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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少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服

務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執行兒童及少年福利與權

益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

法）第五十九條、第六十二

條、第六十八條，及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

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六款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對於

結束家外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

年，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一、為執行兒童及少年福利與

權益保障法（以下簡稱兒

少法）第五十九條、第六

十二條、第六十八條，及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主管機關)對於結

束家外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

一年，特訂定本作業規

定。  

配合一百零七年一月三日

公布修正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經法院裁定不付安置

或停止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第三十條規定新增二款結

束安置之態樣，爰配合修正

文字、款次。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兒童及少年

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

導（以下簡稱後追）服務對

象如下： 

(一)兒少法第五十九條:主管機

關依兒少法第五十六條對

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第

五十七條對兒童及少年繼

續安置及延長安置，並於

安置期間期滿或依法撤銷

安置者。  

(二)兒少法第六十二條：主管機

關依兒少法第六十二條接

受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等人

申請安置，並於被安置之

兒童及少年家庭情況改善

後返回其家庭者。 

(三)兒少法第六十八條：主管機

關對於依少年事件處理法

交付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

結束、停止或免除之兒童、

二、本作業規定所稱兒童及少

年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

輔導（以下簡稱後追）服務

對象如下：  

(一)兒少法第五十九條：主管

機關依兒少法第五十六條

對兒童及少年緊急安置、

第五十七條對兒童及少年

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並

於安置期間期滿或依法撤

銷安置者。  

(二) 兒少法第六十二條：主管

機關依兒少法第六十二條

接受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等

人申請安置，並於被安置

之兒童及少年家庭情況改

善後返回其家庭者。  

(三) 兒少法第六十八條：主管

機關對於依少年事件處理

法交付安置輔導或感化教

育結束，停止或免除之兒

 一、第四款修正理由同第

一點說明。 

二、因安置兒童及少年之單

位包含社會福利機構

及團體，爰增列「團體」

之文字 

三、「安置機構」係屬兒少

法第七十五條兒少福

利機構種類之一，為避

免產生混淆，故修正簡

稱用詞為「家外安置單

位」。另安置單位不僅

包含社福機構，亦包含

社福團體，爰併同修正

簡稱為「家外安置單

位」。 

附件 2 



 
 

2 
 

少年及其家庭。 

(四)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

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六

款：主管機關對於經法院裁

定不付安置、停止安置或經

安置期滿之兒童及少年。 

(五)其他：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

養機構、辦理寄養家庭或親

屬安置之社會福利機構或

團體(以下簡稱家外安置單

位）自行收容安置之兒童及

少年。           

童、少年及其家庭。  

(四)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主管機關對

於經法院裁定不付安置、

停止安置或經安置期滿之

兒童及少年。  

(五) 其他：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辦理寄養家庭

或親屬安置之社會福利機

構（以下簡稱安置機構）自

行收容安置之兒童及少

年。  

三、 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兒

童及少年福利機構或團

體（以下簡稱委辦單位）

辦理後追服務。 

三、 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

兒童及少年福利機構或

團體（以下簡稱委辦單

位）辦理後追服務。 

本點未修正。 

四、 兒童及少年後追服務應由

原戶籍地主管機關辦理，

其住居所遷出時，戶籍地

主管機關得委託居住地

主管機關代為辦理。相關

兒童及少年福利服務或

補助等經費，由原戶籍地

主管機關支付。 

四、 兒童及少年後追服務應

由原戶籍地主管機關辦

理，其住居所遷出時，戶

籍地主管機關得委託居

住地主管機關代為辦

理。相關兒童及少年福

利服務或補助等經費，

由原戶籍地主管機關支

付。 

本點未修正。 

五、家外安置單位知悉兒童及少

年結束安置三個月前或因

情事變更臨時結束安置者，

應即發文通知主管機關，行

文單位如下：  

(一) 與家外安置單位簽訂委託

安置契約之主管機關。  

(二) 家外安置單位自行收容之

兒童及少年（含司法轉

向），發文至其戶籍地主管

五、安置機構知悉兒童及少年

結束安置三個月前或因情

事變更臨時結束安置者，

應即發文通知主管機關，

行文單位如下：  

(一) 與安置機構簽訂委託安

置契約之主管機關。  

(二) 安置機構自行收容之兒

童及少年（含司法轉

向），發文至其戶籍地主

修正本點理由同第二點說

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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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管機關。 

