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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網站人權專家資料
庫人才 

3.台中市政府性別人才資料庫 

 

 



背景 

• 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 

• 2014年5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11月20日
施行。 

• 2016年11月「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發布。 

• 2017年11月舉辦「中華民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及「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會」，國際審查委員提出共98點結論
性意見（2017/11/20-24）。 

• 2018年8月「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 2021年2月召開「兒童權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第一輪審查會議。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 第 1 條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八九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以下簡稱公約），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特制定本法。 

• 第 2 條  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
效力。 

• 第 6 條 行政院為推動本公約相關工作，應邀集兒童及少年代表、學者專
家、民間團體、機構及相關機關代表，成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
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協調、研究、審議、諮詢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公約之宣導與教育訓練。 



為何要關心兒童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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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兒童權利之前，你我需要思考的問題~ 

•何謂人權(human rights)? 

•誰被認定是兒童? 

•兒童概念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嗎? 歷史上何
時開始注意到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差異?  

•國際間兒童權利概念興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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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人權? 

• 人權是所有人類為了生存
和發展所被賦予享有的基
本事務。無論年齡為何，
每個個體都享有人權，政
府有責任確保人們獲得、
被尊重以及享有應得的權
利。 

 
照片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cnanewstaiwan/photos/a.187493897942765/5370318566326913/?type=3 

金馬57「最佳男主角」得獎者：莫子儀 



誰是兒童?  

• 中文常用的「兒童」、「孩子」、「子」、「童」、「幼」。 

• 其涵義可從年齡、社會地位以及抽象意涵三個層面來了解:  

1. 狹義年齡: 

1). 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 所
稱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二條】 

2). 「兒童」，是指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條】 

2. 代表的是「社會地位」或社會角色: 例如五倫中的父子，可以指20歲或40歲
的成人，例如成年子女。 

3. 抽象意涵的兒童: 例如「像孩子般的性格」，老萊子戲彩娛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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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兒童權利發展的背景： 
童年（Childhood）概念的興起 

 
 

• 童年概念興起於十七世紀晚期， 史學家Philippe 

Ariés認為過去缺乏我們現代所認為的童年概念。以前
的社會並沒有想到兒童與成年人不同; 它僅僅考量的面
向是與現代的觀點不同罷了。 

• 例如:Ariés觀察到「在中世紀或更早之前沒有所謂的
兒童概念」。大概是公元476年－1453年的人並不知道
有小孩的存在，人們將7歲以下的小孩視為小動物，過
了7歲的小孩則被視為縮小的成人，穿著如同成人，而
非一個有不同需求的個體。 

•古希臘時期，斯巴達人7歲的男孩就要承擔作戰重任。 

 

 
https://steemit.com/history/@bdmomuae/the-history-of-childhood-and-

what-it-is-today 

https://bananor.wordpress.com/2010/06/04/kids-as-miniature-adults/ 

Suri 

Cruise

, age 

of four. 



   為何歷史上童年概念缺位? 

• 兒童早夭的現象，平均壽命：每出生四個孩子中就有一個在九歲之
前死亡。 

• 兒童是父母的財產。 

                                                          ↓工業革命(1760年~) 

• 英國1833年制訂的工廠法(Factory Act of 1833)禁止雇用9歲以下的兒
童工作，且9至13歲兒童僅能供作八小時。 

• 埃里克·霍普金斯（Eric Hopkins）認為 19世紀下半葉後，義務教育
才慢慢取代了5歲至12歲或13歲兒童應從事工作勞動的看法。 

• 英國學者坎寧安（Cunningham Hugh）指出，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
大戰結束時，所謂童年的概念才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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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童年史上的圖像 

1.小孩是天真無邪的（innocent）。 

如洛克所言之「恰似一張白紙」，如盧梭所認為的「人性本
善」，因此小孩必須接受訓練，且他們的行為必須被糾正。 

 

2.小孩是脆弱的（vulnerable），需要被保護。 

Lloyd de Mause在《童年史》(The History of Childhood)一書中，
開宗明義即言「兒童史是一場直到最近才覺醒的惡夢」，早期
兒童的養育充滿謀殺、棄養、毒打、恐嚇、及性虐待。→現代
視角看待過往的管教方式。 

