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縣兒童權利公約檢視會議及 107 年度第 1 次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

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主任委員金德(楊委員兼執行祕書代)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略
兒童權利公約檢視會議前次會議決議情形：
案號 105071502
工商旅遊處回應：

記錄：賴旻萱

同上次會議報告。
決定：本案持續列管，請工旅處就 18 歲以下有無優惠提出相關收費標
準，後續請委員與兒少代表檢視。
兒少權益促進委員會前次會議決議情形：
、案號 106110301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2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3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4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5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6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7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8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09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案號 106110310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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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案號 106110311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二、案號 106110312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三、案號 106110313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四、案號 106110314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五、案號 106110315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六、案號 106110316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七、案號 106110317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十八、案號 10611031
決定：同意解除列管。
玖、 業務主管單位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略)
謝委員曉雯：
(一)小戶長案件數統計派案因素未呈現，請社會處說明。
(二)築親庭羅東站相較其他區域服務中心服務數量較低，請社會處
說明。
(三)106 年檢討與精進提到，中心較少規劃「專屬青少年」之服務
案及館舍空間，這是四個中心看到的需要還是社會處想要做
的，請問這項需求是怎麼來的?
(四)107 年推展計畫提到，強化新住民子女的多元文化背景，但看
中心新住民服務個案數，礁溪 2 戶、蘇澳 6 戶，為何會放在
107 年主軸計畫?
(五)公立托嬰中心滿額的狀態，可用後補名單評估需求有多大，資
料呈現滿額的狀態不知是等於需求，還是有很大的需求未被
滿足，未被滿足的需求會落在哪裡，請社會處說明。
社會處回應：
(一)小戶長 11 月派案羅東築親庭站原因為，案父為營造業主管，
因販售住宅需將案主遷戶，而成小戶長，經實際訪視，案主
與案父母同住，家庭經濟尚可，評估不開案；12 月派案新住
民中心原因為，案母失聯，由戶政機關通報開案，經社工與
學校聯繫，案主就學穩定，案件仍在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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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縣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 106 年 5 月轉型新住民中心，專責
新住民個案服務、方案辦理與新住民二代培力。
(三)針對公共托嬰中心目前有 140 幾位後補需求，今年度將增設社
區公共家園與公共保母新政策來彌補公共托嬰中心的不足，
待政策擬定完善後將會公告並在會議上報告。
謝委員曉雯：
報告未呈現 6 歲以下訪視戶數與訪視後續處遇概況。
胡委員碧雲：
(一)6 歲以下兒童服務數量如何。
(二)6 歲以下兒童針對非高風險、非兒少保主動開案的案件執行情
形如何。
(三)6 歲以下主動關懷服務橫向溝通連結狀況如何，當各局處意見
不一時如何裁決?
社會處回應：
6 歲以下主動關懷，矯正機關收容子女為主要案件來源，透過戶政
機關或監所收到調查表時會通報本處，再依服務個案所在地派案區
域福利服務中心進行訪視評估，如有高風險或兒少保之虞將進行通
報，具體服務數字於下次會議進行補充。
胡委員碧雲：
(一)家事服務中心與收出養監調案分別委由宜蘭縣溫馨家庭促進
協會及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辦理，報告僅呈
現一個評鑑分數，請問係為哪個單位的評鑑分數?
