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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 

衛生與福利組 

105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  點：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2 樓 2-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副局長淑鳳                              記錄：陳秋雯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103

042

5-0

4 

建請落實執行

「各行業附設兒

童遊樂設施安全

管理規範」，並針

對規範外之校園

遊戲場併同進行

定期安全稽查。 

教育局 

衛生局 

經發局 

教育局： 

1.目前國小遊戲器稽核表單適

合且符合國家標準CNS12642

版本。 

2.本局規範本市各公私立幼兒

園每年 1月及 7月應報送前半

年遊樂設施檢核表至局備

查，並參採教育部針對幼兒園

各項設施設備安全管理檢核

作業所定表格制定本市幼兒

園兒童遊樂設施安全檢核表

(如附件六)，將持續督導各園

確實辦理並將持續每週排程

稽查。 

衛生局： 

1.有關「遊樂設施安全管理人員

訓練」係由本府社會局依權責

辦理訓練課程。 

2.本市麥當勞總計 54 家，其中

39 家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前

述 39 家門市月薪人員均完成

政府機關開辦之訓練課程領

1.繼續列管。 

2.請經發局針對

目前營利性兒

童遊樂設施修

法進度及執行

狀況進行補充

說明。 

3.本案提大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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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有證書。 

經發局： 

1.依本案案由為落實執行「各行

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

理規範」，經查上開管理規範

第 3 條明揭兒童遊樂設施係

指「非營利性」，核與「營利

性」兒童遊樂設施互有扞格；

查第 4 條規定：附設兒童遊樂

設施之主管機關為各行業主

管機關。 

2.至於「營利性」遊樂設施目前

法規尚無明確規定，衛福部前

於 105 年 2 月 23 日針對上開

營利性兒童遊樂設施之劃分

權責單位召開會議，本局亦派

員與會，對本府經濟發展局商

業科 7 個稽查員，需稽查八

大、資訊休閒業、電子遊戲場

業、民生竊盜…等影響治安行

業，超過 1000 家以上，如何

兼顧「影響治安行業」及「保

護兒童權益」，其執行上確有

窒礙難行之處提出意見，案經

台北市政府提議將「營利性兒

童遊戲場」改為「專營性兒童

遊戲場」，將各行業主管機關

「附設」兒童遊樂設施中「附

設」二字移除，主席及現場人

員當日無反對意見，爰此議題

尚有可檢討空間，俟中央修正

並訂頒法條後依規辦理。 

103

042

有關客貨兩用車

可否做為學生交

教育局 1、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2 月短

期補習班學生交通車總攔查

1.續續列管。 

2.請針對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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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5-0

6 

通車，並落實學

生交通車管理辦

法乙案。 

129 次；攔查 77 輛；合格輛

數 58 輛；不合格輛數 19 輛。

不合格之主要原因為未攜帶

駕駛執照(3件) 及行車執照(4

件)、未持用職業駕駛執照(9

件)、超載(6 件)或未核備(3

件)，相關不合格情形後續均

配合監理單位發文違規之短

期補習班限期改善。 

2、因學前教育尚非屬義務教育

亦非採學區制，因此各園幼童

需幼童專用車接送之需求不

一，尚難按幼童數判定各園幼

童專用車數量是否充足。本局

每月皆定期排程聯合監理站

及警察局等單位進行幼童車

輛聯合路檢，104年 9月至 105

年 2 月，攔檢車輛共 75 輛，

其中 70 輛合格，5 輛因超載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30 條規定，除現場開單裁

罰，並責令改正。 

相關規範及執

行現況進行補

充說明。 

3.本案提大會討

論。 

104

061

8-0

2 

有關兒少保護

(含性交易)個案

擅離安置機構，

警政單位協獲

後，為保護兒少

安全及權益，相

關處理機制。 

社會局 

家防中心 

警察局 

1.本案業已於 104年 11月 26日

大會解除列管。 

2.主席裁示請依下列原則處理： 

(1)針對擅離安置機構經評估有

危險之虞之個案，請警局協

力護送。 

(2)請警察局婦幼隊為緊急聯繫

窗口。 

(3)請社會局與警察局婦幼隊再

研議所謂「危險」之評估指

標或原則，且可於執行一段

時間後再檢討此評估指標或

1.解除列管。 

2.並請家防中心

將執行成果進

行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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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原則有無須修正、調整之需

求。 

104

103

0-0

1 

有關公寓大廈管

理員及保全業針

對從事前項工作

時應進行申請查

閱是否為性侵害

加害人，並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建立核轉查閱

管理機制。 

都發局 

經發局 

家防中心 

都發局： 

本局業以 104 年 11 月 17 日中

市都住字第 10401943411 號函

請內政部營建署研議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或相關法規修法之可

行性，目前尚未知悉有研議修

法之情事。另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一條：「為加強公寓大廈

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

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故建議本案宜由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法規研議

