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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105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5年 2月 1日（一）上午 9時 

二、 開會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三、 主 持 人：賴副主任委員振溝  代理                     記錄：吳婕妤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104年第 2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 案號 1：洽悉並結案。 

七、 104年第 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 案號 1：繼續列管。請教育處及城市暨觀光發展處盡速補齊遊樂設施管理清

冊，並請相關局處依據管理清冊監督所屬定期辦理安全檢查，且於每年辦理

安全稽查，屆時管理人員訓練課程亦請派員參加。 

(二) 案號 2：洽悉並結案。請社會處將此清冊函文各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廣為周

知，並公告於網頁供民眾下載。 

八、 各單位業務報告：報告內容詳如書面資料，問題討論如下： 

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1 警察局 

1. 楊委員文玉： 

(1) 指 紋 捺 印 執 行 困

難，是否能請警察局

到機構協助辦理指

紋建檔？ 

(2) 建請於慈生街多設

置一處巡邏箱。 

(3) 建請於晚上 9點後，

加強校園內(尤其是

廁所)的巡邏。 

2. 謝委員儒賢： 

警察局 105 年度工作重

點並未列出預算編列情

形，請補充說明。 

※警察局： 

1. 目前已有提供到機構

辦理指紋捺印服務，但

仍須經家長同意。 

2. 關於巡邏箱之設置，請

由慈生仁愛院向本局

提出申請需求，本局將

開會評估是否設置。 

3. 105 年度警察局婦帅福

利與保護之預算僅四

十幾萬元，少年隊預算

將於下次會議補充說

明。 

 

※教育處： 

關於加強校園巡邏部分，

各校皆依據校園管理規則

1. 請慈生仁愛院事先請

家長填寫同意書，於

累積一定案量後定期

申請指紋捺印到府服

務，並請警察局協助

辦理。 

2. 關於設置巡邏箱，請

慈生仁愛院與警察局

聯繫提出申請。 

3. 關於加強校園巡邏，

請教育處於行政網上

公告要求各學校「重

點式」加強校園安全

維護，例如曾發生相

關案例之區域、寒暑

假期間等，亦請警察

局重點式加強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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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辦理，另圍牆較低者將要

求加強巡邏與安全改善。 

2 
少年輔導委

員會 

謝委員儒賢： 

關於少年輔導委員會

(p.14)辦理向陽專案及

飛揚專案經費，因公益彩

券盈餘運用之限制，仍應

回歸權責單位(警察局少

年隊)提列 106 年度公務

預算。 

※少年輔導委員會： 

依據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

及實施要點，少輔會所需經

費，由縣政府在警察局編列

預算。將依委員意見，提列

警察局 106年度預算辦理。 

請依委員意見酌辦。 

3 衛生局 

李委員三益： 

關於菸害、檳榔、毒品防

制工作，彰化縣的趨勢為

何？是越宣導越多還是

越宣導越少？是否有相

關研究報告？ 

※衛生局： 

將於會後補充報告。 

請衛生局及教育處於會

後補充菸害、檳榔、毒

品防制工作成效。(詳如

附件一) 

4 教育處 

1.  (p.46)帅童專用車

查獲違規之後續作為

為何？建議可列入評

鑑項目與扣分標準。 

2. (p.59)關於輔導人員

駐點之服務，心理師

比例較社工師高，建

請增加社工師比例以

利相關服務之推展。 

3. (p.153-161) 遊 樂 設

施可檢驗人員名單

中，國小人員僅 1人，

對於校內遊樂設施安

全檢查工作恐有影

響。 

4. 針對「應入學而未入

學，卻失蹤的孩子」，

彰化縣內目前有幾

案，辦理情形為何？ 

5. 關於帅兒園教師虐童

※教育處： 

1. 關於帅童專用車稽

查，係本處與交通隊、

監理站進行聯合稽

查，一旦查獲違規即現

場開立罰單處以罰鍰

(6,000 元起)，事後並

函文機構要求改善，若

有再犯，將累計處罰。 

2. 關於輔導人員比例，目

前以心理師比例較高

(縣級輔導人力 10

名，其中社工師 2

名)，這部分會請學校

端進行調整與落實。 

3. 國小人員接受管理人

員訓練名單將於彙整

完成後傳送給委員參

考。 

4. 本縣「應入學而未入

1. 請教育處將「帅童專

用車與不當對待情

事」列入評鑑項目與

扣分標準，要求帅兒

園善盡管理監督之

責，並落實懲處機

制。 

2. 另請依委員意見酌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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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案件，現行法令無法