(二)家事服務中心與收出養監調案件評鑑分數 75.5 分，為乙等，
對此主管單位有無具體改善作為。
社會處回應：
(一)75.5 分為收出養監調案的評鑑分數，家事服務中心評鑑分數
為 89 分。
(二)針對收出養監調案評鑑分數不佳，本處檢討歸納，第一，財團
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第一次承接，很多部分尚未成
熟，第二，未考量單位能量不足，今年委託案由新單位承接。
張委員淑慧：
(一)社會安全網全國增加 2 千多的人力，本縣兒少保的案量不多，
未來人力如何因應與盤點。
(二)築親庭目前服務著重在 1、2 級預防與方案活動，針對社會安
全網案件多元性，築親庭是否已準備好轉銜。
(三)針對脆弱家庭支持方案，可能面臨 NGO 不接案與高風險人力不
足的情形，社會處是否有足夠的預備做因應。
(四)工作報告未呈現藥物濫用與司法受追的連結性與共案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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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縣是否有規劃親子館或行動親子列車，到偏鄉做親子教育，
其他縣市的行動親子列車包含二手玩具交換、保母諮詢與臨
短托育。
(六)收出養監調案的社工需受過完善的法律、家事調查與敏感度的
訓練，收出養監調案評鑑分數不佳，委託單位變動頻率過高，
品質無法維持，影響案主權益。
(七)收出養監調案委託轉銜過程，11-1 月個案有無合理的處置作
為。
(八)依據社會安全網，資產累積脫貧計畫著重在家長，「幸福青年
啟航計畫」需做家庭理財服務，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
帳戶」為趨勢型的政策，父母親的理財、職能及相關的社會
資源媒合等規劃，請社會處補述。
社會處回應：
(一)106 年接獲社會安全網消息後，已開始安排人力配置，也召集
相關單位說明社會安全網的走向，已向社家署報告 107 年為
過渡期，108 年完全走向社會安全網。
(二)脆弱家庭支持方案的公文已轉知相關單位，就補助項目與補助
基準，已請單位在服務項目內做規劃。
(三)司法後追來源有二，少輔院結束感化教育與外縣市轉介感化教
育結束遷居本縣者，縣內目前無共案狀況。
(四)今年前瞻計畫申請經費，將在宜蘭縣與壯圍鄉各設置一間親子
館，108 年將納入羅東地區。
(五)蘇澳托資中心有設置一台行動外展服務列車。
(六)今年收出養監調案轉銜過程，個案暫由築親庭社工訪視。
(七)針對理財帳戶課程，衛福部統一交由銀行辦理，本府未來將規
劃針對家長帳務累積的相關課程。
徐委員錦鋒：
(一)家事服務與收出養監調案，擬訂方案跟實質處理方向有落差，
針對子女監護權標案為 1 人編制，1 件監護案需 2 天的作業時
間，1 個人明顯無法負擔，所以應需有 2 人編制，但當把監調
案又加進來，單位會完全無法負荷。
(二)75.5 評鑑分數不佳，主管單位應與委託單位同心協力想出解
決方案，如 NGO 不在承接委託案，案量將背負在處內社工員，
應思考在有限的時間多元的訓練是否無法達到一定的專業程
度。
社會處回應：
公私協力上合作順暢，未來亦會加深協力上的緊密度。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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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生局工作報告：(略)
張委員淑慧：
(一)工作報告期程不一致，聚焦困難。
(二)針對少子化問題，衛生局對於新手父母有無設置保健宅急便或
公衛護士到宅服務。
(三)衛生局是否可以彙整各局處的資料，當到戶政報戶口時，可提
供相關醫療資源、嬰幼兒保健訊息的福袋。
(四)工作報告內無青少年酒害防制，多數高風險、酗酒與藥物成癮
家庭，都是青少年時開始酒精成癮，國人對於酒精敏感度低，
衛生局是否有積極作為。
張委員舜治：
