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政府 107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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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03 月 31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點：屏東縣政府北棟 304 會議室
主持人：潘召集人孟安（吳副召集人麗雪代）

記錄：楊惠芬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張委員以岳、吳委員剛魁、張委員紉、許委員俊才、王委
員大維、楊委員江瑛、涂委員志宏、李委員昭仁、劉委員
美淑、王委員慧蘭(許副處長沛祥代)、江委員雅文(蕭副
局長正松代)、林委員德輝(謝副處長明章)、張委員桂鳳
(陳技正明昌代)。
請假委員－葉委員大華、王委員淑清。
兒少代表－劉于瑄（屏東女中）、黃建曄(屏東高中)、張智傑(屏東高
工)。
列席單位－詳見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頒發外聘委員聘書(略)。
參、臨時提案：
案由
提案人

「慢速革命還是作文比賽？性別主流化在地方層級的變與
不變」計畫，擬提出至本委員會進行參與觀察案。
彭渰雯副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1.是否通過 IRB(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查，並提供相關資
訊。
2.告知同意書中，
「不同意」是否應有其他選項，同意書的

委員提問

部分應該要有雙方的簽名(亦應有研究者的簽名)，希望具
體觀察什麼?
3.只是純觀察並記錄，還是會錄音？是否會有逐字稿被引
用，雖然事後會匿名，但仍可透過查詢得知是哪位委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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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4. 這個研究是有意義的，且參與機制是否有效，確實需要探
究，政府資訊本應公開透明，委員亦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但是如何被理解及詮釋才是重點，是否可提供計畫書，
或是過程中是否有機會對話，這些資料如何被使用?後續
的回饋是否確實有效被使用，這才是重點。
5. 如果這研究結果，可以給性平會一個參考架構是好的。
1. 計畫原主要是研究性平會及性別主流化，因各縣市性別主
流化的推動遇到一些瓶頸，故希望透過比較 3 個（兒少、
身權及性平）委員會的運作方式，觀察不同委員會的程
序、工具如何影響委員會的成效，希望進行為期一年的
觀察及資料收集。
2. 如有不同意發言時被錄音或是希望檢閱論文初稿者，可於
同意書中勾選並留下資料，如無意見則不用繳回同意
書。如不同意被觀察者，屆時會將其相關的紀錄刪除。
3. 錄音是為了確認紀錄是否確實，錄音檔之後就會銷毀，不
會做其他用途，希望不干預會議的進行，如有必要，將
進行個別委員的訪談邀請及資料收集。
彭副教授 4.基本上不會做逐字稿紀錄，錄音檔只是備用，如有哪個部
說明

分發言很精采但沒記清楚，可再重聽那一段發言，觀察紀
錄會以組織的運作為主，而非個人的發言。
5.希望觀察官方委員發言及互動，從觀察中找尋相關線索，
這是初探性了解，後續會再整理會議紀錄及深度訪談的書
面資料。
6.如有需要可提供計畫書參考，過程中會邀請個別委員深度
訪談，這是可以對話的機會，最後研究成果會提供縣府參
考。
7.這個研究案的衍生是更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不只是學術上
而已，也希望對中央及地方委員會機制的運作可以有所貢
獻，後續將再次申請 IRB 審查，並提供相關資料，如有任
何疑慮可逕洽彭老師詢問。

主席裁示

同意參與觀察，委員依意願填寫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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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詳見會議手冊 2 至 6 頁)：確認。
伍、歷次會議決議賡續執行情形(詳見會議手冊 7 至 16 頁)：
案由一

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服務報告。
1. 肯定輔諮中心近年服務已納入幼兒園，但私立幼兒園一、
二級如何轉至第三級輔導?教育處如何介入及監督?還是
只能透過鼓勵的方式，是否會有漏網之魚?幼教老師是否
有足夠的辨識力，因幼保科畢業即可擔任幼教老師，並
未有相關之專業訓練。
2. 如達需公權力介入之情形，可能已是兒少保個案，則會由
社工員介入協處，如個案須諮商輔導，可能運用社會處
的諮商資源，或是學諮中心之輔導資源。
3.已撈出的個案沒問題，重點是如何撈出需協助的個案，如
何訓練及培力幼教老師有相關辨識能力。
4. 學齡前幼兒尚在發展階段，口語表達有限，是否要這麼早
系統化進入篩檢? 教保老師每天都在處理孩子的狀況，
是否有辨識能力可再討論，不同領域訓練、觀點及處置

