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政府 105 年第 2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暨
少年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 上午 9 時整
地點：屏東縣政府 304 會議室
主持人：潘召集人孟安（吳副召集人麗雪代）

記錄：張乃心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張委員紉、葉委員大華、張委員以岳、王委員淑清、楊委員江瑛、
趙委員善如、蘇委員益志、陳委員啟勳、方委員仰寧(林副局長依仰
代) 、劉委員美淑(許副處長慧麗代) 、王委員慧蘭（鄭科長如華
代）、薛委員瑞元（李技正佳芳代）、鄭委員文華（張專員耘滔代）、
林委員德輝(請假)、張委員桂鳳(梁副處長精恆代)
請假委員－、吳委員剛魁、朱委員銀雪
兒少代表－周隆濠、許佳芳
列席單位－詳見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歷次會議決議賡續執行情形(詳見會議手冊 1 至 6 頁)：
案由一 國中小營養午餐及公私立幼兒園餐點採用非基改食品案。
一、 謝謝教育處的努力，本縣於立法前即啟跑，屬全國前三名內推
動之縣市。
二、 國內供貨量不足，亦可從國外以貨櫃方式進口並壓低價格，且
慢慢扶植國內在地小農以穩定國內供貨量，此作法也與縣長政
委員建議

策「培植小農、活化農地」一致；也應監督團膳業者，是否有
將漲價費用花在刀口上，以免違背了餐費調漲的美意。
三、 並請衛生局來做源頭追蹤及事後稽查，據了解檢測基因儀器很
昂貴，但別的縣市已有突破性作法，建議貴府可參考，如新竹
市政府有與團膳業者合作，做得滿前端。
四、 源頭溯源管理也應做，已有法律規定，請確實落實。

主席裁示

一、 請教育處及衛生局仍持續追蹤及辦理。
二、 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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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加強校園電子菸防制宣導。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案由三 青少年勞動檢查專案。
一、 想了解對於師生在關於職業安全的教育上，會做怎樣地努力。
委員建議

二、 請進一步說明查察從事農漁業之具體狀況。
三、 建議本案持續列管至年底(第 4 次委員會議)，請勞工處屆時再
提報職業安全宣導及農漁業查察結果，再行除管。
一、 針對職業安全宣導部分，將配合就業歧視宣導進入校園一併宣

業務單位
說明

導。
二、 截至昨日，已檢查 3 家，檢查結果均為未僱用未滿 18 歲之青少
年情事，暑假期間仍持續進行查察。
一、 請勞工處依委員建議辦理，並於第 4 次委員會議進行相關報告

