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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兒童少年是國家未來發展的基石，人口素質決定社會發展
水準 

• 台灣出生率下降，更需高品質的兒少人口維持社會發展 

• 家庭結構與功能轉變，將影響子女教養和社會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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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社會工作對兒少與家庭需求的回應 

1970年代以前，經濟尚未發展階段 

社會工作大多是以慈善救助為主 

服務對象需求： 

 家庭被關注的主要問題是： 

貧病孤寡—「安貧—能活下去」 

服務方式：慰問和探訪 

服務內容：提供經濟上和物質救助 

服務資格： 

 不認為社會工作需要專業知識 

 助人者被視之為義工，是具有「三心--

愛心、耐心和熱心」的有德之士 

慈善救助為主
的社會工作 

民生主義 

現階段社會
政策綱領 

開始關注 

社會發展 

1960 1965 1970 

1960年代台灣人排隊領美國救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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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後，經濟發展階段 

實施加工出口區，經濟開始快速增長 

社會方面推動「小康計畫」--全民脫貧工作 

先關注兒童的需要與問題， 

   少年偏差均被視為「壞小孩」 

1980 

1973 

1960 

1940 

•訂頒：老人福利法、殘障福利法與社會救助法 

•訂頒「兒童福利法」 
•著重在兒童相關機構管理、婦幼健康發展（含早療）、兒虐與家庭 

  變故之保護照顧措施 

•社工人員角色進入法規，但只有通報工作 

•民間組織發展，關注家庭與兒童福利 
•1964：國際CCF開始陸續在台灣各地成立家庭扶助中心 

•1964：台灣世界展望會成立，關注育幼院、兒童之家 

•1968：救國團成立「青少年--張老師中心」 

•國際CCF在台灣成立光音育幼院 

家庭客廳即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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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所公私立大專院校設置社工組、系， 

二所大學設置碩士研究所。 

1979年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第一期 

               社會工作督導員職前訓練 

1960 

1965 

1972 

1978-82 

醫院與民間機構聘用社會學相關科系學歷之人力 

台中縣試行社會工作員制度，社會相關科系畢業 

政府依「台灣省各省轄市設置社會工作員實驗計畫」 

不限科系約聘社會工作員 10名，管理工10名 

•1978年：推行「台灣省各縣市設置社會工作員實驗計畫綱要」 

•1979年：17 個縣市設置社會工作員制度，主責低收入戶脫貧， 

                家庭問題解決與社區發展。 

•1982年：台北市正式成立12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配置5-10名 

                                             社會工作員及督導1人。 

 

1970-1980以前社會工作專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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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後，變遷中的家庭與兒少需求 
 社會經濟發展 

國民所得超過
2000美元 

社會與家庭均開始快速轉變，社會競爭壓力增加 

國民所得超過
萬元 

國民所得與 

貧富差距均逐
漸拉大 

以家戶為單位衡
量之吉尼係數，
長期呈上升趨勢，
但歷年均維持在
0.35以下 

1980年 1990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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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人口老化、離婚率上升 
婦女（尤其是母親）就業率增加 
性別平權與多元家庭觀念與多元家庭時代來臨 

家庭結構轉變 
雙親家庭（小家庭、折衷家庭和大家庭）、單親家庭、隔代家庭、
同居家庭、候鳥家庭、繼親家庭 

跨國婚姻與外籍配偶家庭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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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外遇、酗酒、藥物濫用、離婚、家庭內的照顧負荷。 

• 單親家庭、少年偏差行為、偏遠或貧窮家庭之教養與保護功能弱化。 

• 失業、貧窮家庭與親子教養的問題增加。 

虐待、雛妓（人口販運）、逃家、中輟、校園暴力（霸凌）、藥物濫用、 

性侵害、偏差行為與犯罪 

家庭暴力、兒童虐待、性侵、攜子自殺……等 

社會新聞事件層出不窮 

家庭生活問題複雜化 

兒少保護輔導需求浮現 

政府介入家庭制止暴力呼聲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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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中 

兒少、家庭政策與法規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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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 1988 1996 1993 