委員建議

方式不同。
5. 有些問題是在家長，是否建議發放津貼前先上親職教育課
程。
6. 幼兒階段會有心理問題可分三類:一為初期預防:幼教老
師即可透過行為管教處理，二為兒少保護:如受虐，即會
通報，三為需醫療介入：如早療，做好以上三部分應該就
不會有太大問題。
7.如有發生重大兒虐案件，則會召開重大兒虐會議:檢討是
否有疏於通報之情事，責任通報已實施 20 多年，歷年來
已很少未通報之案件。目前較多案件是未在相關系統內
的，如未按時打預防針，未至幼兒園就讀，居無定所..
等，這些孩子需要更多社區意識來共同關心。
8.有關學諮中心提出 2 個困境，後續教育部協助情形及偏鄉
地區缺人情形為何及因應策略為何?
9.學齡前幼兒係透過耳朵跟眼睛在感受，只是不太能完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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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幼教老師待遇偏低，自顧不瑕，如何要求及期待幼教
老師做更多，只是希望在孩子走岔開前，及早把拉他回來。
1. 公私立幼兒園做法是一樣的，大多藉會由高危機個案的列
管，適時介入協助幼兒園相關諮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2. 有關 2 個困境後續協助處理情形，
教育處說
明

(1) 諮商室缺乏：利用教育部統合視導時反映並積極爭取中
央經費建置，或是提本府額度外需求因應。
(2) 偏鄉諮商老師缺乏，多聘代理教師，專輔老師要求嚴
格，聘任困難，兼輔老師亦需修滿 26 個輔導學分，目
前合格率偏低，多鼓勵老師再進修，並以減授課協助輔
導業務。

主席裁示

案由二

請教育處針對私立幼兒園，如有高危機案件通報後，後續
應協助老師具備危機處理能力並規劃相關在職訓練課程。
有關本府未符合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自治條例修
法進度案(計有 9 案)。
1.編號 3：屏東縣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
特種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是否已依據修正意見修
正，可否提供草案內容參考。
2.編號 4:屏東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因已有兒童遊戲場

委員建議

設施安全管理規範，故不修法則無意見。
3.編號 6：屏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全國雖未有擬訂相關
修正條文可參議，但屏東縣亦可率先擬定。
4.編號 10：屏東縣藝術館及中正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自治
條例：目前辦理廢止中，未來會新立自治條例嗎?

工務處說
明
城鄉發展
處

有關公園中兒童遊樂設施之設置，增加兒童及家長參與及表
意機制，目前全國皆未納法，且觀傳處亦希望適用此自治條
例，需再研商，故修正會較慢。
有關屏東縣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
咖啡茶室業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已依委員意見修正
(並於會後提供吳委員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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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藝術館的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是先廢止，以後可能會再訂
文化處說
明

定。
2.中正圖書館改為圖書總館後，內部管理規則即可，但目前
尚未討論後續營運。

主席裁示 本案繼續列管。

陸、專題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17 至 33 頁)：
專題報告一 106 年少年犯罪狀況分析報告。
1.p.19 竊盜中有毒品的比例為何?
2.p.17 中 105 及 106 年少年犯罪的再犯情形為何?p.19 犯罪
類型，少年濫用毒品案件占第三位，其區域分布為何?
3.p.20 針對警察局提出的策進作為，想聽聽在場兒少代表
的意見為何?何種方式較能達到宣導效果，如有好的建
議，亦可再提供。
4.p.21 橫向聯繫中，卻沒有少輔會及校外會，亦無少輔會
委員建議

工作內容。
5.建議應加強基層員警妨害性自主相關流程及危機意識辨
識能力。
6.詐欺集團的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條例已修法加重，相關
報告是否可更細緻。
7.少年隊應技巧性與學校多互動，得到相關訊息後，就應積
極處理。
8.目前有體驗式的毒品宣導亦可參考。
1. 有關再犯率及毒品案鄉鎮分布情形，在治安會報有分析呈
現，少年犯的部分未作分析呈現，下次會再將相關資料
呈現。

警察局說 2. 未來社會安全網會挹注少輔會 2 名人力，相關定位、功能
明

及規劃，下次會議補充。
3. 針對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條例已修法，少年多擔任車手
居多，較少是幕後組織。
4. 毒品防制最困難的是向上溯源，情資收集及整合，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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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校獎勵機制，鼓勵提供情資，以斷絕毒品關係鏈。
5. 每年皆會全面對基層警察進行專業常識等訓練，及專責人
員每年 6 小時相關教育訓練。
1.p.21 紫錐花反毒運動宣傳效果不足，為何只是表演或跳
舞，就能反毒，不清楚活動的意義及目的為何?
兒少代表 2.之前許多教官及同學來學校辦理紫錐花活動，但同學們多
意見

