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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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第2次小組會議紀錄 

一、 開會日期：106年10月17日（星期二）上午9時 

二、 開會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601會議室 

三、 主席：呂委員建德(陳副局長坤皇代)                   記錄：廖思涵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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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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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旅局 

建設局 

社會局 

教育局： 

一、 規劃每週 2 次稽查，每次

2~3園，106年 1~8月已稽

查私立幼兒園 35 園、公立

幼兒園 18園，合計 53園。 

二、 教育局要求學校依「兒童遊

戲場檢核表」及「遊戲器材

安全檢核表」檢核遊戲設

施，及早發現缺失，即刻

加以改善，檢核表每月進

行檢查，每半年報局備

查，另為了解學校遊戲器

材狀況，教育局已派員對

本市各校遊戲器材進行體

檢，若發現有急迫性危險

者，將要求學校進行緊急

處置。106 年本局迄今補助

后里區泰安國小等 8校修繕

學校遊戲器材，總經費計

950萬 977元，自 106年起

至 108年止，將補助學校修

1.繼續列管。 

2.請各相關單位

依據 106年 1

月 25日公告

之「兒童遊戲

場設施安全管

理規範(核定

本)」進行管

理，請依委員

意見敘明目前

所管場所家

數、列管規

劃、依規辦理

機構自主檢核

或稽查之情

形，請補充或

修正最新辦理

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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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繕遊戲器材 5,000 萬元，協

助學校汰換不合宜遊戲器

材，以維護校園安全。 

衛生局： 

今年度已會同本府環境保護局、

都市發展局及消防局於 4月啟動

餐飲業附設兒童遊戲場聯合稽

查，均依 106年 1月 25日公告之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核定本 )」分別據權責進行查

核，截至 8月止總計查核列管共

53家餐廳業者。 

經濟發展局： 

一、 本局謹依 主席裁示事項將

百貨公司、賣場附設兒童遊

戲場及專營之兒童遊戲場，

按「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

規範」每年進行定期安全稽

查。 

二、 106年 1月 25日新修正之兒

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修正後法規及兒童遊戲

設施檢查有大幅異動情事，

爰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主辦、財團法人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承辦，假北

部、中部、南部及東部舉辦

「106年兒童遊戲場種子講

師研習培訓」各 1場，中部

研訓時間為 106年 10月 24

日至 25日(二日)，本局商業

科現由股長、承辦科員及稽

查員報名參訓，期能與時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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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進，與新法規銜接並增進專

業知能，本年度原預計稽查

行程為配合上開參訓時間，

改參訓後再進行實地稽查

(預計 106年 11月)，俾落實

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稽查業

務。 

三、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

理」允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非僅所列辦理單位，謹

依 主席前次裁示，回歸一

般常態業務稽查及管理，爰

請解除本案列管。 

觀光旅遊局： 

一、 有關本市轄管 2處遊樂園，

每年辦理 2次定期督導考

核，並不定期會同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稽查作

業，以維護兒童少年生活環

境。 

二、 業於 106年 1月 19日及 106

年3月28日分別對麗寶樂園

及東勢林場遊樂區進行 106

年上半年度定期督導考核；

另於 106年 4月 20日對麗寶

樂園進行「馬拉灣」水上樂

園開園營業前安全檢查，及

106年 5月 3日對麗寶樂園

「摩天輪-天空之夢」正式對

外營運前安全檢查，計 2次

不定期檢查。 

三、 辦理 106年 3月 28日東勢林

場遊樂園定期督導考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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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業者確實已加派專人引導林

場遊樂設施，以提高設施安

全性。另業管場域安全專業

人員訓練，已與本府建設局

承辦人江建嘉股長協調完成

一同辦理。 

四、 稽查結果： 

(一) 定期檢查 

106年 1月 19日對麗寶樂園

進行 106年度上半年觀光遊

樂業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

檢查暨督導考核；另 106年

3 月 28 日對東勢林場進行

106 年度上半年觀光遊樂業

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檢查

暨督導考核，總計兩家觀光

遊樂業定期受檢次數為 2

次，檢查結果無重大違規及

缺失事項。 

(二) 不定期檢查 

106年 4月 20日對麗寶樂園

進行 106年度麗寶樂園「馬

拉灣」水上樂園營業前安全

檢查，及 106年 5月 3日對

麗寶樂園之「摩天輪-天空之

夢」正式對外營運前安全檢

查，總計兩家觀光遊樂業不

定期受檢次數為 2次，均為

合格。 

建設局： 

全市目前有 522 座公園中有 484

處有設立兒童遊戲器具，除每月

定期進行安全稽查，並設立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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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員機制每週至少巡檢ㄧ次。 