11 



Mary Ellen McCormack案例 
• 在美國，廣為流傳的1870年代Mary Ellen McCormack一案，

催化相關法律的制定，以保護兒童免於受到照顧者虐待。 

•  Mary是一個10歲女孩，不斷遭受她的紐約養母身體虐待。由

於沒有保護兒童免遭虐待的法律，因此要求美國防止虐待動

物協會協助。法院援用1866年通過反對殘酷對待動物法，以

Mary Ellen是「人類動物」（human animal）為由提起訴訟，

因此有權獲得與對動物的保護相當的保護。→促使1874年

「紐約防止虐待兒童協會」 (NYSPCC)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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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史如何影響現代對兒童的看法 

 
•十九世紀：養育兒童、照顧兒童是個人的事，是家
庭的職責，政府不予干涉，自主權。 

•二十世紀：民主思潮及人道主義興起，照顧與保護
兒童逐漸變成家長與政府的共同責任。 

•因此，兒童不再被視為父母的資產，兒童與成人一
樣是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看法、感覺、選擇等，
政府透過政策和立法來確保兒童的權益，尊重兒童
的權利與自由。 



兒童權利的概念起源 

• 1923年「拯救兒童組織 」 (Save the Children) 發起人賈柏 

(Eglantyne Jebb) 起草「兒童權利宣言」。賈柏認為兒童應享
有身心正常發展所需之資源；飢童應被餵食，病童應受醫療，
先天不足兒童應被輔助；犯錯兒童應給予自新機會；孤兒應
被照護。另外，兒童在國家處境最嚴峻時應為優先受救助之
對象，且免於一切形式之剝削。 

• 次年11月26日，宣言獲得國際聯盟 (the League of Nations) 的
支持，通過為「世界兒童福利憲章」 (World Child Welfare 

Charter)，並稱為《日內瓦宣言》。惟此憲章並不具國際法上
之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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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1924) 

 
1.透過不同管道滿足兒童發展的物質與精神需要。 

2.兒童權利應包括物質、道德和精神之發展；飢餓、患
病、身體殘疾和成為孤兒時應得到特別幫助 。 

3.在危難時，兒童的需求應在第一時間得到滿足。 

4.免於剝削。 

5.在被教養為成人的同時，培養社會責任感。 

 
邱華慧校訂(2020) 。新編兒童福利，台中市: 華格納。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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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歷史發展脈絡 
• 1924年「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 

•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以及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 

根據「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與精神，兒童被定位為人權的主體。 

1959年通過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並將11月20日定為「世界兒童日」 (Universal 

Children‘s Day)→「兒童最佳利益」概念出現。 

• 1979年「國際兒童年」時期 

1979年訂為「國際兒童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Child)，認為兒童權不應只是宣言
的形式列舉，應規約化，積極賦予各國維護該權利的義務。 

• 1980年-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時期 

1980年開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開始制定公約草案，在「國際兒童年」10周年完成二讀，
1989年通過54條的「兒童權利公約」。 
 

資料出處：世界展望會，展望會訊，109期，2000年12月，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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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兒童權利」?  

• 所謂「兒童權利」（Children’s rights）包括與成人相同之基
本權利（例如自由權）以及兒童應享有之特殊權利（例如特
別保護權）。 

 

• 目前兒童權利文獻對於兒童權利的操作性定義普遍以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UNCRC）為依據。 

資料來源：施慧玲：論我國兒童人權法治之發展-兼談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社會運動。中正法學集刊2014；14：169-204。 

李麗芬： 聯合國、台灣與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新世紀智庫論壇2013；64：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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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是國際協定，針對0至未滿18歲之間
兒童的權利。 

•兒童及青少年需要特殊權利，因為相對成人來說，兒童少年
比較脆弱。因此，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讓兒童權利進入
到一個國際公約的階段。 

•自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是目前國際上最普遍被
簽署的國際協議。 

•政府有其責任確保所有人，包含兒童本身、父母、家庭、照
顧者、老師等等了解以及尊重兒童權利。 



「兒童權利公約」 
一般性原則-1/3 

•禁止歧視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生命、生存及發展權 

•意見表達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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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一般性原則-2/3 

