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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兒少保護實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旗山社福中心    李淑秋 



家庭的功能 
• 保護與照顧功能 

•  經濟功能 

•  社會化與教育功能 

•  情感功能 
 



「高風險家庭」之認定要件 

• 泛指極有可能發生兒保事件之家
庭 



什麼是高風險家庭？ 

•經濟、健康、家庭／婚姻關係是支撐

家庭穩定的「黃金三角」，如果家庭

缺了其中任何一角，而又沒有足夠的

資源可以因應危機時，就很可能成為

所謂的「高風險家庭」。  

 



服務精神 

•提早介入服務，預防兒虐事件的發生 

  

• 目標族群:未有正式資源介入之家庭 

 

 



服務原則 

• 確認兒童少年的人身安全 

• 家庭經濟上的協助 

• 家庭環境上的改善 

• 親職功能的提升 

• 其他短期問題的解決 

 



※高風險家庭轉介指標 



高風險家庭實施計畫定位 

殺子後
自殺 



關於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 

• 自己-運用辨識指標的人是很重要的 

• 高風險…心有餘而力不足繼而絕望 

• 辨識的方向 

–兒少所處的生活環境 

–兒少本身的發展狀況 



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一)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 

  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
婚姻關係帶年幼子女與人同居、
或有離家出走念頭等，以致影
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
等受照顧情況及妨害身心正常
發展。 



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二) 

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
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
就醫或未持續就醫，以致影響兒
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警政、
消防、衛政醫療） 



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三) 

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有
自殺風險個案，尚未強迫、引誘、
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惟影響兒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
等照顧者功能者。（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自殺防治中心） 



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四)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
其他不利因素，以致影響兒
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
照顧者功能者。（區公所、
社會救助科、慈善會…） 



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五)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 

 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
迫退休等，以致影響兒少日常
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者功
能者。（區公所、社會救助科、
就業服務站、職訓中心、非正
式支持系統） 



高風險家庭辨識指標(六)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
入獄服刑等，以致影響兒少日
常生活食衣住行育醫等照顧者
功能者。（助養、寄養、安置） 



三種典型家庭危機因子 

離婚率、失業率、痛苦指數 

經濟困境 
工作不穩定 

生理/心理/社會 
健康不佳 

家庭/婚姻關係 
不穩定 



服務對象 
• 有18歲以下未成年子女之家庭 

•  孩子因個人、家庭內外在因素  而

產生危機者 

 



開案指標 
–家中有18歲以下同住之子女 

–符合高風險家庭評估表（評估內容七項） 

–因為上述情況導致家庭功能發生障礙 

–家庭無因應能力 

–非家暴、性侵害、兒童保護等案件 

–無其他社福單位/社工員服務 



服務內容 
電話會談—主動關懷案家，掌握案家近況 

家庭訪視—評估案家高風險情境有無改善，瞭解
案家需求 

家庭喘息服務—提供親子共遊、親職課程等活動 

諮商服務—針對需要諮商者，安排個人/親職/婚
姻/家族諮商服務 

轉介服務—連結相關資源，設法解決案家的各種
需求 
 

 



服務期程 

• 六個月 

•  視情況得延長六個月 

    (最長一年)  

 



誰來評估、通報？ 

• 勞政：就業服務中心個管員 

• 警政：員警 

• 民政：村里幹事 

• 衛生：公衛護士、心理衛生醫護人員 

• 教育：各級學校教育人員 
 



為什麼要關懷高風險家庭 

• 預防勝於治療：提供高風險家庭預防性服務，避
免家庭面臨的壓力或危機惡化，節省社會成本。 

• 預防不幸事件的發生：及早發現與介入，預防兒
少虐待、家庭暴力、攜子自殺等不幸事件發生。 

• 以孩子最佳利益出發：為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創
造得以平安、健康成長的機會。 

• 強化社區意識：民眾主動敦親睦鄰，建立社區支
持網絡。 

 



如何通報 
一般民眾： 
   1999專線或聯絡社會局社工科：3344885。 

教育、民政、警政、衛生、勞政
與社福單位等專業人員： 

  1.傳真通報：填寫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
庭通報表傳真至社會局社工科（傳真電話
3303628） 

  2.線上通報：http://ecare.moi.gov.tw/ 

http://webmail.kcg.gov.tw/cgi-bin/downfile/O/77728428611_tmp1.ppt/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doc
http://webmail.kcg.gov.tw/cgi-bin/downfile/O/77728428611_tmp1.ppt/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doc
http://ecare.moi.gov.tw/


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4條 

•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

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村（里）幹
事、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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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遭遇經
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
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54條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
後，應對前項家庭進行訪視評估，並視其需
要結合警政、教育、戶政、衛生、財政、金
融管理、勞政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生活、醫
療、就學、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 前二項通報及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本市高風險家庭服務承辦單位 



本市高風險家庭轉介處遇流程 

 

一、社政、教育、民政、警政、衛生、勞政等單位與一般民眾 

二、社會局：尚未構成保護案，但符合高風險家庭的個案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燭光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團法人高雄市佛臨濟助會、林柔蘭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各社福中心進行訪視評估 

