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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回顧與展望
葉肅科

的保護、福利措施與相關需求均有其一致性

壹、前言

與延續性。況且，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與世
界各國的立法體制普遍並無類似以年齡區分

20 世紀以來，有關國際兒童保護的規定

的立法情事。因此，一直以來，學界或立法

是從 1924 年國際聯盟通過的全球「日內瓦兒

機關基於政府與民間團體對兒少保護和落實

童權利宣言」開始。1959 年，聯合國大會頒

兒少福利照顧之考量，即有將二法加以整合

布「兒童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Right of the

或合併之議。後來，為了因應兒童及少年持

Child）
，目的在喚起世界各國重視兒童福利與

續出現的新議題、避免兒少保障資源的重疊

確保其應有權利。到了 1989 年，聯合國大會

與整合行政體制，並且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

將兒童權利從目的宣言轉為具約束力的「兒

公約的國際潮流，而將 18 歲以下規範在同一

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法制中。經過兒童福利團體、大眾媒體與立

Child）
。其主要宗旨在於：保護全球 18 歲以

法委員有計畫的鼓吹與努力，乃於 2003 年 5

下兒童，確保每一位兒童自出生後無論種

月 2 日完成三讀立法，並在同年 5 月 30 日，

族、膚色、宗教或意識形態的差異，皆可享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以下簡稱兒少法）生

有姓名權、國籍權、思想自由與宗教自由，

效施行（李瑞金等，2006: 162；黃源協、蕭

並且受到應有的保護、照顧與教育。此後，

文高，2006: 241-242）
。

國際兒童權利的保護才算邁入現實階段。對

2010 年 11 月 17 日，立法院初審通過修

於兒童福利來說，兒童權利公約的通過不僅

正草案。2011 年 11 月 30 日，兒少福利法全

是一項新國際標準與一部大憲章，也是兒童

文修正公布，並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利從目的宣言轉向具有實際約束力的立法

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兒少權益法）
。至此，

條文（葉肅科，2002: 51）
。

我國不僅提供更完善的兒少福利，也周延的

1973 年 2 月，我國制定兒童福利法。1989

維護兒少權益，更充分展現落實聯合國兒童

年元月，少年福利法制定公布。然而，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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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公約的決心與努力。目前，兒少權益法

即是兒童權利公約。底下，茲就聯合國兒童

即成為我國推動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相關業

權利宣言與兒童權利公約加以論述（李瑞金

務的主要法規。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探討我國

等，2006: 151-153；陳阿梅，2009: 135-137；

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訂的重要變遷背景

黃源協、蕭文高，2006: 226-228；葉肅科，2002:

與挑戰、內容與特色，而關注焦點則涉及影

48-54；蔡漢賢，2002a: 6，2002b: 108-110；

響我國兒少政策發展的國際兒少福利政策全

蔡漢賢、李明政，2004: 219-220；廖靜芝，2002:

球化潮流、我國兒少福利法的內容與特色，

75-78）
：

以及針對兒少權益法而提出歷史回顧與未來

一、兒童人權宣言

展望的改進方針。最後，在結語部分，我們

1959 年，聯合國大會為了喚起世界各國

再對臺灣兒少權益法修訂的變遷與挑戰提出
綜合性看法。

對兒童福利的重視與確保其應有權益，特別
發表「兒童權利宣言」，呼籲個人、家庭、
團體、社會與國家均應致力促進兒童身心健

貳、兒少福利政策全球化

全發展，謀求兒童正常生活。透過兒童權利
所謂「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指全

宣言，聯合國希望能增進各界對兒少人權的

球經濟、政治與文化型態已超越地理與國際

認知、尊重與關懷，以建立兒少權利維護的

疆界。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雖然某些群

共識，並且共同守護兒童人權。為了呼應國

體的社會風險可能增加、社會不平等的現象

際兒童權利宣言，內政部兒童局也努力宣導

會擴大，但為了保障個人、家庭、團體與社

10 項重要的兒少權益：生存權、福利權與保

區在國際競爭下免於被剝奪的命運，社會福

護、身分權、家庭成長權、平等權、社會參

利體系的建構反而更加需要（古允文，

與和表意權、遊戲權、健康權、教育權與隱

1997）
。顯然的，我國兒少福利政策與法規修

私權。兒童權利宣言規定兒童應為權利主

訂也在經濟全球化、私有化與自由化的考量

體，不僅與世界人權宣言相呼應，也具體的

下，配合著國情化的發展而研擬出轉變發展

以 10 條條款來保障兒童的法律權益。它們包

策略的可能性。如果回顧國際兒少福利政策

括：平等權、最佳利益權、姓名國籍權、社

與法規修訂的趨勢，則可發現：自二次大戰

會保障權、特殊需求保護權、人格成長權、

後，世界各國陸續通過「美國兒童權利宣言」

受教權、最優先照顧權、不受虐待保護權，

（1948）
、
「日本兒童憲章」
（1951）
、
「聯合國

以及不受歧視權（陳阿梅，2009: 134-136）
。

兒童權利宣言」（1959），以及「聯合國兒童

二、兒童權利公約

權利公約」
（1989）
。直到 2009 年，全球已有
193 個國家成為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在這

1989 年 11 月 20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邀

些憲章、宣言或公約中，對我國兒少福利法

約所有會員國政府簽署認可或加入「兒童權

及其後的兒少權益法之訂定通過影響最深的

利公約」
。公約的目的在於：藉此約束簽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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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履行公約責任，並運用國際力量監督執

已參採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與內容，

行情形。同時，也透過立法、司法、行政與

包括：建立出生通報制度、建構兒童保護責

福利等各方面的努力，確保公約條文中有關

任通報系統、規定各級政府與機構的兒童相

兒童權利及其福祉的最低標準之規定。對於

關業務處理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國際社會而言，兒童權利公約的發表是繼兒

以及設置業務專責單位等，均使兒童權益獲

童權利宣言之後，最直接且最明白保障兒童

得更大的保障（劉邦富，2011: 268）。晚近，

權益的國際性重要法規。基本上，兒童權利

就我國兒少法的內涵來看，與兒少最直接密

公約分列 3 章 54 條。第 1 章（第 1-41 條）明

切關係的兩大政策與法規為：兒童及少年福

示五個公約保障重點，第 2 章（第 42-45 條）

利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從立

的主要內容涉及有關「兒童權利委員會」的

法內容要點與主要特色來看，我們可將其重

產生與相關行政規定，第 3 章（第 46-54 條）

要法規分述如下（李瑞金等，2006: 162-164；

則規定應公開徵求世界各國參與簽署並認可

黃源協、蕭文高，2006: 241-258；蔡漢賢，2002a:

該公約，以及公約該發行那些不同語文的版

38-39，2002b: 93-110；蔡漢賢、李明政，2004:

本等。當我們進一步審視兒童權利公約時，

215-218；廖靜芝，2002: 82-84）
：

則可發現：此份國際兒童權利典章明顯有三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個主要特色：強調基本權利、重視保護弱勢，
以及權利解釋漸趨具體且務實。當社會政策