主席裁示

之提報。
二、 本案繼續列管。
12 年基本教育非義務教育所以學校介入有限，現有許多中離生，因

案由四 學歷不夠亦無一技之長，應給予相關輔導資源介入，避免其因此接
觸地下經濟，造成未來社會問題。
一、不是只探討有多少人為中離生，而是要進一步了解現況為何？
是休學在家、就業、失蹤等，以確實掌握已是 12 年國教又不是
強迫義務 9 年國教的這一群中離生，中央部會將要啟動，希屏
東縣可先做盤點處理，將已掌握之名單進行分工處理。
二、目前全國約有 2 萬多人，屏東縣現盤點出 229 人，建議能再要
求高中職學校進一步盤點出其現況及需協助之處，如就業、職
涯探索、身心狀況、自立生活能力、社會資源及其他特殊等需
委員建議
求介入，或可比照中輟生輔導流程來思考，延續中輟生後送資
源並建立網絡資源，只是在這階段顯然更需要的是職涯探索及
自立生活能力等，與國中以下需求不同，且在高中職部分，可
運用之諮商輔導及社政資源是比較缺乏，建議亦可在此部分進
行資源投入，這才是提出此議題的用意，而不是只關心他們是
否為藥物濫用之高危險群。
三、常聽學校端反應因不是強迫義務教育，學校很難介入，業經多
次倡議，教育部預計於 9 月份召開政策研析會議，並訂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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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生輔導流程」來進行銜接，兒少法當時在訂定專業輔導人力，
僅依據國教法訂定至國中以下之專業輔導人力，包括學生諮商
輔導中心大多只處理國中小階段，高中職端專業輔導人力則是
非常欠缺及未被關心，且現階段也只針對毒癮、藥物濫用這一
塊，但事實上它僅是其中一項議題，並不表示所有中離生只需
要此方面的輔導處遇及社會資源；另教育部會議討論應會談及
中離生強制介入部分，但主要重點應以提供多元支持及輔導為
主，9 年義務國教與 12 年國教仍是有所不同，讓這些學生及家
長處於無助時，知道有那些資源可供使用。
四、若要先推動及建立中離生網絡模式，亦可從現行中輟生模式及
相關經驗來進行複製或移轉，以發展出在地化特性，執行模式
可多元思考，少年至高中職階段，與國中階段之需求是有所不
同，9 年義務國教施行已久且強迫入學委員會機制也行之有年，
也未必適合中離生。
五、建議本案能繼續列管。
善慧恩基金會：
其他單位 飛夢林家園主要是安置國中階段之中輟生，但服務至國中畢業即結
建議 案處理，建議中離生的統計不是只侷限在高中職端進行調查，而是
應在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時，即需進行後續追蹤，希能重視。
一、 在調查時是有請學校針對中離生之離校原因及現況進行填報，
恐因數據填報上有所落差而無法真實呈現，會再請學校就中離
業務單位
生離開學校之後的現況，再做釐清及盤整。
回應
二、 另針對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部分，本處於學生國中畢業之
前一個學期便展開調查，以即時掌握學生意向並協助轉介。
就實務而言，若學生有歸屬那一個學校就不是問題，國中前段也不
是問題，因還在義務教育體制下仍有一套機制在運作，國中畢業有
主席提示
進入高中職就讀，亦有學校可提供資源協助，惟國中畢業未進入高
中職端及職場之少年，才是我們應掌握的高危機群。
一、請社政、教育、警政、勞工等局處，擇期召開跨局處會議，針
主席裁示

對此類高危機群少年，研擬出可介入及協助之相關機制。
二、本案繼續列管。

案由五

有關機構內性侵及霸凌問題，如何因應，建議先做工作人員教育訓

練並對院童宣導申訴專線。
委員建議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22 條規定，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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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訓練至少 18 小時，希望訓練時內容理論與實務並重，加強同性
議題之研討。
有關 105 年兒少安置機構專業人員在職訓練業已規劃 33 小時課程
（其中至少含 10 小時實務演練）
，課程內容包括性事件議題處遇(15
業務單位
小時，須含至少 6 小時實務演練)、同性事件因應對策議題(12 小時，
說明
須含至少 4 小時實務演練)、兒少安置機構霸凌處遇(6 小時)，預計
下半年執行完畢。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案由六 104 年少年犯罪狀況分析。
主席裁示

一、 於下次會議進行提報。
二、 本案繼續列管。

案由七 公車議題的追蹤。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參、 專題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25 至 58 頁)：
案由一 屏東縣兒少代表培力分享。
一、 兒少培力課程很活化、很棒，若能更善用已卸任的兒少代表們，
除經驗傳承，是否可讓他們在寒暑假進入校園帶領營隊，也是
另一種公民意識培養及社會參與，且又具實踐力。
二、 在兒少代表培力部分做得很好是值得肯定，會建議未來可讓兒
少代表在兒童權利公約的實質內容及相關議題上多些討論及思
考，這樣可讓他們在提案上的視野更加多元，幾屆下來發現兒
委員建議
少代表都會設定出議題來進行關注，建議能加入兒童權利公約
的基本精神，何謂最佳利益、表達意見的訓練課程的研討。
三、 明年臺灣將舉辦第 1 次兒童權利公約的國際審查，也希有機會
讓他們了解審查機制及過程，這會是一個好的公共參與的過程。

一、 請業務單位能建立名冊，以保持聯繫。
主席裁示 二、 公共參與部分，能否持續提供管道供參與，也請業務單位再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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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飛夢林青年咖啡館。
一、咖啡館原先立意是要朝社會企業模式進行，就應從社會企業角
度來思考，就不會變成現階段反像是青少年就業準備職場，且
若以現階段咖啡館操作模式及對市場的掌握度，要做為社會企
業仍不足，恐無法與商業機制來競爭，是否需思考轉型為青少
委員建議
年就業準備職場，亦符合現有操作模式。
二、建議公私部門未來在方案及空間使用上能再進行討論，是否將
其扶植轉型為青少年就業準備職場，以提供培訓屏東縣青少年
咖啡知能場所，做為中繼站。
縣府對飛夢林的定位亦未明確，善慧恩基金會是想朝社會企業發
主席提示 展，發展至今因角色拿捏上不同，造成資源（社政、勞政）使用上
有所落差或無法取得。
主席裁示 請業務單位再與承辦單位討論及溝通，以進一步釐清。
肆、 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59、92 至 116 頁)：
項目