•1986年 基督教長老教會彩虹事工中心
雛妓調查，成立彩虹專案，救援雛妓 
•1987年 推動「反對販賣人口--關懷雛
妓」，呼籲重視原住民少女被迫從娼 
•1988年 「救援雛妓再出擊」聯名抗議 

修訂 

兒童福利法 
訂頒 

少年福利法 

通過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通過兒少 
性交易防制條例 

提供有志少年就業
或訓練機會 

少年生活與成長之
保護條件 

少年不當行為規範 

少年不良行為課責
父母，並明訂罰則 

少年不良行為之處
置方式 

少年福利機構管理 

確立「兒童最佳
利益」為最高處
理原則 

規範受虐兒童通
報、安置、監護
權轉移和主管機
關權責 

加重政府對兒童
保護公權力介入 

成立 
兒童保護熱線 

教育部成立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內政部成立 

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行政院成立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北市府成立 
24小時婦女保護中心 

高市府開設防暴專線 

1987 1993 1995 1997 

•基督教門諾花蓮善牧中心（1987
成立）執行長被攻擊事件，少女人
口販運議題引發更多關注 
•發生鄧如雯殺夫案，引發社會關注
家庭暴力議題 

•婦運工作者、民進黨
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
女士，在高雄遭計程車
司機強暴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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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內政部兒童局 

訂頒 
家庭暴力防治法 

1998 1999 2000 2001 

成立 
婦幼保護專線 

行政院通過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

扶助條例 
內政部編印 

兒少保護工作手冊 2009年修正為 
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 

各縣市陸續成立
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 

引進英美法系保護令
制度，以保障被害人
與未成年子女的安全。 

建立加害人輔導與治
療制度，建立預防與
治療並重的防治網絡。 

結合處遇、通報、宣
導與教育諸項功能，
以回應三級預防模式。 

家庭維繫、家庭
重整和永久安置
列為處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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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發展，回應社會需求 
世界展望會 

•1980年 關懷山地兒童與家庭 
•1985年 開始資助國外 

兒福聯盟 
•1981年成立，推動相關法令政策的修訂與倡導 
•因應社會變遷與問題，開展許多新興直接服務方案：收出養服
務、失蹤兒童協尋服務、棄兒保護服務、 托育諮詢服務等 

台灣CCF 
•1985年 脫離國際CCF援助，財務自立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1994年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成立， 關注台灣雛妓問題嚴重惡化  

勵馨基金會 
•1988年 創設台北市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1990年 反雛妓運動，保護受性侵害少女。 
•2001年 正式登記升級全國性「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台灣少年權益及福利促進聯盟 
•2002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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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角色功能開始受到認識 

1997年 
通過社會工作師法—肯定社工為專業服務 

– 規範社工師應考資格與執照取得、執業內容與方式、個人事務
所開業規範、公會職責和對社會工作師不當執業之規範處理 

– 至2015年，通過考試者有9,074人，領證者8,739人， 

執業者4,941人（內政部社工司）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8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6條 

–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應各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應配置社工、 

  警察、醫療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10條規定 陪同偵訊、第11條規定 未到校要調查 

–第14條規定 學校要聘請社工 

兒少福利法 

–第34條規定 社工人員知悉對兒少違法和出入不良場所必須通報 

–第40條規定 兒童及少年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應由 

                      社會工作人員陪同，並保護其隱私 

在法規中正式明訂設置社工或規範社工角色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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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十大社福新聞，
有四項與兒少福利有關 

北縣家暴中心處理
嚴姓女童性侵疑案 

引發侵權爭議 

讓社工員在媒體  

頻頻出現 

引發社會大眾對
社工角色的好奇 

立法研擬兒童及
青少年可對保護
安置擁有抗告權 

台灣兒童不快樂、
想逃家！ 

每天平均有12名
受虐兒 

每3名兒童就有1

人想離家出走 

台灣、巴西混血兒
吳憶樺跨國監護權
之爭 

第1名 第4名 第6名 第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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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政策之緣起 

