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昇民眾兒童及少年虐待防治觀念宣導計畫
警察局 陳軒豪、奚惠如
2011 年 11 月，發生了 3 歲男童王昊因母親入獄，被母親同居男友劉金龍帶走，
託付周健輝等 3 名施用毒品的友人，因王昊哭鬧，3 人竟輪流毆打，甚至注射海洛
因，最後終因不堪凌虐死亡，震驚社會。同年，本局為避免類此事件再次發生，即
訂定「守護幼苗專案」，針對轄內毒品、治安顧慮人口等戶內兒少全面進行清查通
報。王昊案引發社會對「兒童議題」的關注，主管機關分析臺灣的兒少受虐案件發
現，平均每 6 件兒虐案件就有 1 件是因為家長酗酒或藥物濫用所導致，因此於 2012 年
提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第 54 條之 1 修正案，要求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對於「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
顧兒童之人，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於受通緝、羈押、觀察、勒戒、強制戒
治或入獄服刑時」，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照顧狀況。爰本文謹就「兒少受虐人數及
其性比例I」及「兒少施虐人數及其性比例」等性別統計指標，觀察 106 年新北市兒
少虐待案件防治情形，分析相關數據，作為防治兒少受虐案件之參據。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兒少受虐人數及其性比例：新北市 106 年男性每十萬人口家內兒少受虐II108.26 人，
女性 112.08 人；性比例為 104.66，其中「6 至未滿 12 歲」受虐男童數為女童的 1.73 倍，
「12 至未滿 18 歲」受虐少女數為少男的 1.66 倍
新北市 106 年家內兒少受虐人數為 702 人，以性別分，男性每十萬人口家內兒
少受虐人數為 108.26 人，女性為 112.08 人，均高於全國平均(男性 98.60 人，女
性 111.63 人)；比較六都 106 年資料，每十萬人口家內兒少受虐人數以高雄市 140.34 人
最多，新北市 110.10 人居第 4 高，與桃園市(134.49 人)及臺中市(120.65 人)等四都均
高於全國平均 104.84 人，而臺北市 57.85 人則為六都最低(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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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內政部戶政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I
II

性比例係指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亦即每百個女子所當男子數，其公式為(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
家內兒少受虐人數係指兒少保護通報被分類為家內事件，並經社工人員調查評估後確認開案之受虐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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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虐人數性比例觀察，桃
男 41人