對帅兒園開罰，建請

教育處研擬針對帅兒

園業者之積極監督與

懲處機制。建議可列

入評鑑項目與扣分標

準。 

學，卻失蹤的孩子」有

1 案，學校已通報強迫

入學委員會，且進行家

訪，並由警政單位進行

協尋。 

5. 針對帅兒園業者之處

罰，現行帅教法規定係

針對未盡監督責任(知

情)者進行開罰，因此

若園方表示不知情則

可免責。針對此困境，

本處擬向教育部提案

修法，一旦帅兒園有發

生是類不當情事時，應

併同處罰機構負責

人；另關於兒權法兒虐

懲處部分，亦請社會處

協助向中央提案修

法，併同處罰機構負責

人。 

5 勞工處 

1. 王委員震光： 

(p.64)關於失業者職訓

計畫，18 歲以下參訓者共

6 人，卻僅有 1 人結訓，

請補充說明未結訓原因

或仍培訓中？ 

2. 蔡委員盈修： 

(p.65)關於建教生檢查

計畫，104 年度僅 1 件，

次數太少，建請加強檢

查。 

※勞工處： 

1. 經查，會議資料數據為

誤植，參訓 6人皆已結

訓，並於訓後 3個月進

行追蹤，目前皆已成功

就業。 

2. 技術生權益保障之推

動與辦理情形共分兩

大部分： 

(1) 第一部分為辦理配合

中央及相關單位建教

生相關勞動條件檢

查，104 年共執行 4

件以上。 

(2) 第二部分為技術生書

面契約報備。104 年

1. 請勞工處於各項業

務(計畫)推動時，在

方向上應與「兒少」

結合，於工作重點中

納入兒少特色(例如

就 業 服 務 站 之 服

務)，有別於一般民

眾。 

2. 關於技術生勞動檢

查，請持續加強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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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度僅 1件，係指技術

生書面契約報備。 

(3) 因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

益保障法自 102年 01

月 02日公布施行，勞

基法第八章有關建教

生準用技術生之相關

規定，於建教生不再

適用，其訓練契約報

備及相關權益保障回

歸該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規範，已由教育部

國教署管轄，勞政機

關僅能針對建教合作

機構實施結構性勞動

條件檢查，以控管建

教合作機構品質，保

障建教生權益，至

104 年僅 1 件技術生

書面契約報備則為大

專院校的雙軌訓練旗

艦計畫，因屬勞基法

第 64 條規定之事業

單位養成工、見習

生，準用技術生規

定，因此向本府報

備。 

(4) 相關勞動條件檢查案

件，將依委員建議規

劃辦理並呈現完整詳

細資料，避免造成混

淆。 

6 新聞處 

1. 王委員震光： 

本縣地方有線電視業者

已於 104年 12月新增為 3

※新聞處： 

本處擬協助發佈新聞稿，宣

導兒少使用電腦及 3C 產品

1. 持續加強辦理有線

電視報導查察。 

2. 請 協 助 發 佈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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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家，建議加強辦理查察。 

2. 李委員三益： 

建請教導家長如何於電

腦及 3C 產品設置密碼，

以利控管兒少正當接觸

是類產品。 

之注意事項與保護措施。 稿，加強宣導兒少使

用電腦及 3C 產品之

注意事項與保護措

施。 

7 社會處 

1. 蔡委員盈修： 

針對 CRC 優先檢視清

單，本次會議未見各局處

針對所屬法令規定之檢

視結果與處理情形。 

 

