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政府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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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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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芬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張委員紉、葉委員大華、張委員以岳、吳委員剛魁、王委
員淑清、陳委員啟勳、朱委員銀雪、方委員仰寧(林副局
長依仰代)、薛委員瑞元（李技正佳芳）
、王委員慧蘭（鄭
科長如華）
、鄭委員文華（張專員繡惠代）
、林委員德輝(張
專員惠琄代)、張委員桂鳳(陳技正明昌代)、劉委員美淑
請假委員－楊委員江瑛、趙委員善如、蘇委員益志
兒少代表－陳品謙(潮州高中)、徐爾彤(明正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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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會議決議賡續執行情形(詳見會議手冊 1 至 4 頁)：
案由一

「屏東縣政府研擬監督公園綠地管理機制及執行進度」專案
報告。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案由二

請勞工處未來針對活動方案加強進行勞動檢查，並於下次會
議提供未成年的勞動檢查相關報告。

主席裁示 本案併同專案報告後討論。
案由三
委員建議

國中小營養午餐及公私立幼兒園餐點採用非基改食品案。
1.據了解多數學校仍使用基改食材，食材源頭的溯源及事後
監督很重要，應確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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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檢視公立幼兒園登錄的內容多是早餐類，而非午餐食材
的登錄，此部分仍未落實。
3.供應鏈以培植在地有機小農為主。
4.幼兒園收費審議會 1 年只召開 2 次，教育處應讓幼兒園知
道應提供有機及較好的食材給孩子，必要時可提高收費。
※教育處回應：
1.午餐委員會業於 3 月 31 日召開，有關營養午餐費用調整
案正簽核中，預計 4 月份會公布。
2.國小附設幼兒園因營養午餐與國小一樣，故不會再另外登
業務單位
說明

錄，由系統直接轉入相關資料，故只登錄點心類，鄉立
幼兒園的部份，之後會再要求其每一樣食材都應確實登
錄。
※衛生局回應：
基改及非基改食材主要是針對”黃豆”類，衛生局會加強
輔導及查察食材源頭供應鏈，要求確實標示基改或非基
改，並確認其食材是沒問題的。
1.非基改食材國內供應量是不足的，加上因氣候變化致供應

主席裁示

量更不如預期，本縣另有食安平台會議中會持續檢討追
蹤。
2.本案繼續列管。
請警察局依委員建議進行修正，於下次提報「少年犯罪狀況

案由四

分析報告」之數據呈現部分，釐清人數與人次差異性，並將
少年虞犯納入。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未來少年輔導委員會議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
案由五

會議結合後，亦能看見相關議題全貌，另針對工作報告呈現
方式，則於二會之工作平台會議中再行討論。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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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詳見會議手冊 29 至 39 頁)：
案由一

加強校園電子菸防制宣導（提案人：屏東家扶中心）。
本中心服務之個案為未成年，於露天拍賣(網拍)購買電子

說明

菸，供同學吸食，違反校規遭記過。電子菸容易於網路、夜
市取得，部分含有尼古丁，但賣家未確認買家年齡即販售，
導致青少年容易上癮、違規。

辦法

請教育處函文學校加強宣導，避免青少年使用電子菸(目前
政府無法用《菸害防制法》開罰，電子菸應修法納入管制)
1.網路廣告賣菸可向 NCC 的 Iwin 申訴管道進行申訴。

委員建議

2.建議是否可與民間團體合作，例如董氏基金會。
3.重點是如何防範，因無檢舉誘因，效果不佳，建議網路警
察加強巡查協處。
1.請教育處針對國中小學生、校外會針對高中生加強電子菸
防制之宣導。
2.請提案單位(屏東家扶中心)亦向董氏基金會反應，針對此

主席裁示

議題予關注協處。
3.請將本次委員會會議紀錄一併函送衛生福利部積極協處。
4.如有查獲吸食電子菸者，可進一步了解其取得管道，以提
供衛生局協處。

案由二
說明
委員建議

縣府加碼托育津貼的執行現況（提案人：楊江瑛委員）。
了解目前縣府托育津貼（含加碼部分）補助情形，共補助多
少人（家庭）
。
現正進行托育補助加碼家長滿意度問卷調查中，此部分很
好，既然縣府花了預算，應了解家長對此政策意見為何。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如楊委員有意見再提供相關資料)。
案由三
說明
委員建議

