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政府 101 年度第 3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
進委員會
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1 年 9 月 25 日（二）下午 2 時 00 分。
貳、 地點：縣府 304 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副召集人肇崇

紀錄：尤智儀

肆、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蔡技正木財(代)、黃隊長棟漢(代)、吳委員麗雪、
郭副處長文瑞(代)、程委員俊、林委員美專、馬委員成麟、
郭委員明旭
 請假委員─曹召集人啟鴻、張委員以岳、黃委員淑媛、葉委
員大華、王委員明鳳、傅委員敏峯
 列席單位─如簽到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宣讀歷次會議決議賡續執行情形：

提案

有關中央對本縣兒童及少年社會福利考核事項，針對考核指標
七、兒童及少年發展輔導之(一)閱聽權、受教權、社會參與權、
文化休閒權、就業保障權及兒童及少年安全等權利維護、(二)
社會(社區)參與方案推動情形、(三)休閒娛樂活動規劃辦理情
形、(四)文化藝術活動規劃辦理情形、(五)性教育/AIDS 及未
婚懷孕防制輔導、(六)少年自立生活輔導、 (七)辦理少年職涯
發展與就業輔導及就業權益保障（請參閱附件四），提請分配
所屬主責單位（含處室科別），俾利向主責窗口彙集資料之便。

提案人

本府社會處

會議日期

101 年 4 月 2 日－101 年度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議

說明

有關中央 2 年 1 次對本縣兒童及少年社會福利實地考核，下次
考核時間為 102 年，考核 100~101 年執行成效，針對考核指標
七、兒童及少年發展輔導，依歷年向有關單位收集資料經驗，
經常面臨隸屬有關處室科別不明，致使彙集資料不便影響本縣

考核分數。
決議

本案請社會處參酌各縣市資料後，再邀集相關單位擇期召開研
商會議─101 年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社會處（婦幼科）辦理情形:
由社會處彙整，依考核指標做工作報告的呈現(如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參閱社會處彙整的工作報告格式。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提案

有關個案紀錄的保存，應受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或社會工作師
法規定

提案人

社會處婦幼科

會議日期

101 年 7 月 5 日─101 年第 2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議

說明

1.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之 1 規定：「少年受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之轉介處分執行完畢二年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
畢或赦免三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確定後，
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少年法院於前項情形應通知保存少年前科
紀錄及有關資料之機關，將少年之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予以塗
銷。」
2.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第 16 條規定：「社會工作師執行業務時，
應撰製社會工作紀錄，其紀錄應由執業之機關（構）、團體、事
務所保存。前項紀錄保存年限不得少於七年。」
3.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之 1 第二項規定，少年得為不付
審理之裁定，並轉介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轉介輔
導執行完畢二年後，視為未曾受該宣告，少年法院應於前項情形
通知保存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之機關，將少年之前科紀錄及
有關資料予以塗銷，此規定是否與社會工作師法第 16 條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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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紀錄保存年限不得少於七年有相互牴觸？
決議

該案請行文至司法院少事庭詢問塗銷之程序，本案繼續列管。

社會處辦理情形：
本案已行文至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庭並已來電詢問，有關少年前科紀錄的塗銷是
否適用至社會工作的個案紀錄，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庭討論後再回覆。
主席裁示：
本案等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庭回覆，於下次兒少委員會中提出報告。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提案

為因應「家事事件法」所需，針對「社工員陪同在場」議題，
提請 委員予以建議。

提案人

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會議日期

101 年 7 月 5 日─101 年第 2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議

說明

依「家事事件法」第 11 條略以，針對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之人，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時，必要者，法院應通知
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工或其他適當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
意見。
邇來，法院陸續函文通知本府指派人員陪同在場，惟陪同在
場之必要性範疇應如何界定，而其角色、功能是否符原立法
原意，為因應未來家事事件法所需，陪同在場服務儼然已成
為重要議題。
爰此，針對陪同在場之議題，法院及縣府團隊應如何整合、
分工合作，以建構完善保護安全網，確保未成年兒少之基本
權益，提請 委員予以建議。

