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權利公約(CRC)法規檢視審查會議 

「行政措施」-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07.12(四) 14:00-16:00 

貳、會議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六樓會議室 

    主席主席：黃麗絹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科長 

參、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肆、本次會議審查地方命令(行政措施)案法規檢視結果，內容相關皆無牴觸 

     CRC兒童權利公約，共三部 7條行政措施條例，無須修正與增修。 

編

號 

行政措施 

法規名稱及條次 
條文內容 

修正與否及修正

建議 

1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促進委

員會設兒童及少年

代表實施計畫 

§4-1 

四、兒少代表人數、任期及遴選原則： 

§4-1：兒少代表設置 15 至 20 人，任期

一年半；兒少代表遴選時應兼顧年齡、性別

、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公開等原

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2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促進委

員會設兒童及少年

代表實施計畫 

§4-2 

四、兒少代表人數、任期及遴選原則： 

§4-2：兒少代表之組成，應包括國小生

、國中生、高中生及高職生至少各二人；成

員應包括新移民、身心障礙、原住民、機構

安置、經濟弱勢及一般家庭兒童及少年至少

各 1人。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3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促進委

員會設兒童及少年

代表實施計畫 

§5-3 

五、兒少代表之權利： 

§5-3：出席兒少代表會議時享有公平發

言之機會與提案表決權。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4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促進委

員會設兒童及少年

代表遴選作業須知 

五、遴選審查說明： 

§5-3遴選原則：兒少代表遴選時應兼顧

年齡、性別、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

、公開等原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編

號 

行政措施 

法規名稱及條次 
條文內容 

修正與否及修正

建議 

§5-3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正式兒少代表之組成，

應包括國小生、國中生、高中生及高職生至

少各二人；成員應包括新移民、身心障礙、

原住民、機構安置、經濟弱勢及一般家庭兒

童及少年至少各一人。 

5 

彰化縣政府辦理受

本府監護兒童及少

年出養原則及注意

事項 

§4-2 

經評估出養符合其最佳利益者，主責社

會工作人員應檢具兒童及少年基本資料，由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辦理收養媒合。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6 

彰化縣政府辦理受

本府監護兒童及少

年出養原則及注意

事項 

§5 

本府應請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員與會，必

要時，得聽取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共同生活者

及其他重要關係人之意見。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7 

彰化縣政府辦理受

本府監護兒童及少

年出養原則及注意

事項 

§6 

本府評估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出養過程中

，應提供兒童及少年充分表達意願之機會。 

內容相關但無牴

觸，無須修改。 

決議：有關本次會議審查地方行政措施案法規檢視結果，內容相關皆無牴觸 CRC兒

童權利公約，共三部 7條行政措施條例，無須修正與增修。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四時) 

 



兒童權利公約(CRC)法規檢視審查會議 

議程表 

壹、開會日期：107年 7月 12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00分 

貳、開會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 6樓會議室 

(彰化市中興路 100號 6樓) 

参、主席：王副處長蘭心 

肆、業務單位報告： 

一、 本處 104年已彙整各局(處)提交之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優先

檢視法規清單、105年彙整各局(處)及公所提交之 CRC自治條例案法規

檢視清單、106年彙整各局(處)及公所提交之 CRC自治規則後，皆有召

開 CRC法規審查會議進行審查，並將審查結果提交衛生福利部。 

二、 107年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9條及衛生福利部制定「兒童權利公

約法規檢視工作流程(地方政府)」，今年度須檢視「行政措施案」。 

三、 各局(處)、公所檢視業管命令案(行政措施)法規，皆於 6月初將檢視

成果予以填復，本處已將與 CRC相關之行政措施法條及承辦局(處)、公

所資訊彙整(詳如附件)，俾利本次審查會議討論。 

 

伍、討論提案： 

提案、有關 107年本縣各局(處)、公所自行檢視業管命令案(行政措施)，已



提交與 CRC相關之法規內容，提請進行法規檢視並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年 1月 26日衛授家字第 1070600117號函辦

理。 

二、 依兒童權利公約(CRC)施行法第 9 條規定略以，主管機關如認法

規或(行政措施)有增修廢止或改進之必要，應於 108 年完成修

正。 

三、 彰化縣政府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各局(處)、公所會前初步檢視

結果及法規檢視審查命令案(行政措施)一覽表及討論之法條內

容。 

 

決議： 

一、 有關本次會議審查地方行政措施案法規檢視結果，內容相關皆無

牴觸CRC兒童權利公約，共三部7條行政措施條例，無須修正與增修。 

陸、臨時動議 

無 

柒、散會(下午四時)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設兒童及少年代表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訂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一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第二次修正 

一、計畫緣起 
（一）為提供兒童及少年參與公共事務及發表意見機會，引導兒童及少年參與民主決

策機制，進而建構公民社會願景，特於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下設兒童及少年代表(以下簡稱兒少代表)。 

（二）兒少代表定位為政府規劃兒童及少年政策時之意見收集及表達學習性質。 
二、本計畫依據 
（一）101年 11月 5日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5屆第 7次委員會議

決議委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以下簡稱本處）訂定並執行。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條規定。 

三、兒少代表設立及運作 
（一）兒少代表之產生，由社會處成立遴選委員會辦理之，該遴選委員會之組成及兒

少代表遴選作業方式另訂之。 
（二）兒少代表應為年滿 11歲未滿 18歲之中華民國國民，關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議題且有興趣，並具有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
者。 

（三）兒少代表幕僚作業、運作、培力及顧問，由社會處結合民間專業團體或人士共
同協助之。 

四、兒少代表人數、任期及遴選原則 
（一）兒少代表設置 15至 20人，任期一年半；兒少代表遴選時應兼顧年齡、性別、

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公開等原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 

