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務發展

專案報告

1.秘書處李惠涓社工因投考研究所於九十七
年二月底離職，並已於二月份增聘二名專
案人員：余理察，澎湖技術學院航運管理
系畢業，前為創世基金會公關社資人員，
原負責「青少年創意職場遊樂園」專案，
但已於六月份試用期滿離職，目前另已補
增聘潘崇儀女士擔任該計畫之專案經理，
潘女士有豐富之人力資源及行銷工作經
驗，並曾擔任國科會研究助理人員；另一
位為胡耿維，政大傳播新聞所畢業，前為
公共電視記錄觀點企劃人員，將負責本會
組織文宣業務。另特別感謝勵馨基金會人
力派遣劉淑翎副處長前來本會協助兒少法
修法及青少兒團體溝通平台專案，並將派
遣至今年底，對本會業務協助甚多。而考
量秘書處財會及行政人力嚴重不足，已於
八月五日新增聘一名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專
案人員蕭正信，為屆退軍人，東吳大學歷
史系畢業，將協助聯盟行政財會及研發相
關工作。

◎ 文化局「
文化局「青少年創意塗鴉」
青少年創意塗鴉」系列活
動
於 2 月舉辦「2008 塗鴉「色」影比賽」共
有 350 件作品參賽，3/5 於台少盟會議室舉辦
評選共選出 33 件優勝及入選作品，並於台北
市政府二樓親子劇場展出至 5 月底。3/15 於台
北市文化體育園區（光復南路側及忠孝東路
側）工程圍籬舉辦「2008 文化體育園區瘋塗鴉
－青少年創意天空塗鴉秀」，這是台北市街頭
第一次由 50 多位喜愛塗鴉的青少年及塗鴉藝
術家，一起挑戰長約 400 公尺長的施工圍籬，
場面甚為壯觀。「塗鴉『色』影比賽」脫穎而
出的 33 件得獎作品的展出，還有秘密基地
DJ、Beat-Box 及 MC 輪番秀，更有塗鴉創意交
流同好會及現場民眾闖關互動遊戲及豐富獎
品。約有 1500 人次的瀏覽人潮。
◎ 創『藝』塗『牆』專案
4 月 5 日第二場「塗鴉培訓營」於 NGO 會
館舉辦共有 25 位學員報名參與。今年度首度
於 5 月 24 日舉辦「街頭塗鴉巡禮講堂」由金
成財老師帶領學員至東區、西門町及承德橋下
觀察台北市街頭塗鴉發展及各區風格及演變。
6 月 28 日於景美河堤舉辦「創藝塗牆大作戰」
由塗鴉藝術家 ANO、Bounce 帶領培訓之學員一
起參與社區改造活動，本次活動主題為「夏
天」，第一次參與塗牆之青少年個個都非常興
奮，現場 15 個學員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夏
天」景象。

2.台少盟榮獲 2008 年國家青年公共參與獎-審議民主團體組獎項，並獲得五萬元獎
金。由於台灣公民論壇協會成員有協助組
隊報名參選，過去並協力本會推動學習圈
出力甚多，因此將捐贈一萬元獎金給台灣
公民論壇審議民主青年團隊。
3.因原分攤辦公室之阿提斯運動顧問公司業已
搬遷，秘書處於 97 年一月起承租整層，並
業於二月底裝修完成。除原有之健鼎教育基
金會及原住民運動棒球協會繼續掛名承租
外，「中國團結青年會」於四月中開始進
駐，並分攤辦公租金及費用八千元。

◎ 2008 北縣塗鴉祭－
北縣塗鴉祭－「Fun 暑假．
暑假．瘋塗鴉．
瘋塗鴉．
「ㄒ一ㄢˋ」創意」
創意」嘉年華
台少盟與臺北縣政府社會局、臺北縣政府
文化局及臺北縣政府校外會合作舉辦「2008 北
縣塗鴉祭－「Fun 暑假．瘋塗鴉．「ㄒ一ㄢ
ˋ」創意」嘉年華」系列活動，首部曲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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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於 7 月底結束，台少盟並已將此研討會成
果集結成冊與錄製成光碟片，歡迎索取。