六、主管機關接獲家外安置單

位通知兒童及少年結束安

置之公文，應依各主管機

關辦理兒童及少年結束家

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與自

立生活服務流程圖(如附

件)及下列原則辦理後追

服務：  

(一) 建立後追服務動態名冊，

如兒童及少年有緊急或

延長安置等特殊情形，得

隨時調整之。  

(二) 於一個月內，派社工員至

家外安置單位、兒童及少

年家庭進行訪視評估，兒

童及少年離開機構前完

成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

蹤輔導計畫。 

(三) 依法實施家庭處遇計畫

或遭受性剝削之兒童及

少年，社工員應依前揭家

庭處遇計畫繼續提供服

務，並就其狀況一併擬定

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

輔導計畫，必要時，並得

修正家庭處遇計畫。  

(四) 返家之兒童及少年：兒童

及少年交付家長或適當

親屬後，應持續追蹤輔導

並提供適性之福利服務

及補助。  

(五) 無法返家之兒童及少年：

應依兒少法第二十三條

辦理自立生活適應協助

六、主管機關接獲安置機構通

知兒童及少年結束安置

之公文，應依各主管機關

辦理兒童及少年結束家

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與

自立生活服務流程圖(如

附件)及下列原則辦理後

追服務：  

(一) 建立後追服務動態名冊，

如兒童及少年有緊急或

延長安置等特殊情形，得

隨時調整之。  

(二) 於一個月內，派社工員至

安置機構、兒童及少年家

庭進行訪視評估，兒童及

少年離開機構前完成結

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

導計畫。  

(三) 依法實施家庭處遇計畫

或遭受性剝削之兒童及

少年，社工員應依前揭家

庭處遇計畫繼續提供服

務，並就其狀況一併擬定

結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

輔導計畫，必要時，並得

修正家庭處遇計畫。  

(四) 返家之兒童及少年：兒童

及少年交付家長或適當

親屬後，應持續追蹤輔導

並提供適性之福利服務

及補助。  

(五) 無法返家之兒童及少年：

應依兒少法第二十三條

辦理自立生活適應協助

本點修正理由同第二點說

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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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並擔任兒童及少年

緊急聯絡人。  

(六) 追蹤期限：對於兒童及少

年應予追蹤輔導至少一

年。後追期間訪視之頻率

與方式，應視其狀況而

定。  

(七) 研討及評估：對於兒童及

少年服務處遇、研討及結

案等評估，應主動召集相

關單位共同研商。 

方案並擔任兒童及少年

緊急聯絡人。  

(六) 追蹤期限：對於兒童及少

年應予追蹤輔導至少一

年。後追期間訪視之頻率

與方式，應視其狀況而

定。  

(七) 研討及評估：對於兒童及

少年服務處遇、研討及結

案等評估，應主動召集相

關單位共同研商。 

七、為確實掌握後追服務進度

及服務成效，主管機關應

辦理下列事項： 

(一) 自行或督導委辦單位於

保護資訊系統、全國兒童

少年安置及追蹤個案管

理系統建置個案資料，並

查核建置之完整性及正

確性。  

(二) 所有經確認之後追兒童

及少年名冊於每年一月

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前報

送衛生福利部（保護服務

司）、衛生福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  

(三) 與委辦單位應接受衛生

福利部（保護服務司）、衛

生福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之督導，並參與相關之專

業研習訓練。 

七、為確實掌握後追服務進度

及服務成效，主管機關應

辦理下列事項： 

(一) 自行或督導委辦單位於

保護資訊系統、全國兒

童少年安置及追蹤個案

管理系統建置個案資

料，並查核建置之完整

性及正確性。  

(二) 所有經確認之後追兒童

及少年名冊於每年一月

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前

報送衛生福利部（保護

服務司）、衛生福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  

(三) 與委辦單位應接受衛生

福利部（保護服務司）、

衛生福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之督導，並參與相關

之專業研習訓練。 

本點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