宣導方式多以醫療院所和公立衛生作為宣傳管道，建議衛生局能橫
向連結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新住民中心或扥嬰中心等，個案頻繁出
入的場域，較能提高宣導效果。
衛生局回應：
(一)衛生局依主管單位指示工作報告須納入 107 年 1-4 月預計辦理
情形，導致資料期程不一致。
(二)衛生局針對產婦都會做哺乳衛教關懷亦會詢問孩童狀況並提
醒疫苗注射和兒童發展等資訊。
(三)媽媽手冊與兒童手冊民政處已建置幸福寶典網站，衛生局也有
提供相關資訊。
(四)衛生局有菸酒的宣導活動，目前與學校積極配合辦理。
張委員淑慧：
未滿 20 歲生育婦女與 6 歲以下關懷服務，銜接性如何。
社會處回應：
針對 6 歲以下衛生局與社會處銜接部分，衛生局發現未接踵孩童將
有兩個通報來源，一為高風險，二為 6 歲以下關懷。高風險依據通
報單兩天內派案給高風險承接單位進行訪視，如有失蹤情形將通報
警政協尋。
張委員淑慧：
(一)高風險孕產婦，如毒品媽媽，有無積極作為。
(二)針對青少年提供 3 小時的戒菸教育，建議邀請家長一起陪同參
與，能增加青少年戒菸的成功率。
(三)查獲 19 位吸菸行為學生，衛生局與教育處的服務比例各是多
少，成效如何。
(四)本縣對於電子菸有無積極作為與規範。
(五)未完成接踵兒童，催促幾次未果會依據兒少權益法通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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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六)針對毒品防制工作報告未看到衛生局對於家庭的服務狀況。
(七)1 對 1 預防反毒宣導 974 人，對應未成年個案 2 人，預防端顯
弱。
(八)犯罪偵防定期採驗執行率達 83%，警察局發現多少比例的兒
少，有無依法通報社會處。
(九)犯罪偵防查獲毒品販賣 226 人，性侵毒品、3、4 級毒品各占
多少比例。
(十)保護扶助組與社會處藥物濫用兒少預防輔導方案，毒品通報案
件數不一致。
(十一)報告未呈現吸毒青少年家長需接受強制性教育。
(十二)轉介服務組報告未呈現性侵毒品兒少戒癮門診和相關醫療
服務。
(十三)綜合規劃組總個案數 947 人，家訪 915 人，面訪 690 人，平
均個案見面 1-2 次，處遇多為電訪(4065 人)為主。個案出
監後此處遇方式難以找到個案，也不易了解個案狀況，建議
加強個管師訪視與家庭處育的頻率。
(十四)親源反毒方案，衛生局與教育處、警察局合作狀況如何。
胡委員碧雲：
(一)針對新生兒篩檢 G6PD 確診 25 人，從個管立場，能否提供後續
服務與轉介情形。
(二)未滿 20 歲生育婦女管理個案有 15 人在學，衛生局透過社政與
教育是否有提供相關服務處遇與資源。
謝委員曉雯：
面對毒癮家庭，但無實際用毒被抓的現行過程，導致外界資源無法
進入，針對吸食毒品的孕婦，衛生局應如何得知與因應毒癮寶寶的
預防措施；針對兒童預防教育與未來對於毒品的概念，教育處會如
何處遇。
衛生局回應：
(一)衛生局每月固定召開毒品危害防制委員會，由於資料過於龐
大，故僅摘錄與兒少相關的毒危資料，雖資料未呈現，但有
確實執行。
(二)毒危中心服務對象為成年人，主要角色在綜合規劃與戒癮的轉
介服務，細部執行面為教育處與社會處，未來是否將兒少毒
品防制轉由主責單位報告。
張委員淑慧：
105 年法務部公文函釋毒品防制中心不僅服務成人亦須服務兒
少，今年度毒品防制中心秘書業務已移轉給衛福部，不斷與心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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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毒品防制中心不要僅設定服務成人，因為毒品防制一定是從
兒少開始著手。
決定：
(一)第一次會議(1 月份)回顧整年度工作報告，如列說明。
(二)將建議列入紀錄，提供毒品危害防治會議呈現。
