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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1061061061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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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三、 歷次提案暨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彙整表 

四、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教育處 

（二） 家庭教育中心 

（三） 新聞處 

（四） 人事處 

（五） 計畫處 

（六） 主計處 

（七） 行政處 

（八） 文化處 

（九） 社會處 

五、 提案討論 

六、 臨時動議 

七、 主席結論 

八、 散會 

 

 

 

 

 

 

 

 



 

 

 

 

 

 

 

 

 

 

 

歷歷歷歷    次次次次    提提提提    案案案案    暨暨暨暨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暨小組分工會議歷次提案暨會議決議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暨小組分工會議歷次提案暨會議決議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暨小組分工會議歷次提案暨會議決議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暨小組分工會議歷次提案暨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彙整表執行情形彙整表執行情形彙整表執行情形彙整表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有關本府相關性別統計工 

作：主計處基本工作是建 

置性別工作資料庫，理想 

中應是各個議題都具備， 

最基本 CEDAW（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規範 

需關注農村婦女處境，因 

此農村婦女各項分析一定 

要具備，另長期照顧需求 

也是必備項目。針對雲林 

需求較高及特色項目是必 

備項目，其餘再逐步建置 

完整。 

並非所有性平統計都需 

要重新做，而是盤點原本 

資料庫的內容，以及參考 

中央的統計資料 

1.主計總處已建置

性別統計專區 

2.如提案一。 

□持續列管 

□ 解除列管 

2 

社會處辦理性平研習請人 

事處及新聞處協助宣傳讓 

性平研習資源共享共惠。 

請人事處及新聞處協助 如工作報告。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肯定文化處辦理新移民書 

展，建議增加親子共讀項 

目。 

請文化處賡續辦理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4 

肯定家庭教育中心辦理相 

關研習活動對象考量到家 

庭的多元性，建議納 入非 

法定婚姻伴侶，以符合多元 

家庭的需求。另肯定家庭教 

育中心辦理研習關注到女 

性特有疾病，也注意到需要 

破除傳統女體迷思。教育部 

已完成家庭教育中心數位 

課程講義（已出版），建議 

納入今年規劃課程。 

請家庭教育中心賡續辦 

理。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5 

教育部已通過補教業的相 

關稽查輔導措施，需注意納 

入下半年業務重點。 

請教育處賡續辦理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6 

建議社區大學做性別分 

析，分析參加的族群，可能 

可以發現到男性缺乏參 

與，並進一步開設男性主題 

課程，性別平等需要納入男 

性的參與，建議開設專屬男 

性課程如「傳統社會對男性 

的壓抑及限制」。 

請教育處賡續辦理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7 

建議文化處新移民書展主 

軸是放在應由優勢族群須 

主動理解新住民族群，建議 

未來可納入書展規劃。 

請教育處賡續辦理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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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報告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報告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報告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報告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2 月） 

一、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計畫 

  (一)、106 年度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計畫之預期目標 

1. 性別成長討論會：透過討論以提升學員的性別知能，增進兩性之

良性互動，並營造健康家庭。 

2. 女性生命覺察工作坊-探討女性生命歷程與角色工作坊：由生命歷

程與性別觀點，探討女性與婚姻、家庭、工作及生活等各面向之

生活調適，並提升女性認識自我生命本質之能力。 

3. 婦女健康促進活動：藉由單元講座主題的探討及分享，提升婦女

對於誇大不實廣告的判斷力，降低不法醫療、藥物、化粧品及食

品對家人健康及女性正確控制健康體位之危害，增強消費營業場

所的人身安全意識等。增進學員對婦女健康主題的知能，檢測自

我的健康狀態，學習自我健康管理，增進學員壓力抒解知能，結

合音樂器材之學習，提供學員音樂陶冶紓壓之運用。 

  (二)106 年度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活動一覽表 
參加人次 序

號 
活動名稱 主題 

辦理

期程 
對象 

場

次 男 女 合計 

1 性別成長討

論會 

性別與生育、性別與 

親職、性別與婚姻、 

性別與法律、反性別

暴力 

5-10

月 

社區

家長 

5 19 270 288 

2 女性生命覺

察工作坊 

自我肯定、家庭角色

與家庭經營、生命覺

察、法律權益宣導 

6-8月 婦女 5 16 245 261 

3 婦女健康促

進活動 

健康教育講座: 

均衡與健康飲食、體

重控制及瘦身美容迷

思、過度醫療化現

象、女性特有疾病、

癌症防治 

7-10

月 

婦女 8 19 444 463 

 



 

二、婚姻教育： 

(一) 辦理「愛情協奏曲-未婚青年研習(聯誼)班」透過團體對話互動，

探索個人價值觀、愛情觀、婚姻觀，促使未婚青年男女認知兩性差

異，增進其對婚姻內涵及婚姻中的角色與職責的瞭解，並在婚前學

習如何面對自己，預備自己成為一個理想的伴侶，以建立幸福美滿

的家庭。 

三、家庭教育宣導： 

(一) 辦理「設攤宣導」，透過互動問答，增進民眾的性別平等概念，以

平衡兩性地位與角色，營造更和諧的兩性關係。 

  四、相關活動辦理成果：(106 年 7 月至 12 月 ) 