自 1997 年以來，學界與民間團體即針對

與法規在研擬和修訂時，大抵會參酌國際公

「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的二法合

約及其他國家的類似法律，我國的兒少福利

併與相關議題持續舉辦研討會，力促修法並

法與兒少權益法之修訂通過自然也不例外。

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其間，歷經不

基本上，兒童權利公約對我國兒少法與兒少

少轉折。2003 年 5 月，該合併修法正式通過

權益法具有影響的主要條文包括 10 條公約。

且公布實施，並分別於 2008 年 4 月與 7 月修

這在在印證：我國兒少法為了呼應兒童權利

正部分條文。至此，兒少法從原有的 6 章 54

公約之國際趨勢而將相關條文列入法規中

條，擴充為合併修法的全文 7 章 75 條。底下，

（葉肅科，2002: 51-52；蔡漢賢，2009: 14-15）
。

茲就其立法內容與主要特色加以說明（李瑞
金等，2006: 162-164；黃源協、蕭文高，2006:
241-254）
：

參、兒少福利法的內容與特色

(一) 內容

就立法而言，我國最早完成立法的社會
福利法是兒童福利法。自此法頒訂後，歷年

就立法內容而言，兒少法確實有許多突

與兒童福利有關的各種兒童設施及其相關規

破之處。首先，增定身分權益專章，胎兒在

章辦法暨行政措施，才有了法源基礎（蔡漢

出生後 7 天內，接生人即會通報戶政與衛生

賢，2002b）。1994 年，兒童福利法修正時，

單位，避免販嬰、孩子無戶口的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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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以充分保障兒童的身分權益。其次，兒少法
也規定需要建立出養制度，完善保存出養

4. 積極促進兒少的保護措施：該法不僅規

人、收養人與被收養兒少的身分與健康資

範兒少的禁止行為，也規範任何人對兒

料。第三，新法明文規定：家中若有早產、

少的禁止行為。

遲緩或重病兒，各級政府應建立早期通報系

5. 需考量兒少最佳利益保障：由於兒童屬

統與早期療育醫療與就學等特殊照顧。倘若

於弱勢族群，因此，常被政策與經費所

撫養義務人無力支付醫療費用，政府也應提

主導者忽略；在此情況下，兒童虐待、

供補助。最後，在保護措施方面，基於保護

被疏忽的案件層出不窮，兒童福利服務

兒少隱私權，任何人不得在媒體或以其他公

的績效也難以凸顯。

開方式暴露兒少的姓名與其他資料。這包括

6. 強化公、私部門兒少福利服務措施：該

明文規定網路在內的媒體分級與家長責任的

法規範且鼓勵政府與民間社會福利機

相對增加，尤其是父母或監護人應禁止兒少

構需一起努力提供兒童的托育、早期療

吸煙、喝酒、嚼檳榔、吸毒、飆車、觀看 A

育與醫療補助等服務範圍。再者，也強

片或閱讀不林書刊等。

調兒少家庭的親職教育、生活輔導、休
閒娛樂與福利服務等。

(二)特色

7. 落實嬰幼兒醫療保健：兒童福利法第
20 條規定：政府應規劃實施 3 歲以下

若是仔細審視兒少法，我們可發現其主

兒童醫療保健措施，且在必要時，可補

要特色包括：
1. 將服務對象整合為一：原先，兒童與少

助其費用。

年各有不同福利法規，致使兒少權益保

8. 肯定社工在兒少保護的專業權力：在相

障與福利措施失去延續性。兩者整合為

當程度上，此一規範等於肯定社工專業

一不僅符合兒少一體的國際潮流，也可

在兒少保護的重要角色。

提供兒少輔導，讓有限人力與物力做最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有效的資源運用。
2. 增訂兒少身分權益保障專章：該法以兒

近年來，為了因應我國社會與家庭結構

少的最佳利益做考量，因而增列兒少身

的變遷，加上民間團體也普遍認為：我國兒

分權益獨立的專章。這不僅宣示兒少做

童及少年福利法過度偏重兒童虐待與收出養

為權利主體的地位，也彰顯尊重兒少基

等兒童保護事件的補救性福利措施，致使不

本權利的重要性。

僅缺乏全面關照兒少所需的支持性與發展性

3. 強調初級預防與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基

福利措施，也有加強各部會行政系統間橫向

於兒少身心健康發展的考量，該法不僅

協調等的原因而建議修法（臺少盟，2009）。

重視發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兒童的初期

2009 年 12 月 29 日，行政院將修正草案送立

預防，也強調持續給予一般性福利服務

法院進行審議。2011 年 11 月 30 日，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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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