1、禁止歧視原則(Against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簽約國不得因兒童本人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出身、財富、
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CRC第2條第1

項) 

2、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 principle)原則:  

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
行政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慮。(CRC第3條第1項) 



「兒童權利公約」一般性原則-3/3 

3、生命、生存及發展權(The right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1.簽約國承認兒童與生俱有之生存權利。 

2.簽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發展。(CRC第6條) 

4、尊重兒少表意權（Respect for the views of the child）: 

簽約國應使有意思能力之兒童就與其自身有關事務有自由表意
之權利，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以權衡。
(CRC第12條)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公約共54條條文，保障內容主要包含： 

1.公民與自由權 

2.基本健康及福利權 

3.教育休閒及文化權 

4.受照顧權 

5.特別保護措施等五大面向。 



托育服務人員 

•居家式托育人員 

•機構式私立托嬰中心人員、公私協力托嬰中心 

•安置及教養機構托育人員 

•社區式公共托育家園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條文與
托育服務之間的關聯性 



第一條：兒童的定義 

• 為本公約之目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之人，但其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未滿
十八歲為成年者，不在此限。 

                                                       ↓ 
1.童年起訖時期：出生後至18歲。 

2. 民法第12條：滿二十歲為成年，2020年11月修法將成年年齡由二十歲修正為十八歲；我國訂
婚年齡依民法第973條規定，男性為十七歲、女性十五歲，結婚年齡依民法第980條規定，男性
為十八歲、女性十六歲，2020年11月修法修法將男女訂婚年齡統一為十七歲，結婚年齡則為十
八歲。 

3.「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七條 托育人員收托人數，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每一托育人員： 

（一）半日、日間、延長或臨時托育：至多四人，其中未滿二歲者至多二人。前項兒童人數，
應以托育人員托育服務時間實際照顧兒童數計算，並包括其未滿五歲之子女。 



第二條：禁止差別待遇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揭櫫之權利，確保其管轄範圍內之每一
兒童均享有此等權利，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種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主張、國籍、族裔或社
會背景、財產、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
歧視。 
                                    ↓ 

            重男輕女、父母社經地位、進入婚姻與否、愛滋寶寶、 

                       身心障礙、族群、國籍 



托嬰中心新住民子女托育狀況 



「禁止差別待遇」相關法規 

•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12 條：托嬰中心
不得以兒童係發展遲緩、身心障礙或其家庭為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為理由拒絕收托。 

                                           ↓ 

                           托育人員是否有選擇權? 



第三條：兒童最佳利益 

1.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
、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
量。 

2.締約國承諾為確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應考量
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責任者之權利及義
務，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達成之。 

3.締約國應確保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服務與設施符
合主管機關所訂之標準，特別在安全、保健、工作人員數量
與資格及有效監督等方面。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運用：出養、保
護安置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 條第 1 項：「政府及公私立機
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
』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救助
，並應優先處理。」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8條︰「父母對於兒童及少年出
養之意見不一致，或一方所在不明時，父母之一方仍可向法院聲請認
可。經法院調查認為收養乃符合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時，應予認可
。」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兒童最佳利益運用：托育服務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弟4條：「托育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優先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並專心提
供托育服務。 



第四條：權利的實施 

•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之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
實現本公約所承認之各項權利。 

                                  ↓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
及管理辦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辦法等等。 

 



第五條：父母及其他人員的指導 

• 締約國應尊重兒童之父母或於其他適用情形下，依地
方習俗所規定之大家庭或社區成員、其法定監護人或
其他對兒童負有法律責任者，以符合兒童各發展階段
之能力的方式，提供適當指導與指引兒童行使本公約
確認權利之責任、權利及義務。 

                                            ↓ 

 e.g.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第12條)、禁止差別待遇(第2條)、管教 

           困境：家長與托育人員之間對於管教的態度不一致 



第六條：生存與發展 

1.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存權。 

2.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 

                                  ↓ 

降低嬰幼兒死亡率(e.g.事故傷害、嬰兒猝死症 

、搖晃嬰兒症候群)、飢餓、營養不良、醫療。 

困境：嬰幼兒性情(temperament)、嬰幼兒個別特質 

、照顧者情緒、自我照顧、支持系統 

 



