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1年度辦理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計畫 

 

壹、 目的： 

為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我國於 103 年 6 月 4 日通過兒童權利

公約施行法，同年 11月 20日施行，並經總統於 106年 5月 17日公布兒

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本市為

實踐公約精神，並提升市府各機關同仁及本市社福團體、托嬰中心、托

育人員、育幼安置機構、寄養服務單位等專業人員知能及實現兒少權益，

本局將以基礎、進階課程或主題講座等多元課程，讓新進、資深之工作

夥伴，或對兒童權利有興趣者皆可參與，一方面除了解公約訂定的重要

性，也期許協助各專業人員探討公約精神與業務執行層面如何連結，以

持續推廣與運用公約在生活、工作中實踐，秉持以兒少最佳權益為出發

觀點，提供對兒童友善的環境，故規劃本次訓練。 
 

貳、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參、 訓練課程、場次及對象： 

一、 基礎場 

為讓新進人員或從事對兒少相關業務之工作夥伴，初階段認識兒童權利

公約的基本意涵，將邀請相關專家學者針對公約條文及一般性原則、國

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相應政策、措施、一般性意見解釋、國內及國際公

約相關案例探討等內容進行說明，課程安排如下： 

時間/地點 參訓對象 授課講師 

111年 3月 11日 

(星期五) 

第 1場 10：00-11：00(1小時) 

第 2場 11：10-12：10(1小時) 

/ 

市府 401會議室 

(每場預計 30人) 

社會局之業務同仁、主

管人員(以新進人員為

優先參與)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

少年福利科 

李崇榕 股長 

111年 4月 15日 

(星期五) 

14：00-17：00 (3小時) 

/ 

新北市政府 5樓 511簡報室 

市府各機關之業務同

仁、主管人員(以新進人

員為優先參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

法律與政策學院 

蔡沛倫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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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參訓對象 授課講師 

(預計 90 人) 

111年 5月 25日 

(星期三) 

14：00-17：00 (3小時) 

/ 

採線上視訊課程 

網址

https://ntpcgov.webex.com/nt

pcgov-tc/j.php?MTID=m5ed5c9

4a48203a489c903a4340d2935f 

會議號 2511 731 6756 

密碼 5608 
 

本市民間團體、承接本

市兒少安置機構、寄養

業務承辦單位、托嬰中

心、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等從事兒少服務之

工作者(以新進人員為

優先參與) 

財團法人台灣展翅協會 

陳逸玲 秘書長 

 

二、 進階場 

當我國兒童權利公約已施行，相關工作者就要面臨在實務上是否能將公

約內涵與實務工作結合，因此課程內容將以參訓對象來區分探討內容，

並邀請專家學者從政策面、執行面來看推行的業務與公約有無關聯性、

如何運用公約在業務執行及施政上落實、以及面臨的挑戰與困境，並希

藉由相關案例探討等討論。 

時間/地點 參訓對象 探討內容 授課講師 

111年 6月 22 日 

14：00-17：00 

(星期三/3小時) 

/ 

採線上視訊課程 

網址 

https://reurl.cc/vdAo6j 

會議號 2513 497 0960 

密碼 5608 

市府各機關之業

務同仁、主管人員 

兒童最佳利益 

從政府推動政策

面上，如何運用

公約精神，實踐

兒童最佳利益為

原則 

慈濟大學退休副

教授 

賴月蜜 副教授 

第 1場 

111年 7月 13 日 

09：00-16：30 

(星期三/6小時) 

/ 

採線上視訊課程 

網址 

第 1場 

本市民間團體 

(含小衛星單位、少
年中心、毒寶方
案、司法後追、監
護 權 訪 視 等 單
位…) 
 
 
 

尊重兒童意見 

探討特殊需求兒

少權益，服務單

位應如何維護兒

童隱私、尊重兒

童意見等 

慈濟大學退休副

教授 

賴月蜜 副教授 

https://ntpcgov.webex.com/ntpcgov-tc/j.php?MTID=m5ed5c94a48203a489c903a4340d2935f
https://ntpcgov.webex.com/ntpcgov-tc/j.php?MTID=m5ed5c94a48203a489c903a4340d2935f
https://ntpcgov.webex.com/ntpcgov-tc/j.php?MTID=m5ed5c94a48203a489c903a4340d2935f
https://reurl.cc/vdAo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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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參訓對象 探討內容 授課講師 

https://reurl.cc/2ZVNQO 

會議號 2520 576 9346 

密碼 5608 
 

第 2場 

111年 7月 27 日 

09：00-16：30 

(星期三/6小時) 

