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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基本理念與法規檢視原則 

一、CRC 在台灣的實踐進程 

二、法規檢視的法律依據 

三、CRC 的兒童人權基本理念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討論與提問 

六、CRC 首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要義說明】 

 

報告目次 



一、CRC 在台灣的實踐進程 
 



1994 年底本計畫主持人施慧玲於擔任終止童妓協會 (現展翅協會) 秘書長期間，

曾發信給聯合國日內瓦辦公室人權中心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主張 CRC 應依第二條規定平等保障台灣兒童人權，

不應因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即將台灣兒童排除於CRC保障之外。國際文件處 

Helga Klein主任 在1995年1月9日代表「聯合國日內瓦辦公室人權中心」回信

如下： 

CRC&台灣2 

CRC 在台灣之實踐進程：第一次市民運動 A 

中文譯文 



UN 國際文件處 Helga Klein 主任在 1995年1月9日代表「聯合國日內瓦辦公

室人權中心」回信: 

   親愛的施博士，非常感謝你在 1994 年 12 月 8 日的來信。對於貴協會 

   與其他非政府組織戮力推動並且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努力，我們 

   深感敬佩。如你或許也知悉，聯合國大會在其 2758 號決議中，已載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所承認，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只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簽署批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 國際交流心得分享：1.台灣公私部門及團體應持續與聯合國兒童權

利委員會以及UNICEF保持聯繫【今年8-9月本計畫主持人將參訪日內瓦

15天】 2.台灣在國際法上之處境並不影響CRC對台灣兒童人權的保障。 

CRC&台灣3 

CRC 在台灣之實踐進程：第一次市民運動 B 



二、法規檢視的法律依據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2 

9 

二、法規檢視的
法律依據 

第 3 條 

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

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第 4  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兒童及少年權利保障之規
定，避免兒童及少年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並積極促進兒童及少年權
利之實現。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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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
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
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
以保護及促進公約所保障各項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 

第 9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

措施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

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止及行政措施

之改進，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

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二、法規檢視
的法律依據 



CRC 首次國家報告之準備工作   

(一) 教材:「準則」教材、「CRC」教材、「外國及大陸港澳CRC 

            國家報告\兩公約及CEDAW台灣國家報告導讀」教材 

(二) 課程：(1)CRC進階課程 (2)CRC基礎課程 (3)CRC報告撰寫、       

            法規檢視、外國文件導讀、實務工作討論 etc.工作坊 

(三) 進行規劃：權責分工     進階課程及國家報告第一稿            

     彙整審查及增修建議     基礎課程及國家報告第二稿 

     修正會議及公聽會      國內外專家審查      完成報告             
準備工作 



CRC 首次國家報告之專家審查 

1.專家審查主要討論議題： 

   已達成進度、遭遇的困難、優先執行重點及未來目標等。 

2.結論性意見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 導論、正面進展、影響公約執行之因素及困難、主要關注主題
、對締約國之意見與建議。 

2) 要求受審議國提供更多資訊，並指定相關資訊的繳交期限。 



三、CRC 的兒童人權基本理念 
 



CRC 前言：兒童人權的權源 2 

• 回顧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
助； 

• 確信家庭為社會之基本團體，是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與福祉

之自然環境，故應獲得必要之保護及協助，以充分擔負其於社會

上之責任； 

• 體認兒童應在幸福、關愛與理解氣氛之家庭環境中成長，使其人
格充分而和諧地發展； 



CRC 前言：兒童人權的權源 3 

• 銘記一九二四年之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與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五
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通過之兒童權利宣言揭示兒童應獲得特別照顧

之必要性，並經世界人權宣言、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特別

是第23條及第24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特別是第10條)，
以及與兒童福利相關之各專門機構及國際組織之章程及有關 文書

所確認； 

• 銘記兒童權利宣言中所揭示：「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因此其出
生前與出生後均需獲得特別之保護及照顧，包括適當之法律保護

」； 

• 適度斟酌每一民族之傳統與文化價值對兒童之保護及和諧發展的
重要性，體認國際合作對於改善每一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兒

童生活條件之重要性；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三條（兒童最佳利益）  

一、處理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公私立福利機構或司法、行政、

立法機關，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二、國家應以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確保兒童福祉與保護照顧，
並監督兒童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依法對兒童負有責任之人
行使負擔其應有之權利與義務。 

三、國家應對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服務部門與設施，特
別在安全與保健方面，以及該等機關內之工作人數與資格是否合
適，且是否合乎有權監督機構所訂之標準，作嚴格之管控。 

三、CRC 的兒童
人權基本理念 



CRC國家報告撰寫準則 -- 『兒童之定義』 

 締約國應依據公約第1條提供國內法律及條例定義該國兒童之相

關資料。特別是法定成年年齡和各種法律議題最低的年齡限制，

包括免家長同意之合法或醫療諮詢年齡、義務教育的終止年齡、

可兼職打工年齡、全職就業年齡、從事危險性工作年齡、性自主

年齡、可結婚年齡、自願應徵入伍的年齡、徵兵制年齡限制、自

願至法庭作證的年齡、應負刑事責任的年齡、剝奪自由的年齡、

監禁的年齡和購買酒品及其他管控的物品的最低年齡。 

三、CRC 的兒
童人權基本理念 

CRC之基本理念 



我國民法相關規範：訂婚與結婚 

1.婚約：第973條：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
，不得訂定婚約。  

2.結婚：第980條：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
，不得結婚。 

✽CRC第4號一般性意見： 

【20】……將得到和未得到家長同意的男女孩最低
婚姻年齡提高到18歲。 
  



不同年齡層身分地位之兒童： 
CRC第 4 號一般性意見 

【1】依照兒童不同階段的接受能力，逐漸行使其各項權利(第5條) 

【2】青春期因青少年相對的脆弱性和來自社會(包括同齡人)的壓

力而可能染上健康風險行為，因此也對健康和發展構成新的挑戰。

這些挑戰問題包括個性特徵的形成和如何處理個人的性問題。由於

青少年有很強的能力迅速地接受新事物，體驗新的多種多樣的經歷

，發展並運用批評性思維，接受自由意識，有創造力和有社交能力

，因此充滿活力的向成人的過渡階段一般也是積極變化的時期。 

【4】指出必須加以增進和保護的主要人權，以確保青少年切實享

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水準、全面發展，並且為進入成年做好充分的

準備，從而在他們的社區和社會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不同年齡層身分地位之兒童： 
CRC第 4 號一般性意見 

【6】糟歧視的青少年更容易蒙受虐待、其他類型的暴力和剝削，

並使他們的健康和發展面臨更大的風險。 

【7】青少年是積極的權利享有者 

【9】締約國必須確保根據國內法保障各項具體法律條款，包括確

定在未徵求家長同意情況下，表示性同意、婚姻和給予可能的醫學

治療的最低年齡。……根據18歲以下者的能力、年齡和成熟程度的

各個階段，承認他們為權利享有者的地位。……在特別注意到隱私

權的情況下(第16條)，便利於青少年訴諸於保證公平和適當程式的

個人投訴體制以及司法和適當的非司法性補救機制。 



不同年齡層身分地位之兒童： 
CRC第 4 號一般性意見 

【12】各締約國尤其應採取專門措施，確保尤其易遭虐待和忽視的

殘疾青少年，在生理、性和精神上的完整性。……社會上遭排斥的

貧困青少年不被視為犯罪者。 

【13】締約國應設立資料收集機制，以便按性別、年齡、血統和社

會經濟狀況進行詳細分類，從而可跟蹤各不同群體的情況。 

【16】在尊重少數民族和其他少數人價值觀和準則的情況下，特別

關注、指導並支持那些生活中的傳統和準則可能與其生活的社會中

其他人不同的青少年及家長(或法律監護人) 