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略) 

•第7條：姓名與國籍 

• 第8條：身分的保障 

• 第9條：禁止與雙親分離 

• 第10條：家族的團聚 

• 第11條：非法移送國外及非法不送還 



第十二條：兒童的意見 

• 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
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
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3條托育
人員應提供兒童充分之營養、衛生保健、生活照顧與
學習、遊戲活動及社會發展相關服務。 

困境：意見表示 v.s. 囝仔人有耳無嘴 



第十三條：表現的自由 

•兒童應有自由表示意見之權利；此項權利應
包括以言詞、書面或印刷、藝術形式或透過兒
童所選擇之其他媒介，不受國境限制地尋求、
接收與傳達各種資訊與思想之自由。 

                    ↓ 

        e.g.電視節目、穿著、休閒活動、飲食等等 



第十四條：思想、良知及信仰的自由 

1.締約國應尊重兒童思想、自我意識與宗教自由之
權利。 

2.締約國應尊重父母及於其他適用情形下之法定監
護人之權利與義務，以符合兒童各發展階段能力的
方式指導兒童行使其權利。 

                       ↓ 

             e.g.符水、收驚、吃素 



第15條集會結社的自由(略) 



第十六條：保護隱私權 

1.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通訊不得遭受恣意或非
法干預，其榮譽與名譽亦不可受非法侵害。 

2.兒童對此等干預或侵害有依法受保障之權利。 

                                         ↓ 

        e.g.兒童照片、影片上傳社交平台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657285 



第十七條：適當資訊的利用 
• 締約國體認大眾傳播媒體之重要功能，故應確保兒童可自國內與國際各種不同來
源獲得資訊及資料，尤其是為提升兒童之社會、精神與道德福祉及其身心健康之
資訊與資料。為此締約國應： 

•  （a）鼓勵大眾傳播媒體依據第 29 條之精神，傳播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有益於兒童
之資訊及資料； 

•  （b）鼓勵源自不同文化、國家與國際的資訊及資料，在此等資訊之產製、交流
與散播上進行國際合作； 

•  （c）鼓勵兒童讀物之出版及散播； 

•  （d）鼓勵大眾傳播媒體對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童在語言方面之需要，予以特別
關注； 

•  （e）參考第 13 條及第 18 條之規定，鼓勵發展適當準則，以保護兒童免於受有
損其福祉之資訊及資料之傷害。 



舉例：適齡兒童電視節目 

103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評選結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新聞稿  103/12/14 

播出頻道 節目名稱 適齡層 適齡理由 

客家電視台 ㄤ牯ㄤ牯咕咕咕 2-6歲 
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淺顯易懂，豐富多元的表現形式教導
兒童客語，適宜2-6歲兒童觀看。 

客家電視台 多奇探險隊 7-9歲 
藉由多奇隊至世界各地去探險，可增廣學童視野，並以客
語發聲，建議7-9歲兒童觀看。 



第十八條：父母的責任 
• 1.締約國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之養育及發展負共同
責任的原則獲得確認。父母、或視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人對兒童之養
育及發展負擔主要責任。兒童之最佳利益應為其基本考量。 

2.為保證與促進本公約所揭示之權利，締約國應於父母及法定監護人
在擔負養育兒童責任時給予適當之協助，並確保照顧兒童之機構、設
施與服務業務之發展。 

3.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就業父母之子女有權享有依其資格
應有之托兒服務及設施。 

                                                               ↓ 

           E.g.「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舉例：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
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https://www.society.taic

hung.gov.tw/13710/137

35/13738/13753/13447

9//post 



第十九條：防止遭受虐待及遺棄的保護
措施 

• 1.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
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
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 

2.此等保護措施，如為適當，應包括有效程序以建置社會規劃對兒童及其
照顧者提供必要之支持，並對前述兒童不當對待事件採取其他預防方式 

與用以指認、報告、轉介、調查、處理與後續追蹤，以及，如適當的話
，以司法介入。 

                                                           ↓ 

 兒童保護專業知能(e.g.體罰v.s.身體虐待) 

、居家托育環境安全(e.g.環境窗簾拉繩) 