一

一、衛生局的課程是在介紹兒童驗傷診療模式，對於兒少保護要做比
較重傷害議題是有助益的，也是社政、警政、醫療三方的一個整
合模式，且與本次會議之臨時動議亦有關聯性，不知屏東縣是
否要實施此模式。
委員建議 二、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高雄市兒童驗傷醫療整合中心的操作
重點是在驗傷部分，馬上驗傷即馬上啟動所謂重傷害的處理機
及詢問事項
制，而不單是內部醫療整合。
三、醫院驗傷已做到確定重傷害，是否能馬上啟動，會同警政介入
處理，而不是只在醫療打轉停留，此部分是需衛政與警政釐清
如何進行通報機制之建立。

衛生局
說明

一、 於 5 月 12 日辦理研習會前，即已於 1 月份成立兒少保小組(驗
傷醫療整合作業)，由屏基醫院、寶建醫院、安泰醫院整合內部資
源，就兒虐案件進行醫療整合，本局亦會進行相關督考。

二、 將於 7、8 月份進行巡迴輔導時，請委員就此部分進行評估及
監測 3 家醫院所做之成效。

一、 本案請衛生局進行研議及協助醫療院所建立相關通報機制，並
將本府相關局處一併納入。
主席裁示
二、 本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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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二
一、工務處之兒童遊樂設施是有潛在危險議題，保養與保險執行比
例有所差距，是否合理，另提及「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相關法條尚未定案，經查社家署網站業於 102 年

委員建議
及詢問事項

定案，原因為何，後續管理重點為何。
二、在規範尚未修法通過前，希針對在公園內常發生兒童意外類別
進行相關盤點及分析，以思考如何避免在中空期所產生之狀況
及另有積極性管理作法來因應。
一、 目前屏東縣共有 75 處的公園綠地，有設立遊樂設施有 35 處，
考量各公所的經費拮据，對其要求重點就放在保養及維護，衛
福部「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並未將公部門
所設兒童遊樂設施納入，103 年至今已歷經 9 次會議修法，仍
未定案，但已於第 8 次會議有決議，公部門所設兒童遊樂設施，

工務處說
明

另有國賠機制，故已將保險項目剔除。
二、 在新規範內有加入了在設置前要符合 CNS 12642 及施做後要符
合 CNS 12643，且皆須經主管機關的報核作業，主管機關就會
進行後續巡查機制及維護保養。
三、 俟規範修法通過，將設立稽查作業準則，再依該準則進行相關
實地稽查工作。
四、 中央規範之草案部分，已有研擬出相關機制，業已函請各公所
先依草案規範進行相關檢視及執行。

主席裁示 請工務處針對稽查方面，研擬相關策略來因應。

項目
委員建議
及詢問事項

三
一、 警察局之參加不良幫派組織處理，工作目標填寫不夠周延。
二、 少輔會之工作報告內未明列出設置及實施要點所規範之權責
區分的執行成效，且應要有相關執行數據呈現，才能供檢視。
一、 經「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及「少年輔導委員會

警察局及
少輔會說明

二委員會」進行整併，少輔會工作報告已併入兒少委員會工作
報告中，工作權責屬各局處部分，則回歸各自工作報告內呈
現，另本次工作報告主題為重點工作或活動，故未明列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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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據及成效分析。
二、 將於爾後每季會議中，仍提報每季執行之數據及成效分析供審
視。
主席裁示 工作報告呈現請再做調整。

項目

四
一、 就工作目標看來是要支持育兒家庭家長雙方均就業、促進更多托
育人員投入，不曉得更大的目標是否為出生率提升並未顯現出在
此，問卷前 3 題屬政策性，另第 5 題對補助選擇合格托育人員意願