女 68人

園市 111.74 為六都中男性受虐比
例最高，新北市 104.66 及臺北
市 101.54，亦男性受虐比例高於
女性；而高雄市 91.54，為六都中
女性受虐比例最高，臺南
市 98.33 及臺中市 98.40，亦女性
受虐比例較高，顯示北部直轄市
男性兒少受虐比例較高，而中南
部直轄市則女性兒少受虐比例較
高(詳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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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家內受虐者各年齡別區
圖二 106 年新北市家內兒少保護案件
分，新北市 106 年以「9 至未
─按受虐者年齡別分
滿 12 歲」之受虐兒童占 22.7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最高，其次為「12 至未滿 15 歲」
之少年占 22.65％，亦即「9 至未滿 15 歲」之受虐兒少占 45.44％，約占近半數的受
虐人數；再以性別觀察，男性 359 人，略高於女性 343 人，其中「0 至未滿 3 歲」
及「3 至未滿 6 歲」之兒童虐待案件較無性別上的差異，而「6 至未滿 9 歲」之受
虐男性為女性的 1.82 倍，
「9 至未滿 12 歲」之受虐男性為女性的 1.67 倍，亦即「6 至
未滿 12 歲」之男童受虐比例超過該年齡層的六成三，然隨著年齡增長，「12 至未
滿 15 歲」之受虐女性則為男性的 1.48 倍，
「15 至未滿 18 歲」之受虐女性增為男性
的 2.00 倍，亦即「12 至未滿 18 歲」之少女受虐比例超過該年齡層的六成二(詳圖
二)。
(二)兒少施虐人數及其性比例：新北市 106 年男性每十萬人口家內兒少施虐人數
為 25.14 人，女性為 10.54 人，性比例 229.44 六都最高；以親屬施虐占 83.97％居多，
其中(養)父約占施虐總數的五成
新北市 106 年家內兒少施虐人數為 705 人，若以不同性別觀察，新北市男性每
十萬人口家內兒少施虐人數為 25.14 人，女性為 10.54 人，男性高於全國平均
(21.96 人)，女性則低於全國平均(11.86 人)。比較六都 106 年資料，每十萬人口家
內兒少施虐人數以桃園市 24.12 人最多，新北市為 17.70 人居第 4 高，與高雄市
(20.77 人)及臺中市(20.56 人)等四都均高於全國平均 16.88 人，而臺北市 9.63 人則
為六都最低(詳圖三)。
以施虐人數性比例觀察，六都均高於 100，以新北市 229.44 六都排名最高，即
男性施虐比例最高，最低為臺中市 153.78，即男性施虐比例在六都中相對較低，惟
仍高於女性施虐比例(詳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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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內政部戶政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兒童
虐待是指在責任、信任或權力
關係下所有的型式，包含身
體、情緒、性、忽略、經濟及
其他剝削，而對兒童的健康、
生存、發展或自尊造成實際或
潛在性的傷害。依據衛生福利
部(以下簡稱「衛福部」)統計，
新北市 106 年以親屬關係者施
虐占 83.97％居多，其中(養)父
母計 514 人占施虐總數 7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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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成二以上，可見兒少虐待
圖四 106 年新北市家內兒少保護案件
案件施虐者主要為(養)父母；再
─按施虐者身分別分
以性別觀察，男性施虐者 491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為女性 214 人的 2.29 倍，其中
施虐(養)父 357 人占施虐總數五成以上，另受虐者之手足及受虐者父母親之同居人
幾乎以男性施虐者為主(詳圖四)。
家庭原本應該是提供安全保護的處所，惟依據本局 110 報案系統統計，106 年
通報 221 件與兒童虐待相關之案件中，父母為主要施虐者計 212 件，占九成五以上，
而其他施虐者亦大多為受虐兒童父
其他
母親之同居人或者(外)祖父母，可見
9件
4.07%