(一) 106 年度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活動一覽表相關活動辦理成果： 
參加人次 

序

號 
活動名稱 對象 

總

場

次 

辦理 

時間 

辦理 

地點 男 女 合計 

6 月 1日 西螺鎮農

會 

1 48 49 

6 月 7 日 斗六市農

會 

2 88 90 

6 月 9 日 北港鎮農

會 

2 42 44 

7 月 11 日 二崙鄉農

會 

6 64 70 

1 性別成長討論

會 

社區家長 5 

9 月 4日 口湖鄉農

會 

7 28 35 

6 月 1 日 東勢鄉農

會 

0 36 36 

6 月 20 日 台西鄉農

會 

7 32 39 

7 月 8 日 大東社區 5 31 36 

7 月 25 日 斗六市農

會 

1 99 100 

2 女性生命覺察

工作坊 

婦女 5 

8 月 11 日 虎尾鎮農

會 

3 47 50 

7 月 25 日 斗南鎮人

文協會 

10 51 61 3 婦女

健康

促進

婦女

健康

講座 

婦女 3 

10 月 11 日 斗南鎮農 1 48 49 



 

會 

10 月 18 日 西螺鎮農

會 

0 57 57 

7 月 24 日 東和村社

區發展協

會 

4 34 38 

8 月 8 日 西螺鎮農

會 

0 71 71 

8 月 10 日 斗六市農

會 

4 96 100 

8 月 11 日 崁頭厝社

區發展協

會 

0 37 37 

8 月 16 日 二崙鄉農

會 

0 84 84 

8 月 30 日 褒忠鄉農

會 

0 38 38 

8 月 31 日 古坑樂齡

示範中心 

1 33 34 

10 月 29 日 新知婦女

會 

0 33 33 

11 月 11 日 小東社區

發展協會 

   

活動 

身心

靈舒

壓活

動 

婦女 10 

12 月 2 日 斗南人文

關懷協會 

   

(二)婚姻教育相關成果 

 

    

    

    

序 號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對 象 場次 男 女 合計 

4 
牽手新旅程—中老年

夫妻成長營 
106.06.23 水林鄉農會 中老年已婚者 1 4 31 35 

5 
親密之旅-婚姻教

育與性別平等課程 
106.07.05 

106.08.09 

口湖鄉農

會、莿桐鄉孩

沙里社區活

動中心 

社區民眾 2 22 4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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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處工作報告新聞處工作報告新聞處工作報告新聞處工作報告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2 月） 
 

一一一一、、、、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    
檢視登記於雲林縣之平面媒體及側錄登記於雲林縣之電子媒體，如發
現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規定者，依法予以核處，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7777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未發現違規情事。 
 

二二二二、、、、媒體媒體媒體媒體、、、、有線電視跑馬及有線電視跑馬及有線電視跑馬及有線電視跑馬及 LEDLEDLEDLED 等各管道進行宣導等各管道進行宣導等各管道進行宣導等各管道進行宣導：：：：    
本處宣導內容配合相關業務單位需求，強化具體資訊內容，另請各單
位若有需加強宣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之內容，請提供本處資料，
以利辦理宣導事宜。 

((((一一一一)))) 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稿，，，，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22222222 則則則則：：：：    

1. 安全一夏-暑期青春專案(發布日期：2017.06.30) 

2. 「愛擁抱不用暴」紫絲帶防暴力宣導活動(發布日期：2017.07.18) 

3. 「愛擁抱 不用暴」雲林縣紫絲帶反暴力宣導活動(發布日期：
2017.07.22) 

4. 縣內某國小校園性平事件處理說明(發布日期：2017.07.25) 

5. 雲林縣政府 106 年性別電影院暨讀書會活動合作計畫-性平電影巡
迴影展活動(發布日期：2017.08.2) 

6. 攜手護家園 交安及治安宣導(發布日期：2017.08.5) 

7. 推動婦女友善、性別平權 縣府 8 月起陸續辦理雲林女子館-106 年
度性別平等海報展暨票選活動(發布日期：2017.08.11) 

8. 夏日愛 Fun 家~躍動綠地童樂會(發布日期：2017.08.19) 

9. 雲縣府用愛灌溉弱勢少年 協助成長茁壯自立生活(發布日期：
2017.09.07) 

10. 106 年與弱勢兒少共舞親子嘉年華會！(發布日期：2017.09.09) 

11. 雲縣性別平等教育說明稿(發布日期：2017.09.15) 

12. 臺灣女孩日系列活動之「雲林女孩魔法少女電力營 Power Camp」及
「尋找雲林女孩打卡活動」下月登場(發布日期：2017.09.22) 

