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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參、 主席：林主任委員佳龍(林副主任委員依瑩代)       記錄：廖振聰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會議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1 105-1 

(1) 

整合本府各機關法

律諮詢資訊並公告

於網路平台。 

俟補充社會局、衛

生局等資訊後再解

除列管。 

法制局 已辦理完成，並於106年1月

13 日 以 中 市 法 扶 字 第

1060000733號函請本府各

機關提供法律諮詢資訊，經

各機關回覆後於網路平台

新增衛生局、民政局各戶政

事務所及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法律諮詢服務資訊，另

社會局對於家暴、性侵等案

件僅針對具體個案提供法

律諮詢。 

解除列管 

2 105-1 

(2) 

為減緩青少年網路

成癮，由教育局彙

整具體宣導內容，

暑假結束前提供學

校運用。 

俟完成12月份進階

種子教師培訓及健

教育局 已辦理完成： 

1. 網路成癮初階及進階資

訊素養種子教師研習：業

於105年12月21日辦理，

參加對象為推動與宣導

資訊倫理教育人員、本市

所屬中小學資訊網管人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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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議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康上網幸福學校試

辦計畫後再解除列

管。 

員及輔導教師計1場次，

248人參與。 

2. 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

網：業於105年12月9日至

23日由試辦學校(清水區

高美國民小學)辦理完竣

，計8場次，343人次參與

。(工作成果報告詳如附

表1，第43-44頁) 

3 105-2 

(1) 

各單位可針對處於

經濟、教育、文化

或身心發展等層面

較不利地位之家庭

(例如弱勢家庭、網

路成癮、藥物成癮

、隔代教養、高齡

者、自殺未遂及新

住民特殊個案等)

納入明(106)年市

民關注議題辦理問

卷調查。 

各局處 教育局： 

106年預計針對本市參加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弱

勢家庭實施市民關注議題

問卷調查。 

社會局： 

1、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截至

4月底，辦理3場親職教

育及親子活動，共計服

務104人次；另，針對兒

少高風險家庭辦理親職

教育講座，本年度預定

於7-11月辦理8場親職

教育講座，針對兒少高

風險家庭家長提昇其親

職教育知能。於每次活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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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議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動辦理結束受，皆會請

服務對象填寫滿意度問

卷，以了解是否符合服

務對象之期待，亦於滿

意度問卷上以開放式問

句詢問服務對象未來對

於活動辦理之期待。 

2、 托育資源中心：各中心

於課程、講座、活動結

束後，施予滿意度問卷

調查共計約392場次之

調查，藉由問卷回饋機

制，調整服務內容。 

3、 新住民家庭服務：目前

透過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及新住民社區關懷據

點調查新住民弱勢個案

需求，並於方案活動中

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新

住民家庭福利資源使用

狀況。 

4 105-2 

(2) 

各單位工作執行成

果除了辦理主題、

場次及人次資料，

應呈現檢討機制，

各局處 各局處於106年1月至6月份

工作執行成果呈現檢討機

制，並說明目標值達成情形

。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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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議場次 主席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了解目標值是否達

成。 

5 105-2 

(3) 

現有法律諮詢服務

及各項免費市民活

動，應結合本市資

訊中心，提供市民

便利的查詢功能。 

資訊中心 1、 配合法制局之需求，已

將市府官網之市民服務

「法律扶助」專區更名

為「法律扶助(法律諮詢

)」，以供各項法律服務

查詢。 

2、 已請法制局於「法律扶

助(法律諮詢)」內「本

府其他機關法律諮詢資

源」中增加各機關於服

務e櫃檯的法律扶助(法

律諮詢)服務超連結。 

解除列管 

6 105-2 

(4) 

各 局 處 針 對 明

(106)年推動家庭

教育工作應參考委

員建議，聚焦一項

重點政策，並提出

具體策略及目標值

。 

各局處 已完成各局處今(106)年度

推動家庭教育工作重點，並

提出具體策略及目標值。(

如附表1，頁9-49) 

解除列管 

柒、 報告事項：  

一、 工作報告： 

(一) 本府依據監察院監察調查處 106年 4月 14日處台調壹字第

1060830583號函(如附件 5，第 67〜71頁)辦理「102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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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相關機關推展家庭教育辦理情形」業已依限回復，惟

為爭取本府佳績，請各機關依據本府 106年 4月 19日府授

教家字第 1060079573號函轉本府相關機關推展家庭教育辦

理情形所列事項持續辦理。 

(二) 本府各機關今(106)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工作重點業已增列至

106年度推展家庭教育具體行動策略，詳如附表 1(第 9〜49

頁)。 

二、 各機關業務報告：詳如附表 1(第 9〜49頁) 

主席： 

各局處工作執行情形，應聚焦於家庭教育服務對象，勿將廣泛性的業

務報告逕做為工作成果報告。 

捌、 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機關：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案由：有關建立本市家庭教育推展核心主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查監察院於 10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至本市聽取本府推展家庭