兒童虐待之施虐者多為家庭權力核
心人物(詳圖五)。

(養)父

母
212件
95.93%

學者黃惠滿研究指出，在中國長
久以來的觀念下，主張嚴教的家長認
為子女應受磨練，打罵對他們是有益
的，而這種單向嚴厲的方式是適合父

圖五

106 年本市 110.113 報案
與兒童相關案件分析

資料來源：110.113 報案系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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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與子女間的關係III。在臺灣普遍認為打罵教育是傳統又熟悉的常態，在學校和家
庭教養之辱罵與體罰亦是常採用，如孔子曾以虞舜的故事教訓曾子的親子互動，責
其遭父親杖責卻不知走避是不知變通，此番理念隱含在華人文化裡，卻很少人會去
質疑IV，顯示臺灣傳統的父權社會，體罰或管教在家庭以及學校施行的普遍性。
根據調查V，有超過六成五（66.8％）的父母認為，當孩子行為不佳時，用打的
更有管教效果；其中有一成（9.7％）的父母甚至經常、總是如此認為。此外有超過
半數（51.2％）的父母，曾用恐嚇的方式管教孩子；另兒盟在 2016 年的調查VI，超
過四成五（46.0％）的孩子表示曾被父母用打的方式管教，甚至將近三成（28.3％）
的孩子表示曾被父母打到受傷（淤青、流血）
，已屬於身體暴力程度。為了圖省事，
父母對於孩子不聽話常抱著「打一頓就好」態度，認為「打」才是快速、有效使孩
子服從自己的管教方式，因打罵不需去瞭解問題的性質或行為的情境，成效是速成
的，自然會使人越來越傾向使用打罵的手法來管教孩子，最後形成不打不成器的教
養觀。
依據 Wu,D.H.Y.在 1981 年調查VII顯示，華人傳統的「孝道」觀念，與家庭中懲
罰孩童的正當性有關，且孝道的對象已從父母擴展至其他的長輩身上（如祖父母、
兄嫂等）。傳統子女對待父母的行為可歸納為：為父母犧牲自己或小孩的生命（如
埋兒奉母）
；為成全父母的心願而忍受自身痛苦（如臥冰求鯉）
；拼死保護父母、遺
體或墳墓（如恣蚊飽血、扼虎救父）等民間故事，其中大多數的行為可能造成傷害，
甚至已經符合兒少虐待的定義，但在傳統文化當中卻是以「教化民心」發揚「孝道」
將此行為合理化，由此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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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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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關係失調」(每百人有 11.35 人)(詳圖六)。臺大社工系教授沈瓊桃主張，大人不應
忽視兒童的基本人權：「父母雖然有管教權，但是孩子有權不被傷害，我們應該把
小孩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來尊重他們的生命權和免於恐懼的自由。」由於社會變
遷，家庭型態的轉變，導致現代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在教養小孩上常遭遇的難題之一
─「愛孩子容易，但用對方法去愛卻很難」
，凸顯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缺乏親職教
育知識」是兒少虐待最主要的原因，可見親職能力不足是關鍵，家長有時在管教上
因情緒上來往往失控傷害孩子，因此在憤怒、壓力大時，學習如何冷靜不打罵孩子
非常重要。親職教育不僅提供父母有關教養子女的知識，更能有效地協助父母了解
並執行自己的職責，是一種雙向動態的過程，由父母與子女共同去創造和共享生活
的樂趣。
綜上所述，兒少虐待案件容易被默許、隱匿或忽視，當有兒少虐待案件發生時，
民眾第一時間求助的對象就是警察，本局設置 33 名家防官，負責婦幼安全保護業
務，惟防治抑止兒少虐待根本之道在於提昇民眾對兒少虐待防治觀念，民眾必須破
除「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之傳統觀念，以適切的方式管教子女，並建立良好的溝通
管道，避免暴力行為延續下去，故如何有效宣導兒少虐待防治觀念，正視為人父母