(三)洽悉。
三、教育處工作報告：(略)
張委員淑慧：
(一)建議加強身障兒童運動權與教育權，對於身障兒童平日運動有
何機制。
(二)針對身障兒童受教權益，由於障別多元性的，目前助理員比例
為 1:3，是否符合需求。
(三)針對聽語障兒童受教權益，是否有提供手語翻譯。
(四)愛滋病兒童受教權是否相關機制。
(五)宜蘭縣教育處未設置視障生無障礙措施的網頁資訊。
(六)學校環境設施設備是否能提供身障生有完善的休閒遊憩權益。
(七)符合教育部性騷擾調查人員資格的人數有多少人，是否足夠提
供需求，目前有無招募老師參加性騷擾調查人員資格培訓。
(八)針對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與教育部校園霸凌名單，宜蘭縣有
無積極作為，因考量名單對於宜蘭縣的不適用性。
(九)針對創課教育有無積極作為。
(十)針對原鄉課後服務，資源盤點是否到位，是否能提供家庭適當
的協助。
教育處回應：
(一)學校本身有動作機能課程，配合學校老師、體育老師與助理
員，針對行動不便的孩子更融入體育活動。
(二)每學年召開 IEP 會議，討論助理員需求是否足夠，每半年可依
需求申請，目前有足夠的助理員協助。
(三)有專門的聽障巡迴班服務，但政策仍須與社會處合作提供更全
面的聽語翻譯員服務，兒童若在溝通或在聽講上無法清楚了
解將提供輔具，輔具借用尚足夠。
(四)無障礙網頁目前跟資網中心合作，需逐步討論，期許網頁更無
障礙化。
(五)98 年開始盤點無障礙環境，每年亦逐步編列經費給學校改善
無障礙環境。
(六)轄屬高中與國中小共 101 所，目前有 72 位性騷擾調查人員，
106 年 12 月辦理性騷擾調查人員培訓，共 30 人報名，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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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轄屬學校建置 1 位性騷擾調查人員，各校對於性別平等

的敏感度高，本處亦會定期辦理相關宣導，校內依法定辦理
性平與兒少保護課程宣導。
(七)性別主流化與校園霸凌相關人員名單與作為，教育處有積極推
動，下次將列入工作報告中呈現。
(八)創課教育下次將列入工作報告中呈現。
(九)偏鄉課後服務需求比例比市中心高，將課後輔導設置在學校
內，師資以學校老師為主，目前在推動培訓補救教學師資，
未來亦會進駐偏鄉課後服務，社會資源的部分由永齡基金會
評估服務，以保障偏鄉與弱勢兒童受教權益。
齊委員君蕙：
(一)家庭教育中心有 0-6 歲的托嬰幼兒園，建議各鄉鎮資源應公平
運用。
(二)家庭中心教育推廣多集中在國中小與相關社福基金會，建議可
以推廣到 0-6 歲的托嬰中心或幼兒園。
教育處回應：
(一)針對托嬰中心有發公文與打電話邀請新手父母，但其意願不
高。
(二)家庭教育宣導配合大型學校設攤，0-6 歲的新手父母會在幸福
家庭電台規劃相關議題播出。
決定：
(一)托嬰中心區域資源未來依委員建議作平衡，將列入規劃。
(二)洽悉。
四、勞工處報告：(略)
張委員淑慧：
(一)應在網頁或就業媒合等活動宣導建教生與技術生的勞動保障
與申訴機制等相關資訊。
(二)勞工處是否有辦法調查 16 歲以下及 18 歲以下青少年的勞動現
況與原住民兒少的非典型就業狀況以確保兒少質場安全與勞
動權益。
勞工處回應：
依委員建議討論辦理。
決定：洽悉。

五、消防局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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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淑慧：
兒少安置機構與身障兒童安置機構是否有定期的消防演習。
消防局回應：
縣內各級學校每學期都有防災演練。
決定：
(一)請消防局協同社會處依委員建議辦理執行，也請教育處協助將
防災房火的實際演練落實到學校。
(二)洽悉。
六、警察局工作報告：(略)
決定：洽悉。