修法明定相關規定以規範之。 

經發局： 

1.公寓大廈管理員：依據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 2 條，本條例所

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按 104 年 6 月 15 日台內營字

第 104 年 0807592 號修正之

「公寓大廈管理報備事項處

理原則」，確認公寓大廈管理

員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營建署，於本市為都市發展

局。 

2.保全業部份：依據保全業法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依 101 年 9 月 10 日台

1.繼續列管。 

2.請都發局函文

內政部營建署

研議相關法規

訂定或修法之

可行性。 

3.請家防中心於

相關法規尚未

規範前，建立適

當機制及配套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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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內警字第 1010890631 號修正

「違反保全業法事件裁罰基

準表」規定可確認保全人員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警政

署，本市應為警察局。 

家防中心： 

1.104 年 10 月 30 日「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

會會議」會議決議：請都市發

展局研議除轉請內政部營建

署函請警政查閱外，或向營建

署反映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修法之可行性。 

2.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

法案適逢大幅修正，營建署表

示草案已在立法院審議中，是

否納入本案將彙整各相關單

位意見或另案提出討論，本案

已再商請都發局持續追蹤並

將結果回覆本中心。 

3.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法

程序至今已進行三年多，各相

關單位意見不一，仍尚未修法

完成，考量修法程序時間冗

長，本案於「104 年度第四次

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處遇

聯繫會議」同意解除列管，後

續持續追蹤修法事宜。 

104

103

0-0

2 

「國小附設幼兒

園校安問題」

中，所出現的「門

禁管理鬆散」、

「廁所偏遠」、

「遊具標示疑

教育局 1.「門禁管理鬆散」 

(1)依據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

辦法第九條校園場地開放時

間為準則訂定門禁管理時

間，並督導各校確實執行門

1.解除列管。 

2.本案請教育局

列入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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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慮」等三大問

題。 

禁管理。 

(2)依據本局 104 年訂定之「校

園安全維護」執行計畫，除

要求各校加強門禁管理外，

並建立警政聯防、教師志工

巡守等強化校園安全人力編

組。 

(3)爭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經費以及本局自籌經費，

補助各校警監及智慧型影像

分析等系統，提升各校在校

園開放間之門禁以及管理效

能，以保障在校兒童安全。 

2.「廁所偏遠」 

本局審核各校(園)提報之改

善教學環境設備案，倘涉有

廁所安全疑慮者均優先補

助。104 年度改善教學環境設

施設備補助本市大肚山陽國

民小學更換幼兒園廁所照明

設備。 

3.「遊具標示疑慮」 

公私立幼兒園每月均應就兒

童遊樂設施設置環境及使用

狀況進行自主檢核，本局再

輔以到園實地抽查。104 年 1

月至 12 月針對公(私)立幼兒

園累計稽查 40 家次，尚未查

有園內遊樂設施未符合安全

之情形，將續排程稽查，如

經查獲有不合格之幼兒園，

即要求改善並將改善後狀況

報教育局備查，持續積極輔

導至改善為止，以確保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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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遊戲安全。 

104

103

0-0

3 

在校園安全問題

中，其中以「校

園霸凌事件」最

為嚴重。 

教育局 詳見工作報告「推動校園安全

工作-六、營造友善校園」（P.91）

部分。 

解除列管。 

柒、工作報告(詳如會議手冊第 15 頁)： 

主席裁示： 

一、請衛生局檢視提供之各種數據的完整性，包含篩檢率、確診率等，並

針對篩檢異常之項目進行具體說明。 

二、請教育局於工作報告中，針對國中校園菸害教育進行補充說明。 

三、請各局處於下次提供工作報告時，應更具體、精簡及量化，把握 5W1H

原則、執行面及結果面的呈現。 

捌、討論提案： 

提案人：林委員月琴 

提案一  

案由：有關「校園午餐配膳安全」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提大會討論。 

玖、臨時動議： 

提案人：遲委員景上 

案由：有關本市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死亡率偏高，因應少子化，兒少意外

事件更因該被重視。 

說明：臺中市 0-4 歲事故傷害死亡率統計，在運輸事故死亡率皆高於另外五

都(詳如會議手冊第 150-151 頁)。 

決議：請跨局處(如衛生局、交通局、教育局及警察局等)提供臺中市 18 歲

以下少年死因統計及相關影響資料，特別是 5 歲以下兒童意外事故、

交通事故等部分，並於下次會議討論。 

拾、散會：12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