少年福利法全文修正公布，並更名為「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底下，茲概述其

新修正案條文計 118 條，其主要特色包

修正原因與特色（內政部兒童局，2010；劉

括：因應家庭結構變遷的各項需求，提供兒

邦富，2011: 268）：

少更全方位的福利措施：配合「兒童教育及
照顧法」草案而修正相關條文；為了更周延

(一) 原因

維護兒少權益，修正重點尤其強調兒少隱私

自 2003 年兒少法公布施行以來，先後於

權保護、網際網路內容與遊戲軟體等的分級

2008 年 5 月與 8 月分別修正第 20、30 與 50

管理與規範、高風險家庭通報機制、收出養

條，並增列第 50 條之一。然而，隨著後現代

制度、兒少福利機構管理與專業人員消極資

社會與家庭環境的變遷，兒少法有必要進一

格等：回應國際潮流，展現我國落實聯合國

步修正的原因包括（社團法人雲林縣兒童福

兒童權利公約之努力，以提供其良好的成長

利發展協會，2010；林萬億，2011）
：

環境。根據臺少盟祕書長的說法，新法主要

1. 既有兒少法僅為兒童需求打造，缺乏回

有四個重點特色（葉大華，2010）
：

應一般少年的成長需求。有關少年部

1. 兒少基本權益的法治化；

分，僅強調特殊需求少年的問題處理。

2. 推動跨部門整合機制、強化各目的事業

對於弱勢少年的權益維護，也付之闕

主管機關權責分工；

如；

3. 以兒少為主體、加強休閒、參與及表意

2. 有關兒少權益最重要的兒童照顧、經濟

權；

安全、家庭支持、兒少發展、社會參與，

4. 充實專業人力、新增福利再前進。

以及居家與環境安全等重要議題往往

內政部兒童局認為：此次修法與先前兒

點到為止或略而不提；

少法的明顯不同包括（內政部兒童局全球資

3. 法條中對兒童保護缺乏系統性，甚至有

訊網，2010）：

許多重複性規定，進而引發使用上的許

1. 對無法確認身分與國籍之兒少，增訂其

多爭議；

與國內兒少同等權益條文；

4. 兒 少 福 利 資 源 分 配 城 鄉 差 距 情 形 嚴

2. 健全兒少閱聽環境，加強新聞紙與網際

重，致使現行兒少法常難以落實；

網路內容之管理機制；

5. 為了回應兒少及其家庭面對前所未有

3. 在收出養制度方面做出大幅變革，避免

的全球環境，亟需突破既有法律限制，

販嬰情事發生；

重新構思兒少整體福祉與權益；

4. 為減少非專業人員照顧而發生嬰幼兒

6. 近年來，老人福利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

意外事件，規定未來提供居家式托育服

保障法皆已朝更進步、完整與系統的方

務者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向修正通過，只有兒少相關法令還待進

5. 將村（里）幹事增列為兒少保護責任通

一步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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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維護兒少隱私權，修正條文擴大媒體

訊網，2010）
。
兒少權益法的重要突破或主要優點包

不得報導兒少身分資訊之對象；
7. 為維護兒少人身安全，規定不得擔任兒

括：符合國際社會界定的兒少年齡標準；達

少福利機構負責人及工作人員的消極

成兒少福利服務的連貫性；以及將兒童及少

資格；

年的相關資源做部分的結合。然而，由於立

8. 保障建教合作學生勞動權益，落實保障

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的共識不足而無法納入或
以附帶決議處理，致使新法依然有許多遺珠

