高級中等教育 

本領域指標共 3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1-3-1 高級中等學校中離人數及中離率 教育部 

5-1-3-2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人次、人數及

貸款金額 
教育部 

5-1-3-3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補助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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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與實驗教育 

本領域指標共 2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1-4-1 高中以下特教學校相關扶助與資源實施概況 教育部 

5-1-4-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參與人次 教育部 

 

5. 職業培訓 

本領域指標共 2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1-5-1 各項專案訓練措施參訓人數 勞動部 

5-1-5-2 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執行概況 教育部 

 

6. 總論 

本領域指標共 4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1-6-1 預期受教育年數 教育部 

5-1-6-2 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生師比) 教育部 

5-1-6-3 各級學校畢業生平均升學率 教育部 

5-1-6-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懷孕繼續就學人數 教育部 

 

二、 教育研究 

本領域指標共 1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2-1 幼兒教育研究計畫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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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住民和少數群體的文化權利 

本領域指標共 8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3-1 原住民兒少人數 內政部 

5-3-2 原住民地區國民小學設立附設幼兒園比率 教育部 

5-3-3 原住民子女身心障礙類學生數 教育部 

5-3-4 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 原住民族委員會 

5-3-5 
外配照顧輔導基金補助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

多元文化及母語學習計畫情形 
內政部 

5-3-6 本土語言開課班級數及學生人數 教育部 

5-3-7 國、高中蒙藏語文班受益兒少人數及比率 文化部 

5-3-8 19歲以下客語能力認證統計 客家委員會 

 

四、 休閒育樂 

本領域指標共 4筆。 

編號 名稱 提供機關 

5-4-1 中小學教師及學生參與國際交流統計 教育部 

5-4-2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教育部 

5-4-3 學生運動參與情形 教育部 

5-4-4 國人出國人數 交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