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 100 年度第 4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地點：臺南市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5 樓多功能教室
參、主持人：顏副主任委員純左

記錄：施慧美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如後附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目

決議重點

相關單位辦理

列管情

情形

形

各單位業務報告 1.請各單位爾後提具會議工 遵照辦理，詳
作 報 告 有 關 執 行 成 效 部 如本次會議各
分，如活動辦理或業管項 業務單位報告
目查核方面能具體說明辦 資料。
理內容、方式及成果，而
非僅是數據之片面單一呈
現，俾委員得以更深入瞭
解業務執行績效。
2.請教育局以中輟生及高關
懷少年等族群為主要工
作重點，參酌台灣冒險學

詳如本次會議
教育局專題報
告。

習發展協會運作模式及
委員的建言，建構本市有
關中輟生及高關懷少年
的團隊整合處遇模式，以
有效連結資源，協助該族
群發展成為社會的優勢
資源。
3.請工務局、消防局和社會 遵照辦理，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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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列
管

局 於 下 次 會 議 對 公 共 安 如本次會議各
全、消防安全等之檢查、 業務單位報告
限 期 改 善 及 追 蹤 改 善 情 資料。
形，能更具體化呈現執行
成果。
4.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針對

詳如本次會議

本次會議所討論之相關議

教育局專題報

題，包含與台灣冒險學習

告。

協會之經驗交流提具專題
報告。
案由一：在各級 照案通過。以本市社區暨志願 社會局全球資訊 解除列
學校日益重視青

服務推廣中心為志願服務資

網連結本市社區 管

少年學子服務學

訊帄台。

暨志願服務推廣

習之際，常因社

中心提供青少年

會參與管道不足

志願服務管道。

致有供需失調之
情形，建請市府
積極倡導與鼓勵
各單位提供更多
元管道，豐富青
少年服務學習之
場域，提請討論
案由二：為增加 1.照案通過。
安置兒童返家的 2.請公部門加強安置個案之
可能性及返家後

管理。

的穩定性及安全 3.有關個案處遇之定期會議
性，建請社會局

或業務會議，務須邀請相

能檢視目前政府

關機構或團體與會。

(或委辦民間)家

4.安置個案返家應建立返家

庭處遇工作中遭

評估指標或召開個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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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暨性侵 解除列
害防治中心補充 管
報告如附件 1。
勞工局報告如附
件 2。
衛生局報告如附
件 3。

遇之困難及瓶

會議等機制，請家庭暴力

頸，積極整合市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下次

府內外相關專業

會議工作報告補述說明。

團隊及民間資

5.請勞工及衛生局於

源，增加支持性

下次會議報告有關

及補充性之資源

可提供家庭重建之

以維繫家庭功

服務，以俾利社工

能，提請討論。

人員資源連結之運
用。

（二）專題報告
1.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專題-臺南市社區保母系統專案報告
2.社會局：專題-臺南市托育資源中心報告
決定：洽悉。
2.教育局：專題-臺南市中輟生業務專案報告
決定：洽悉。
（1）請教育局針對中輟生輟學之因素分析再予以具體
說明各多重因素如何界定並加入性別分析，俾讓
委員更瞭解不同成因或不同性別間的中輟生所面
臨之特殊問題，於運用中輟輔導模式介入處遇後
之成效或與學校施行性教育輔導之關連。
（2）為建置少年輔導員以預防少年犯罪並提升少年輔
導效益，請警察局瞭解各縣市有關少年輔導員員
額編制情形。
（3）請教育局參酌臺灣冒險協會之冒險體驗營或探索
營之經驗，重新提出計畫，以成為常設地點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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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投入運作之方案，俾收長期輔導之效益。
（三）各單位業務報告
1、衛生局
2、教育局
3、家庭教育中心
4、勞工局
5、工務局
6、消防局
7、警察局
8、新聞與國際關係處
9、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社會局
決定：洽悉。
1.請家庭教育中心補充說明社區生活營造校園輔導活動運
用臺南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執行成效。
2.請各單位爾後之工作執行困境，以需獲致跨局處協調協助
或委員提供意見協助者為主，若無困境則免填列。
3.請勞工局與教育單位合作，加強輔導媒合 15 至 18 歲少年
參加建教課程，以提升學歷俾利未來就業謀職。
4.請教育局研擬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執行困境之因
應對策。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為因應兒童及少年福利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如附錄）之施行，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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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說明：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
除第 15 條至第 17 條、第 29 條、第 67 條、第 87 條、第
88 條及第 116 條條文自公布 6 個月後施行，第 25 條、第
26 條及第 90 條條文自公布 3 年後施行外，其餘自公布日
施行。
二、該法重要新增權益事項包含表意權益（第 5 條、第 10 條）
、
身分權益（第 15 條、第 16 條、第 22 條）
、教育福利與權
益（第 23 條、第 25 條、第 74 條之 1、第 41 條）、文化
休閒（第 24 條、第 40 條）、兒少安全（第 27 條、第 28
條）、勞動就業（第 33 條、第 35 條、第 36 條）
、社會參
與（第 37 條）
、閱聽權益（第 38 條、第 39 條、第 45 條、
第 46 條、第 69 條）
、福利保護（第 53 條、第 54 條、第
67 條、第 68 條、第 73 條、第 74 條、第 80 條）。
三、為因應新法上路，發揮本次修法之兒少基本權益法治化、
推動跨部門整合機制、強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分
工、以兒少為主體加強休閒、參與及表意權、充實專業人
力、新增福利再前進等特色，以促進本市兒童及少年身心
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落實幸福城市宣言。
辦法：建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宣導，以利業務推動並促進兒
少權益。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謝委員瑞龍

案由：有關少年輔導委員會建置專業人力案，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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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請臺南市政府編列經費由警察局少年輔導委員會聘用
具社工、法律、心理諮商等專業背景之少年輔導員協助
執行輔導業務。
提案二

提案人：曹委員愛蘭

案由：為保障兒童及少年之人身安全，請主管機關或教育機關應主動
查證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或補
習班、才藝班等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是否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1 條規定，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2.請教育單位連結警政單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81 條規定主動查證，不得僱用有性侵害前科、行為不
檢損害兒童少年權益及罹患精神疾病經醫師認定不能執行
業務等狀況之工作人員，及不得擔任負責人。
玖、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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