【18】依照國際標準參加工作，只要不損害青少年享有任何其他權

利，包括健康和教育權，也許有利於青少年的發展。 



不同年齡層身分地位之兒童： 
CRC第 4 號一般性意見 

【19】考慮到殘疾青少年的特別權利並提供援助 

【20】結婚的兒童，尤其是女孩，往往被迫離開教育體制，並被排

斥在社會活動之外。 

【22】委員會還極為關注青少年年齡群體自殺率高的問題。 

【23】締約國必須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 防止和消除：(a) 摧殘青

少年的體制性暴力。(b) 青少年相互之間個人的暴力。 

【24】締約國應採取一切有效措施消除危險青少年生命權，包括為

名聲殺人的行為和活動。 

 



不同年齡層身分地位之兒童： 
CRC第 4 號一般性意見 

【25】委員會敦促締約國管制或禁止尤其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有

關酒類和煙草等物品的宣傳和銷售。 

【30】制訂有效的預防方案，包括各種措施，旨在改變有關的文化

觀念，認清為青少年提供避孕器具和預防性傳染疾病的必要性，並

且解決圍繞著青少年性問題的文化和其他禁忌 

【31】制訂和落實提供性衛生和生殖健康服務的方案，包括計劃生

育、避孕器具和在墮胎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提供安全墮胎服務，

以及充分和全面的婦科保健和諮詢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5】《公約》對土著兒童的明確提及表明了如下認識：他們需要
特別措施，以便充分享受其權利。 

【10】 200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宣言

對土著人民權利問題提供了重要指導，其中包括具體提及土著兒童
在一些領域中的權利。 

【14】特別強調了有關規定之間的相互關係，……即不歧視、兒童

的最大利益、生命、生存和發展權以及陳情權。 

【16】委員會憶及《兒童權利公約》第30條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27條之間的密切聯繫。這兩條都明確規定了如下權

利：與其群體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實行自己的
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18】締約國應承認和尊重獨特的土著文化、歷史、語言和生活方
式，將其作為豐富本國文化特徵之財富；締約國還應促進對文化特

徵的保護。 

【22】 《公約》第30條規定的文化習俗，須依照《公約》其他條
款實行，如被視為有損于兒童的尊嚴、健康和發展，無論在任何情

況下都不可自證正當。 

【23】締約國有義務確保不歧視原則在國內所有立法中都得到了體
現並可通過司法和行政機關直接加以實行和適當監督。 

【25】這類兒童中包括土著兒童，需對其採取積極措施，以消除造

成歧視的條件，並確保他們與其他兒童平等地享有《公約》的權利
。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27】各國在學校中和為專業人士擬定公眾宣傳活動、編訂宣傳材
料和教育課程，應側重于土著兒童的權利和消除包括種族主義在內

的歧視性態度和做法。此外，締約國應為土著與非土著兒童提供有

意義的機會，使其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宗教和語言。 

【29】締約國應考慮可能面臨多重歧視的土著兒童的需要，還應考

慮到農村和城市土著兒童的不同情況。應對女孩給予特別注意，以

確保她們與男孩平等地享有自己的權利。締約國還應確保，特別措
施關注殘疾土著兒童的權利。  

【30】就兒童而言，不能因為偏好整體的最大利益而忽視或侵犯兒

童的最大利益。 

【31】評估土著兒童的最大利益時，應考慮土著兒童的文化權利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32】兒童個人的最大利益和兒童群體的最大利益之間可能存在區
別。 

【34】締約國需採取特別措施確保土著兒童享有適足生活水準權 

【37】關於第12條，在兒童作為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權利與集體
陳情權之間存在區別，集體陳情權可使兒童作為一個群體參與協商

涉及他們的事項。 

【38】關於土著兒童個人，締約國有義務尊重兒童對影響到其本人
的一切事項直接或通過代表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權利，並按照其年齡

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看待。……陳情權包括代表權、在文化上適

當的解釋。以及不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40】委員會鼓勵締約國支持土著兒童獲得自己語言的媒體。 

【41】比起非土著兒童，土著兒童在更大程度上無出生登記、無國

籍的風險也更高。 

【44】締約國應確保土著兒童可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維護其身份
的權利獲得家長選擇的土著姓名。 

【46】締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維護土著家庭和社區的完整性，協

助它們履行養育子女的責任。 

【48】如果土著兒童被置於其社區外照料，締約國應採取特別措施

確保兒童能保持其文化特性。 

【49】土著兒童的健康狀況經常不如非土著兒童。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51】應給予特別考慮，以確保醫療保健服務具有文化敏感性，而
且這方面的信息可用土著語言獲得。……應特別注意殘疾土著兒童

的需要…… 

【54】向土著青少年提供獲得有關性與生殖知識和服務的便利 

【55】在某些締約國，土著兒童的自殺率明顯高於非土著兒童。 

【58】應在學校環境中避免歧視性做法，例如限制使用有文化和傳

統標誌的服裝。 

【59】比起非土著兒童，土著兒童入學的可能性較低，而且輟學率

和文盲率仍較高。……土著兒童在學校環境經常遭遇歧視和種族主

義。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61】確保學校設施便於在土著兒童居住地點使用。……締約國僅
應在必要時在遠離土著社區的地方建立寄宿學校，因為這對於土著

兒童的入學率、特別是女童的入學率可能是一個阻礙因素。……確

保居住在社區外的土著兒童有機會以尊重其文化、語言和傳統的方
式接受教育。 

【62】以兒童自己的語言進行教育十分關鍵。 

【64】在武裝衝突或在國內動亂情形中，土著兒童特別易受傷害。 

【66】鼓勵締約國批准和實施《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

議定書》。 

【67】應向曾作為武裝衝突中招兵受害者的土著兒童提供必要的支
持服務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68】應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對流離失所或成為難民的土著兒童給予
特別關注和人道主義援助。 

【69】童工勞動是剝奪兒童童年、潛力和尊嚴並有害於其身心發展

的工作。 

【71】為有效消除土著社區中的剝削童工現象，締約國必須確定土

著兒童在教育方面的現有障礙以及他們在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方面

的具體權利和需要。 

【72】其社區受到貧窮和向城市移民影響的土著兒童面臨成為性剝

削和販賣受害者的高度風險。年輕女孩，尤其是在出生時未登記的

女孩，特別容易受到傷害。……鼓勵締約國批准和實施關於買賣兒
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的《任擇議定書》。 



CRC第 11 號一般性意見 

【74】土著兒童被監禁的人數過多，在某些情況下這可歸因為來自
司法系統和(或)社會內部的系統性歧視。……第10號一般性意見

(2007年)及其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會一貫申明，逮捕、拘留或監禁

兒童僅可作為最後手段加以使用。 

【76】就土著兒童而言，締約國應採取措施確保在必要時免費提供

翻譯，而且應以文化上敏感的方式向兒童保證法律援助。 

【81】委員會呼籲締約國于適用時在向委員會提交的定期報告中更
好地納入關於土著兒童權利執行情況以及關於為此採取的特別措施

的信息。 

 



兒童權利理念的發展 

 

  

 

1990年之後 

「兒童為權利主

體」理念的具

體闡釋與釐清 

確認權利後，如

何落實？ 

1978－1989 

CRC草擬及協商

的10年 

兒童應享有那些

權利？ 

權利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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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 

國際兒童宣

言所保障的

對象 

慈善、福利

的客體 

 

 

 

20世紀前 

歷史中不被重

視(invisible)的人 

父系尊長支配

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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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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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國家應承認人類負有提供兒童最好

的照護之義務： 

1.兒童一般發展所需之條件 

2.飢餓、生病、落後、偏差、孤兒及流浪

兒童應獲得適當之協助與照顧 

3.兒童應優先獲得救援 

4.兒童應免受任何形式的剝削 

5.兒童應獲得培育，使其將來對人類社會

有所貢獻 

 
 

 

 

 

  

 說明及思考： 

 1.由實務需求所衍生 

   之國際文件 

 2.雖已提及「兒童權 

   利」、但仍著重於 

   殘補式福利 

 3.宣示性規範 

 4.仍不失為後續宣言 

   及兒童權利之基礎 

 

 