決議

該案請社會處於與法院的相關會議中提出討論，相關執行情
況於下次會議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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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社工科)辦理情形：
本處業於 101 年 8 月 17 日召開
「101 度法官暨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
座談會，針對本會議之決議，說明如下：
1. 法院於內部家事庭庭務會議中，已曾針對此類案件討論，並對於有必要
請社工員陪同出庭案件做出定義：（1）子女為 14 歲以下、或（2）案
件之爭議性高，若有以上情形依法需由主管機關指派人員陪同出庭。
2. 此類案件如為各類保護型個案後續服務統一由個管社工協助；未成年子
女部分非保護型個案由本處結合「社團法人中華家庭暨社區展望協會」
轉介處理；非保護之身障者、長者則由本處相關業務單位協處。
3. 非縣府服務中之個案，如為有必要陪同之個案，法院將於公文中敘明需
派員陪同之原因，縣府則配合派員陪庭；其餘非必要之案件，則由社會
處視內部人力許可派員。
4. 法院方面，如在許可範圍內，則將需陪庭之案件，盡可能排於同一時段，
以利社會處派員。
因家事事件法尚未有相關配套措施，故今年度先行以上述方式因應相關案
件，未來本處將視經費許可，委託相關民間單位協助辦理本項業務，或評
估是否培訓適當志工協助陪庭。
主席裁示：
如社會處報告，本案解除列管。
決議

■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柒、 上次會議委員建議推動及詢問事項
建議人

馬委員成麟

建議事項

1. 建議下次會議各單位的工作報告，可參照社會福利考核指標
項目撰寫，一方面各單位也可提前作準備。
2. 文化處的工作報告可增加文化藝術類(如：表演藝術類場次，
辦理的服務人次)資訊，俾利更加熟悉文化處業務屬性。

決議

1. 社會處辦理情形：已於 101 年 6 月 12 日召開兒少福利考核研
商會議，會議決議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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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處辦理情形：詳如工作報告
辦理情形：
由社會處彙整，依考核指標做工作報告的呈現(如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如社會處彙整之工作報告，本案解除列管。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建議人

林委員美專

建議事項

1. 建議衛生局工作報告增加發展遲緩兒的追蹤紀錄。
2. 下次會議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請社會處依據考核指標彙
整，專題報告請各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輪流做深入的專題
報告。
3. 請文化處增加本縣圖書館使用率以及使用年齡層的數據統
整，藉此提升縣內資源的使用。
4. 建議相關單位彙整出早期療育通報轉介的發現比例及年齡
分配比例，並與鄰近縣市做比較，以提升發現率。

決議

1. 如委員建議，下次委員會請社會處主責，依據 102 年兒少
福利績效考核指標制定工作報告之形式，使委員能夠清楚
掌握各業務單位合作辦理的執行情形。
2. 往後委員會報告僅以社會處彙整之工作報告格式為主，各
業務單位做補充並提供書面報告，書面資料如委員建議。

辦理情形：
如社會處彙整之工作報告，如後。
主席裁示：
如委員建議，請文化處評估以人工方式計算入館人次，並從借書證資料中統
計年齡層，本案單位自行列管，於 101 年第四次會議中做兒少閱讀力專題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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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建議推動及詢問事項三
建議人

葉委員大華

建議事項

1. 因應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地方政府應針對兒童及
少年之需要就其權責範圍進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盤點
及政策規劃，評估應加入的兒少委員會各業務單位。
2. 建議衛生局的工作報告增加兒少性教育宣導以及毒品危害
防治的服務呈現，掌握服務成果及績效。
3. 請文化處的工作報告多呈現兒少服務的工作成果。
4. 請原民處增加偏鄉地區早期教育的專題介紹。

決議

1. 如委員建議，社會處將評估是否邀集其他局處參加兒少委
員會。
2. 各單位的書面工作報告，請參考葉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辦理情形：
1. 如葉委員大華建議，自本次開始邀集本府觀光傳播處參加兒少委員會，
主管新聞、通訊相關事宜。
2. 各單位工作報告如後。
主席裁示：
本案單位自行列管。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建議推動及詢問事項四
建議人