2. 楊委員文玉： 

建請保護性個案之主責

社工能每季至機構關懷

個案。 

※社會處： 

1. 本處已於 104 年度邀

請兒少委員針對各局

處提出之法規檢視結

果召開審查會議，並建

立優先檢視清單，105

年度將持續辦理。 

2. 針對保護性個案，社工

皆於有限之人力與時

間內安排訪視，本處將

盡量依委員建議，要求

社工至少每季探望孩

子一次，並於訪視時一

併探望非主責之個

案，若有受服務需求將

立即通知主責社工進

行訪視與處遇。 

1. 關於 CRC檢視工作，

請業務單位於下次

會議彙整各局處法

規檢視結果與修法

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2. 關於社會處需相關

局 處 配 合 辦 理 事

項，請相關局處配合

辦理(詳如附件三)。 

3. 關於兒童遊樂設施

管理人員訓練，請於

函文各單位參訓時

註明「應參訓而未參

訓者」將提報本委員

會公告，請相關局處

務必要求所屬參訓。 

4. 另請依委員意見酌

辦。 

8 

民政處、建

設處、工務

處 

主席：無 105年度重點工

作報告。 

※民政處、建設處、工務

處：將於會後補充。 

各單位業務報告需有

105 年度重點工作報

告，請民政處、建設處、

工務處於會後補充(詳

如附件二)。 

九、 臨時動議： 

(一) 提案單位：陳委員啟智。 

(二) 提案內容：因霾害嚴重，空氣品質不佳，建請參考嘉義縣空汙旗之機制，或

是另訂其他監督機制、設置監測儀器等，於空氣污染達一定程度時提醒兒少、

老人們等民眾於從事戶外活動時注意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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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處回應：教育處已編列設置空汙旗之預算，預計透過招標方式辦理。 

(四) 主席裁示：目前以學校設置空汙旗為優先，並與車站互相配合，依據空氣品

質程度升降空汙旗警示民眾。 

十、 散會：中午 11時 15分。 

 

十一、 附件一：本縣 104年度菸害、檳榔、毒品防制工作成效補充資料 

(一) 衛生局 

1. 辦理菸害防制及檳榔防制地方宣導工作： 

(1) 辦理電視、廣播宣導工作 123檔次。 

(2) 辦理帄面媒體宣導工作 22則。 

(3) 辦理戶外廣告宣導工作 20面。 

2. 整合轄內資源，加強推動社區、職場、校園檳榔防制工作，降低吸菸率及

嚼檳率，提升民眾、學生、教師對菸害防制及檳榔危害認知並辦理校園及

社區菸害檳榔防制宣導工作合計 71場。 

3. 輔導癌症診療計畫醫院以個別收案方式完成戒檳教育，帄均每家收案 30

人。 

4. 成人嚼檳榔率由 103年 10.11%降低至 104年 9.57%，檳榔認知率由 103年

50.83%提升至 104年 56.43%；青少年吸菸率由 101年 6.6%降至 103年 1.3%。 

5. 依據本縣警察局查獲少年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統計，102年查獲少年

濫用毒品涉案數 276人，103年下降至 191人，104年下降至 167人。 

(二) 教育處 

1. 毒品防制：103年春暉小組個案共計 19位；104年春暉小組個案共計 12位。 

2. 菸檳防制： 

(1) 103年國小學生吸菸率由 10.23%降低至 2.47%；103年國中學生吸菸率由

6.10%降低至 5.83%。 

(2) 103年國小學生嚼檳率由 0.66%降低至 0.37%；103年國中學生嚼檳率由

1.27%降低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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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附件二：105 年度工作重點補充資料 