 

 

 
 

 

 

 

  

三、CRC 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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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兒童權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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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因身心尚未發展成熟，應受特別保護與

照顧，並享有: 

1. 享有本宣言所保障之權利 

2. 兒童享有特殊保護權益，並享受自由且自尊的發展 

3. 出生登記及國籍之權利 

4. 社會安全之保障 

5. 身心障礙兒童應獲得特殊處遇 

6. 不與父母分離原則、喪失家庭兒童之協助 

7. 免費及義務教育        8. 優先獲得救助 

9. 免於疏忽及剝削等不當對待；最低適當勞動年齡       

10.免受歧視  

說明及思考： 

• 部分國家(包括波蘭)開

始主張制定「公約」 

• 聯合國大會於1979年指

出：「此宣言對於促進

全球兒童人權扮演重要

角色……。」  

• 對於「兒童權利」理

念的形塑有其重要性。 

 
 
 

 

 

 

 

 

 

 

  

三、CRC 的兒童
人權基本理念 



1989 兒童權利公約 & 2014 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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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Taiwan)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公約協商10年 

CRC 

1989 

  20 世紀 

  1924年 
日內瓦 
兒童權利
宣言 

  1959年 

兒童權利
宣言 

  權利如何落實? 
哪些權利? 

   保護的面向 
 

 

三、CRC 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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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已有195個締約國，為最多締約國之聯合國人權公約。 

   

 

 

 

 

 

 

 

 

  
三、CRC 的兒
童人權基本理念 



兒童權利公約 

規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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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之定義 

禁止歧視 

兒童最佳利益 

權利之落實 

父母之引導與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 

生存及發展權 

出生登記、姓名、國籍與受父母照顧之權利 

兒童身分權之維護 

兒童不與父母分離之權利 

因家庭團聚而請求進入或離開締約國 

非法移送兒童或令其無法回國 

兒童表示意見及其意見獲得考量之權利 

兒童自由表示意見之權利 

兒童思想、自我意識與宗教自由之權利 

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之權利 

兒童之隱私權 

適當資訊之獲取 

父母之責任與國家之協助 

兒童不受任何形式之暴力 

喪失家庭環境之兒童 

收養 

 難民兒童 

身心障礙兒童 

兒童健康與醫療照護 

受安置兒童之定期評估 

社會安全保障 

適於兒童之生活水準 

教育 

教育之目的 

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兒童 

兒童休息、休閒、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 

兒童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 

兒童與非法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之濫用 

兒童性剝削 

兒童誘拐、買賣或販運 

兒童免於遭受任何其他形式剝削之權利 

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武裝衝突 

兒童被害人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兒童司法 

三、CRC 的兒
童人權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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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少年權利」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編    號 議        題 年    度  
第 1 號  教育的目的 2001 
第 2 號 獨立人權機構之角色與兒童權利之促進 2002 
第 3 號 愛滋病與兒童權利 2003 
第 4 號  公約下少年的健康及發展 2003 
第 5 號 有關公約落實之一般性措施 2003 
第 6 號  遠離原國籍無人陪伴和無父母陪伴的兒童待遇 2005 
第 7 號  兒童權利於幼兒時期之落實 2005 
第 8 號 兒童不受體罰及其他殘忍或有辱人格的處罰 2006 
第 9 號  身心障礙兒童之權利 2006 
第10號 少年司法中的兒童權利 2007 
第11號 原住民兒童及其公約權利 2009 
第12號 兒童表示意見的權利 2009 
第13號 兒童不受任何形式暴力之權利 2011 
第14號 兒童最佳利益 2013 
第15號 兒童享有可達成範圍內最高水準之健康的權利 2013 
第16號 國家對於商業造成之兒童權利影響所負之義務 2013 
第17號 兒童享有休息、休閒、遊戲、休閒活動、文化生活及藝術活動之權利 2013 

第18號 與CEDAW委員會共同出具之「有害習俗/作法」 2014 

三、CRC 的兒
童人權基本理念 

社家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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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NCRC委員會網站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三、CRC 的兒
童人權基本理念 



• 網站導覽   首頁 

• 什麼是青少年人權協會（YHR）？ 

• 什麼是人權？ 

• 教育人士 

• 採取行動  

• 為人權發聲 

• 青少年人權協會 

• 聯絡 

 
 

法律之前，我們都是平等的 

你的人權受到法律的保護 

沒有不公平的拘留 

審判的權利 

直到被證明有罪之前，我們都是清白的 

隱私的權利 

行動的自由 

尋求安全居所的權利 

有國籍的權利 

結婚與家庭 

擁有屬於你自己東西的權利 

思想的自由 

表達的自由 

公眾集會的權利 

民主的權利 

社會保障 

工作者的權利 

玩的權利 

所有人都有食物與居所 

接受教育的權利 

著作權 

一個自由而公平的世界 

責任 

沒有人可以剝奪你的人權 

觀賞人權短片： 

我們天生自由而且平等 

不要有差別待遇 

生存的權利 

不要有奴隸制度 

沒有折磨 

不管到哪裡，你都有權利 

青少年人權協會 

世界展望會CRC 25週年紀念插畫：http://www.worldvision.org.tw/crc/crc_booklet.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about-us.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about-us.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born-free-and-equal.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equal-before-the-law.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equal-before-the-law.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right-to-public-assembly.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freedom-of-expression.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right-to-public-assembly.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born-free-and-equal.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born-free-and-equal.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born-free-and-equal.html
http://www.youthforhumanrights.org/zh/what-are-human-rights/videos/equal-before-the-law.html
http://www.worldvision.org.tw/crc/crc_booklet.html


相關資訊連結 

• 兒童權利委員會：http://www.ohchr.org/EN/ 
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 條約機構案例查詢： http://juris.ohchr.org/  

•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dex: 
http://uhri.ohchr.org/en   

• 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 (CRIN)案例資料庫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 其他相關機制及組織網站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RC/Pages/CRCIndex.aspx
http://juris.ohchr.org/
http://juris.ohchr.org/
http://juris.ohchr.org/
http://uhri.ohchr.org/en
http://uhri.ohchr.org/en
http://uhri.ohchr.org/en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https://www.crin.org/en/library/custom-search-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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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近年所強調之重點： 

兒童的參與權 Right to Participation 

*委員會主席 Sandberg：兒童的想法有時可能會跟大人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世代的人所生活和經歷的世界都和前人不同，所以無

可避免的會有不一樣的聲音。但是我們不應忽略他們的聲音。 

*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其第66次會議通過並於2014年10月16日發

佈: 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C/66/2)。 

 

 

 

 

 

  

   

 

 

 

 

 

 

 

 

  

三、CRC 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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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RC reporting process of CRCommittee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其第66次會議通過並於2014年10月16日發佈: 
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C/66/2)。 

該文件的目的是： 

• The right of all children to be heard and taken seriously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rights are set out in articles 12, 13, 14, 15 and 17 
of the Convention. 

• It is the right of every child, without exception.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has identified the right to be heard (article 12) as one 

of the four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onvention.   



•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12 (2009)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be heard, the 

Committee explicitly recognized the role that child-led organizations and children’s 

representatives play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 In paragraph 131 of the general comment, the Committee “welcomes written reports 

and additional oral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child organizations and children’s 

representatives in the monitoring process of child rights implementation by States 

parties, and encourages States part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to 

support children to present their views to the Committee”.  

• At the time of the country review, NGOs and UNICEF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ensure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RC reporting process of CRCommittee 



• All those facilitati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including States parties, NGOs and UNICEF, should ensure that the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that are represented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are those of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and not of the adults or organizations they work with.  

•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due consideration of children’s views and 
other forms of information from childre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2, 
must be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reporting functions. It strongly encourages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porting process either by contributing to 
NGO reports or submitting their information through child-led 
organizations, informal children’s groups or NGO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ir 
perspectives on how the Convention and its Optional Protocols are being 
implemented in their country.  