郭委員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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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1. 教保人員的勞動權益攸關幼兒在幼托園所的安全，因此建議
勞工處應對縣內公私立幼托園所安排勞動檢查，針對幼托園
所的專案查核列入工作報告。
2. 建議教育處應把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權益列為教保專業知能
研習十八小時的認證，並在審核課程認證中廣泛納入不同議
題如，環境教育、多元文化、生命教育、勞動權益等等，提
升教保人員多元意識，而非僅限於情緒管理、親職教育及教
學教材法狹義範圍。
3. 請社會處及教育處整合針對屏東縣公共托育的整體現況及
未來政策發展做報告。

決議

1. 如郭委員建議，請社會處及教育處針對公托之部分進行專題
報告，於明年(102 年)第 2 次兒少委員會中報告。
2. 請教育處參照郭委員建議事項，並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工作報
告。

教育處辦理情形：
本案於嗣後辦理相關研習時採納郭委員意見。
主席裁示：
1. 請教育處日後在審核教保人員課程認證時儘量保持彈性放寬對知能的
範圍界定。
2. 請勞工處勞資關係科採納郭委員之建議。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捌、 下次業務專題報告
1. 報告單位：文化處、教育處
2. 報告主題：提升兒童及少年之閱讀力
玖、 本次會議委員建議推動及詢問事項
建議人

吳委員麗雪

建議事項

1. 物質濫用防治宣導部分應增加衛生局工作成果報告，共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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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兒少人身安全。【衛生局】
2. 規劃辦理兒少文化藝術及休閒娛樂活動部分增加社會處暑
期方案、家庭福利中心辦理的青少年活動，以促進兒少發展
與社會參與。
【社會處】
3. 因應幼托整合，建立完善托育照顧服務系統可加入教育處幼
兒園的工作報告。【教育處】
4. 未成年未婚懷孕加入戶政掌握的人數。【民政處戶政科】
5. 請社會處社工科增加國高中性侵害的預防及處理，維護兒少
人身安全。【社會處】
決議

請衛生局、社會處、教育處等參考委員建議評估納入相關工作
辦理。

建議人

馬委員成麟

建議事項

1. 建議可以開放學校圖書館使社區兒童及少年可以進入校園
借閱書籍。
2. 活化社福館，建議館方可將社福館書籍外借。

決議

1. 如委員建議，請文化處、教育處於下次兒少委員會提出兒少
閱讀之專題報告。【文化處、教育處】
2. 請社會處參酌委員建議，改善社福館營運方式。【社會處】

建議人

林委員美專

建議事項

1. 各業務單位填寫工作報告時，工作目標及評量指標須具體可
測量、可檢驗，明確訂出年(季)須達到的標準；呈顯方式清
楚說明成效/成果，並依據評量指標指出當季受益人次及累
積受益人次。
2. 工作報告內容可以呈現出跨季、跨年度的數據比較，針對數
據趨勢發展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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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請勞工處、衛生局、教育處及其他各局處依據委員建議做修正。

建議人

郭委員明旭

建議事項

針對未婚懷孕防治部份，衛生局除了在國小進行性教育─生理
教育，建議國、高中也須進行性教育，並增加心理教育。

決議

請衛生局增加國高中性教育於下次委員會中提出報告。【衛生
局】

壹拾、 提案討論
案由一

屏東縣兒少遊憩及運動設施檢視，並討論進步空間。

提案人

馬成麟委員

會議日
期

101 年 9 月 25 日(二)