1994 2002 2004 

• 「建構以家庭為中心
之社會福利政策，以
弘揚家庭倫理，促進
家庭關係，藉家庭倫
理來維護成員福利」 

• 鼓勵政府或民間各機
關（構）團體辦理促
進家庭功能之相關活
動（由內政部、教育
部、省市政府負責） 

• 決議國家應制訂家
庭政策 

• 於二年內多次會議
研商 

• 函發相關單位及縣
市政府配合辦理 

行政院通過 

社會福利政策綱領 
暨實施方案 

第三次 

全國社會福利會議 

行政院社會福利 
推動委員會 
第八次會議 
通過家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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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政策 

肯定家庭的重要性 
尊重多元家庭價值 
充權家內與家庭間弱勢者 
公平照顧家庭成員的福祉，
並兼顧差別正義的原則 

平衡家庭照顧與就業 
促進家庭的整合 

政策原則 

政策目標 

保障家庭經濟安全 
增進性別平等 
支持家庭照顧能力、 
分擔家庭照顧責任 

預防並協助家庭解決家庭
內的問題 

促進社會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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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家庭政策 
–運用社區資源，提供低所得家庭的青年、少年工讀
與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保障家庭 

經濟安全 

支持家庭照顧能力
分擔家庭照顧責任 

預防並協助解決家
庭內的問題 

–提供家庭積極性服務，減少兒童、少年家外安置機會 

–建構完整之兒童早期療育系統 

–普及社區幼兒園設施、課後照顧服務 

–鼓勵企業與社會福利機構合作辦理企業托兒、托老、及員
工協助方案 

– 落實家庭教育法：家庭教育中心—採志工制度 

– 提供家庭服務，協助家庭良好關係 

– 引進家事調解制度，以降低因離婚帶來之親職衝突 

– 增強單親家庭支持網絡，協助單親家庭自立 

– 提供少年中輟、行為偏差處遇服務，預防少年犯罪或性交易 

– 提供家暴被害者及目睹者相關保護扶助措施，並強化加害者處
遇服務，進而達到家庭重建服務 

– 倡導性別平權，破除父權思想，加強家庭暴力防治宣導與教育
以落實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 建立以社區（或區域）為範圍的家庭支持（服務）中心，預防
與協助處理家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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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 
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2003年 

修改重點 
加強保護福利措施 

保護處置精緻化 

-加強保護工作相關福利措施，兒少福利法第43條（兒少權益法§64）
，對於需保護的兒少，提出家庭處遇計畫 

 擴大保護安置期限，緊急安置72小時，繼續安置3個月為限，得延長不限次數 
 將原安置抗告期間從五日延長為十日 
 主管機關對安置期滿或依法撤銷安置之兒少，應續予追蹤輔導一年 
 安置期間對兒少隱私權保護，不得為非必要之訪問、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
必要進行時，應由社工員陪同 
 媒體對兒少隱私應保密，包含所有親子事件，如：否認子女、收養、監護…等 
 依少事法安置輔導、感化教育之兒少，協助其轉銜及復學教育 
 協助依少事法安置兒少歸復社區，社區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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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兒少安全與安置評估 

提供家庭維繫及重整服務 

緊急安置、寄養服務與親屬照顧 

家庭處遇的作法 
兒少福利法第43條（兒少權益法§64）對於需保護
兒少，提出家庭處遇計畫 

強制性親職教育 

維護兒少及其家庭正常功能 
有關之服務 

•親屬照顧 
•寄養家庭 
•機構安置 

兒少及其家庭 
處遇計畫 

兒少保護 
個案 

家庭重整 家庭維繫 

家庭處遇 
結案評估 

追蹤 

家庭重整 家外安置 

返家評估/計畫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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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反思 

責罰弱勢底層家長 

以替代照顧為手段 

欠缺家庭功能強化作法 

弱勢家庭功能不彰，但政策與法規走向卻是
責罰、治療和矯治 

走向出養、寄養和安置等替代性事後處置之
路，對於家庭功能補充與支持功能不足 

這是無法協助家庭功能，未能強化保護兒
少的同時，亦沒有協助家庭強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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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遏止兒童與少年虐待事件 
 政府委託研究發現： 