委員建議

是非常滿意及滿意，不知之間關聯性為何，應該是要了解家長是否

及詢問事項

有去選擇合格托育人員或對於現所選擇合格托育人員是否滿意，這
二項問題是不一樣的，建議未來在問卷設計上是否能再多做思考。

二、 先了解本縣照顧家庭的處境及能否在照顧上減輕壓力，未來再進一
步從政策方面來思考本縣人口數的變化。

社會處 本案滿意度調查的目的重點並非在出生率，而是在降低家長負擔及
說明

創造合格褓姆這一塊，才會有第 4 及 5 題的題目設計。
一、工作報告呈現請再做調整。

主席裁示 二、 可視執行 1 至 2 年後，再針對此政策進行相關檢討並以專題報
告方式呈現。
伍、 提案討論(詳見會議手冊 60 至 91 頁)：
案由一

加強中、小學及安親班霸凌事件之事前預防與事後輔導方案。
（提案
人：張以岳委員）

說明

台灣校園霸凌現象相當嚴重，根據兒童福利聯盟針對國小到高中職學
生的「2014 年台灣校園霸凌狀況調查報告」發現，有 26.4％表示從
幼稚園至今曾有被欺負的經驗，目前仍遭受長期霸凌的有 3.5％。推
估計算，至少 4 萬名以上的兒少過去一年仍深受霸凌傷害。另外國內
一項針對大學生進行的校園霸凌研究調查發現，中小學時期的被霸凌
經驗，會潛伏在心裡，影響至大學時期。若大學又再有二次傷害，則
容易產生社交退卻、自我孤立等狀況，甚至有罹患憂鬱症的可能。之
所以校園霸凌事件頻傳，除家庭功能有待發揮外，教育功能亦屬不可
或缺，不僅加害者需予處罰、導正，為了拯救暗自哭泣、恐懼上學的
兒少，受害者亦需輔導資源之積極介入，且事前之預防其實更加重
7

要，此由先前教育部之友善校園計畫可窺一二。另外，由於安親班大
都為私人營利性質，不太敢得罪家長，致無法對加害學生為有效處
罰、導正，而所聘用之教師多不具專業輔導知能，造成安親班雖亦為
教育體系之一環，卻明顯於防處霸凌工作上有所未足之情況發生。
一、教育單位應再加強校園霸凌事件之預防與宣導工作，落實「尊重
他人」此基本道德觀念，以更活潑、自然之方式使之深植人心，
才能打破群體文化之不當形成，並避免同儕間的壓力加重受害者
之孤立感，影響其受教權。
二、教育單位應強化加害學生之導正措施，除使其能嚴肅看待霸凌行
為之不當外，並能善用專業輔導人力找出其行為背後之成因，並
辦法

適當連結資源，以提供有效之輔導作為及處理方法。另針對受害
學生，應予以足夠之輔導與協助，以維護其人格尊嚴及身心之健
全發展；必要時，亦應轉介警、社、衛政單位處理。
三、另就安親班部分，縣府主管機關應加強霸凌事件之預防與輔導功
能，除比照中、小學辦理外，應命其聘僱之教師接受相關研習，
以增進輔導知能。而就上開研訓課程之完成度及安親班對已發生
霸凌事件之處理適當與否，有無列入現有之評鑑事項及違規裁罰