 

 

 

Working method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CRC reporting process of CRComittee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1：國家報告依據 

• 我國於 2014 年 6 月 4 日通過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並

自 2014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 施行法第 7 條：該法施行後 2 年內 [ 2016 年 11 月 20 日] 提出第 

1 次國家報告，其後每 5 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 

   >> CRC第 44 條第 1 款規定：「締約國承諾，在本公約對當事締約國生

效後兩年內向委員會提交CRC執行情況的首次報告，此後每五年提交

一次」。台灣非「締約國」，因此 CRC 在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即以「兒

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規範國家報告提交義務。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  施行法第 6 條 I 項：(1) 行政院為推動本公約相關工作，應邀集學者專

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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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政府機關落實公約之督導。三、國內兒童及

少年權利現況之研究與調查。四、國家報告之提出。[五及六略] 

>>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行政院推動小組) 於2014 年10月1日

之第二次會議中核定通過「落實兒童權利公約推動計畫」：參、執行機關：一、

統籌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主辦機關：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機關 

>> 行政院推動小組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開會議討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國

內法化辦理情形」並決議：「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就未來規劃事項積極

推動辦理…」。該署遂依職權擬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法規清單暨教育訓

練專案服務計畫」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國家報告暨資訊系統第一期專案服

務計畫」公開招標，並分由中興團隊與中正團隊得標。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2：執行單位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 施行法第 9 條：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兒童權利公約規定之內容，就

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於該法施行後 1 年內 [ 2015 年 11 月 

20 日] 提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該法施行後 3 

年內 [ 2017 年 11 月 20 日] 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

改進，並應於該法施行後 5 年內 [ 2019 年 11 月 20 日]，完成其餘

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 行政院推動小組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會議討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國內法化辦理情形」並決議：「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就

未來規劃事項積極推動辦理，並參酌法務部推動人權兩公約及本

院性別平等處推動CEDAW等經驗，邀請其研商討論如何以有效率的

方式進行法規檢視工作…」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3：法規檢視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 施行法第 8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兒

童及少年權利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

逐步實施。」 

>>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之第一次會議（第二案）討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國

內法化辦理情形」並決議：「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就未來規劃事項積極推動辦理，…至於相關業務所需之經

費及人力，於政府預算有限下，請優先爭取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辦理，…」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4：預算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 依《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則彙編》 第一章

【10】報告制度之操作應在國家層級鼓勵並便利社會大眾對政府政策

進行監督，且抱著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促進與市民社會相關角色

的建設性對話，以促使公約所保障之一切權利都獲得實踐。 

•  施行法第 5 條：「(1)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之業務

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其涉及不

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2)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

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公約所保障各

項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5：機關權責及民間團體參與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 201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2014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2014.06.04通過；2014.11.20施行) 

* 2014 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推動計畫 (2014.10.01行政院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推動 小組第2次會議核定通過) 

* 2015-2016「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教育訓練及法規清單專案服務計

畫」以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國家報告暨資訊系統第一期專案

服務計畫」計畫書及成果報告 [中興團隊 及 中正團隊] 

• 15 個國家報告中文摘要：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

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紐西蘭、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香

港、澳門 [08\24進階課程—導讀]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6：台灣落實CRC規範及資料 

四、CRC 施行法及法規檢視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 

討論與提問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 

我國法規名稱及條次 涉及CRC條文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子女學前教育補助
作業要點第2條：申請本補助應同時
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原住民身分者。  
（二）二歲以上未滿三歲之幼兒。  
（三）現就讀本市立案之公、私立幼
兒園。  
    前項第二款幼兒年齡，應以幼兒入

園當學年度九月一日是否符合該歲數
認定之。 

CRC第3條、第4條、第18條、第27條、
第30條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 

我國法規名稱及條次 涉及CRC條文 
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體適能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
點第11條：本中心使用注意事項： (一) 禁止在

場內吸菸、隨地吐痰、嚼檳榔或口香糖，並保持
場內整潔衛生。 (二) 禁止攜帶食物及飲用未加
蓋之飲料。 (三) 禁止高聲喧嘩。 (四) 禁止赤膊、
穿拖鞋或赤足進入。 (五) 禁止同時佔用一項以
上之器材設備。 (六) 禁止十八歲以下未成年人、
孕婦、有心臟病或高血壓病史者使用健身器材。 
(七) 使用各項器材後，請擦拭流下來的汗水。 
(八) 如發現器材鬆動或故障時，請立即告知管
理機關人員。 (九) 請隨時將器材分享給其他運
動同好使用。  

CRC第3條、第4
條、第31條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 
我國法規名稱及條次 涉及CRC條

文 
新北市兒童及少年財產管理及信託辦法第6條：管理人管理兒少財產，應以兒少
最佳利益為考量，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經管之兒少財產，應用於支付兒少生活、醫療、教育及其他利益之必要費用。 
二、兒少有財產繼承、保險理賠、請求損害賠償等情事者，應於法定期 限內辦
理完竣，不得損及兒少之利益。 
三、經管之兒少財產不得用於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 蓄券、
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 本票，不在此限。  
四、管理人對於經管之兒少財產，不得買受、承租或為其他有利於己之處分及收
益。  
五、如有涉訟，必要時得委任律師處理；其委任費用除申請免費法律扶助外，依
下列順序支付之： （一）該訴訟所獲金額。 （二）經管之兒少財產。  
六、兒少財產現金總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或財產總值達新臺幣三百 萬元以
上者，得以設立信託方式管理之。但財產總值扣除不動產現 有市值後，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以設立信託方式管理之。 管理人除依前項規定為兒少財
產之管理外，如評估有處分兒少財產或變 更管理方式之需要時，應諮詢法律、
會計及社會福利等專家，研商對兒 少最有利之方式，並作成紀錄。 

CRC第3條、
第4條、第27
條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 
我國法規名稱及條次 涉及CRC條

文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管理要點：(條文？) 
第4條第3項：河濱公園內得設置下列設施：(三)兒童遊樂

（戲）設施：沙坑、蹺蹺板、迷陣、戲水池等。 
第9條第2項：於河濱公園內有下列行為之ㄧ者，應拒絕入

園或勒令離園，如經勸離不服者報請警察機關予以取締或依
相關法令處理：(二)擅自販賣物品或出租兒童遊樂器具。 
第27條：認養者得優先申請使用所認養之場地舉辦寫生、

攝影、土風舞、歌唱、親子遊戲、運動比賽等其他公益活動；
並於活動結束後立即恢復原狀，違者取消認養資格。 
第31條第4項：河濱公園內運動設施、公共運動空間，應公

告下列事項：(四)不得攜帶幼兒或動物入場，以策安全。 

CRC第3條、第
4條、第31條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280028


五、新北市法規檢視清單 

我國法規名稱及條次 涉及CRC條文 
新北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

商輔導辦法：各條應分列 
CRC第3條、第4條、第5條、第

18條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http://web.law.ntpc.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C0050168


六、CRC 首次國家報告撰寫準

則【要義說明】 



《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則彙編》 

第一章 國際人權公約國家報告共同準則 

本共同準則旨在指導締約國履行下列條款規定的報告義務：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 

•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禁止酷刑委員會 

•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委員會 

•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移徙工人問題委員會 
國家報告撰寫準則要義1 

六、CRC 首次國家報告撰寫準則：人權報告共同準則  



《準則彙編》第一章 國際人權公約國家報告共同準則  

【24】新訂人權公約報告制度要求國家報告包含兩個部分：共同核

心文件 (Common Core Document) 以及條約專要文件 (Treaty-

specific Document)。國家報告所提供之資料應足以使主管各條約

之人權委員會全面瞭解締約國執行各條約的情況。 

【27】共同核心文件包括一般和事實性資料，介紹報告國履行其所

有已簽署及加入之各條約的情況。 

【29/45】條約專要文件旨在報告相關權利保障的法律規範與在地實

踐的狀況、進展、困難及因應措施。  

【43】報告國應分項說明其為增進人權保障所作的各種努力，包括

政府官員、立法部門、地方議會、國家人權機構等採取的行動，

並加上市民社會相關角色發揮的作用。 

 
國家報告撰寫準則要義2 



《準則彙編》共同核心文件 (The Common Core Document) 