「青少年愛「ㄒ一ㄢˋ」創意公仔大賽」及二
部曲舉辦「青少年「瘋塗鴉創意塗牆大賽」，
比賽時間皆於 7 月 1 日～31 日截止，終極版
「2008 北縣塗鴉祭－「Fun 暑假．瘋塗鴉．
「ㄒ一ㄢˋ」創意」嘉年華」將於 8.16(六)下
午 3:00~8:00 台北縣縣民廣場（臺北縣板橋市
中山路 1 段 161 號）舉行。目前攤位部分仍需
各團體前來擺攤共襄盛舉。

◎ 2008 青少兒面對面溝通平台推動計
畫
本計畫預計整合 10 個兒少團體，針對共同
關 心之青少兒議題進行政府、民間、青少兒
三方之政策對話，建構青少兒政策議題面對面
的溝通平台。本計畫受聯勸補助人力、會議舉
辦、通訊月報印製等費用。

◎ 戰牆－
戰牆－決戰亞洲塗鴉客
台少盟與中國 IDE 合作舉辦兩岸四地亞洲
跨國塗鴉比賽，分別於北京、上海、深圳、香
港及台北四個地區舉辦初賽，並於深圳舉辦總
決賽。將於 8 月 23 日於文化體育園區舉辦台
灣區初賽，敬邀各團體帶領青少年參加或提供
攤位及表演活動。

3/18 舉辦團體說明會，後續溝通協調盟員
團體參與主辦。3/27 由台少盟舉辦第一場平台
會議，共邀集政府部門代表、民間團體工作者
及青少年代表 34 位與會，分別就行政院青少
年政策之規劃與展望、平台運作方式等，進行
對話與意見溝通。另並於 523 日由終止童妓協
會承辦，假國語日報舉行「兒少上網安全政
策」溝通平台，723 日由靖娟兒童基金會承辦
「還給我平安上學的權利」溝通平台，平均出
席人數為 40 人。第四場溝通平台將於 808 日
舉行，將由乘風少年學園承辦「未升學未就業
青少年就業輔導政策」溝通平台，敬邀各團體
踴躍出席參加。

◎ 2008 青少年政策白皮書行動計畫成果研討
會
本研討會經秘書長長期敦促下，由青輔會
以及白皮書四大主軸主責部會於 4 月 12 日
（星期六），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這場
「青少年政策白皮書行動計畫成果研討會」，
由青輔會、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署四大部會
共同主辦，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
少盟）承辦，會議邀請青少年、以及所有關心
青少年事務的團體與民眾一起參與。此次研討
會共計有 250 位與會人員踴躍出席參與，同時
超過百餘青少年與會討論，讓青少年朋友能夠
與政府首長或代表對話，更可以與其他關心青
少年政策的朋友一起討論青少年事務及政策。
此外行政院長張俊雄及青輔會主委林岱樺等政
府要員也出席此盛會。

◎ 青少兒團體刊物-青少兒團體刊物--《
--《青聲兒語》
青聲兒語》創刊號出
爐
從 4 月開始，配合青少兒溝通平台業務，
台少盟編輯部彙整每一場溝通平台支各項紀錄
與議題編輯出版《青聲兒語》專刊，為青少年
與兒童權益之議題發聲。
目前《青聲兒語》已發行 2 期，獲得參與
溝通平台之團體肯定，往後每場溝通平台會議
也將持續發行專刊，除此之外，也將計畫於部
落格(Blog)發行完整之議會記錄，透過網路媒
體特性，更進一步喚起民眾關注。