偏鄉及部落托育規劃（提案人：楊江瑛委員）。
了解目前偏鄉及部落地區托育現況及規劃。
1.平地幼兒園中具原住民身分的人數有多少?
2.辦理居家托育人員訓練班，增加合格保母數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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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托育資源外展行動車將嬰幼兒照顧諮詢等托育服務帶入
原鄉及偏遠地區外展服務措施很好。
4.屏東縣幼兒照顧希望公共托育可達 30%，未來朝設立鄉立
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如楊委員有意見再提供相關資料)。

伍、專題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5 至 25 頁)：
案由一

104 暑假創意工讀成果。
1.針對暑期工讀這些未成年勞工之勞動條件，包括薪資及納
保情形，可否具體說明。
2.有關弱勢優先的部分，建議亦應關注高中中離生，目前針

委員建議

對中離生只有通報機制但未有後續相關輔導機制，這些孩
子更需要就業輔導或是工讀機會，建議未來可納入。
3.創意工讀成果書多是過程，較好奇孩子眼中的屏東是如
何?建議可辦理相關展覽..等。

勞工處說
明

1.暑期工讀以時薪 120 元，並納入勞、健保及提撥 6%勞退
金。
2.今年以在學學生為主明年會在納入高中中離生。
屏東縣有暑期創意工讀，還有青年學院，包括綠能、照顧、

主席裁示

生態及食品加工等產業予以培力、提供創業貸款，過程有產
業走讀及與業者深度訪談等，還有農業大學提供技術及協助
後續行銷等，皆有完整規劃及配套。

案由二

青少年勞動檢查專案。
1.校園宣導的不要忽略職業安全的部分，統計資料發現
15-24 歲請領職業災害的比例較其他年齡層高，有關職安
法第 29 條之 10 多項危險場所，應加強教育宣導。

委員建議 2.6 月底會辦理職業安全相關教育訓練，歡迎大家踴躍參
加。
3.4 月 28 日為職業安全日是否有相關規劃?
4.屏東縣為農漁業大縣，應該與都會區青少年打工場所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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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屏東縣青少年是否會在漁塭、農會或民宿等打工場
所，情況為何?
1.4 月 28 日辦理勞動節表揚活動，並將加強宣導職業安全
衛生，增加職業病門診醫院，之前只有屏基有此門診，今
年增加署立屏東醫院與高榮屏東分院醫院，4 月底成立本
勞工處說
明

縣職業傷病委員會，訂於 4 月 25 日辦理記者會宣導。
2.目前已向勞動部提出話劇校園宣導申請補助計畫，對象以
大專生及高中職為主，會再加強職安宣導。
3.多數農漁業打工亦適用勞基法但多數皆未有投保，一但發
生職災雇主需負擔全責，4 月底辦理農事勞動力的論壇將
納入青少年勞動部份。
1.請勞工處務必將職業安全宣導列為重點工作。

主席裁示

2.屏東縣為農漁業大縣，針對農漁業等青少年打工之勞動條
件檢查，請勞工處研擬如何加強宣導及落實查察機制，下
次會議報告。

案由三

104 年少年犯罪狀況分析。
1.資料中未有男生、女生之分析。
2.犯罪分析要有性別，主要是因為部分女生為了瘦身而誤食
毒品，犯罪的樣態分析應進一步了解，也應了解其吸食毒
品的動機為何?
3.犯罪區域只呈現毒品的部份，且區域只呈現鄉鎮市，可否
更清楚呈現，以利進行偵防工作。
4.預防以行政先行為原則，是否結合相關局處進行相關預防

委員建議

工作。
5.另有「非鴉片類藥癮者成癮治療費用補助計畫」
，針對成
癮治療可申請相關經費。
6.是否有犯罪區域斑點分析圖，犯罪較高的區域原因為何?
應深入了解。
7.3 個月訪查 1 次的目的為何?是否應結合衛生局資源介入。
8.參加陣頭之少年如無不良行為，參加宮廟陣頭不應被標籤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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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屏東市學校及人口較多，潮州鎮因執行強度較高，所
以，犯罪人口數較高，未來將更詳細列出。
2.目前皆結合校外會、教育處、衛生局等進行行政先行工作。
3.學生會怕宮廟是因為打群架或有毒品問題或遊行時狂放
警察局說明