不清楚紫錐花的目的?
3.警察局亦會至學校反毒宣導，並有有獎徵答，這樣反而對
毒品有更清楚的認識及了解。

主席裁示

1.請警察局將委員意見納入下次報告內容。
2.請校外會檢討紫錐花反毒宣傳方式。

專題報告二 屏東縣政府毒品防制中心。
1.p.27 特定人員數國中小 189 人，高中職 241 人，進行尿
篩，尿篩結果為何?
2.p.31 其他項目分析，再次施用原因:朋友影響 100%、又有
受友人影響度…?施用毒品地點總計百分比只有 90%?有
許多矛盾之處。
委員建議 3.p.25 確篩陽性率，數值多處有錯誤。
4.毒防業務不應只有尿篩跟辦理宣導活動，應呈現毒防中心
完整及具體作為。
5.毒品如何檢測?施用多久檢測不到?
6.透過學生身體檢查全面篩檢不可行，應鎖定高風險的學
生篩檢即可。
毒防中心說
明

1. 校外會春暉專案結案轉至毒防中心開案輔導有 10 人，相
關數值疑義，將於下次會議報告。
2. 目前毒防中心同仁有 21 人，尚有 2 位未到位。
1. 混用的毒品，尿篩是測不出哪一種毒品，如咖啡包..，如

警察局說明

果各種都檢測，費用很高。
2. 短效型的 3~5 或 7 天即測不到。

主席裁示 請毒防中心報告重新檢討，下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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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34 至 98 頁)：略。
1.p.49 少輔會工作內容應併同少年隊輔導工作呈現。
2.p.58、p60 查核販賣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對於不合格之
商家後續處理情形為何?
3.p.63 未成年已婚懷孕，宣導重點為何?
委員建議 4.p.64 未成年未婚懷孕辦理情形，皆無相關數據。
及詢問事項 5.p.94 青少年服務學習方案:105 年辦理調查，106 年也仍
在調查…。
6.針對宮廟容留少年，學校處理上很無力。
7.P.95 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辦理情形”未接
獲民眾檢舉”似乎較被動，亦應主動進行查察。
1.查核販賣菸品不合格之商家後續皆會進行裁罰，因本次會
衛生局說明

議資料跨 5 科業務，下次會請副局長或技正與會。
2.重點應在未婚懷孕的工作，懷孕原因為何?應著重生、心
理的輔導。
1. 未成年已婚懷孕，輔導重點仍希望其保護自己，相關課程

教育處說明

內容會再修正以與時俱進。
2. 青少年服務學習方案配合係教育部的調查，因承辦人員異
動，預計 107 年才會完成相關調查。
目前轄內宮廟分 3 級，A 級:1 家(有發生過案件)、B 級：8

警察局說明 家(較複雜的)、C 級：34 家，A、B 級由少年隊每月進行查
察，C 級由各分局每 3 個月查察一次，106 年皆未發生案件。
主席裁示 委員意見請各單位參考。

捌、提案討論(詳見會議手冊 99 頁)：
為確保兒童遊戲安全，防止兒童傷害事件發生，請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落實「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規定，
案由一

每年定期自行或委託單位辦理兒童遊戲場安全稽查外，並落
實兒童遊戲場應向該管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完成備查，並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成，提請討論(提案人:社會處)

說明

1.依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 月 25 日函頒修正「兒童遊戲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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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安全管理規範」第 7 點規定，新設兒童遊戲場應提供設
置位置、範圍、遊戲設施種類及數量、設置平面圖、使用
者年齡、管理人、合格保證書及合格檢驗報告等資料，陳
報該管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備查；本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
兒童遊戲場設施，應於 3 年內檢具相關表件向該管兒童遊
戲場主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
2.旨揭完成備查情形，業已納入 108 年度中央對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之一，107 年底前至
少須完成備查 61%以上，本項業務涉及各局處業管(教育
處-幼兒園及國小、工務處-公園、衛生局-餐飲業及醫療
院所、城鄉發展處-百貨及專營、勞工處-青創聚落、民
政處-宗教場所、觀傳處-旅館及觀光產業、社會處-社福
機構等)，為確保兒童遊戲安全，請各局處務必確實依上
述規定辦理。
1.屏東公園中有單槓，雖已加裝軟墊但目前已破損，希望儘
委員意見

快修復。
2.遊戲場管理人相關訓練亦很重要。
3.希望遊戲場能兼顧安全及多樣性。

工務處說
明

1. 部分公所反映尚缺相關檢驗經費。
2. 台灣可檢驗機構只有 4 家，全國遊戲場皆需檢驗，期程安
排恐有困難。

社會處說 今年預定會於屏南及屏北辦理 2 場次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
明

訓練課程。
1.照案通過。

主席裁示 2.仍請各單位積極安排各兒童遊戲場檢驗期程，如有其他問
題，另案再向中央反映。

玖、臨時動議：
案號
案由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

涂委員志宏

飛夢林學園的預防效果不錯，但只收男生，是否可選擇一
個學校，申請國教署補助設立住宿型合作式中途班，專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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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導其就業讓她們穩定下來。
決議

請教育處研議。

拾、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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