教育情形之簡報，訪查本市家庭教育中心，並與相關民間團體(機

構)進行座談。 

二、 監察院江委員綺雯相當重視市府各局處機關共同推展家庭教

育，於前揭座談會外，口頭詢問市府各局處全面落實推展家庭教

育之作法為何，並指示提供本市推展家庭教育創新作為。 

三、 查本市各機關按自身權責業務發展出各機關推展家庭教育之相

關計畫，辦理成效良好，惟渠等計畫未能統整出市府整體性發展

之目標。究其原因係因本市家庭教育推展之核心主軸未確立，未

能本市府一體之概念規劃，致各機關橫向聯繫合作機制未能落

實，資源無法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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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上，本市家庭教育推展核心主軸之確立，有助於本市推展家庭

教育整體性規劃，發展本市特色。有關建立本市家庭教育推展核

心主軸，提請委員討論。 

建議：建立本市家庭教育推展核心主軸，據以規劃市府整體性推展家

庭教育計畫，整合本府各機關資源推動執行。 

主席：請各局處舉一個目前推動家庭教育成效較佳及成效較弱的工

作，最後請與會委員提供意見。 

許委員春梅：請家庭教育中心及教育局說明強項─婚姻教育及性別教

育，同婚部分是否有整合各局處的策略和想法。 

回應： 

一、 家庭教育中心： 

(一) 本中心辦理家庭教育成效較佳的工作是婚姻教育，包含年輕

世代婚前、新婚、中老年婚姻教育及未婚聯誼與新婚夫妻營

等類活動。 

(二) 仍需加強各機關間的家庭教育整合工作。 

二、 教育局： 

(一) 本局持續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今(106)年辦理《525 我愛我

勇敢說-兒少自我保護活動》，將於暑假推派家長參與主演性

騷擾性平事件處理機制，後續會發展轉出場域至校園、社區、

家庭、職場及規畫酷閃歌舞劇等，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二) 本局將與國教輔導團研擬運用相關媒材，採家庭親子共學模

式，共同討論同婚話題，讓同婚不再是一個迴避、不敢談的

議題。 

三、 社會局: 

(一) 本局今(106)年定位為親子年，並編輯《親子樂活存摺》1

冊，係依服務個案類型所延伸出來的方案，由 14 個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辦理親職、親子活動，增加親職親子關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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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本市爸爸媽媽帶孩子參與中心活動，類似相簿概念及活

動集點概念，由親子一起參與。 

(二) 網絡聯繫整合部分，包含家庭教育中心及各網絡單位方案可

以互相連結運用，提供個案相關性質的服務。 

四、 勞工局: 

(一) 設置免付費 0800-666-160 員工無憂專線，輔導勞工相關的

家庭教育問題。針對性別工作平等問題，讓家庭建立正確的

性別工作觀念。針對弱勢勞工家庭經濟扶助方面，透過工作

機會幫助勞工或家庭。 

(二) 透過家庭教育讓大家重視技職教育。 

五、 民政局: 

(一) 靜態部分有戶政事務所臨櫃受理結婚登記、出生登記時一併

辦理家庭教育宣導；動態部分有配合集團結婚辦理相關活

動，結合家庭教育中心對參與人員實施 1 小時婚姻教育課

程。 

(二) 戶政事務所需要配合宣導的相關業務很多，在戶籍登記業務

上無法做較深入的婚姻教育。 

六、 衛生局: 

(一) 目前辦理精神病個案成效不錯，跟精神病基金會合作，定期 

邀請精神病患家屬和個案共同欣賞院線片、參與個案卡拉

ok大賽等，透過音樂抒發共同分享榮耀。 

(二) 嘗試針對入監毒販於出獄前，實施家屬入監進行關係重建，

對使用毒品者辦理講習，但是約束性不強，講習完之後可能

又繼續再犯、使用毒品。 

七、 文化局: 

(一) 在藝文推廣方面有親子共讀廣獲家長喜愛，另邀集企業贊助 

經費挹注圖書館藝文推廣，文化中心展演研習及兒童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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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花都藝術季有親子共讀、共遊等，積極深耕家庭教育。 

(二) 經費太少。 

八、 人事處： 

(一) 本府共辦理 4梯次員工未婚聯誼活動，參與對象除本府府內

員工並擴大到府外其他公營事業單位、民間企業。政府單位

部門今年辦理 4梯次，參與人數計 300人次，配對成功機率

很高(1成)。 

(二) 女性參與意願比較低，報名人數明顯偏低。 

九、 法制局： 

(一) 本府法律諮詢服務，有補助經費便利市民就近諮詢，各區公

所每週至少 1場到 4場法律諮詢服務，統計件數自 104年至

106年每年逐漸成長。 

(二) 今(106)年特別針對家庭常會發生的法律問題，新增一些

Q&A放於法律諮詢網路平台，今年點擊率三百多人次，未來

針對點擊率多的類型增置資料，提供民眾更完整的查閱服

務。 

十、 警察局： 

警察局為制止家庭成員肢體暴力，增進家人關係，營造幸福

家庭，於各鄰里召開社區資安會議，並對里民進行相關宣導，

希望有助於家庭教育政策。 

十一、 客家事務委員會： 

(一) 客語文化推行在親子共學部分做得最好，是市長政見的 

示範客語幼兒園，因為是用客語教學，有相當大的難度，

所以臺中市東勢幼兒園成為全國示範教學的幼兒園。並

發現小朋友用客家語言跟阿公、阿嬤學客語，帶動祖孫

之間的互動，連父母親也開始常說客語，用客語帶動親

職教育，有上千個家庭同時帶小朋友一起學，這是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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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最成功的部分。 