   提出一般性事實和統計資料，協助審查委員會瞭解該報告國落實人權的政治、

法律、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1. 介紹報告國一般情況的資料 

       A. 國家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特色 

       B. 國家憲法、政治與法律結構 

   2. 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般框架 

       A. 接受國際人權標準的情況 

       B. 在國家層級保護人權的法律框架  

       C. 在國家層級促進人權的法律框架  

       D. 國家層級的報告程序 

   3. 關於非歧視與平等和有效補救措施的資料 

 

 

1.核心文件由國家層

級之人權報告機制統

整提出（兩公約2016

國家報告） 

2.CRC權責機構提出

兒童人權資料供統整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1 



《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則彙編》 

條約專要文件 (Treaty-specific Document) 

1. 一般執行措施  

      (1) 國內法與CRC之銜接;  

      (2) CRC實施情況之監督機制 

      (3) 向成人和兒童廣泛宣傳CRC之措施 

      (4) 在本國廣泛散發其報告之措施 

2. 兒童之定義  

3. 一般原則 

    免受歧視原則（§2）\  兒童最佳利益（§3） 

    生命、生存發展權（§6） \  表意權（§12） 

4. 公民權與自由  

5. 家庭環境和替代性照顧 

6. 基本健康與福利  

7. 教育、休閒與文化活動 

8. 特別保護措施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2 

1.配合教育訓練課程進度

之國家報告撰寫表格:

「進階」配合第一稿；

「基礎」配合第二稿 

2.計畫團隊匯整並註記內

部專審查意見供各部會修

正參考  

3.計畫團隊針對各部會具

體需求提供工作坊 



《準則彙編》條約專要文件 (Treaty-specific Document) 

第七章：兒童權利委員會：A. 初次報告 

[2] CRC專要文件應指出任何影響履行CRC義務的要素和困難，並提

供充分資料，使委員會全面瞭解CRC在該國的落實情況。 

[9] 締約國應提供資料說明：採取何等措施使國內政策與法律落實

CRC各條文，並說明現有或規劃建立的全國性和地方性兒童政策

及CRC實施情況監督機制。 

[13-18] 締約國應提供分項資料，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或

預計要採取的主要措施、各種落實要素和執行困難、執行CRC各

條文的進展以及未來在執行上的優先次序和具體目標。  

[22] 締約國應具體說明其全國性及地區性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如社

會工作者機構）間合作執行CRC的各種活動與成效。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3 



章名 

總論 

Ⅰ 一般執行措施 

Ⅱ 兒童之定義 

Ⅲ 一般性原則 

Ⅳ 公民權與自由權 

Ⅴ 家庭環境與替代性照顧 

Ⅵ 基本健康與福利 

Ⅶ 教育休間與文化活動 

Ⅷ 特別保護措施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綱 

條
約
專
要
文
件 

以下各章節節編號方式係先參考其他國之國家報告（英國、德國、日本、…..）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 條文依據 

總論 44 國家報告義務 

Ⅰ 一般執行措施 A. 國內法律及政策與公約之銜接 

B. 中央或地方層級兒童政策協調機制及公約施行狀況監

督機制（包括現在及未來預計設立之機制） 

C. 向成人及兒童廣泛宣傳公約之措施 

D. 民眾取得國家報告之方式(國家報告公告方式） 

4   權利之實施  

     (實現、落實)  

Ⅱ 兒童之定義 A. 國內法律及條例對兒童之定義 

B. 法定成年年齡 

C. 各種法律議題對於最低年齡之限定 

1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一） 

1) 毋須家長同意，可獲得法律或醫療諮療諮詢之最低年齡 
2) 毋須家長同意，可獲得醫療治療或手術之最低年齡 
3) 義務教育年齡 
4) 童工之最低年齡（包括全職與兼職）\從事危險工作之年齡限制 
5) 性自主年齡 
6) 可結婚年齡 

7) 服兵役（入伍）之最低年齡，含自願入伍及徵召入伍之年齡限制 
8) 自願至法庭作證的年齡 
9) 應負刑事責任的年齡 
10) 剝奪自由的年齡（deprivation of liberty） 
11) 監禁的最低年齡（imprisonment） 
12) 購買酒品及其他管控物質的最低年齡。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條文依據） 

Ⅲ 一般性原則 A.禁止歧視原則 (2) 

B.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3) 

C.生命權、生存及發展權(6) 

D.尊重兒童表意權(12)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二） 

1. 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或未來預計採取的主要措施 

2. 公約各條文施行的進展、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3. 未來公約各條文施行的優先順序及具體目標 

4. 盡可能提供其他章節所列條文適用以上這些原則之資料 

撰寫準則（以上各節，應提供下列資料）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條文依據） 

Ⅳ. 公民權 

          與 

      自由權 

A. 姓名和國籍(7) 

B. 維護身分(8) 

C. 言論自由(13) 

D. 獲得適當訊息(17) 

E. 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14) 

F. 集會結社及和平集會自由(15) 

G. 保護隱私(16) 

H. 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之權利(39)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三） 

1. 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採取的主要措施 

2. 公約各條文施行的進展、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3. 未來公約各條文施行的優先順序及具體目標 

撰寫準則（以上各節，應提供下列資料）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條文依據） 

Ⅴ. 家庭環境 

           與 

    替代性照顧 

 

A. 尊重父母指導及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5) 

B. 父母責任(18.1/18.2)              C. 不與父母分別的權利(9) 

D. 與家庭團聚的權利(10)            E. 父母負擔兒童養育費用的責任(27.4) 

F.  無法在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兒童(20)／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 

G. 收養(21)                                    H.非法移轉兒童或使其無法返國返家(11) 

I.  防止兒童在家庭內遭受任何形式的暴力、虐待及疏忽(19)；及協助受虐兒童恢復身

心健康及重返社會相關措施(39) 

J.  家外安置兒童之定期評估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四） 

1. 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採取的主要措施，特別是這些措施如何體現「兒童最佳利益」
及「尊重兒童表意權」的原則 

2. 公約各條文施行的進展、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3. 未來公約各條文施行的優先順序及具體目標 
4. 本章節應配合各節內容提供下列數據，並按年齡、性別、種族或國籍、城鄉環境予以分類：(1)無

依兒童數 (2)因受虐或疏忽保護安置的兒童數 (3)寄養安置兒童數 (4) 機構安置兒童數 (5)國內收
出養兒童數  (6)透過跨國收出養程序進入本國的兒童數 (7)透過跨國收出養程序離開本國的兒童數 

５. 對於本章節所涵蓋的兒童，應盡可能提供其他相關統計資料及指標。 

撰寫準則（以上各節，應提供下列資料）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條文依據） 

Ⅵ. 基本健康 

           與 

         福利 

A. 生存及發展權(6.2) 

B. 身心障礙兒童(23) 

C. 兒童健康、保健措施及醫療照護(24) 

D. 社會安全保障(26)及就業父母托育措施(18.3) 

E. 保障兒童有適當生活水準之權利、父母負有確保兒童生活水準之責任、國家應

協助父母保障兒童生活水準之責任(27.1/27.2/27.4)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五） 

1. 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採取的主要措施 

2. 該領域執行政策之制度化基礎設施，特別是監控策略及機制 

3. 公約各條文施行的進展、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4. 未來公約各條文施行的優先順序及具體目標 

5. 除應提供上開「一般執行措施」中央或地方層級兒童政策協調機制及公約施行狀況監督機制

（包括現在及未來預計設立之機制）外，應具體說明全國性或地方性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的本質及程度，例如關心該領域執行狀況的社工團體或機構 

6. 對於本章節所涵蓋的兒童，應盡可能提供其他相關統計資料及指標。 

撰寫準則（以上各節，應提供下列資料）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條文依據） 

Ⅶ 教育休間與文化活動 

 