本研討於三月中開始更針對各項議題，舉
辦網路「十大最 young 青少年政策」議題投
票，總計獲得約五千名網友、高達一萬五千人
次上網投票的熱烈迴響，研討會現場也同時舉
行「十大最 young 青少年政策」，讓現場青少
年更能參與、討論與針對政策互動表達意見。
由於此次研討會議題性與互動性甚佳，媒體效
益甚佳，同時引起與會青少年持續之關注。目
前正彙整全體會議紀錄，會議結論並將交由行
政院青促專案小組持續列管與滾動修正。此專

◎ 公益彩券回饋金「
公益彩券回饋金「青少年創意職場遊樂
園」專案
秘書處規劃整合四個會員團體專案協力合
作之「打造 E 世代 4E 就業力~~青少年創意職
場遊樂園暨就業育成計劃」三年計畫申請公益
彩券回饋金，第一年之計劃經費已於七月份立
法院通過，但至目前為止尚未核撥，故目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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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發送包括北一女、師大附中、成淵高中、
松山高中、大安高工等台北 18 所學校，七月
已經全部回收完畢，問卷調查包括老師與學生
超過千份，目前正交由媒體觀察基金會進行統
計與分析，預計 8 月中旬結果出爐。

先行召開專案協調會議擬定初步合作計劃，並
持續追蹤經費核撥期程。
◎ 兒少新聞妙捕手志工培訓營
今年接受新聞局委託繼續辦理「兒少新聞
妙捕手網站」專案，將繼續持續監督媒體對於
青少年與兒童之新聞報導，並且在 7 月 8 日於
NGO 會館，由台少盟、勵馨、婦援會、智總及
媒體觀察基金會共同舉辦本年度兒少新聞妙捕
手志工培訓營，由於網路及各項宣傳得宜，此
次志工培訓營獲得眾多學子報名參加。

此次爽報監看結果，也將於 9 月與兒少妙
捕手新聞共同舉辦記者會，藉此記者會喚起社
會大眾重視兒少權益。

今年招募之志工已經開始從事蘋果日報、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之媒體監看，台
少盟所負責之蘋果日報已經 coding 完畢，並
且預計於 9 月與其他團體一起召開記者會發佈
此次監看成果，並進一步監督媒體與促進兒少
權益。

權益與服務倡導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民間版修法進度
本年度持續進行修法工作，於去年彙整完
成之初稿版本的基礎上，進行整體架構之修
整。3 月份主要工作在邀請可參與之學者、專
家，及確認參與之基本成員，共邀集 3 位學
者、5 位法界人士，及會員團體、家扶、兒盟
等 12 兒少團體。
目前會議由台大社工系林萬億教授帶領
全案主要會議的進行，並於 4 月份開始第
一次討論。團體共識之修法方向為朝向兒
少福利基本法概念修正，進行方式為該法
應涵蓋主題領域及內涵確認後，由各團體
召集分項主題領域之分組討論會議並確認
修正條文，並同時於大團體討論確認。目
前進度為 8 月底完成修正草案初稿，9 月召
開分區公聽會，10 月進行媒體宣傳，11 月
開始進入國會進行遊說。
◎ 爽報監看與分析
台少盟從去年開始與其他團體不斷接獲民
眾投訴爽報之內容，因此與婦援會、勵馨、媒
體觀察基金會共同發起爽報之問卷調查，並且
設計出針對高中職學生以及老師的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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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放送公仔外，還有塗鴉比賽及塗鴉秀及 35
家由公部門、福利機構及創意市集所構成的攤
位。
本次為達到活動效益，設置專屬網路宣傳
網頁舉辦網路貼紙串聯抽獎，除此之外還有聯
維有線電視專訪、板橋地區夾報、Upaper 新聞
與廣告刊登、電子報及廣播等。816 當天參與
人次約 3500 人次。

會務發展
1.公益彩券回饋金~青少年職場遊樂園專案

經理潘崇儀女士於 8 月底離職，另招聘
新任專案經理，該專案經費已由內政部
兒童局於 9 月 18 日核撥。而考量秘書處
財會及行政人力嚴重不足，已於八月五日新
增聘一名青年職場體驗計畫專案人員蕭正
信，東吳大學歷史系畢業，將協助將負責