高風險家庭大多是貧窮與
失業、酗酒、精神疾病、
家庭/婚姻關係高度不穩
定者 

 作法： 

由學校、就業 輔導個案
管理系統、民政或衛生、
警政等 系統，依高風險
家庭評估篩選表，積極篩
選高風險家庭轉介社政 

單位提供預防性服務方案 

 曾提議透過發放通報
獎勵金，以鼓勵社區
居民通報。 

 但全國社工兒保社工
不足400人，加上可
能謊報，無力應付。 

通過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

」 

2004 

通過 
「受虐兒童少年家庭處遇服務方案」 

2004 

成立 
「兒童及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防制小組」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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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計畫的缺失 

1 

4 

方案缺乏以社區為基礎的兒童保護概念 

「高風險」的定義有污名化失業、
貧窮、離婚…等弱勢家庭的意味 

補助每縣市民間社會福利團體3-4名的
社會工作人力，根本無法達到預防效果 

2 

3 

高風險家庭多數原來是社會局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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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補助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增聘兒童及少年保護
社會工作人力實施計畫」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委外社工100名 

社會工作人力不足一直受到批評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社工190 人 

地方政府增聘320名兒保社工人力，並補助40％ 之人事費用，
將各地方政府兒少保護社工 人力擴充至505名 

「建構家庭福利服務系 統實施計畫（草案）」 

「充實地方政 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6年中程計畫（草案）」 

【缺失】短期雇用契約，缺乏升遷管道， 
且有專案人力被地方政府移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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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十大社福新聞，
大多為兒童與家庭問題 

教授長期照顧兩位肌肉萎縮症兒子
因相繼過世而自殺 4 

邱小妹受虐致死案 1 

玻璃娃娃跌倒致死案 2 

每四對新婚夫妻一對是外籍配偶 3 

娃娃車悶死幼童 5 

台灣人口老化速度世界第二 6 

生育率創新低 7 

三歲男童遭刺青虐死 3 8 

每年二萬六千多婦女陷家暴陰影 4 9 

每年近四千孩童遭父母棄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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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 嬸婆虐死3歲男童案 

• 11歲童疑遭父母家暴致死案 

• 吊起6歲女童毒打致死案 

• 2009年 

• 彰化十個月大的黃小 妹被父親丟進滾燙的煮麵鍋 

• 2歲張小妹妹被父親用掃把打死 

• 2010年 

• 桃園縣一對年輕夫婦沉迷線上遊戲，寧願花錢上網，卻捨不得買奶
粉餵一歲女兒，女嬰餓死家中時全身無肉 ，重僅3千克 

 

重大兒虐
仍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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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修改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015 

增訂無法確認身分及國籍之兒童與少年權益條文 

加強新聞紙及網際網路內容的管理機制 

避免販嬰收出養制度變革 

登記制居家式托育服務 

增列村（里）幹事保護責任通報人 

媒體不得報導兒少身分資訊 

書面定型化契約保障建教生權益與福利 

機關應整合兒少復歸社會與家庭之就學、就業等服務資源和服務 

學校應設置輔導或社會工作人員 

犯性侵害罪、嚴重精神疾病或嚴重行為不檢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負責人及工作人員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再次提出修正版本 

2011 

批評 
 上述增修均只是回應新聞批判社會事件，強化不幸兒少背後

「家庭」功能與父母親子效能的充權，才是問題癥結所在 

 修正過後的兒少福利權益法，依然無法提出支持與補充強化
家庭功能的基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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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兒少與家庭社會工作服務 

之反思 
 政策規劃 

 政策目標 

 政策推動 

 服務輸送 

 專業人力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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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劃上 

官方能力欠缺 缺乏本土研究 

•無法評核各項家庭服務是否因
地制宜、有效掌握目標家庭和
主動提供對策和適當服務。 

•尤其是華人家庭夫妻與親子、
子女教養、家庭支持，以及家
庭與社區關係有其制度和文化
價值，如何介入處置，均缺乏
研究。 

•大多移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 

•未能建置有關家庭制度與功能
變遷的基礎統計資料 
•缺乏橫向聯繫及合作機制，以
掌握家庭變遷脈動及具體衝擊 

•為回應社會壓力，政策形
成採拼湊和搬遷西方制度，
推動前缺乏試行。 
•常待全面推動後，再「錯
中學」，亡羊補牢。 
•未對現有人力與人才需求
做好估算，並請人才培育
單位配合 