(一) 民政處 105年度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預算編列 工作重點 

衛生主管機關須將新生

兒資料轉知戶政主管機

關 

無（配合業務

辦理） 

本縣各戶政事務所賡續依內政部函頒「出生資料網路通報

作業要點」規定接收出生通報辦理出生登記事宜。 

協助未辦理戶籍登記、無

國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

許可之兒少依法辦理有

關戶籍登記、歸化、居留

或定居等相關事項 

無（配合業務

辦理） 

依內政部 99年 4月 15日台內戶字第 0990069120號函示，

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如查有無國（戶）籍兒童，應先確認當

事人身分。當事人如未具有我國國籍，又未經國人生父認

領，由戶政等機關速函該部移民署研處居留事宜，以維護

當事人權益。 

成年禮活動 20萬元 彰化縣 2016年活力青年成年禮活動 

協尋失蹤兒童少年 
無（配合業務

辦理） 

遇受理兒童逾 60 日以上經戶政事務所逕為出生登記、以

無依兒童方式申報戶籍（12歲以下）及以無戶籍人口補報

戶籍(13 歲至 18 歲)者，函知失蹤兒童少年資料管理中

心，協助找尋失蹤兒童少年。 

兒童及少年保護 

無（配合戶政

業務講習辦

理） 

宣導及教育戶政人員如何敏於辨識須積極介入關懷之兒

少及如何辦理兒少保護之責任通報等作業。 

兒童及少年保護 
無（配合業務

辦理） 

各戶政事務所依內政部 102 年 12 月 10 日台內戶字第

102036347 號函示，如發現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

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依高風險家

庭關懷輔導處遇服務實施計畫通報本府社會處 

 

(二) 建設處 105年度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預算編列 工作重點 

公寓大廈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稽查 無 
持續公寓大廈組織報備宣導依規定執行安全檢

查與維護。 

遊戲軟體分級之監督、查核及裁處 無 
持續對本縣轄內出售遊戲軟體之實體通路商店作

監督與查核。 

 

(三) 工務處 105年度工作重點 

工作項目 預算編列 工作重點 

兒童及孕婦優先獲得照

顧 
無 

105 年度本府轄管市區汽車客運新闢路線營運票價均依兒

少法第 33 條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49 條規定，6 歲以

下免費，12歲以下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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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附件三：105年度社會處需相關局處配合辦理事項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相關局處 需配合辦理事項 

2016年兒童
節慶祝活動
暨青春夢想
舞台 

105年 4月 2日 

教育處 

1. 協助函文至各教育單位，轉知兒童節活動，

邀請兒少與家長共同參與。 
2. 協助函文至各教育單位，鼓勵學生社團或科

系班級擺攤。 
3. 推薦與邀請兒少表演團體。 

衛生局 
1. 協助支援攤位說明會之食品安全說明課程。 
2. 協調支援當天救護車輛及醫護人員設置醫

護站服務。 

警察局 協助當天交通指揮及車輛疏導。 

新聞處 協助發佈記者採訪通知和新聞稿。 

105 年度兒
少生活狀況
需求調查 

105年 1-12月 教育處 
協助發文至各國小、國中、高中學校，協請學
校老師發放兒少生活狀況需求調查問卷。 

查 察 菸 、
酒、檳榔等
物質之販賣
(機)業者 

持續辦理 警察局 

1.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 1 月 21 日衛部護字
第 1051460096號函辦理。 

2. 查察菸、酒、檳榔等物質之販賣(機)業者，
並依法函送本府裁處。 

兒童及少年
安全實施方
案 

每半年提報 

警察局、衛生局、消防
局、教育處、勞工處、民
政處、建設處、城市暨觀
光發展處、社會處、新聞
處、文化局、工務處、農
業處等相關單位 

1.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 1 月 20 日部授家字
第 1050001291號函辦理。 

2. 依本方案「柒、管制考核」(p.22)之規定，
各項目之主(協)辦單位應將執行情形及辦
理成效，對特定受益對象進行性別分析，每
半年提報本會議(併同「兒童及少年事故傷
害防制協調會議」)之業務報告檢討，亦即
於本年度第 2次會議提報 105年 1-6月執行
情形。 

兒童權利公
約法規檢視 

105年 4月 30
日前 

警察局、衛生局、文化
局、消防局、環境保護
局、地方稅務局、教育
處、勞工處、農業處、行
政處、財政處、水力資源
處、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地政處、計畫處、主計
處、建設處、工務處、新
聞處、法制處、政風處、
民政處、人事處 

1.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年 1月 26日部授家字
第 1050600049號函辦理。 

2. 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
視流程，地方政府應於 105年完成法律(自
治條例)案之檢視，請將檢視成果依所附
「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清單」(附件 3)
表格填復，俾憑彙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