說明

看見屏東縣政府努力改造並美化各地公園及綠地，但到底有多少設
施是可供兒少遊憩、運動並安全使用者，應做一通盤檢視，並檢討
是否有進步空間。

工務處(景觀科)辦理情形：
1. 目前屏東縣公園綠地掌管單位分屬各鄉鎮市公所、教育處、文化處、工務
處、城鄉發展處、水利處、農業處等不同單位。
2. 各公園綠地之內部設施設計為權責單位自行規劃使用，目前無針對兒童遊
憩、運動設施之列管明細。
3. 景觀科目前實際掌管有中山公園、單車國道；目前已著手進行中山公園兒
童遊具之安全檢測。
4. 如需了解屏東縣整體公園綠地設施並通盤檢視，可能需要擬定調查計畫與
經費；需函文各單位進行普查彙整並請外業人員紀錄測繪。
主席裁示：
1. 縣管公園兒少遊樂設施請工務處(景觀科)做規劃及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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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工務處(景觀科)彙整，調查各鄉鎮公所管有之綠地、公園附設兒少遊樂
設施數量及安檢狀況。
3. 請工務處評估是否可於公園內規劃自行車道。【工務處】
4. 學校、幼托園所之兒少遊樂設施安檢狀況請教育處彙整於下次兒少委員會
報告。【教育處】
5. 有關社會福利綜合館出入口部分請社會處修繕，館外廣場鋪面的修建請自
行評估。【社會處】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案由二

有關寄養安置兒童及少年進行愛滋檢驗，因衛政與社政單位對身分
權解釋觀點不同，在兒童少年之監護人簽署愛滋檢驗同意書時，遭
遇到困難，致安置兒少無法進行完整之健檢，因此寄養家庭無法完
整了解兒少健康狀況，易致寄養家庭落入違反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家
庭寄養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一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
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2 條之情事。

提案人

屏東家庭扶助中心

會議日
101 年 9 月 25 日(二)
期

說明

1.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4 條 :｢主
管機關、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
病歷等有關資料者，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該
項資料，不得洩漏｣。衛政單位要求一定要有安置兒少之監護人
簽署同意書，才能進行愛滋檢驗，但有些監護人不知去向或失
聯，無法或不願簽署同意書。
2. 依下述兩項法規，為了提供兒少妥適照顧，了解兒少健康狀況，
在照顧上更能貼近兒少需求，故接受寄養安置服務之兒少，安置
之初(一週內)會進行健康檢查，而檢查項目中包含梅毒、愛滋及
肺結核等傳染病項目之檢驗。
(1)

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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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寄養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與安全，發生變故時，應
立即妥善處理，並同時通知本府或受託單位。｣
(2)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2
條：｢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
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3. 有關法定代理人身分認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0
條第 1、2 項｢法院裁定得繼續安置兒童及少年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成員一人
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第 62 條第 3 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依第一項規定，
在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
權利義務｣。
社工科報告：
建議對於失聯或不願簽署之兒少監護人，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60 條、62 條，由主管機關、交付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在
安置兒童及少年監護權時，代行監護簽訂愛滋檢驗同意書，同時公
函告知監護人已簽署。
主席裁示：
討論

1.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0 條強制安置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庭，應選任其
成員一人執行監護事務，並負與親權人相同之注意義務，該人簽
署同意書，進行愛滋檢驗。
2.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2 條委託安置者，準用第 60
條強制安置，由主責社工找到原生父母或由社工代簽署同意書，
進行愛滋檢驗。
3. 由於疾管局無法接受該代簽署之同意書，請衛生局與疾病管制局
溝通。【衛生局】

決議

 解除列管 單位自行列管 ■繼續列管：完成期限

壹拾壹、
建議人

臨時動議
吳委員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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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討論專題報告主題。

決議

1.101 年第 4 次兒少委員會由文化處、教育處做專題報告，主
題「提升兒童及少年閱讀力」。
2.102 年第 1 次兒少委員會由工務處做專題報告，主題「屏東
縣兒童及青少年公園綠地遊憩及運動設施檢視」。
3.101 年第 2 次兒少委員會由社會處、教育處做專題報告，主
題「公共托育」。
4.101 年第 3 次兒少委員會由原民處、教育處做專題報告，主
題「偏遠地區早期教育」
。

壹拾貳、

散會：同日下午 17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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