的「親職管教」的問題，提醒為人父母面對生活上壓力與親職衝突事件時，以「理
智管教」，「不要虐待」應對，實為市府刻不容緩之事。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提昇民眾對兒少虐待的防治觀念
觀察本市 106 年兒少虐待案件，施虐者大多為(養)父母(占 72.91％)，且男性為
女性的 2.29 倍，另「6 至未滿 12 歲」受虐男童數為女童的 1.73 倍，而「12 至未滿 18 歲」
受虐少女數則為少男的 1.66 倍。當兒少虐待案件發生時，他們都是毫無抵抗與自救
能力，只能默默地被動承受大人們不當對待，甚至因此犧牲生命，若欲降低本市兒
少虐待案件之發生，需針對家庭權力核心人物(即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提供正確的教
養觀念，爰本局擬定「提昇民眾兒少虐待防治觀念宣導」計畫，期能利用本局辦理
各式宣導之方式，將正確之兒少虐待防治與教養觀念傳遞給市民，減少不當管教及
兒少虐待案件的發生，盼不再有暗夜哭泣之兒少。預計將於 108 年底使本市每十萬
人口兒少受虐人數降低至男性／女性為 103／106 人，且施虐人數每十萬人口降低
至男性／女性為 24／10 人。
犯罪防治作為共分成三級預防，第一級預防：藉由辦理宣導活動，提供民眾兒
少虐待相關知識及正確態度，向下扎根，著重宣導教育工作；第二級預防：推動及
辦理高風險家庭整合型服務之通報、資源連結及預防宣導等事項，表揚、獎勵辨識
潛在的危險因子表現優異、足為楷模之同仁，並尋求早期有效的介入工作；第三級
預防：配合本市高風險中心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網計畫執行，針對高風險家庭及
行方不明之兒少進行跨網絡合作，發現並挹注社會資源至高風險家庭，確保戶內兒
少能有良好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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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酌本局業務職掌並從促進性別平等作為來評估，選定第一級預防作為「提昇
民眾兒少虐待防治觀念宣導」計畫規劃方向。規劃方案ㄧ，針對男性主要照顧者辦
理宣導兒少虐待相關觀念，觀察歷年兒少虐待的主因不是傳統認為的貧窮經濟因
素，而是家庭的影響最大，且兒少虐待事件通報加害人大多數為直系尊親屬，其中
尤以男性施虐者為多，為降低受虐人數，針對男性主要照顧者來規劃宣導親職教育
相關資訊，藉由充實教養子女的知能，使每個家庭的孩子，在身心方面皆能獲得良
好的照顧，並獲得健全的人格發展；方案二，以預防的觀點規劃多元化特色宣導，
不論施虐者抑或受虐者應不分性別、年齡，均要破除對於兒少虐待的迷思與錯誤認
知，讓兒少保護、虐待防治的概念能普及化，尤其針對孩童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其學
習之方案，使兒少虐待相關知識及正確態度從小紮根，對青少年及未婚者進行先期
的親職教育，將有助於未來擔任父母時角色之扮演，另針對家長提供親職教育講座
等相關資訊，讓兒少保護、虐待防治觀念以分齡、分眾的宣導方式深植人心，全民
守護兒少，多一分宣教，兒少安全就多一分保障，期望每個孩子都能健康平安長大。
相關之方案規劃可詳表一。
由於已經上幼稚園或國小的孩子，可以藉由制度內的通報系統察覺異狀，但是
學齡前幼童卻身在安全網之外，這些小小孩身在家庭裡，通常施虐者又是自己的父
母親或是主要照顧者，這種情況外界難以發現虐待事件，當受虐程度嚴重到需要出
外就醫的程度時，通常都會留下永久性的傷害，甚至死亡。由此可窺見幼童受虐的
黑數可能遠高於帳面上數據，若僅囿於男性主要照顧者多為施虐人的觀點，設計宣
導策略，難免以偏概全，當兒童遭受不當照顧，甚至不幸虐待時，社區鄰里親屬若
能快速發現並且及時通報，就能避免兒虐傷害的憾事發生。故不論施虐者抑或受虐
者不分性別、年齡，均有必要強化宣導兒少虐待的影響與禁制，讓正確之兒少虐待
防治與教養觀念能普及化，尤其針對孩童年齡機先設計適合其學習之方案，從小紮
根兒少虐待相關知識及正確態度，從根本改變觀念，則宣教效果將影響更為深遠。
因此在「提昇民眾兒少虐待防治觀念宣導」計畫上，採二方案同時併行方式進行，
俾周全規劃。
表一 提昇民眾兒少虐待防治觀念宣導之規劃方案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方案名稱