A. 教育及職業培訓(28) 

B. 教育目標(29) 

C. 休閒、娛樂和文化活動(31)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六） 

撰寫準則（以上各節，應提供下列資料） 

1. 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採取的主要措施 

2. 該領域執行政策之制度化基礎設施，特別是監控策略及機制 

3. 公約各條文施行的進展、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4. 未來公約各條文施行的優先順序及具體目標 

5. 除應提供上開「一般執行措施」中央或地方層級兒童政策協調機制及公約施行狀況監督機制

（包括現在及未來預計設立之機制）外，應具體說明全國性或地方性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的本質及程度，例如關心該領域執行狀況的社工團體或機構 

6. 對於本章節所涵蓋的兒童，應盡可能提供其他相關統計資料及指標。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章名 節名（條文依據） 

Ⅷ. 特別 

      保護 

      措施 

 

 

A. 緊急狀況之兒童 

  (a) 難民兒童(22)    (b) 武裝衝突中的兒童(38)，包括協助這些兒童恢復身心 

                                         健康及重返社會之相關措施(39)  

B. 觸法之兒童及少年  

 (a) 少年司法體系(40)   (b) 剝奪自由，包括任何方式的拘留、監禁或羈押 (37(b)-(d))  

 (c) 禁止宣判少年死刑及無期徒刑(37(a))   (d) 協助觸法兒少身心康復及重返社會(39)  

C. 受剝削之兒童（包括協助這些兒童恢復身心健康及重返社會之相關措施）(39)  

  (a) 經濟剝削（包括童工）(32)   (b) 濫用毒品(33)   (c) 性剝削及性虐待(34)  

  (d) 任何形式的剝削(36)   (e) 販賣、非法交易或誘拐(35)  

D. 少數民族或原住民兒童(30) 

CRC國家報告撰寫大網（七） 

撰寫準則（以上各節，應提供下列資料） 

1. 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現行採取的主要措施 
2. 公約各條文施行的進展、所遭遇到的困難及影響因素 
3. 未來公約各條文施行的優先順序及具體目標對於本章節所涵蓋的兒童， 
     應盡可能提供其他相關統計資料及指標。 

CRC國家報告撰寫內容 



 

兒童權利公約 
 

糾團來認識…… 



兒童的定義 

第一條（兒童之定義） 

 本公約所稱之「兒童」，係指所有未滿十八

歲以下之人。然而適用於兒童之法律中，規

定在十八歲以前就成為成年者不在此限。  

 



第2條（禁止差別待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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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

、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

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 核心理念規範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 核心理念規範 2 

第 3 條（兒童最佳利益）  

一、處理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公私立福利機構或司法、行政、立

法機關，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二、國家應以適當之立法及行政措施確保兒童福祉與保護照顧，並

監督兒童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依法對兒童負有責任之人行

使負擔其應有之權利與義務。 

三、國家應對負責照顧與保護兒童之機構、服務部門與設施，特別

在安全與保健方面，以及該等機關內之工作人數與資格是否合適，

且是否合乎有權監督機構所訂之標準，作嚴格之管控。 



兒童基本權利：身分權 

第 7 條（姓名與國籍）  

  一、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兒童出生時就應有取得

姓名以及國籍的權利。在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

母照顧等權利。 

  二、當兒童無法取得其他國家國籍時，簽約國應根據其國

家法令及其在相關的國際文件上所負的義務，讓兒童的前

項權利確實實現。 

 
 



CRC兒童(少年)人權 

親子關係之維繫 

1.出生後即應受父母之照顧。〔公約第七條一項〕 

2.除有虐待、遺棄或父母離異之情形，兒童應免於與雙親分離。

〔公約第九條一項〕 cf. 釋字590 

3.兒童在不違反最佳利益之原則下，有與不同居父母會面交往之

權利。〔公約第九條三項、第十條二項〕   cf 民1055V 

4.收養兒童應得合法機關＼機構之許可。〔公約第二十一條〕cf 

民1079IV; 兒少福14.15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解釋字號590.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解釋字號590.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民法1055全.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民法1055全.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1079&兒少福14&15.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1079&兒少福14&15.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1079&兒少福14&15.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1079&兒少福14&15.doc


CRC兒童(少年)人權 

生存發展權 

   兒童有生存與發展權。〔公約第六條〕 

   cf. 優生保健法 

身分權  

   兒童應於出生後即取得姓名與國籍並知其父母之身分。〔公

約第七條〕 cf. 釋字587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優生保健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司法院大法官587.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司法院大法官587.htm


CRC兒童(少年)人權 

表意權 

    兒童就其自身事務應依其成熟度享有表意之權利。〔公約

第十二條一項〕cf 民法1055之一(2);兒少福法14I 
 

思想信仰自由 

    兒童之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應受尊重，非為維護國家安

全或為保障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公共衛生、道德或他人

之自由權利，不得限制之。〔公約第十四條〕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民法親屬篇.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民法親屬篇.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民法親屬篇.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htm


家庭中兒童(少年)人權 

醫療保健 

    兒童享有適當衛生醫療保健之權利，包括降低死亡率

、避免環境污染、母親之產前產後照護、兒童權益基

本知識教育以及預防性衛生照護等。〔公約第二十四

條〕  cf  兒少福法 

社會福利 

    兒童應享有包括社會保險在內的社會安全制度之權益

。〔公約第二十六條〕 cf  全民健保法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全民健康保險法.htm


家庭中兒童(少年)人權 

教育權 [學習權] 

 兒童有接受免費義務教育之權利，並應享有適當之中等教

育、職業教育及高等教育之權益。〔公約第二十八條〕  

  cf 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 

 

資訊權 

 兒童有透過大眾傳播工具獲取國內及國際資訊之權利。〔

公約第十七條〕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國民教育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強迫入學條例.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強迫入學條例.htm


CRC兒童(少年)人權 

隱私權 [及肖像權] 

    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信函不可恣意或非法干

預，其信譽與榮譽亦不得侵害。〔公約第十六條〕 

cf 少事法83 

 

遊戲權 

 兒童有從事適齡之休閒、遊戲、娛樂與文化藝術活

動之權益。〔公約第三十一條〕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少年事件處理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少年事件處理法.htm


CRC兒童(少年)人權 

免於疏忽虐待或其他不當對待 [及免受暴力] 

 兒童有免於疏忽虐待或其他不當對待之權利。〔公約第十

九條〕 cf 民1079IV; 兒少福14.15 

免於剝削 

 兒童有免於經濟剝削之權利，包括不應從事有還其身心、

精神、道德或社會發展之工作。〔公約第三十二條一項〕 

 兒童有免於遭受性剝削、性侵害或其他各種剝削之權利。

〔公約第三十四條、三十六條〕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民法親屬篇.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民法親屬篇.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1079&兒少福14&15.doc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htm


CRC兒童(少年)人權 

特別保護與人格尊嚴 

1.身心障礙兒童應受特別照顧與保護，包括生活、教育、職

業訓練、衛生醫療服務與資訊之提供，以及休閒、就業等

。〔公約第二十三條〕 cf 憲法增修條文10VII 

2.遭受疏忽虐待、剝削、刑訊、處罰、羞辱、戰爭或其他不

當對待之兒童，應提供促使其身心復原並助其回歸社會之

措施與協助。〔公約第三十九條〕 cf 少事法.兒少條例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憲法增修條文.htm
F:/台中律師公會演講簡報/簡報 CD/台中演講相關法條/法條/憲法增修條文.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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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人權與兒童發展一樣… 

都是「進行式」 



孩子眼中
的世界 

要知道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得先蹲下來、由孩子的位置和高度去看世界 



作為一個兒童人權推動者 

      學習心得分享…… 

       -- 那孩子的名字叫 Mary! 