◎ 戰牆－
戰牆－決戰亞洲塗鴉客
於 8 月 21 日（四）於臺北文化體育園區
外人行道舉辦「戰牆－決戰亞洲塗鴉客 記者
會」。並於 8 月 23 日（六）於臺北文化體育
園區舉辦「戰牆－決戰亞洲塗鴉客」台北區決
賽，並於深圳舉辦總決賽，並由五隊參賽者之
評選出兩隊代表台灣參加 10 月 18 日於深圳舉
辦的總決賽。台灣區本次主題為「沙漠或綠
洲」，由 YIA 及 T.F.crew 分別獲得一、二
名。本次活動於民視登出訊息跑馬及於台北東
區夾報，還有在 Upaper 刊登新聞與廣告。可
惜活動當天遇到大雨攪局造成比賽及現場表演
活動受到影響。

秘書處行政、財務工作及其他專案協力
事項。
2.秘書處於九月中接受三位台大社工系大四學
生：許珮苑、高子涵、陳香穎期中實習，將
協助秘書處相重要專案成果之彙整與出版工
作。
3.經聯合勸募轉介，全家便利商店於七月初邀
請秘書處針對青少年議題提出聯合勸募之計
畫，並已於八月底完成初步提案，於九月份
定案相關合作事項，將邀請有興趣之會員團
體策略聯盟，進行聯合募款。

專案報告

◎ 2008 青少兒面對面溝通平台推動計
畫

◎ 2008 北縣塗鴉祭－
北縣塗鴉祭－「Fun 暑假．
暑假．瘋塗鴉．
瘋塗鴉．
「ㄒ一ㄢˋ」創意」
創意」嘉年華
於 7 月 1 日～7 月 31 日舉辦「愛ㄒ一ㄢˋ
創意塗鴉大賽」系列活動，並以「青少年愛ㄒ
一ㄢˋ」為主題進行創作，「愛ㄒ一ㄢˋ創意
公仔大賽」各組參賽作品共有 163 件，青年組
64 件、少年組 99 件，並從中評選出優勝者 23
名參與決賽，「瘋塗鴉創意塗牆大賽」各組參
賽隊伍共有 49 隊，青年組 21 隊、少年組 28
隊，並從中評選出 8 隊參與決賽。8 月 16 日下
午 2：00～9：00 於北縣縣民廣場舉辦「2008
北縣塗鴉祭－「Fun 暑假．瘋塗鴉．「ㄒ一ㄢ
ˋ」創意」嘉年華」活動，主舞台有來自香港
明愛基金會的 24 位青少年，及地下樂團、舞
團輪番秀外，現場有每半小時的抽獎、互動遊

本計畫預計整合 10 個兒少團體，針對共同
關心之青少兒議題進行政府、民間、青少兒三
方之政策對話，建構青少兒政策議題面對面的
溝通平台。本計畫由聯勸補助人力、會議舉
辦、『青』聲『兒』語通訊月報印製等費用。
自 3/27 舉辦第一場平台會議後，後續溝
通協調盟員團體參與主辦。5-8 月溝通平台舉
辦摘要如下表。並已出刊 4 期『青』聲『兒』
語，網路部落格亦建置完成。10 月起將以兒少
法修法公聽會為主題進行平台會議。歷次平台
會議舉辦情形如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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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合辦
單位

參與
人數

5/29
7/23
8/8
8/22
9/25

兒少上網安全
兒少交通安全
雙失少年就業政策
青少兒性別意識
兒少權益與傳播媒體

ECPAT
靖娟
乘風
勵馨
台少盟

六、週日 23:00～00:00，節目並多次榮獲廣播
小金鐘獎項。

40
45
56
40
將辦

權益與服務倡導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民間版修法進度
修法工作由台大社工系林萬億教授帶領全
案主要會議的進行，於 4/7 開始第一次會議，
共進行 15 次大組討論會議，及 10 次分組會
議。
8/25 完成最後一次大組討論後，草案內容
已初步完成，將由蔡坤湖法官及林教授文字修
整後確定。刻正與兒童局協商，將於 10 月與
會員團體合作，並結合溝通平台，進行全省公
聽會，蒐集意見修正後正式送立法院遊說。