範圍？若無，請予以列入，以達有效之監督。
壹、特殊教育科就業管國中小霸凌事件之事前預防與事後輔導方案管
理及輔導說明如下：
一、宣導方面：
(一)友善校園宣導：每學期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律定全縣 205
所高國中小務必實施反霸凌宣導。
(二)實施生活問卷調查：上半年與下半年各做一次無記名及記名之
生活問卷調查，全縣 205 所高國中小學生普測，並請各校對於
疑似霸凌之狀況實施追蹤輔導，以防範未然。
教育處 (三)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每年暑期辦理教師生命教育、品德教育、
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研習等，強化教師班級經營能力，增進
回應
防制霸凌及事件處遇知能。
(四)提供教材融入課程：請各校將教育部「校園法治教育學生手冊」
相關內容，積極融入課程，透過課程之實施，深化各級學校學
生防制校園霸凌意識。
二、鼓勵申辦教育部「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安全學校計畫」，建立標竿
學校，由點連線，以線構面，聚面成網，目前本縣有同安國小（已
進入第二年期程）
，海濱國小及鹽埔國中（第一年申辦）
，未來將
請三校聯合辦理全縣研習分享，建立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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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方面：
(一)積極宣導本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業務屬性與服務性質，讓學
校認識與運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資源。
(二)透過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辦理學校專（兼）輔教師的團體督導歷
程，增進學校專（兼）輔教師辨識霸凌行為之能力。
(三)透過上開專（兼）輔教師的團體督導歷程，提升學校專（兼）
輔教師對於加害學生的導正與找出背後的原因，並協助盤點學
校輔導資源網絡，共同協助與提供適當的輔導方法。
(四)透過上開專（兼）輔教師的團體督導歷程，提升學校專（兼）
輔教師具有提供被害人的心理輔導措施的能力，及協助走出心
理陰影，以維護其人格尊嚴及身心之健全發展。
(五)學校專（兼）輔教師若因囿於專業或人力等相關因素，而無法
適時適切地協助加害人與被害人時，則協助學校將此類型個案
轉介至本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進行三級輔導機制，讓個案得
能獲得更適宜的心理輔導諮商效益。
四、督導與檢核：已於 105 年 6 月 21 日完成全縣 205 所高國中小之
霸凌防制規定及「校園霸凌防制規定」自我檢核表（如附件）的
彙整與檢視工作，督導各校隨時檢視防制校園霸凌的相關要項。
貳、終身教育科就業管私立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坊間安親班）凌事件
教育處
之事前預防與事後輔導方案管理及輔導說明如下：
回應 一、行政管理機制：
(一)班務管理：
1.督促業者研訂改善預防措施計畫及兒照中心人員霸凌、性侵
害防治宣導專業方案等。
2.本府每年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業務管理暨公共安全研
習，規劃「毒品危害及防治、反霸凌與禁止體罰」
、「家暴、
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與通報」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之解析」等課程，期使各兒照中心人員熟稔業務相關法令
及提升對處理霸凌等特殊事件之危機處置之知能。
3.違規處分案件依其所涉案件之情事（如：性侵害…）
，由相關
單位本於個案事實詳予認事用法。
(二)人員管理：
1.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2、23
條等規定辦理相關聘任事宜。（課後照顧班所有人員需無違
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等規定，並出具切結書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另依據前開辦
法第 24 條規定，每年應參加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在職
訓練至少 18 小時。
2.視情況，請兒照中心就相關嫌疑人暫時停止業務，靜待調查。
二、輔導支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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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繫學校輔導室協助輔導學生。
(二)必要時，請本縣學生輔諮中心協助與支持學生。
三、考核督導
(一)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30 條規定
執行視導與稽查，並視需要邀集本府相關單位（如社會處、建
管消防單位等）組成聯合稽查小組，本其業務權責共同協力執
行檢查及宣導。
(二)兒照中心違規案件依其所涉案件之情事（如：性侵害…）
，經
相關單位本於個案事實予以認事用法確定者，另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規定予以公告。
參、學前科：
本科經管私立幼兒園附設安親班業務，依幼照法規定教保服務人
員每年必須研修 18 小時教保專業研習課程，如違反規定依法將予
以裁罰園長，然教保專業研習課程中已包含霸凌等專業輔導知能
研習。
一、本案希能著重在安親班，另除加強安親班對於霸凌之辨識能力
外，且針對沒有妥適處理霸凌事件部分，是否能裁罰及有效監督。
二、「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會議手冊 66 頁」能否適用坊間安親
委員
建議

班、兒照中心及補習班等等，許多孩童每日有一半時間在上述場
所，若這些場所沒有適用該處理流程，恐相關問題會很大，視教
育處能否比照該 SOP 進行處理及另擬定相關罰則進行約制。
三、目前教育部有反霸凌專線，建議亦可提供通報專線，供兒少及家
長來進行第一線通報。
請教育處針對兒照中心（坊間安親班）、補習班及私立幼兒園附設安

主席
裁示

親班等內所招收之 18 歲以下兒少部分，研擬出相關處理流程圖（含
通報方式及管道）來律定，並放入安親班員工及教師相關在職訓練課
程。
有關本府擬組審查小組檢視本府與兒童少年權益相關法規(自治條