七、監理站工作報告：(略)
決定：洽悉。
八、民政處工作報告：(略)
張委員淑慧：
建議社會處新住民中心相關福利宣導可結合幸福寶典，利於新住民
了解托嬰及相關的服務方案。
決定：
(一)依委員建議，請社會處提供新住民相關資訊給民政處統整。
(二)洽悉。
九、地方稅務局工作報告：(略)
張委員淑慧：
其他縣市的地方稅務局將稅務宣導印製在日曆上，建議可結合 CRC
一併做宣導。
地方稅務局回應：
依委員建議帶回局處討論。
決定：
(一)依委員建議，除 CRC 宣導亦可結合各局處的重要宣導，供各局
處參考。
(二)洽悉。

十、文化局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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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淑慧：
請加強身障兒童的文化權與休閒遊憩權。
張委員舜治：
文化局依上次會議建議，將活動帶入原鄉地區且將資訊以發展社區
及偏鄉學校為宣傳據點，看到改善作為。
決定：洽悉。
十一、工務處工作報告：(略)
決定：洽悉。
十二、工旅處工作報告：(略)
張委員淑慧：
宜蘭縣為旅遊重鎮，工旅處是否有推薦無障礙兒童旅遊空間、友善育
兒的旅遊路線。
工旅處回應：
將委員建議帶回遊憩管理科討論改善。
決定：洽悉。
拾、專案報告
一、宜蘭縣少年犯罪及防治
二、兒童青少年毒品濫用問題
徐委員錦鋒：
(一)建議深夜在外遊蕩不歸可做登記，如登記次數過多將進入高風
險與少輔會服務，減少青少年出入不良場所應可降低犯罪率。
(二)鼓勵不喜愛讀書的青少年參與休閒活動，辦理活動時需先了解
青少年次文化，以轉移青少年注意力。
(三)生命與生存權為 CRC 重要權益之ㄧ，但工作報告尚未呈現本縣
0-18 歲體罰、受虐、自殺、性侵、病死、他殺、幫派、飆車、
吸毒、工作、未婚懷孕臨產……等死亡比率，此資料可以幫助
各局處釐清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於下次會議提供 CRC 相關資料
供各局處參閱，以利了解。
張委員淑慧：
(一)針對兒少犯罪預防資料分析應以犯罪人口比率統計呈現。
(二)報告內容未呈現科技整合觀點，地理資訊系統可看出 Hot spot
的分析、青少年不同的犯罪路徑、犯罪密集地與發生密集地，
針對發生密集地如何結合各單位合作做當地預防性的宣導。
(三)報告未呈現預防兒童犯罪方案的一般性預防作為；二級預防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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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會僅配置 2 人，如何達到特別預防效果，。
(四)警察局、社會處與教育處如何做虞犯行政先行的犯罪預防。
(五)毒品分析內未呈現兒少毒品濫用分析與佈點情形。
(六)針對初級預防，是否能與教育處與社會處合作推展生活技能訓
練(LSP)，在教育與家庭裡的支持方案。
(七)吸毒者出監後常有聯繫未果的情形，衛生局應如何與警政合作
建置地區性防治網絡。
張委員舜治：
(一)關於犯罪型態是否可以區分為在學與非在學分析。
(二)將犯罪分析呈現是否有共案部分，有助於瓦解組織化與幫派化
毒品團體。
胡委員碧雲：
宜蘭縣未來青少年的外展服務模式應如何建立。
決定：依委員建議，請各局處積極規劃辦理。
拾壹、臨時動議：
張委員淑慧：
建議兒少代表如無法出席會議，請兒少代表以書面提案。
決定：如委員建議辦理。
拾貳、主席結論
(一)每年第 1 次會議應回顧去年整年度工作報告。
(二)107 年第 2 次兒權會預訂於 5 月 24 日辦理，請單位彙整 1-4 月工作報告，
並增修委員建議事項。會議詳細資訊研議後轉知。
拾参、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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