轉介相關
單位提供
服務後不
開案 

經評估為兒少保
案、家暴案、性
侵害案，轉介社
會局權責單位處
理後不開案 
 

 

開案:依個案需
求提供家庭處
遇服務 

訪視後評
估無須提
供服務不
開案 

社會局社工科 
 

兒少保護處遇
中案件 

評估符合高風
險方案之個案 
 

    

派案 

通報 

積極結案/消極結案 
 



網絡協同服務期待 

辨  

識 

通  

報 

追  
蹤 

合  

作 

從孩子的需要上看到我們的責任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 
            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認識兒童及少年保護 



兒少保護的類型 



身體虐待--  
• 指有責任照顧兒童少年者，本人或

准許他人施加於兒童少年身體上的
傷害，或應注意而未注意，導致兒
童少年死亡、外型損傷、或任何身
體器官功能損害。 



身體傷害指標:外部與臟器 
• 瘀傷:唇、眼睛、面頰、耳朵、頸部、手背、四肢、

被部、臀部、陰莖 
• 燒燙傷:口部四周、手掌、腳掌、四肢、背部、臀部 
• 骨折:頭顱、鼻、肩、手腕、脊椎、四肢、肋骨 
• 割裂擦刺:唇上、口四周、口內、眼眶、手指、手掌、

手臂內側、外生殖器、生殖器四周 
• 臟器:腹部、心臟、肺臟、肝臟、胰臟、脾臟、膽、

腎臟、胃、腸、膀胱、子宮、卵巢 
• 性傷害:會陰、陰道、外陰部、陰莖、陰囊、肛門、

嘴、喉嚨 
• 其他 



 疏    忽- 
• 指有責任照顧兒童少年者，本人或准許
他人不加注意或忽視兒童少年的基本需
求。 



受虐兒少身體傷害指標: 
生活照顧  照護 

1. 遺棄 
2. 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3. 六歲以下兒童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4. 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但未就醫或延誤就醫 
5. 從事危險性活動列如在馬路上賣玉蘭花、特技表演、

乩童 
6. 利用殘障或畸型兒童少年供人參觀 
7. 利用兒童少年行乞 
8. 被剝奪接受國民義務教育 
 



受虐兒少身體傷害指標: 
生活照顧 

健康 
1. 缺乏充足的食物、造成經常性的飢餓 
2. 從外觀看有體重過輕或過重的情形 
3. 從外觀看有營養不良的情形 
4. 有 非先天性因素引起發育不正常或發

展遲緩現象 
5. 有非過敏引起的嚴重皮膚病或疹子 



受虐兒少身體傷害指標: 
生活照顧 

衛生 

1. 常年身體污穢不潔 

2. 經常食用腐敗食物 

3. 外貿髒亂不整潔有異味 

 



性 虐 待  

• 指有責任照顧兒童少年者，本人或准許
他人對兒童少年施加下列性侵犯或性剝
削行為：  



(1)強迫、引誘、容留、容認或媒介兒童少
年為猥褻行為或強制性交。 

(2)利用兒童少年攝製猥褻之影片、圖片。 

(3)供應兒童少年觀看、閱讀、聽聞、或使
用色情電影片、錄影節目帶、照片；出
版物、器物或設施。 



 精神虐待  
• 指有責任照顧兒童少年者，本人或准

許他人持續或嚴重的對兒童少年排斥
或導致不當待遇，導致兒童少年之身
體發育、行為或情緒發展遭受不良影
響。 



壹、通報制度 



責任通報制： 

•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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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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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通
報前二項案件時，應立即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其承
辦人員並應於受理案件後四日內提出調查報告。前三項通報及處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之身分資
料，應予保密 



罰則 
•第八十九條：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第五十三條第五項、第六十六條第二項
或第六十 九條第三項而無正當理由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權責 



調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七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本法
規定事項，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託
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或其他
適當之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
處遇。 



其他機關配合調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七十條第二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其委託之機構、
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 、調查及處遇時，兒
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童
及少年 之人、師長、雇主、醫事人員及其他有
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必要時，該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政、戶
政、財政、教育 或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
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社會局何時緊急安置兒少： 

1.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2.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
未就醫者。 

3. 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
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
或工作者。 

4. 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
難以有效保護者。 



安置後的兒少住哪裡?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
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緊急安置的時限 
•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非七十
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
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
安置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
院裁定延長之。 



澄清誤解 
• 誤解：許多受刑人誤會一旦通報社會局,社會局

會把小孩帶走 

• 事實：社會局希望幫助家長照顧他的小孩,除非
必要,不會把小孩強制帶走. 

• 誤解：一旦把小孩交給社會處安置,家長就見不
到小孩 

• 事實：即使是安置中的小孩,社會局希望小孩與
父母維持良好的親子關係,歡迎父母探視小孩. 

 



父母可以委託社會局照顧
孩子嗎? 

• 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
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監護人、
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得申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  舉例:父母入獄,無其他可替代的親友照顧 



重建家庭的必要手段— 
強制親職教育 

•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
年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令其接受八小時以上

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育輔導。 

•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拒不完成其時數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
處罰至其參加為止。  



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