(二) 希望教育局能全力配合辦理。 

十二、 運動局: 

(一) 辦理水上運動嘉年華，用管理運動概念讓小孩子跟家長一

起出來親子共學，了解水域安全並連結生命教育。 

(二) 未來希望擴大扶持身障者、罕見疾病者運動，讓家庭成員

一起關注、一起的運動，持續讓各運動項目跟家庭教育做

連結。 

十三、 陳委員坤皇： 

建議採用本次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調查事項…有關本市人口及

家庭結構之變遷趨勢與家庭價值之轉變情形做為探討主軸，由

於離婚率越來越高，所以婚姻教育要預先著手。 

十四、 吳委員富柔： 

婚姻問題預防重於治療，婚前教育可以委託民間基金會辦理，

也可以配合民政局辦理，婚前教育包含婚後經濟規劃、家庭成

員溝通模式、養兒育女方式及性生活等，有完善教育後，市民

會願意追求更美好的婚姻生活。 

十五、 賴委員德仁： 

(一) 婚姻教育需要與學術界、基金會與企業界一起合作辦理。 

(二) 各單位辦理家庭教育缺乏核心課程，師資培訓要採取個案

分享、個案討論工作坊等等。 

(三) 孩子或是爸爸、媽媽心理是否有問題，有無精神疾病，可

以給予心理諮商或藥物治療，可與衛生局合作。醫學很重

視強調介入，癒後情形等檢核機制。 

(四) 請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的內容及綱要給各局處， 

依專業設計適宜的婚姻教育課程。 

十六、 魏委員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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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文化城結合家庭教育建立核心主軸，討論中、長程計畫

「健康、活力、溫馨大台中」三年專案計畫，強調家庭教

育具有認知、情意、技能等教育目標，認知方面：大家都

能重視家庭教育、具備家庭教育與婚姻教育觀念。技能方

面：學習夫妻如何溝通、代間溝通等。情意方面：推展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教育活動。 

(二) 臺中市有非常好的河川整治，這裡可以多辦理一些親子遊

活動，美術館每天、每個禮拜都有辦理各項活動，給家長

一些回饋，藉由親子護照來蓋章(累計幾個章就可以換獎

品)提高家長投入各項活動的願意，成果容易被看到。 

(三) 會議資料第 71 頁監察院特別要求本市召開國內外家庭研

討會，建議辦理臺中市家庭教育成果研討會，並邀請國內

外家庭教育專家學者等一起來探討婚姻主題。 

十七、 陳委員隆天: 

(一) 資訊中心和法制局將法律諮詢資訊整理出來並成立專

網，便於民眾查詢，成效非常良好。 

(二) 贊成婚前婚姻教育納入家庭教育推展核心主軸，尤其在婚

前學習重要的婚姻關係與法律概念，是很重要的課程。 

決議：107 年度本府推展家庭教育核心主軸以「婚姻教育」為主題，

並於下次會議前召開會前會議，由各機關共同制訂相關婚姻教

育執行策略。 

【第 2案】 

提案機關：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案由：有關本府各局處編列推展家庭教育經費情形提列工作報告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監察院監察調查處 106 年 4 月 14 日處台調壹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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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30583號函略以，為調查政府相關機關推展家庭教育之情

形及能否切合各類型家庭需求等情案需要，請本府提報 102年

至 106年各機關單位自行編列之經費數。 

2、 綜上，有鑑於推展家庭教育經費編列情形為監察院重點調查項

目，為利瞭解本府各機關編列推展家庭教育經費情形，本府各

局處是否提列工作報告，提請委員討論。 

建議：各局處於每年度本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將推展家庭教育經費

編列情形提列工作報告。 

回應：出席委員一致認為，會議以各局處實質推動的執行策略為主要

考量，經費提列無必要性。 

決議：各局處不就經費提列報告。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主席指(裁)示： 

一、 107 年度本府推展家庭教育核心主軸以「婚姻教育」為主題，

並於下次會議前召開會前會議，由各機關共同制訂相關婚姻教

育執行策略。 

二、 請各局處於下次會議報告 107年度推展婚姻教育執行策略，並

思考如何將家庭教育政策融入「2018年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 

壹拾壹、 散會：下午 6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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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 1次會議由林副主任委員依瑩主持(左 1) 

 

本次會議由府內機關兼派委員、外聘委員及各局處代表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