（二）兒少代表之組成，應包括國小生、國中生、高中生及高職生至少各二人；成員
應包括新移民、身心障礙、原住民、機構安置、經濟弱勢及一般家庭兒童及少
年至少各 1人。 

（三）兒少代表互選出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
集人因故無法視事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如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主持會議，
由與會之兒少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五、兒少代表之權利 
（一）出席兒少代表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 
（二）推選及被推選為兒少代表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會議主持人。 
（三）出席兒少代表會議時享有公平發言之機會與提案表決權。 
（四）推選及被推選代表列席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 

六、兒少代表之義務 
(一) 親自出席或列席兒少代表各項相關會議。 
(二) 出席各項會議之前蒐集兒童及少年意見。 
(三) 遵守相關會議之決議事項。 
(四) 出席相關培訓課程。 

七、其他 
    兒少代表為無給職，但集會時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補助費用。 
八、兒少代表運作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處編列預算支應。 
九、本計畫經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設兒童及少年代表遴選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訂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三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第二次修正 

一、目的 

為以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遴選兒童及少年代表。 

二、遴選名額 

(一) 十五至二十名兒童及少年代表(以下簡稱正式兒少代表)。 

(二) 儲備兒童及少年代表(以下簡稱儲備兒少代表)無限制錄取名額。 

三、遴選資格 

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年滿十一歲未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議題有興趣或關心，並具有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經

驗者。 

四、推薦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 

1. 正式兒少代表：於儲備兒少代表任期屆滿之日前一個月辦理。 

2. 儲備兒少代表：於正式兒少代表任期滿十一個月後辦理。 

(二) 報名方式：正式兒少代表係由儲備兒少代表中遴選；儲備兒少代表為自由報

名參加。 

五、正式兒少代表遴選審查說明 

(一) 初審：由彰化縣政府社會處(以下簡稱本處)先進行資格初審，資格符合者提

送遴選小組進行複審。 

(二) 複審：由本處組成遴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採擇優錄取，預計正取十

五至二十名，備取若干名，若正取者因故辭職或任期前半年出席率未達百分

之五十，則予以停權，將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三) 遴選原則：兒少代表遴選時應兼顧年齡、性別、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

平、公開等原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正式兒少

代表之組成，應包括國小生、國中生、高中生及高職生至少各二人；成員應

包括新移民、身心障礙、原住民、機構安置、經濟弱勢及一般家庭兒童及少

年至少各一人。 

六、遴選小組之組成及複審方式 

(一) 遴選小組由本府兒少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專家學者及本府教育處、

衛生局、警察局、新聞處及社會處代表組成，共計十一人。 

(二) 遴選委員於遴選前保密，並依利益迴避原則迴避；遴選完成後公告遴選委員

名單。 

(三) 遴選小組需有二分之一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每名兒少需有出席委員過三分之

二人數同意，始得當選。 

七、其他 

兒少代表為無給職，但集會時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補助費用。 



彰化縣政府辦理受本府監護兒童及少年出養原則及注意事項 
104.04.21制定 

106.03.01修訂 

107.03.27修訂 

一、為辦理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監護兒童及少年之出養，特訂定本出養原則及

注意事項。 

二、本府辦理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出養相關事務，應以其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三、本府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辦理兒童及少年監護事務。受指派之社會工作人員應依兒

童及少年年齡及發展情形，以三個月一期為原則，定期將其生活適應、成長狀況及

健康資訊等陳核；遇有緊急或突發事件時，應立即陳報。 

四、受監護兒童及少年經社會工作人員評估有出養必要者，本府應檢具評估報告及相關

事證召開評估會議討論。 

經評估出養符合其最佳利益者，主責社會工作人員應檢具兒童及少年基本資料，由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辦理收養媒合。 

五、本府應請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員與會，必要時，得聽取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共同生活者

及其他重要關係人之意見。 

六、本府評估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出養過程中，應提供兒童及少年充分表達意願之機會。 

七、受監護兒童及少年與其兄弟姊妹，除有分離之重大理由外，應共同出養，並以同一

收養人收養為原則。 

八、辦理第四點收養媒合，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以國內收養為優先。 

（二）由所有從事國內收出養服務之機構辦理國內收養媒合。 

（三）不排除寄養家庭收養之可能，提供寄養家庭收養機會。 

九、依第八點進行國內收養媒合不成時，經本府召開會議審慎評估後，得由收出養媒合

服務者轉為跨國境出養，如跨國境收養媒合不成，得再轉介國內外收出養媒合。 

十、受監護兒童及少年經媒合有適當收養人者，應經本府評估擇定收養人；其適當收養

人有二組以上者，本府於訂定收養契約前，得召開評估會議擇定收養人後，交由法

院裁定。 

十一、本府評估擇定收養人後，得與收養人訂定書面試養契約，並委託收出養媒合服務

者(以下簡稱受託單位)安排漸進式接觸或試養。 

十二、國內試養期間以六個月以下為原則。 

於國內試養期間，受託單位應定期訪視評估試養情形；本府主責社會工作人員應會同

受託單位訪視評估試養情形至少一次，並作成書面報告陳報。 

十三、試養期間屆滿，經本府評估收養人適合收養者，由受託單位檢具各項文件及資料

送主管機關核可後，聲請法院認可收養。 

十四、收養認可事件繫屬法院後，有事實足證撤回認可收養聲請符合兒童及少年最佳利

益者，本府得提出聲請。 

十五、經法院認可之收養事件，由本府主責社會工作人員或受託單位繼續追蹤輔導或轉

介人在地主管機關追踨輔導至少一年。 

十六、本府辦理受監護兒童及少年出養之過程紀錄及評估資料等，應依檔案法相關規定

保存建檔。 

十七、本注意事項於下達時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