      -- 非行少年的故事 

      -- 英國的兒童專業者的訓練課程 

 



附件一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103.04.16 審查會通過) 

第一條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八九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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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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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

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兒童及少年權利保

障之規定，避免兒童及少年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並積極促進兒童及少

年權利之實現。 

第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

、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

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

及促進公約所保障各項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第六條: 行政院為推動本公約相關工作，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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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級政府機關落實公約之督導。 

三、國內兒童及少年權利現況之研究與調查。 

四、國家報告之提出。 

五、接受涉及違反公約之申訴。 

六、其他與公約相關之事項。 

前項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並得邀請少年代表列席。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第七條: 政府應建立兒童及少年權利報告制度，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

提出第一次國家報告，其後每五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

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 

第八條: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兒童及少年權利規定所需之

經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逐步實施。 

 



第九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

行後一年內提出優先檢視清單， 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

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

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第十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起施行。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附件二 

 

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之定義 

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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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基本權利：實質平等 

第2條（禁止差別待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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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

、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

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第 3 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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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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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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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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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方面，締約國應運用其本國最大可

用之資源，並視需要，在國際合作架構下採取該

等措施。 

兒童基本權利之落實 



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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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之引導與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 



第 6 條  

一、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命權。 

二、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

發展。 

基本權利：生命、生存及發展權 



基本權利：出生登記、姓名及國籍權 

第 7 條  

一、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自出生起即應有取得

姓名及國籍之權利，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

受父母照顧的權利。 

二、締約國應確保依據本國法律及其於相關國際文件中所

負之義務實踐兒童前項權利，尤其若非如此，兒童將成

為無國籍人。 

 
 



第 8 條  

一、締約國承諾尊重兒童維護其身分的權利，包括

法律所承認之國籍、姓名與親屬關係不受非法侵害

。 

二、締約國於兒童之身分(不論全部或一部)遭非法

剝奪時，應給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俾能迅速恢復

其身分。 

 

 

基本權利：身分權 



第 9 條 

一、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

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

利益 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

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 

二、前項程序中，應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並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

聯繫的權利。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 

四、當前開分離係因締約國對父母一方或雙方或對兒童所採取之行為，諸如拘留

、監禁、驅逐、遣送或死亡(包括該人在該國拘禁中因任何原因而死亡)，該締約

國 於受請求時，應將該等家庭成員下落的必要資訊告知父母、兒童，或視其情

節，告知其他家庭成員；除非該等資訊之提供對兒童之福祉造成損害。締約國並

應確保相 關人員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兒童不與父母分離原則 



第 10 條（因家庭團聚而請求進入或離開締約國）  

一、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求進入或離開締約國時，締約國應依照第
9條第1項之義務以積極、人道與迅速之方式處理之。締約國並應確保
請求人及其家庭成員不 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二、與父母分住不同國家之兒童，除情況特殊者外，應有權與其父母雙
方定期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為利前開目的之達成，並依據第9條
第1項所規定之義務， 締約國應尊重兒童及其父母得離開包括自己國
家在內之任何國家及進入自己國家的權利。離開任何國家的權利應僅
受限於法律之規定且該等規定係為保護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公共衛
生或道德、或他人之權利及自由所必需，並應與本公約所承認之其他
權利不相牴觸。 

 

兒童基本權利：家庭團聚 



第 11 條 

一、締約國應採取措施遏止非法移送兒童至國外或令其無法回國之

行為。 

二、締約國應致力締結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加入現有協定以達成前項

遏止之目的。 

 

非法移轉或無法返家 



第 12 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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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

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

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兒童基本權利：表意權 



第 13 條（言論自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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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該項權利之行使得予以限制，惟應以法律規定且以達到下列目

的所必要者為限： 

(a)為尊重他人之權利與名譽；或 

(b)為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與道德。 

兒童基本權利：言論自由 



第 14 條 

一、締約國應尊重兒童思想、自我意識與宗教自由之權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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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表明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僅受法律規定之限制且該等規

定係為保護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與

自由所必要者。 

 

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 



第 15 條  

一、締約國確認兒童享有結社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之權利。 

二、前項權利之行使不得加以限制，惟符合法律規定並在民主社會

中為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

人之權利與自由所必要者，不在此限。 

 

兒童基本權利：集會結社自由 



第 16 條（保護隱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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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兒童對此等干預或侵害有依法受保障之權利。 

 

兒童基本權利：隱私權 



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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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適當訊息 



第 18 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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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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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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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責任、兒童照顧服務及措施 



第 19 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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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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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虐待和疏忽 



第 20 條（喪失家庭環境之兒童） 

一、針對暫時或永久剝奪其家庭環境之兒童，或因顧及其最佳利益
無法使其繼續留在家庭環境時，締約國應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
。 

二、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確保該等兒童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之照顧
。 

三、此等照顧包括安排寄養、依伊斯蘭法之監護、收養或於必要時
安置其於適當之照顧機構中。當考量處理方式時，應考量有必要
使兒童之養育具有持續性，並考量 兒童之種族、宗教、文化與
語言背景，予以妥適處理。  

 

喪失家庭環境之兒童 



第 21 條（收養） 

  締約國承認及(或)允許收養制度者，應確保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最大考量，
並應： 
(a)確保兒童之收養僅得由主管機關許可。該機關應依據適用之法律及程序，
並根據所有相關且可靠之資訊，據以判定基於兒童與其父母、親屬及法定監護
人之情況，認可該收養，且如為必要，認為該等諮詢可能有必要時，應取得關
係人經過充分瞭解而對該收養所表示之同意後，方得認可該收養關係； 
(b)在無法為兒童安排寄養或收養家庭，或無法在其出生國給予適當照顧時，
承認跨國境收養為照顧兒童之一個替代辦法； 
(c)確保跨國境收養的兒童，享有與在國內被收養的兒童相當之保障及標準； 
(d)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跨國境收養之安排，不致使所涉之人士獲得不正當
的財務上收益； 
(e)於適當情況下，締結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協定以促進本條之目的，並在此一
架構下，努力確保由主管機關或機構負責安排兒童於他國之收養事宜。  

收養 



第 22 條（難民兒童） 

一、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申請難民身分或依應適用之國際或國內法

律或程序被視為難民的兒童，不論是否與其父母或其他人隨行，均能獲得適

當的保護及人道協助，以享有本公約及該締約國所締結之其他國際人權公約

或人道文書中所揭示的相關權利。 

二、為此，締約國應配合聯合國及其他政府間的權責組織或與聯合國有合作

關係之非政府組織之努力並提供其認為適當的合作，以保護及援助該等兒童

並追蹤難民兒童之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以獲得必要的資訊使其家庭團聚。

如無法尋獲其父母或其他家屬時，則應給予該兒童與本公約所揭示之永久或

暫時剝奪家庭環境兒童相同之保護。  

 

難民兒童 



第 23 條（身心障礙兒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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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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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兒童-1 



身心障礙兒童-2 

第 23 條（身心障礙兒童）  

三、有鑒於身心障礙兒童之特殊需求，並考慮兒童的父母或其他照顧者
之經濟情況，盡可能免費提供本條第2項之協助，並應用以確保身心障
礙兒童能有效地獲得與 接受教育、訓練、健康照顧服務、復健服務、
職前準備以及休閒機會，促進該兒童盡可能充分地融入社會與實現個
人發展，包括其文化及精神之發展。 

四、締約國應本國際合作精神，促進預防健康照顧以及身心障礙兒童的
醫療、心理與功能治療領域交換適當資訊，包括散播與取得有關復健
方法、教育以及就業服務 相關資料，以使締約國能夠增進該等領域之
能力、技術並擴大其經驗。就此，尤應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之需要。 

 



第 24 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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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締約國應致力於充分執行此權利，並應特別針對下列事項採取適當之措施： 

(a)降低嬰幼兒之死亡率； 

(b)確保提供所有兒童必須之醫療協助及健康照顧，並強調基礎健康照顧之發展； 

(c)消除疾病與營養不良的現象，包括在基礎健康照顧之架構下運用現行技術，以

及透過提供適當營養食物及清潔之飲用水，並應考量環境污染之危險與風險； 

(d)確保母親得到適當的產前及產後健康照顧； 

(e)確保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父母及兒童，獲得有關兒童健康與營養、母乳育嬰之