案由二 例)是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規定，提請討論。（提案

說明

單位：社會處）
一、依據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施行法（如附件 1）業於 103
年 11 月 20 日施行，依該法第 9 條，各級政府應於 CRC 施行法
施行後 1 年內，就其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提出檢視法規清單，
並於 5 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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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進。
二、另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4 年 6 月 12 日召開 CRC 施行
法第三次諮詢小組會議，會中擬定地方政府法規檢視工作流程
（如附件 2）
，本府業於 104 年 9 月 30 日提報本府之優先法規
檢視清單予該署在案（如附件 3，審查 45 件法規，皆未有不符
合兒童權利公約之情形)。
三、依該工作流程，本府應於 105 年 9 月 10 日前提交本府之法律案
（自治條例）檢視清單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完成上
述任務，於 105 年 6 月 2 日簽准運用本府現有之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為 CRC 工作小組，統籌本府兒童權利公約
法規檢視清單作業；並規劃於 105 年下半年辦理 CRC 教育訓練。
四、為利前開法規檢視作業，業由本府「主管法規資料查詢系統」
篩選「自治條例」案，計 63 案(如附件 4)，並於 105 年 6 月 16
日以屏府社婦字第 10519359800 號函文本府各單位進行檢視，
因法規數量龐大，為落實法規審查，擬提請委員會（本府簽准
之 CRC 工作小組）同意授權會後由本府、兒少委員數名暨外聘
專家學者等另外召開審查會議審議前開 63 案法規，並邀請各處
室出席說明。
五、檢附兒童權利公約(CRC)供參(如附件 5)。
附件 3，45 件法規，優先法規項目似均自行審查，惟該內容應屬重
大，無專家學者參與，例如：
「屏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其中第 7
條規定：
「公園內各項設施設備待接受私人機關團體捐獻或依促進民
委員
建議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令規定辦理，但其設計圖樣及裝設位置，應經主
管機關核准」
，卻未有關於兒童遊樂設施之設置，或增加社區兒童及
家長參與提供意見之機制，此部分似有漏，另「視聽歌唱、理髮、
三溫暖、舞廰、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
，
內容牽涉兒童權益甚鉅，卻未列入優先檢視清單，顯有疑慮，希望
儘速列入審查保護兒童之權益。

一、 有關 104 年 45 件優先檢視法規，辦理方式大致說明如下，104
年優先檢視法規清單，係由本處於本府「主管法規資料查詢系
統」初篩法規名稱及內容含兒童、少年、嬰兒、幼兒、未成年、
社會處
出生登記等法規列為優先檢視，另由本府各局處自行檢視後，
說明
提列 45 件相關法規，經本府邀請外聘專家學者陳竹上副教授、
法制科代表、兒少委員代表(民間團體代表)召開審查會議，並
請相關局處列席，審查後未有不符兒童權利公約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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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吳委員對於「屏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其中第 7 條規定，
未有關於兒童遊樂設施之設置，或增加社區兒童及家長參與提
供意見之機制，疑似不符兒童權利公約一節，本案法規將於今
年進行全面檢視本府主管之自治條例時納入再次檢視及審查。
三、 另「屏東縣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廰、舞場、酒家、酒
吧及特種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內容牽涉兒童權益甚鉅，
卻未列入優先檢視清單，係因其法規名稱及內容未有兒童等相
關之關鍵字，故未於 104 年將其列入優先檢視清單，預計今年
全面檢視本府主管之自治條例時一併納入審查。
主席
裁示