◎ 青少兒團體刊物-青少兒團體刊物--《
--《青聲兒語》
青聲兒語》網站上線
從 4 月開始，配合青少兒溝通平台業務，
台少盟編輯部彙整每一場溝通平台之各項紀錄
與議題編輯出版《青聲兒語》專刊，為青少年
與兒童權益之議題發聲。八月開始並將內容上
傳至部落格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youth-platform 。
◎ 公益彩券回饋金「
公益彩券回饋金「青少年創意職場遊樂
園」專案
秘書處規劃整合四個會員團體專案協力合
作之「打造 E 世代 4E 就業力~~青少年創意職
場遊樂園暨就業育成計劃」三年計畫申請公益
彩券回饋金，第一年之計劃經費已於七月份立
法院通過，並已於 9 月 22 日核撥入專案專
戶，並持續召開專案協調會議執行專案進度。
◎ 兒少新聞妙捕手志工培訓營與媒體監看
今年接受新聞局委託繼續辦理「兒少新聞
妙捕手網站」專案，將持續監督媒體對於青少
年與兒童之新聞報導，並且在 7 月 8 日於 NGO
會館舉辦本年度兒少新聞妙捕手志工培訓營。
媒體監看志工已經於 7-8 月開始從事蘋果
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之媒體監
看，並全部監看、紀錄完畢，目前正進行統計
分析資料，預計於 9 月與其他團體一起召開記
者會發佈此次監看成果，並進一步監督媒體與
促進兒少權益。

◎ 將與教育電台麻辣學堂節目合作
台少盟於 8 月初與教育電台「麻辣學堂」
達成節目合作協議，預定自 11 月起將固定於
節目中介紹聯盟團體與活動，節目合作方式為
每月 2 次，每次半小時之節目合作，將在節目
中介紹各個團體宗旨、運作情況以及有趣事
件，有意願上節目者，可與胡耿維聯繫。麻辣
學堂目前為教育電台招牌節目，播出時間為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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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發展

專案報告

1.公益彩券回饋金~青少年職場遊樂園專案

◎「
「戰牆-戰牆--決戰亞洲塗鴉客
--決戰亞洲塗鴉客」
決戰亞洲塗鴉客」台灣區比
賽」及亞洲區總決賽

經理潘崇儀女士於 8 月底離職，另於 98
年新招聘新任專案經理林巧雲，中正大學

「 戰 牆 -- 決 戰 亞 洲 塗 鴉 客 」 比 賽 共 有 北
京、深圳、香港、上海、台北等 5 個賽區，8
月 23 日假文化體育園區內舉辦「戰牆--決戰
亞洲塗鴉客」台灣區初賽，競賽主題為「沙
漠」或「綠洲」，主要為突顯環境保護的重要
性。每隊參賽者必須依此主題在一天內完成三
項艱難的塗鴉挑戰。入選的五支隊伍從上午九
點開始便進行主題創作，由於一直到下午因天
候不佳，旺盛的雨勢導致數度中斷比賽，此次
台灣區決賽第一名團隊為： YIA（
（ Youth In
Asia）
Asia） ，第二名為 T.F.crew 該兩隊代表台灣
區於十二月份至深圳參加總決賽。

政治學研究所畢業，曾有多年商業界及研究
助理之工作經驗。
2.勵馨基金會借調人員劉淑翎副處長，已於去
年底獲勵馨基金會董事會決議通過再借調至
2008 年年底，並支持其半薪薪水。目前劉淑
翎於今年度轉任秘書處副秘書長，相關薪資
目前已爭取聯合勸募經費支持。未來劉淑翎
副秘書長將協助秘書長對內進行專案管理、
人事管理、實習生管理及推動兒童及少年權
益保障法修法工作。