建教生權益與福利；
9. 對接受司法處遇的兒少，應儘速協助其

之憾。針對兒少權益法的修訂通過，內政部
強調：每一位兒童及少年不僅是父母的寶

復歸社會與家庭；
10. 為強化本法對受虐兒少發現、保護及

貝，也是國家社會的未來。況且，如果我國

處遇、中輟等非行兒童及少年之輔

兒少福利政策要從停滯已久的殘補式格局朝

導，以及其他福利相關工作成效，規

發展性、制度性與權益保障的福利方向邁

定學校應設置輔導或社工人員。

進，則更應慎重的審視與改進相關政策與法
規修訂。迄今，兒少權益法上路已近一年，
但陸續浮現的問題或可能面對的缺點或限制

肆、兒少權益法的回顧與展望

仍然值得我們關注。底下，透過國內學者專
1989 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

家的綜合看法，我們試著檢討兒少權益法的

揭櫫各簽約國應重視兒少基礎權利準則。

可能限制，並對其未來展望提出建議（內政

1995 年，臺灣也向國際社會宣示，願意遵守

部兒童局全球資訊網，2010；王順民，2011a，

「兒童權利公約」
。據此，兒少權益已成為我

2011b；李瑞金等，2006: 164-166；黃源協、

國福利政策中的重要一環。基本上，兒少法

蕭 文 高 ， 2006: 261-266 ； 彭 淑 華 ， 2011:

最受批評的兩大問題是：首先，二法整合卻

288-292 ； 葉 大 華 ， 2010 ； 蔡 漢 賢 ， 2002b:

趨於拼湊：當初兒少法整併時，兒童保護是

110-116；蔡漢賢、李明政，2004: 227-232）
：

主要觀點，卻拼湊少年福利法而成。顯然的，

一、整合兒少權益保障網絡有待建構

法條的精神依然將兒童少年視為社會保護的
對象。在少年部分，只著重處理特殊需求少

兒少福利法頒布後，改制的「兒童及少

年的問題，缺乏回應一般少年的成長需求。

年局」應將原本歸屬社會司職掌的少年福利

相對的，對於弱勢少年的權益維護也附之闕

業務納入。但是，少年相關業務不僅相當繁

如。其次，強調補救而輕忽發展：過度偏重

雜，也難以清楚劃分。況且，醫療保健領域

補救性的福利措施，缺乏全面關照兒少所需

又涉及衛生單位，致使行政組織的統籌更加

的支持性與發展性福利措施。特別是：缺乏

不易。新法修正特增列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

與少年獨立發展所需的休閒、就學、就業與

業主管機關的權責範圍，因此，在缺乏完整

社會參與等相關權益（內政部兒童局全球資

性兒少權益保障體系之下，要期使各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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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能針對兒少多元需求，並主動規劃其福利

政策的專責單位因政府組織改造、暫緩修編

措施，以發揮業務分工與專業整合之功能，

而趨於模糊或失焦。然而，我們應思考的是：

似乎是更大的難題與挑戰。

當沒有專責單位作為對應窗口時，兒少福利

兒少權益法第 23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工作是否會落入更邊緣化的處境？近 500 萬