社會局： 

一、 本局所管社會福利機構附設

兒童遊戲場，目前有 3家，

9月 30日前完成安全稽查。

（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

心、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屬台中育嬰院及財

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附設台中市私立家扶

發展學園）。 

二、 有關教育訓練部分，已擇定

11月 15日辦理研習訓練。 

三、 管理之權責劃分部分於 106

年 2月 8日本局以府授社婦

字第 1060021784號函檢送

衛生福利部 106年 1月 25

日府授家字第 1050601440

號函檢送修正「各行業附設

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為「兒童遊戲場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一份，並修正

全文，自即日生效一案，函

告本府各一級機關知悉，

106年 9月 7日以中市社少

字第 1060092389號函，請

本府各一級機關符合規範之

各類別主管機關派業務相關

人員報名參加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辦理之「106年

兒童遊戲場種子講師研習培

訓」及「106年兒童遊戲場

採購人員培訓研習」，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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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單位 辦理情形說明 決議事項 

中央所請講師會針對規範作

說明。 

 

柒、工作報告（詳如會議手冊）： 

主席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各單位依下列決定辦理： 

(一) 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與衛生保健 

1. 有關「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計畫」，請衛生局針對參與商家提供

識別標章，提高能見度，以利家長和孩子辨識及運用。 

2. 請教育局督管所轄學校針對自備便當之學生，能提供蒸飯箱等友善

飲食環境。 

3. 請教育局宣導兒少網路成癮之對象應向下(幼兒園)實施，以盡早杜

絕問題。 

4. 請衛生局加強向家長宣導腸病毒預防及因應措施，並建議中央修

法，將家長端落實「生病不送托」法制化。 

5. 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針對兒少自殺防治成果(珍愛生命守門人訓

練)，補充參與對象及帶來的成效。 

(二) 兒少福利措施 

1. 請社會局針對兒少安置機構內有性騷、性侵議題之兒少，應加強處

遇，在管理面加強工作人員性教育及性侵害防治的知能，在制度面

進行夜間巡邏等，並利用機構聯繫會報辦理相關訓練。 

2. 因一例一休實施後，兒少安置機構每一位孩子每月有可能接觸到數

位不同的照顧者，請協助安置機構加強管理，以穩定內部問題。 

(三) 兒少安全 

1. 請警察局分析兒少交通事故傷亡原因，再針對宣導對象設計交通

安全宣導，並結合校園實際案例，更能提高效益並確實降低風險。

另於下次工作報告呈現兒童意外事故原因及相關因應策略。 

2. 鑑於臺中市 16-24歲青少年機車傷亡佔總體死亡數近九成，請教育

局及警察局提出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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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社會局將居家托育人員 40項環境安全檢查指標行文予都發局，

轉發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公告，加強民眾意識。 

4. 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提供兒少意外事故傷害統計數據，以做為未

來擬定防制機制的參考。 

5. 請衛生局可藉由衛生所施打疫苗或幼兒門診進行衛教宣導，直接

提供家長居家安全檢核表，宣導兒童事故傷害防制。 

捌、討論提案： 

案由：有關修正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衛生福利組」

工作報告分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衛生福利部於106年1月25日以衛授家字第1050601410號函檢送修正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為「兒童遊戲場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一份(參閱附件六)，並修正全文，自即日生效；本局隨

即於106年2月8日以府授社婦字第1060021784號函轉新公告之規範

予本府一級機關知悉。 

二、 規範第5點第2款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兒童遊戲

場設施之管理、稽查及相關人員教育訓練等相關事宜（即規範第4點

規定主管機關類別劃分之主管機關辦理），建議依管理規範將相關業

務主管機關列入主辦機關。 

辦法：經討論並通過後，修正工作報告分工第四大項工作重點「辦理附設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人員研習訓練」主辦機關為各類場所主管

機關辦理。 

業務單位補充：另因應法令及社會變遷，部分工作重點和內涵恐不合時

宜，如辦理兒少「性交易」防制工作應修正為辦理兒少「性剝削」

防制工作；有關提供兒童相關優惠措施，原為「臺中市體育處」

業務，因應改制為「臺中市政府運動局」。本項資料原由教

育局填報部份修正為運動局。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委員和各機關協助檢視工作報告尚需增刪的部分，

提供業務單位再做修正，俾提大會討論及確認。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