•政府視民間為資源來源—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資
源無窮」。 
•但預算經費多用在發放津
貼與保險等政策買票工具 
•政府政策規劃之官員缺乏
專業知能。 

•社會政策綱領、家庭
政策與相關法規均未
整合 

政策法規未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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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缺乏橫向聯繫 
 無法從預防層面提供有效協助單親和隔代教養家庭

需求 

 家庭政策採課責家庭和男性施暴者 
 如：採強制性親職教育，對偏差、獨留、玩手機均

採懲罰父母，而非採取支持與補充家庭照顧功能 

 偏向強制就業輔導 
 對於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的協助，無法有效協助解

決這些家庭所遭遇的經濟、照顧及教養等問題 

 中輟生、兒童少年性交易個案、矯正機關收容的少年
家庭，多半缺乏足夠資源及支持系統 

政策目標上：補救與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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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偏重「量」增的後果，致使缺乏符合現實之人力質量需求標準 

 大量吸引各領域NGO人力，缺乏保護實務經驗者多，不當處置風險增加 

欠缺管考、資源整合及滾動修正機制 

執行選舉買票性政見，民間NGO成為政府政策配合單位 

政府與民間薪資與職責落差大，人力傾向政府流動 

•各地方政府為因應中央社會福利績效考核，設立各類功能型服務中心， 
                   但卻造成資源分散及服務重疊等問題，沒有依家庭政策整合。 

•政府缺乏各級行政主管人才，選舉輪替後，人事變動影響整體政策落實。 
•政府專職社工人力未採精算方式，而以協商會議和參照日本、香港與歐洲 
  政府設置人力標準規劃—四年內完成充實人力。 

•政府利用新管理主義和購買服務，強制民間配合 
                       —選舉政見、採購服務使NGO成為下屬單位而非合作夥伴。 

政策推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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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兒少保護、高風險家庭處遇、婦女保護工作常分開處置，導致一案多名
不同部門社工服務，不僅整合難，還互推工作 

-婦保與兒保分開，家暴社工只服務受害人，孩子轉給高風險家庭處置體系 
-緊急保護工作由政府主責，後續的家庭處遇與追蹤，政府採購NGO服務，導致家
庭處遇與兒童保護工作斷裂 

-一開始就評估安全計畫，提出是否要離婚、離家安置和不能照顧孩子 
-社工無長期性家處計畫 

-社工只做資源連結，較容易呈現成果 

政府與民間各部門分工斷裂，實質整合服務不易 

許多社工為避免風險事故發生，採取防禦性服務 

社工只能連結資源，最後還認為受害者是福利依賴者 

-所以救援體系絕大多數是放在「婦女」「受害者」 

家庭暴力工作上，只有社工與所謂「加害者」接觸 

服務輸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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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力培育方面 

 一線服務者必須理解個人價值偏見、擁有法
律知識、信任關係建立、化解對立衝突處理、
評估服務對象保護需求之風險、團隊服務相
關人員關係建立和隨機應變之能力……等等 

兒保與家庭工作大多具強制性 

 並未回應家庭政策和兒少家庭等相關法規，
未對社工職責規範開授有關專精課程 

 家庭重整、家庭維繫、寄養、安置輔導、受
性侵害協助…等等能力培育大多付諸闕如 

 社工課程大都傾向個案服務能力之培育，專
業知能大多傾向病理觀和治療取向，社工偏
好符合個人成長經驗之心理諮商取向的學習。 

專業教育課程只回應證照考試 

 有體制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有待建立 
 欠缺法學素養、人際與培育團隊工作之能力 

專業繼續教育制度不成熟 

台灣大專社工教育數量 
◆26所大學院校設置社工系 
◆23校設置碩士研究所 
◆6所博士班 
◆每年培育約 
大學本科2,000人 
碩士250人 
博士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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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但已漸入佳境，但仍有待努力。 

台灣兒保與家庭社工經驗可說是華人社會的實驗場域，
其經驗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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