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勵、輔

臺灣兒少的福利與權益要如何受到保障？時

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各項】兒

值政府「組織再造」之際，這些關鍵議題均

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但是，從兒少主管機關

需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面對與商議。在兒少

的職責分工來看，相關服務網絡主要涉及社

權責主管機關如此歧異且分散的情況下，各

政、衛生醫療與教育等單位。目前，由於專

主管機關間該如何協定、分工與整合將是一

業本位思維或處置不當而形成的專業合作障

大挑戰與重要關鍵。

礙，可說是有待克服的難題與挑戰。未來，

三、增進兒少家外安置的數量與品質

專業部門與人力間的服務整合與網絡建構可
持續透過相關會議、正式組織、非正式或訓

目前，受虐與其他需要緊急安置的兒童

練活動等方式來促進。

有增加的趨勢，明顯需要大量家外安置服
務。然而，國內大多數縣市的家外安置往往

二、考慮設置兒少權益保障專責單位

面臨兩大難題。其一，家外安置的數量不敷

1999 年 11 月 20 日，內政部兒童局正式

需求且徵求標準不一，致使有些接受寄養的

成立，其下並設保護重建組，專責受虐與受

家庭純粹基於貼補家用的考量，而非真正的

疏忽兒童保護工作。該單位不僅成為臺灣地

關愛兒童。其二，主管機關因囿於財力與人

區的第一個中央兒童福利專責機關，也標誌

力，致使對家外安置家庭的輔導與訓練相當

著我國兒童福利行政制度更周全，兒童福利

有限。顯然的，這對接受家外安置之兒童的

拓展更邁向新世紀。兒少法第 6 條第 2 項規

特殊需求，也難以發揮照顧與輔導的功能。

定：兒少福利主管機關在中央應設置「兒童

當兒少專業人員在進行家庭重整服務

及少年局」
，其他層級政府也應成立專職單位

時，家外安置單位往往成為一種很好的媒介

以配合兒少福利業務之推展。然而，因為以

資源。然而，如果缺乏適當的家外安置單位

當前兒童局的原有編制似乎難以承辦所有兒

且對安置單位的品質有所疑慮，則不僅可能

少福利業務，加上基礎單位遲遲未見成立兒

影響兒少專業人員的安置抉擇，也會影響家

少福利的專職單位，良法美意始終難以全面

庭處遇（維繫或重整）計畫的實施效果。目

落實。

前，國內對於家外安置的兒少，不管是寄養

2012 年，由於行政院組織架構將進行重

家庭或機構安置，均在兒童與家庭聯繫，或

大變革，因此，相關修正草案或其後通過的

與主責專業服務人員的聯繫上相當有限。的

新法均未見以兒童及少年作為主體的專責單

確，這有待進一步的權責釐清與資源連結。

位。換言之，兒少權益法也讓主管兒少福利

未來，家外安置數量的增加是必要的，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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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數量的擴充又需以兒童照顧品質的提升為

導者來說，適當開導會勝過官員訓誡；以及(四)