優點、個人與環境衛生以及防止意外事故之基本知識之教育並協助該等知識之運 

用； 

(f)發展預防健康照顧、針對父母與家庭計畫教育及服務之指導方針。 

兒童健康與醫療照護-1 



第 24 條（兒童健康與醫療照護） 

三、締約國應致力採取所有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革除對兒童健康

有害之傳統習俗。 

四、締約國承諾促進並鼓勵國際合作，以期逐步完全實現本條之權

利。就此，尤應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之需要。 

兒童健康與醫療照護-2 



第 25 條（定期審查安置狀況） 

  締約國體認為照顧、保護或治療兒童身體或心理健康之目的，而

由權責單位安置之兒童，有權對於其所受之待遇，以及所受安置

有關之其他一切情況，要求定期評估。  

 

定期審查安置狀況 



第 26 條（社會安全保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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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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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安全保障 



第 27 條（適於兒童之生活水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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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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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並於其能力範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協助父母或其
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實施此項權利，並於必要時提供物質協助與支援方案
，特別是針對 營養、衣物及住所。 

四、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向在本國境內或境外之兒童父母或其他對
兒童負有財務責任之人，追索兒童養育費用之償還。特別是當對兒童負有財
務責任之人居 住在與兒童不同之國家時，締約國應促成國際協定之加入或
締結此等國際協定，以及作成其他適當安排。 

 

適於兒童之生活水準 



第 28 條 

一、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接受教育之權利，為使此項權利能於機會平等之基礎上逐
步實現，締約國尤應： 
(a)實現全面的免費義務小學教育； 
(b)鼓勵發展不同形態之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使所有兒童均能
進入就讀，並採取適當措施，諸如實行免費教育以及對有需求者提供財務協助
； 
(c)以一切適當方式，使所有兒童依照其能力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d)使所有兒童均能獲得教育與職業方面之訊息及引導； 
(e)採取措施鼓勵正常到校並降低輟學率。 

二、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學校執行紀律之方式，係符合兒童之人格
尊嚴及本公約規定。 

三、締約國應促進與鼓勵有關教育事項之國際合作，特別著眼於消除全世界無知
及文盲，並促進使用科技知識及現代教學方法。就此，尤應特別考慮到發展中
國家之需要。 

兒童基本權利：教育及職業培訓權 



第 29 條（教育之目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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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培養兒童本著理解、和平、寬容、性別平等與所有人民、種族、民
族、宗教及原住民間友好的精神，於自由社會中，過負責任之生活； 
(e)培養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二、本條或第28條之所有規定，皆不得被解釋為干涉個人與團體設置及
管理教育機構之自由，惟須完全遵守本條第1項所規定之原則，並符合
國家就該等機構所實 施之教育所制定之最低標準。 

兒童基本權利：教育之目的 



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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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數民族與原住民兒童 



第 31 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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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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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休閒、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 



第 32 條（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 

一、締約國承認兒童有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及避免從事任何可能

妨礙或影響其接受教育，或對其健康或身體、心理、精神、道德

或社會發展有害之工作。 

二、締約國應採取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以確保本條規定之

實施。為此目的並參照其他國際文件之相關規定，締約國尤應： 

(a)規定單一或二個以上之最低受僱年齡； 

(b)規定有關工作時間及工作條件之適當規則； 

(c)規定適當罰則或其他制裁措施以確保本條款之有效執行。 

 

兒童基本權利：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 



第 33 條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

保護兒童不致非法使用有關國際條約所訂定之麻醉藥品及精神藥

物，並防止利用兒童從事非法製造 及販運此類藥物。 

 

兒童與非法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之濫用 



第 34 條（兒童性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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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性剝削 



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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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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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保護：誘拐、買賣、販運、剝削之預防 



第 37 條 

締約國應確保： 

(a)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

罰。對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犯罪行，不得處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 

(b)不得非法或恣意剝奪任何兒童之自由。對兒童之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

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且應為最短之適當時限； 

(c)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應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性尊嚴應受尊重，並應考

慮其年齡之需要加以對待。特別是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應與成年人分別隔離，

除非係基於 兒童最佳利益而不隔離；除有特殊情況外，此等兒童有權透過

通訊及探視與家人保持聯繫； 

(d)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有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協助之權利，並有

權就其自由被剝奪之合法性，向法院或其他權責、獨立、公正機關提出異議

，並要求獲得迅速之決定。 

酷刑、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第 38 條（武裝衝突） 

一、締約國於發生武裝衝突時，應尊重國際人道法中適用於本國兒童之

規定，並保證確實遵守此等規定。 

二、締約國應採取所有可行措施，確保未滿十五歲之人不會直接參加戰

鬥行為。 

三、締約國應避免招募任何未滿十五歲之人加入武裝部隊。在招募年滿

十五歲但未滿十八歲之人時，應優先考慮年齡最大者。 

四、依據國際人道法之規定，締約國於武裝衝突中有義務保護平民，並

應採取一切可行之措施，保護及照顧受武裝衝突影響之兒童。 

 

武裝衝突 



第 39 條（兒童被害人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使遭受下述情況之兒童身心得以康復

並重返社會：任何形式之疏忽、剝削或虐待；酷刑或任何其他殘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 罰方式；或遭遇武裝衝突之

兒童。此種康復與重返社會，應於能促進兒童健康、自尊及尊嚴

之環境中進行。 

 

兒童被害人之康復與重返社會 



第 40 條（兒童司法） 

一、締約國對被指稱、指控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確

認該等兒童有權獲得符合以下情況之待遇：依兒童之年齡與對其

重返社會，並在社會承擔建設性角 色之期待下，促進兒童之尊

嚴及價值感，以增強其對他人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兒童基本權利：司法-1 



第 40 條 

二、為達此目的，並鑒於國際文件之相關規定，締約國尤應確保： 
(a)任何兒童，當其作為或不作為未經本國或國際法所禁止時，不得被指稱、指控
或認為涉嫌觸犯刑事法律。 
(b)針對被指稱或指控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至少應獲得下列保證： 
(i)    在依法判定有罪前，應推定為無罪； 
(ii)    對其被控訴之罪名能夠迅速且直接地被告知，適當情況下經由父母或法定
監護人告知本人，於準備與提出答辯時並獲得法律或其他適當之協助； 
(iii)    要求有權、獨立且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構迅速依法公正審理，兒童並應
獲得法律或其他適當之協助，且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亦應在場，惟經特別考量兒童
之年齡或狀 況認為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在場不符合兒童最佳利益者除外； 
(iv)    不得被迫作證或認罪；可詰問或間接詰問對自身不利之證人，並且在平等
之條件下，要求對自己有利的證人出庭並接受詰問； 
(v)    若經認定觸犯刑事法律，對該認定及因此所衍生之處置，有權要求較高層
級之權責、獨立、公正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再為審查； 
(vi)    若使用兒童不瞭解或不會說之語言，應提供免費之通譯； 
(vii)    在前開程序之所有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兒童之隱私。 

兒童基本權利：司法-2 



第 40 條（兒童司法） 

三、締約國對於被指稱、指控或確認為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特

別設置適用之法律、程序、機關與機構，尤應： 

(a)規定無觸犯刑事能力之最低年齡； 

(b)於適當與必要時，制定不對此等兒童訴諸司法程序之措施，

惟須充分尊重人權及法律保障。 

四、為確保兒童福祉，並合乎其自身狀況與違法情事，應採行多樣

化之處置，例如照顧、輔導或監督裁定、諮商輔導、觀護、寄養

照顧、教育或職業培訓方案及其他 替代機構照顧之方式。 

 

兒童基本權利：司法-3 



第 41 條 

 本公約之任何規定，不應影響下列規定中，更有利於實現兒童權

利之任何規定： 

(a)締約國之法律；或 

(b)對締約國有效之國際法。 

 

兒童基本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