12 月 7 日「戰牆--決戰亞洲塗鴉客」亞洲
區總決賽假中國深圳 F518 時尚創意園區舉
辦 ， 台 灣 區 代 表 團 隊 ： YIA （ Youth In
Asia）獲得總決賽第一名。此次比賽共有來自
深圳、香港、上海、台北等 4 個地區前兩名隊
伍共八隊參與。YIA 以構圖完整、主題意涵、
技巧熟練及豐富的色彩，贏得評審一致的青
睞，榮獲總決賽第一名及獲得人民幣 5000（約
2 萬 4 千元台幣）獎金。

3 全家便利商店於七月初邀請秘書處針對青少
年議題提出聯合勸募之計畫，並已於八月底
完成初步提案，於九月份定案相關合作事
項，並已邀請有從事青少年就業輔導工作之
會員團體策略聯盟，進行聯合募款，總計有
勵馨、勵友中心、乘風少年學園、台南希望
之家、宜蘭得安以及花蓮提摩太學園等六個
單位參與。
4.秘書處於今年暑假與台北縣政府合作青少年
創意塗鴉祭，榮獲 97 年暑期青春專案優等
獎，12/30 由洪曉萍專案經理代表台少盟至
警政署接受表揚。

◎ 2008 青少兒面對面溝通平台推動計
畫
本計畫由聯合勸募補助人力、月報印製
等費用。97 年第 4 季主要以「民間版兒童及
少年權益保障法修法全國座談會」為主軸，
分別至台中、高雄、花蓮等地進行溝通平台
會議。全案已於 1 月執行、核銷完畢。全年
穩定舉辦 10 場平台會議、並出版『青』聲
『兒』語通訊 10 期（含修法專輯）。相關內
容並發表於青聲兒語部落格

5.秘書處於今年底參與台灣社會福利事業協會
「NPO 財務管理能力扶植計劃」，目前每個月
固定有一天會有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兩名資深
會計師前來秘書處協助帳務處理事宜，將協
助到年底，將有助於秘書處財務制度之健
全。

http://tw.myblog.yahoo.com/youthplatform 。溝通平台主題七成引發媒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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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與內容更新，以喚起民眾重視兒少
新聞監督：
網站內容 完成事項
例案分析
台少盟於 12 月協調勵馨基金
會、靖娟基金會、婦女救援
基金會共完成 30 筆資料建
置，並舉辦「最瞎新聞票
選」，共有 2180 投票數，獲
廣大迴響。
媒體觀察 完成 12 件民眾投訴上傳更新
(分別為蘋果 5 則、中時與自
由各 1 則、聯合 3 則)。
並且增加 2 則爭議新聞之討
論，共
共 12 則媒體觀察
我要監看 志工整理新聞監看資料並且
上傳至妙捕手網站 10
0則
媒體識讀 目前媒體識讀相關文章、資
料已完成 10 筆。
兒少妙捕 兒少新聞媒體識讀校園活動
手列車
相關訊息已完成 8 筆
網站網頁 完成妙捕手網站改版（新增
設計
網路貼紙、投票與相簿等）
志工培訓 志工培訓營共計 29 名志工報
營
名參與
記者會
舉辦金芭樂記者會獲得媒體
曝光與民眾注意

注，強化政府與民間之政策對話，並提升青
少兒團體公共事務參與度。
9-12 月平台會議舉辦情形如下表。
日期
主題
合辦
參與
單位
人數
兒少權益與傳播媒
體－「兒少法」如 兒少權益
9/25
41
何保障青少兒的閱 連線
聽權？
我輟了≠我錯了－
台北市勵
11/13 中輟政策實務研討
100
友中心
會
民間版「兒童及少
兒少權益
年權益保障法」修
11/18
保障法推
70
正草案全國座談會
動聯盟
北區
勵馨南區
11/21 修法座談會南區
39
辦事處
家扶基金
11/25 修法座談會中區
37
會總會
花蓮善牧
11/28 修法座談會東區
28
中心
全年合計
543 人次
以上修法專題，
以上修法專題，文宣組協助向國語日報提
案進行專題報導合作，
案進行專題報導合作，並且於 12 月連續兩個
禮拜於國語日報刊出兒少法修法專題報導。
禮拜於國語日報刊出兒少法修法專題報導。