吳佳蓓 (2017)。托育無憾 保母品質如何把關? 消
費者報導雜誌，439，36-40。 



https://udn.c

om/news/st

ory/7321/54

32017 



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略) 

• 第20條  保護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替代性
照顧 

• 第21條  收養制度 

• 第22條  難民兒童 



第二十三條身心障礙兒童 

1.締約國體認身心障礙兒童，應於確保其尊嚴、促進其自立、有利於其積極
參與社會環境下，享有完整與一般之生活。 

2.締約國承認身心障礙兒童有受特別照顧之權利，且應鼓勵並確保在現有資
源範圍內，依據申請，斟酌兒童與其父母或其他照顧人之情況，對符合資格
之兒童及其照顧者提供協助。 

                                                             ↓ 

 瞭解身心障礙及發展遲緩幼兒(特殊需求兒童)之發展、生活照顧與學習。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托嬰中心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辦理收
托身心障礙暨發展遲緩兒童服務作業須知 

http://www.laws.taipei.go

v.tw/lawsystem/wfLaw_

ArticleContent.aspx?La

wID=P08H3005-

20170516&RealID=08-

08-3005&PN=ALL 



第二十四條醫療與保健服務 

1.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與促進疾病治療
以及恢復健康之權利。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所有兒童享有健康照
護服務之權利不遭受剝奪。 

                                           ↓ 

0-2歲以及2-6歲幼兒常見健康問題(e.g.腸病毒、新冠肺炎、流感
、口腔衛生、視力保健)及保健、兒童保健服務(e.g.疫苗接種)、
居家/托嬰中心環境衛生與改善。 



https://tw.news.yahoo.com/%

E5%8B%BF%E8%BC%95%

E5%BF%BD-

%E8%BC%AA%E7%8B%80

%E7%97%85%E6%AF%92-

%E7%97%85%E6%B3%81%

E5%9A%B4%E9%87%8D-

%E8%87%B4%E6%AD%BB

%E9%A2%A8%E9%9A%AA

%E9%AB%98-

150642456.html 



托嬰中心行政業務須知 

• 工作人員應備文件：三個月內有效體檢，體檢表必
含項目：一般項目、結核病胸部Ｘ光、A 型肝炎
(IgM Anti-HAV 及IgG Anti-HAV)及傷寒檢查結果。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4505/post 







第25條收容兒童的定期審查(略) 



第二十六條社會保障 

1.締約國應承認每個兒童皆受有包括社會保險之社會安全給付之權利，並應
根據其國內法律，採取必要措施以充分實現此一權利。 

2.該項給付應依其情節，並考慮兒童與負有扶養兒童義務者之資源及環境，
以及兒童本人或代其提出申請有關之其他因素，作為決定給付之參考。 

                                ↓ 

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加值補貼金： 

A. 弱勢幼童  

A1.領有發展遲緩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A2.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評估開案之高風險家庭個案。 

A3.領有罕見疾病或重大傷病證明。 

A4.其他報經本局專案簽准認定之弱勢幼童。 

 



第二十七條生活水準 

1.締約國承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適於其生理、心
理、精神、道德與社會發展之生活水準。 

2.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於其能力及經濟
條件許可範圍內，負有確保兒童發展所需生活條
件之主要責任。 

                ↓ 

                ↓ 





第28條 教育權(略) 



第二十九條 教育目的 

1.締約國一致認為兒童教育之目標為： 

（a）使兒童之人格、才能以及精神、身體之潛能獲得最大程度之發展； 

（b）培養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揭櫫各項原則之尊重； 

（c）培養對兒童之父母、兒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與價值觀，兒童所居
住國家之民族價值觀、其原籍國以及不同於其本國文明之尊重。 

                                                                ↓ 

      托育人員與嬰幼兒的社會和教學的互動，與幼兒的學習行為直接相關 



張佳菁、蔡幃麒 (2020)。居家式托育服務異動之
研究，產業管理評論，11(1)，19-40。 



第三十條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兒童 

•在種族、宗教或語言上有少數人民，或有原住民之國家中，
這些少數人民或原住民之兒童應有與其群體的其他成員共同
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並舉行宗教儀式、或使用
自己的語言之權利，此等權利不得遭受否定。 