主要照顧者觀念宣導

多元化特色宣導

方案內容

因兒少虐待事件通報加害人多為直系尊

以預防的觀點，分齡、分眾的方式規劃宣

親屬，其中尤以男性居多，故除針對主要

導，針對孩童、青少年、未婚者及家長等

照顧者提供親職教育講座等相關資訊

族群設計合適的宣導內容，且特別著重於

外，特別著重於男性照顧者的宣導教育。 為孩童機先設計適合的宣導教育，從小紮
根，深化兒少虐待相關知識及正確態度。
預算金額

120 萬

120 萬

實施時間

1年

1年

實行考量

宣導對象、方式單純，執行簡易。

對象多元，不同的族群需規劃不同的宣導
訊息與方式，另需考量時間、時段及空間
等，複雜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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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少虐待防治觀念宣導衍生效益
本局利用國家世紀館公益空間，特別設計規
劃一個以兒童為主題，並兼具警察元素與活潑多
元，適合兒童體驗警察工作的場館「新板村派出
所」，將知法守法意識及警察正義形象向下扎
根，期待能發揮潛移默化效果，培養更多知法守
法的小朋友。目前規劃每場次宣導人數
為 15 至 30 人，宣導對象亦包含幼童之陪同者，
本局目前除規劃各月份第一週及第三週星期四
辦理 2 場次團體活動外，亦增加每週二、四、六
上午及下午之參觀導覽活動，並擇派對主題內容
嫻熟之員警、志工及義警協助導覽參觀解說，另
為使各年齡幼童享有平等與專業之對待，爰除宣
導如何預防犯罪與兒童虐待外，亦同時宣導預防
性侵害、性騷擾、家庭暴力及交通安全等，使幼
童及其陪同者學習如何保護自己、降低被傷害的
風險。
為貫徹市長施政重點，強化婦幼安全宣導成
效，藉由辦理「婦幼安全」微電影及創作書法暨
國民小學海報製作比賽，提升民眾對於婦幼安全
之認知，防治主題含括性侵害、性騷擾、兒少性
剝削、家庭暴力、兒少保護等，希透過聲光影像、
故事情節及生動演出等，傳達婦幼安全理念，引起民眾重視，同時從創作過程中，
藉由文字或繪畫表達，使學生能更深入了解婦幼安全相關法律常識及觀念，透過創
作設計比賽促進大眾對於婦幼安全的關注重視並達到宣導效果，加入婦幼保護工作
的行列。
本局創新規劃「警察姊姊說故事」童書，將「防
治性侵害」、「性騷擾」、「家庭暴力」及「兒童保護
議題」寫成 1 套 4 冊的童書繪本，讓小朋友能在故
事中，學習自我安全保護的觀念。由婦幼警察隊預
先公告排定之公園，活動當天選派女警擔任故事主
講者至公園說故事，並有扮演故事主角的大型玩
偶，一同拉近與小朋友的距離，寓教於樂，強化學
習效果，並讓小朋友了解如果發生事情時，要記得
打 110 或 113 保護專線，警察姐姐就會出現，像媽媽一樣保護著、守護著小朋友，
期能終止兒少虐待案件的發生，且親子一起聽故事，除培養兒童如何保護自己的觀
念，增進親子共讀的互動，亦可共享正向、幸福的親子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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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辦理各項婦幼安全宣導活動方案」為本局婦幼警察隊依權責執行業務，所訂
之方案，預算類型屬「3 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 107 年編
列預算 120 萬元，108 年預計亦編列 120 萬元，供該方案之執行(詳表二)。
表二

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07 年

108 年

預算數

1,200,000

1,200,000

決算數(執行數)

-

-

類型

3 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

3 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整理。

(四)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孩子早年的生命經驗會形塑他的生命風格（即人格特
質），錯誤的教養方式只會強化孩子的自卑感受，無助於讓孩子變得更好，想要成
功扮演親職角色的父母，必須經由學習，除了以自身的經驗及努力外，還需要家庭、
學校及社會的整體配合。本計畫遵照「兒童權利公約」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之立法精神，考量現況與整體社會環境評估而成，期能透過宣導活動提昇
民眾對兒少虐待的防治觀念，惟其成果非一蹴可幾，需持續的投入及確切的努力，
本局將由婦幼警察隊執行本計畫，另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擔任監督單位，定期
追蹤評估其效益，若有不足之處將適時調整，如若成效良好，則將擴大推展，以期
早日達成預定目標。孩子不是家庭的財產，社會大眾對於兒少虐待的觀念必須要有
所改變，不應將兒少虐待視為家務事，而是要共同保護所有孩子的安全。全民守護
兒少，期望每個孩子都能健康、平安、快樂地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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