妙捕手網站維運期間，並與台灣媒觀教育
觀察基金會合作，以媒觀專刊介紹妙捕手網
站內容與金芭樂給北北基各國中學校，並獲
熱烈迴響，每月瀏覽人數穩定維持於 3,500
瀏覽人次以上。

◎ 公益彩券回饋金
公益彩券回饋金「
券回饋金「青少年創意職場遊樂
園」專案
秘書處規劃整合四個會員團體專案協力合
作之「打造 E 世代 4E 就業力~~青少年創意職
場遊樂園暨就業育成計劃」三年計畫申請公益
彩券回饋金，第一年之計劃經費已於七月份立
法院通過，並已於 9 月 22 日核撥入專案專
戶，並持續定期召開專案協調會議執行專案進
度。

◎ 創意「
創意「魔法」
魔法」學院－
學院－青少年創意文化
職能培訓輔導課程
2008 年 12 月～2009 年 1 月台灣少年權益
與福利促進聯盟與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共同
合作「少年 on-light」計劃，針對 15～19 歲
未升學、未就業或未穩定就業之青少年，舉辦
「創意魔法學院」。希望藉由「創意魔法學
院」的文化創意就業培訓課程，招募 15～19
歲對於從事創意工作有興趣之未升學、未就業
或未穩定就業之青少年，培養他們相關創意技

◎ 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維運
「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是新聞局委託本
會監督媒體兒少新聞報導的網站，今年幾經
波折新聞局承辦人員不斷更換，於 9 月 11 日
正式簽約並開始營運。期間妙捕手舉辦下列
7

能與素養，並建立其正確之職涯觀念，進而協
助其穩定的職涯發展與創意工作就業力，或成
為未來返回校園學習的方向。

性別、
婦女議
題

權益與服務倡導
◎ 推動民間版「
推動民間版「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
法」修法工作
秘書處持續推動民間版「兒童及少年權益
保障法」修法工作，9 月初由蔡坤湖法官及林
萬億教授將文字修整後確定民間版第 2 版。第
4 季進入與兒童局之協商與進度遊說，共進行
6 次會議。另邀集法界學者、律師、法官、檢
察官等召開 4 次法律組會議，討論與修整條
文，11/7 完成民間版第 4 版上網公告。
台少盟結合修法團體成立「兒童及少年權
益保障法推動聯盟」，於 11/18 起結合溝通平
台於全國北中南東進行 4 場座談會，蒐集中央
各部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團體意見。後又召開
3 次研商會議進行修正，12 月完成第 5 版。
兒童局因應民間壓力亦於 12 月參考民間
版，大幅修正先前局版章節條文，採納多條民
間版條文訂出 101 條之修正草案。目前仍與各
部會協商中。有鑑於推動民間版草案完成立法
之急迫性，衡酌立法院生態，2009 年推動聯盟
將更積極與行政部門溝通，且盡量參考局版條
文修訂。預計本會期結束前提案送立院審查。
◎ 兒少婦女權益與媒體溝通平台會議
為促進平面媒體於報導時能更加重視兒少
與婦女權益，台少盟與媒體觀察基金會、勵
馨基金會、婦援會等共同組成兒少權益連
線，並舉辦兩場與媒體之溝通平台會議促成
媒體與各團體之對話：
場次

日期

地點

溝通主題

兒少權
益

2008 年
9 月 25
日

崇友
會館

兒少權益
議題

參與
人數
4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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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15
日

爽報
會議
室

性別、婦
女議題

9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