/ 

採線上視訊課程 

網址 

https://reurl.cc/7DmnYQ 

會議號 2529 288 4608 

密碼 5608 

 
 
 
 
 
 
 

第 2場 

本市兒少安置機

構、寄養業務承辦

單位等從事兒少

服務之工作者 

111年 10月 15日 

09：00-16：30 

(星期六/6小時) 

/ 

新北市政府5樓511簡報室 

(預計 90人) 

本市托嬰中心、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幼教人員 

受照顧、基本健

康及福利 

學齡前幼兒的基

本權益有哪些，

身為照顧者應該

注意什麼、如何

維護 

慈濟大學退休副

教授 

賴月蜜 副教授 

 

三、 主題講座 

公約實踐的兒童人權很多樣化，除要確保公約所強調的四大原則之規範

精神，仍有幾項兒童人權議題在生活周遭息息相關，是你我都應該知道

的，將以主題講座方式邀請專家學者來分享實踐情形，以更具體明白兒

童權利公約在現實生活中推動的精神與目的。 

時間/地點 參訓對象 主題內容 

111年 11 月份 

09：30-11：30 (2小時) 

/ 

(預計 90 人) 

有興趣者皆可參與 §31遊戲權 

談新北市兒童遊戲場的改變與

特色 

11：30-13：00 午餐 & 休息 

13：00-15：00 (2小時) 

 §17適當資訊之獲取 

為兒少閱聽權品質把關，提供

兒少友善網路媒體 

https://reurl.cc/2ZVNQO
https://reurl.cc/7Dm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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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參訓對象 主題內容 

15：00-17：00 (2小時) 

§13表意權 

兒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大人

準備好了嗎? 

★ 主題講座的時間、地點預計於 8 月份之後確定，會再另行通知已報名

或有興趣之學員。 

 

肆、 報名方式： 

一、 以上場次為能貼近學員在工作上運用及交流，請報名學員選擇現工作領

域報名，不開放跨場報名，除「主題講座」不限參與對象。 

二、 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n3GRsqRkY4LNswZ7)，完

成報名屆時將會回傳信件通知，若全程參與者可給予研習證明、公務人

員時數、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 

 

 

 

 

 

 

伍、 訓練場地路線及線上視訊課程指引： 

一、 新北市政府 5樓 511簡報室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請至 1樓東側(彭園餐廳旁)搭乘手扶梯或透明電梯至 5樓。 

路線：板南線捷運至板橋站 3A出口/步行約 5分鐘 

停車資訊：汽、機車可停市民廣場地下停車場(入口為新站路，板橋大

遠百正對面)，或板橋轉運站露天停車場。 
 

二、 線上視訊課程： 

於課前 1小時開放線上登入測試，請以訪客登入並輸入「單位+姓名」(範

例:社會局王小美)及電子郵件，並同時完成線上「簽到+課前測驗」，課

程結束後完成線上「簽退+課後測驗」即為完成課程參與。 

(一) 線 上 「 簽 到 + 課 前 測 驗 」 網 址 ：

報名 QR CODE連結 

https://forms.gle/Pn3GRsqRkY4LNsw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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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YJ4qKGWBUtSGTcYw5。 

 

 

 

(二) 線 上 「 簽 退 + 課 後 測 驗 」 網 址 ：

https://forms.gle/9SPWoUv2WjvrN2Bt6。 

 

 

 

備註 登入後，請將麥克風關閉，欲發言請再打開。如您使用手機、平板

請先下載「cisco webex」APP程式，再以訪客進行登入並輸入會議

號、密碼即可登入；有任何操作疑問，可洽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

承辦人郭小姐(02)2960-3456分機 5608。 

陸、 防疫措施注意事項： 

一、 因應防疫政策各訓練場所皆設有管制，請參加學員配合並落實實名制，

入場時請協助出示證明予工作人員檢核。 

二、 考量訓練場所為密閉空間，請參加學員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工作

人員量測體溫、清潔雙手，以降低接觸感染風險。如有身體不適、發燒，

請進行自我健康監測，如有異狀請評估該訓練以請假辦理，以共同加強

防疫措施。 

三、 為響應環保政策，無提供免洗餐具、紙杯等物品，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

環保杯參加，並隨時保持使用場地之整潔。 

簽到+課前測驗 

QR CODE 連結 

簽退+課後測驗 

QR CODE 連結 

https://forms.gle/YJ4qKGWBUtSGTcYw5
https://forms.gle/9SPWoUv2WjvrN2Bt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