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政府 106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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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
地點：屏東縣政府 304 會議室
主持人：潘召集人孟安（江委員雅文代）

記錄：張乃心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張委員以岳、吳委員剛魁、王委員淑清、蘇委員益志、
劉委員美淑、王委員慧蘭、林委員德輝（謝副處長明章代）、
李委員昭仁（呂技正孟倫代）、張委員桂鳳(陳技正明昌代)
請假委員－吳副召集人麗雪、張委員紉、葉委員大華、許委員坋妃、楊委
員江瑛
兒少代表－陳致詠(屏東高中)
列席單位－詳見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詳見會議手冊 1 至 7 頁)：確認。
參、 歷次會議決議賡續執行情形(詳見會議手冊 8 至 24 頁)：
案由一

屏東縣高中職第八節輔導課狀況之調查。

會議決議 本案解除列管。

案由二

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服務報告。
一、 上次會議主席裁示部分，仍有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更
精準的資料，若本次未有準備，是否能於下次會議進行提
供。

委員詢問 二、 中心工作報告部分呈現主要是以目前服務狀況為主，未提
及建議

及未來展望等，但就上次會議紀錄委員建議事項(如學齡
前、提供幼兒園老師相關課程、屏女輔諮中心與中心合作
成果、過渡時期給予兼輔老師的誘因…等等)，仍請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加以補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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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

有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補充資料，請詳見會議手冊之工作報告

補充說明 第 72 及 74 頁。
一、 社會處報告社會安全網目前規劃進度案，解除列管。
會議決議

二、 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針對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委員建議
事項部分，提供更精準的資料並納入下次會議之提報，繼
續列管。
有關本府未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自治條例修法進

案由三

度案【計有 12 案】
，其中部分法規因業管單位評估無需修法(詳
如修法進度/未修法原因說明)，建議解除列管。
一、編號 1-屏東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民政處意見是指對象
不符合故未修法，僅依程序就不認定有修法之必要，並無
討論到實質問題，就自治條例來看，公民投票故需滿 20
歲，但討論議題部分不一定是要有公民投票權者才能表示
意見，而是要視議題內容來考量兒少是否適合參與及表達

委員詢問
及建議

意見，仍需尊重兒少表意權，且公民投票權與兒少表意權
是不一樣，兒少表意權是不一定可以投票但仍可表達意
見。
二、編號 4-屏東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就上次未修法理由
為「兒少行為能力部分，仍適用民法部分，毋需另外立
法」，就本次會議未修法理由已有變更，建議詳細列明俾
利能說服其他委員。
一、城鄉發展處：
(一) 為何不單獨列入兒少代表，是考量若僅獨厚兒少代
表，未來若有婦女、性別平權的代表也要求納入，就條
例部分現已明確規範，只要是消費爭議案件是層出不窮

業管單位

且包羅萬象，所以每次都會針對個案邀請相關領域專家

補充說明

學者來介入調處，故認為不適合再將兒少代表單獨列
入。
(二) 上次會議業因考量兒少代表屬未成年，故在民法上面
多加著墨，已有會議上加以說明，後才經主席裁示為參
酌其他縣市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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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政處：目前中央正在修法，將會配合中央修法情形並參
照委員建議辦理。
三、 工務處：考量兒童遊樂設施的主要需求及使用族群也是兒
少，本處會將兒少相關意見及法條列入管理自治
條例來修正，並於年底提送本府法制委員會審
議。
一、 編號 1-屏東縣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繼續列管。
二、 編號 4-屏東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依委員建議補充詳
細書面資料；解除列管。
三、 編號 6-屏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仍於修法程序中，繼
續列管。
四、 編號 7-屏東縣立體育場場地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仍於修
會議決議

法程序中，繼續列管。
五、 編號 12-屏東縣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濟助自治條
例：解除列管。
有關兒童權利公約法規自治條例修法進度案，彙整說明如下，
未符合 CRC 規範計 12 案，其中編號 1、2、3、5、6、7、9、10
及 11 計有 9 案，仍於修法程序中，繼續列管；另編號 4、8、
12 計有 3 案，同意解除列管。
【如附表－兒童權利公約（CRC）
法規(自治條例)檢視清單-修法進度/未修法原因說明】

肆、 專題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25 至 59 頁)
專題報告一 社會安全網

(報告單位：社會處)

一、 肯定業管單位很用心做了這麼詳盡的資料，內含了很
多的專業名稱，很希望這個計畫很重要的話，是否也
需繼續催促中央應儘速通過本案。
委員詢問及 二、 本縣在社會處的整合及橫向溝通下，包括警政單位對
建議

社會安全網部分都是盡心盡力，不管中央的專案何時
通過，我們仍會是持續地保持現狀維持正常運作；另
本報告非常詳盡，可做為所謂前瞻或現階段配合各項
之精進，亦請衛政、教育、警政、社政及勞政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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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以這個版本做為維持現狀之精進作為，俟中央通
過後再依循政策，投注人力、經費來進行社會安全網
的建構。
一、 社會安全網本身所涵蓋的方面很廣，本案業經中央一
整年來陸續討論，但仍尚未批准通過，故地方政府卡
在中間無法實施，另就現行規劃是較著重在兒少方
面，但隨著少子化及高齡化的狀況，此案很少提及目
前所面臨的老人受虐議題並無投注人力，在計畫緣起
提及到的小燈泡、女童割喉及北捷隨機殺人案件之加
害人可能與心理衛生層面有關聯，計畫內雖有放入人
社會處

力但它的比重仍不夠，等於會把太多的比重放在社工

補充說明

身上，單就社工部分是無法去涵蓋心理衛生及照顧層
面的。
二、 上述對於社會安全網之相關意見，都有在中央開會時
提出，本次所報告的是社會安全網則是最新版本；另
在上個月賴院長到屏東視察及座談時，本處唯一提出
的案子，就是希望中央能儘速通過，到底是否要往前、
還是要維持現況，惟截到目前中央可能還有考量故仍
未通過，向委員報告本處也是很關注這個案子的實施。

會議決議

准予備查

專題報告二 青年學院
會議決議

(報告單位：勞工處)

准予備查

伍、 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60、65 至 98 頁)：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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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提案討論：(詳見會議手冊 61 至 64 頁)
案由

說明

規劃明(107)年度專題報告提報順序及主題，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警察局)
一、為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事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條規定，聘請兒少福利相
關專家學者及民間代表，設置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
委員會並定期召開會議。
二、為利本會委員深入了解本縣兒少業務推展情形，並提供具體建
議以發揮最大效益，擬於明(107)年度委員會議每次召開時進
行一至二個專題報告，建請本府各局處依序自行擬定與兒少業
務相關之專題報告主題，並進行專題報告。
三、檢附本委員會議「105 至 106 年專題報告主題」及「依工作報
告格式歸納出各局處重要工作項目」之統計資料（如附）
，供
本府各局處參考並自訂相關報告主題。
四、 規劃各局處專題報告順序如下：
順序
1

報告單位
警察局
(106 年少年犯罪分析－指定)

2

衛生局

3

教育處

4

報告時間
107 年第 1 次會議
107 年第 2 次會議

警察局
(107 年上半年少年犯罪分析
－指定)
107 年第 3 次會議

5

勞工處

6

社會處

107 年第 4 次會議

會議
照案通過
決議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主持人結論：
請各單位照本次會議所做之決議來合力執行，以讓本會議效益能發揮
到最佳效能；另感謝這一整年來各位委員對本縣兒少工作的指教及支
持，也謝謝本府各局處在兒少工作的努力及付出。
玖、 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30 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