前提。因此，日後除了應增加妥善的安置處

盡量採取一對一的晤談方式，透過潛移默化

所之設立外，也宜加強現有的安置處所之設

的教育方式，方有更多的收穫。

備與服務。

五、宜充實專業人力以保障兒少權益
四、讓強制親職教育發揮最大的功效

儘管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的法規設想還

對於處於單親家庭與低收入戶等不利境

算周全，但在專業人力不足而造成業務執行

遇的兒童而言，親職教育的強調更具有重要

條件不足下，兒少福利與權益可能因缺乏完

性。因為父母能否有正確的教養觀念，也將

整體系而難以深入或保障。再者，當前兒少

決定可否適當的幫助其子女克服環境困境。

專業人力（尤其是社工人員）的流動率偏高，

兒少權益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對兒童、少

不易累積專業服務經驗。這主要是因為高工

年及其父母辦理親職教育。第 91 條又進一步

作負荷與低薪資結構使專業人力缺乏時間與

規定：．．．其未禁止兒童及少年為第 43 條

經濟能力以自我充實，連帶的，也難以提升

第 1 項第 2 款行為者，並得命其接受 8 小時

專業素質。因此，如果想要有專業的、關懷

以上 50 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就立法旨

的兒少福利服務，卻不從專業人力的員額調

意來看，甚為恰當。然而，不當的親職教育

整與素質提升，則無異於緣木求魚，甚或幾

結果往往是徒勞無功。再者，若是缺乏生動

乎無法談論。

的教材，則將使親職教育事倍功半。況且，

通常，專業間的歧異係源於專業養成訓

父母或監護人所犯過失不一，加上施教專業

練的不足。因此，針對現職專業人員，我們

人才水準不足，致使地方政府若非從不實

應從制度建構與在職者的職前與在職訓練著

施，即是虛應故事。

手，以建立專業人員對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

在兒少保護案件中，施虐者約有 80%以

的正確態度與作法。未來，兒少福利與權益

上是父母、監護人與照顧者。就施虐因素分

保障工作之落實，應著重這些專業人力的充

析，又以缺乏親職教育知識而造成不當管教

實與素質的提升。要言之，為了維護兒少健

為最多。基本上，這反映出傳統父母的管教

全身心發展，並因應兒少福利服務日益多元

常將子女看作家庭附屬財產、輕忽兒童人

化的需求，政府需提供或創造良好的工作條

權，並誤以為子女可恣意體罰、管教、支配

件與環境、降低流動率，並且編列經費，補

與控制。如果要發揮強制親職教育的功效，

助專業人力的訓練或在職進修。

則宜講究親職教育的技巧與作法。具體而
言，要發揮強制親職教育功效的方法可參

伍、結語：從保護規定到權益保障

酌：(一)輔導課程內容應避免貧乏，教導方式
也不該僵化；(二)有關親職教育的辦理，委託

若是環顧兒少福利的國際發展趨勢，則

民間會勝過官方；(三)對接受強制親職教育輔

可發現：世界各國的兒少政策與法規修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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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是從「慈善救助」走向「保護規定」，繼

能涉及公務預算與專業人力的配置。因此，

而再邁向「權益保障」之路。面對這些後現

我們尤其需要解決城鄉差距所帶來的資源分

代社會的變遷與挑戰，兒少權益法的修訂通

配不公或錯置的問題。兒少權益法的檢討告

過即象徵著兒少世代的整體權益又往前邁了

訴我們：它的可能限制有：缺乏完整兒少權

一大步。目前，兒少福利政策與法規已不再

益保障體系、專責單位因組織改造而失焦、

單純只是人道主義的慈善取向（charity ori-

家外安置的量與質不敷需求、強制親職教育

entation ） ， 也 不 限 於 消 極 的 以 問 題 取 向

能否發生效用，以及專業人力不足難以保障

（problem orientation）為主，僅針對有特殊

權益。展望未來，它還可再努力的方向包括：

需求的不幸兒童及少年給予救濟與特別照

整合兒少權益保障網絡有待建構、考慮設置

顧，而是更進一步積極的以發展取向

兒少權益保障專責單位、增進兒少家外安置

（development orientation）為主，將其服務對

的數量與品質、讓強制親職教育發揮最大的

象擴及一般兒少健全生活之所需，並針對一

功效，以及宜充實專業人力以保障兒少權

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做導引。

益。雖然政府有責任介入保護兒少免於遭受

因為既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已不足

不當對待的傷害與恐懼，但在照顧與保護兒

回應當前兒少成長發展之權益與福利需求，

少的基本責任上，父母、家庭與社區也是不

加上為了全面檢討修正與擴大兒少福利保護

可或缺的。未來，民間團體或兒少福利聯盟

法的內涵，故而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組織也應持續監督新法的落實工作。它們包

保障法」之修訂通過。基本上，兒少權益法

括：相關施行細則的修訂與新法教育的宣

透過法令政策的修訂可視為回應臺灣社會面

導，務必讓兒少權益法能真正保障兒少福利

臨的某些現實挑戰。它們包括：一、聯合國

與權益，並適切滿足其需求。（本文作者為

兒童權益公約對我國兒少福利法的挑戰，既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有條文與國際兒少人權保障之內涵有甚大落

關鍵字：兒少（Children and Youth）、福利

差，修正草案參採國際兒童人權公約各項兒

（Welfare）、權益（Rights）、保障

少權益概念與內涵；二、兒童少年面臨全球

（Protection）

化、高齡化與少子化趨勢，以及多元化社會
變遷與高風險環境之挑戰；三、將兒少從「保
護照顧的依賴者」提升為「權益保障的需求
者」，並且跳脫過去兒少法主要針對弱勢兒
少提供福利服務，轉而擴充全面性兒少權益
保障與政策投資的挑戰；四、紓解世代不正
義現象，並設法緩和城鄉差距的問題之挑戰。
顯然的，新法修訂勢必需要更多成人社
會觀念的改變與社會資源的投入。其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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