                      ↓ 
1. 鍾鳳嬌、宋文琳、王國川（2014）在＜一所全客語沉浸式教學幼兒園的探究＞一
文中指出，為了振興客家文化，積極喚醒家長的客家族群意識，中年客家族群家長
選擇全客語沉浸式教學的幼兒園，旨在期望家中孩童能夠熟悉客語，並進行客語的
傳承。 

2. 「原住民族地區幼托服務暨保母訓練與輔導試驗計畫」，部落托育班應提供下列
服務：（二）幼童發展學習（含族語、文化之學習）。 



第三十一條休閒、娛樂及文化活動 

1.締約國承認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有從事
適合其年齡之遊戲與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參
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 

2.締約國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
活之權利，並應鼓勵提供適當之文化、藝術、娛樂
以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張佳菁、蔡幃麒 (2020)。居家式托育服務異動之研究，產業
管理評論，11(1)，19-40。 



第32-33條(略) 

 

• 第32條 保護兒童免受經濟剝削 

• 第33條 保護兒童不受麻醉藥品和精神擾亂
劑之危害 



第三十四條 保護避免受到性剝削 

• 締約國承諾保護兒童免於所有形式之性剝削及性虐待。為此
目的，締約國應採取包括國內、雙邊與多邊措施，以防止下
列情事發生： 

（a）引誘或強迫兒童從事非法之性活動； 

（b）剝削利用兒童從事賣淫或其他非法之性行為； 

（c）剝削利用兒童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為色情之題材。 



https://tw.appledai

ly.com/local/2020

0608/ZCI4C6RPD

NF5Z6ZCSXJLV2

SANQ/ 



第三十五條 防止誘拐、買賣、交易 

•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之國內、雙邊與多邊措施，
以防止兒童受到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之誘拐、買
賣或販運。 

                                            ↓ 
                        器官販賣、武裝衝突、販嬰、性剝削、童工 

 

1. 兒少權法第 14 條「胎兒出生後七日內，接生人應將其出生之相關資料通
報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2. 兒少權法第15條「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以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財團法人、
公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以下統稱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限」。 



第三十六條避免其他各種形式之剝削 

• 除了第11條(非法移送國外及非法不送還) 、第21條 (收養制度
)、第32條(保護兒童免受經濟剝削)、第33條(保護兒童不受麻
醉藥品和精神擾亂劑之危害) 、第34條(保護避免受到性剝削)  

、第35條(防止誘拐、買賣、交易) 、第38條(從武力紛爭中獲
得保障)之外，締約國應保護兒童免於遭受有害其福祉之任何
其他形式之剝削。 

 

E.g. 資優兒童、媒體、參與醫學研究或人體實驗 



第37條至41條(略) 

第37條 禁止刑求及剝奪自由：針對犯罪兒童 

第38條 從武力紛爭中獲得保障：兒童兵 

第39條 身心健康之恢復以及社會重整：遭遇不同形 

             式剝削、暴力的兒少被害者，例如兒少性剝 

              削被害者。 

第40條 少年司法：最佳利益、不歧視、參與表意 

第41條 既有利益的確保：國家法令或者是國際法 



第四十二條公約的宣傳 

• 締約國承諾以適當及積極的方法，使成人與兒童都能普遍知曉
本公約之原則及規定。 

                                                  ↓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第46-54條解說 

• 第43條有關兒童權利委員會 

• 第44條簽約國的報告義務 

• 第45條委員會的作業方法 

• 第46條署名 

• 第47條批准 

• 第48條加入 

• 第49條生效 

• 第50條修正 

• 第51條保留 

• 第52條廢棄 

• 第53條保管 

• 第54條標準文 

 



反  思 

•準備好自己：專業教育訓練(e.g.嬰幼兒發展、人權教育訓練)
、以「家庭為中心」來提供服務。 

•提供意見表達的空間 

•肯定休閒、遊戲對嬰幼兒的重要性 

•唯有「覺察」兒童是權利主體的概念，才能尊重與「看見」
兒童是獨立個體的概念。 

•自我情緒照顧 

•理解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降低相對比較 



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課程的結束 
是實踐兒童權利的開始  

 

~謝謝聆聽~ 
講者回饋單填寫連結：

https://forms.gle/4DFAeBvMnStJnrE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