鞭炮，好像無政府狀態所致。
4.清查宮廟參加人員，主要針對宮廟主持人有毒品前科會加
強清查。
5.針對全縣國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認為社區中哪些是不
安全的地方，並將相關統計資料提供教育處及民政處參酌
並進行後續改善。

主席裁示 報告資料參考委員建議並納入性別分析。

陸、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41 至 92 頁)：
建議人

張委員紉、葉委員大華、吳委員剛魁
1.中介教育為何是在高中?
2.12 年基本教育因經費不足高中不是義務教育，因非義務
教育所以學校介入有限，現有許多中離生，因學歷不夠

建議及詢
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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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兒童權利公約（第 28 條受教育權及 33 條不受麻醉藥品
危害）已施行，已有相關法源，如有不足，相關主管單
位應予以增修，但相關輔導資源未到位，建議向上與教
育部溝通。
1.因枋寮及東港高中是完全中學，所提報的資料是國中的
部份。

教育處說
明

2.雖已實施 12 年國教，高中非屬義務教育，但國中屬義務
教育，依強迫入學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故稱中輟生，高
中階段則稱中離生。
3.中離生通報系統因無強迫入學相關法源，學校較無法介
入，但仍會轉知學校加強輔導。

主席裁示 1.請教育處收集屏東縣中離生的概況及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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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中離生通報之後是由中央處理或是由中央提供地方
資源進行中離生輔導，請教育處與毒防中心或於相關跨
局處會議討論後，下次會議報告。
建議人

吳委員剛魁
1.有關機構內性侵案件日益增多，且類型亦有變化，從異性

建議及詢
問事項

到同性等，如何因應?
2.機構內性侵及霸凌問題未受到重視，中央應予重視及相關
資源要出來，建議先做工作人員教育訓練並對院童宣導申
訴專線。
1.機構內性侵害案件通報後，會有被害人、加害人及機構

社會處說
明

等整套輔導計畫。
2.相關在職訓練每年都會有，但工作人員流動率高，且孩
子問題多元困難，勞動條件應再提高，否則留不住有經
驗的工作人員。

主席裁示

下次會議請社會處補充縣內兒少機構相關輔導策略及巡迴 9
家機構宣導申訴管道。

柒、臨時動議：
案由一

屏東火車站整修議題（提案人：兒少代表）
。
1.台鐵舊站整修，導致民眾從舊站走到新站需花費較長的
時間(可能因為公車總站位置因素，大部分的學生、民眾
都是習慣從火車站舊站搭車)，縣政府從兩旁開啟的便
道，須繞道，距離長，同時也當成民眾的臨時停車場，

說明

以致行走空間不大，人車並行，危險性十足。
2.電話詢問鐵路局客服，他們表示拆除工程已經完成，當
初車站只蓋了一半，現在要完成另一半，預計 7 月完成，
請民眾耐心等候。
3.兒少代表們希望可以盡速改善此問題，讓學生有一個安
全的搭車環境。

城鄉發展處此議題縣長十分重視，經與鐵路局會勘後，預計最慢 7 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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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成工程，如有區段工程完成將逐步開放，並以各種管道儘快
讓民眾知悉。

主席裁示

案由二

此問題縣府團隊亦積極處理中，請加強行人步道安全，如有
區段完成，將採逐步開放使用。
公車議題的追蹤（提案人：兒少代表）
。
1.兒少代表交通組利用 4 月初，為期一週的時間定點測試
了「屏東客運到站時間」與「I-BUS」APP 的準確度，共
抽了 14 條路線、30 個班次進行測試，過程中發現 4 班次

說明

與 ibus 不符，分別是 8215，8218，8260 三條路線，各
有一班次在 ibus 上未顯示，但有車輛到站;另外，8220
路線有一班在 ibus 上有顯示，實際沒有公車抵達。
2.總體而言，ibus 並無重大瑕疵，在大部分班次中，誤差
皆在 5 分鐘以內。

城鄉發展處 此部份是屬公路總局系統，那三條路線是屬監理站所轄，
說明
主席裁示

將反應予公路總局督促廠商改善。
請城鄉發展處依此會議決議正式行文公路總局，回復後下
次會議報告。

捌、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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