照案通過，亦請各局處配合。

陸、 臨時動議：
家庭暴力被害人有高危機無求助意願，警政、社政及衛政等網絡單
位長期透過各種管道介入關心，均遭被害人拒絕並否認暴力事實，
但家中有目睹兒少孩童長期嚴重目睹暴力過程並有嚴重身心受創反
應。
近日因接獲路人拍攝，相對人在路旁當目睹兒少面前，拿安全帽毆
案由一
打被害人頭部之影片。翌日警政與社政已聯手依職權聲請緊急保護
令並緊急安置目睹兒少，除此之外提請討論。能否依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 30-1 條預防性羈押或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之積極性策進作為？（提案單位：社會
處）。
一、 個案拒絕服務，網絡介入困難，目睹兒少及被害人潛藏高度風
險。
101 年開始有社工服務，歷次社工服務經驗，案主均拒絕服務，
認為介入會造成案主受暴更加嚴重，甚至現拒絕與社工會網絡
單位談話(希望網絡單位放過自己)。
105/5/31 案子能向班導師清楚描述目睹案主受暴過程且情緒激
動，老師依法通報。105/7/25 路人拍攝案子親眼目睹案主遭受暴
說明
力過程，案子基於保護案主亦不敢對外尋求協助。
二、 案主受傷嚴重，無求助意願並否認暴力事實。
105/5/30、5/31 案夫因認為案主（大陸籍）晚歸，案子（幼兒園
大班）主述案夫用拳頭、棒球棍打案主後腦杓，目睹案夫對案
主施暴，形容案主滿身是血。衛政與社政至校方於案主接送案
子時，見到案主額頭有撕裂傷，亦觀察到案主後頸有抓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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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嚴重浮腫、手掌腫起有傷口，眼睛瘀青，眼皮踵至眼睛只能
張開縫隙大小及鼻樑處有血跡。多人柔情勸說案主拒絕就醫及
服務，並否認暴力事件。
三、 警政過往依職權聲請保護令，但案主撤回保護令聲請，司法強
制介入困難。
案主多次通報紀錄及相對人暴行為殘暴，案主有 5 次以上進入
家暴高危機案件列管，但案主多否認遭案夫受暴，對於身上傷
勢解釋不清或說是自己撞的，對過往受暴史皆淡化解釋，不願
深入多談。警方曾依職權聲請保護令獲法院裁定暫保，但案主
拒絕保護令執行並向法院聲請撤銷，因案主否認受暴，也難以
提供司法協助。
四、 案夫行為殘暴，案主否認暴力，鄰里及親友漠視。
(一)案夫曾因強制就醫身心科，據其了解醫生診斷案夫無精神問
題(非精神列管個案)，案大姑表述相對人智能約只有 8 歲，案
親友也認為案夫善於操控不似有精神問題，因案夫未有就醫
史，且案主否認受暴及案夫情緒異於常人。
(二)鄰里及親友對於案主否認暴力及案夫會對鄰里及親友騷擾威
脅等作為感到無力，長期下來無協助意願。
五、 評估案主無力保護案子，並讓案主暴露目睹反覆受暴危險情
境，嚴重危害目睹兒少身心發展。
案子清楚表示不願離開案主，擔心案主被案夫打死，及若案夫
知道案主及其對外求助，案夫暴力行為會更嚴重。
綜上所述，針對案子長期暴露目睹案主反覆受暴風險，且案主
已無力保護目睹兒少，雖社政已依職權先緊急安置目睹兒少，
但被害人仍潛藏高度再受暴風險。提請討論社政或警政能否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0-1 條預防性羈押或依刑事訴訟法第 241 條
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之積極性策進作
為，主動協助案家。
一、 緊急保護令若是由社政、警政依職權聲請，當事人是不能隨意
撤回，且法官亦會審酌是否非出於當事人意願；但若保護令是
當事人聲請，亦可自行聲請撤銷；本案建議社政及警政可再提
供相關資料，以利法官審酌。
委員建議
二、 法律諮詢提供，預防性羈押是屬地檢署及警政方面業務，一般
都是現行犯逮捕，若不是現行犯，如爆料公社，已犯罪完只能
傳喚到案；另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是可告發，
告發後請警察局傳喚嫌疑者到案說明，傳喚不到，則向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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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拘票，若嫌疑者有到案訊問完，即可移送檢方進行複訊，
再由檢察官向法官聲請羈押，都有法條規定，就端看實務上如
何操作。
三、 要有什麼樣的證據情況下，才能進行義務告發；希能與地檢署
建立通則，當社工員評估是屬非常緊急狀況且有足夠證據時，
即能以公文向地檢署進行義務告發， 以避免社工員長期忍受著
為民高風險壓力下，且也造成處遇困擾，故希藉由委員會議能
建立出通則，將其列為重要工作項目，能與地檢署有合作機制
產生，也包含警察局在內。
主席裁示請社會處接洽地檢署進行本案之相關討論。
柒、 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委員會工作報告呈現方式請二方秘書單位再釐清並做調整，另各局處
皆有權責之處仍應於工作報告呈現出工作內涵及相關數據，並將數據
進行分析說明，俾利審視。
二、爾後委員會議之議題討論如有涉及各局處業管，至少應由相關業管科
之科長親自出席與會，若科長不克前來，局處與會代表於會議中，亦
要有能即時回應相關問題之知能。
三、爾後委員會議請秘書單位提供發言夾（內放入歷次會議資料及會議紀
錄等資料），予各位委員供參酌。
捌、 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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