13. 性侵害犯罪防治立法 20 週年 縣府舉辦「NO Means NO 尊重你我 遠
離侵害」記者會(發布日期：2017.09.25) 

14. 平權路上看見愛 雲林縣婦女服務中心 邀你一同「擁抱。愛」(發
布日期：2017.09.27) 



 

15. 106 年雲林縣女性弱勢關懷與築夢系列活動：「歌聲送愛到雲二監」
(發布日期：2017.09.27) 

16. 雲縣性別平等教育說明稿(發布日期：2017.09.15) 

17. 臺灣女孩日系列活動之「雲林女孩魔法少女電力營 Power Camp」及
「尋找雲林女孩打卡活動」下月登場(發布日期：2017.09.22) 

18. 性侵害犯罪防治立法 20 週年 縣府舉辦「NO Means NO 尊重你我 遠
離侵害」記者會(發布日期：2017.09.25) 

19. 平權路上看見愛 雲林縣婦女服務中心 邀你一同「擁抱。愛」(發
布日期：2017.09.27) 

20. 106 年雲林縣女性弱勢關懷與築夢系列活動：「歌聲送愛到雲二監」
(發布日期：2017.09.27) 

21. 預防犯罪 從小紮根(發布日期：2017.10.12) 

22. 強化社會救助通報網絡橫向聯繫 縣府辦理 106 年度第 1 場雲林縣
社會福利通報機制及協助處遇措施教育訓練(發布日期：
2017.10.25) 

 

((((二二二二)))) 有線電視插播式字幕有線電視插播式字幕有線電視插播式字幕有線電視插播式字幕，，，，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31313131 則則則則：：：：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7/197/197/197/19----7/20*17/20*17/20*17/20*1    

為確保青少年暑期活動安全 請各資訊休閒場所(網咖)加強營業場所之維

護及檢查 並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縣長李進勇提醒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17171717 分分分分 

 

          106     106     106     106 年年年年 7/157/157/157/15----8/12*48/12*48/12*48/12*4    

台西區：106 年 7 月 15 至 22 日 

本縣台西區家庭中心 7/22 於台西海螺圓環辦理[2016 台西 HI 口公益路跑

賽]詳細活動訊息請上[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FB 縣長李進勇邀請您! 

 

虎尾區：106 年 7 月 22 日至 29 日 

本縣虎尾區家庭中心 7/29 於虎尾體育場辦理[夏日愛FUN家-躍動綠地童樂

會]親子闖關及DIY活動 詳細活動訊息請上[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FB 縣長

李進勇邀請您! 

 



 

西螺區：106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 

本縣西螺區家庭中心 8/5 於西螺大橋廣場辦理[快樂 FUN 暑假-大橋頭露天

電影院]親子闖關及電影播放活動 詳細活動訊息請上[雲林縣家庭服務中

心]FB 縣長李進勇邀請您! 

 

北港區：106 年 8 月 5 日至 12 日 

本縣北港區家庭中心 8/12 於北港水道頭園區辦理[愛而動 夏日饗宴]社區

尋寶及親子闖關活動 詳細活動訊息請上[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FB 縣長李

進勇邀請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BBBB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6 中天綜合   49 壹新聞 

54 三立新聞   56 TVBS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40404040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7/207/207/207/20----7/22*17/22*17/22*17/22*1    

雲林縣政府與勵馨基金會將於 7 月 22 日(六)下午 3 點起於西螺大橋西側

草地辦理[愛擁抱 不用暴 一起野餐趣]活動 相關訊息請洽 537-0545 一

起反暴力 雲林縣縣長李進勇邀請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

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02020202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7/26~8/3*17/26~8/3*17/26~8/3*17/26~8/3*1    

交友網站多誘惑 受騙上當經常有 做好身體的主人 莫讓身體成為性剝削

的工具 縣長李進勇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

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27272727 分分分分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8888/1/1/1/1----8/2*38/2*38/2*38/2*3    

上網交友陷阱多 打工詐騙要小心 凡事謹慎停看聽 可疑人事物請打 110 

家暴.性侵害請撥 113 防詐騙請打 165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青春少年拒毒品 活力四射快樂多 流氓幫派逞兇又鬥狠 拒絕幫派平安又

快樂 青春不暴力.尬球不尬車.圓夢不援交.拒毒快樂多 縣長李進勇 關

心您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 勇敢說不 檢舉不良行為 接納新

移民 共創好感情 杜絕人口販運 請撥打 110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BBBB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6 中天綜合   49 壹新聞 

54 三立新聞   56 TVBS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47 47 47 47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8/108/108/108/10----8/12*18/12*18/12*18/12*1    

危險公共場所.不去!標示不全商品.不買!問題食品藥品.不吃!消費者服

務專線電話:1950 縣長李進勇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

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28 28 28 28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9/79/79/79/7----9/9*19/9*19/9*19/9*1    

常見的性騷擾樣態有: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之言詞.行為:不受歡迎且

違反對方意願之過度追求或暴力分手;利用各種媒體.散播他人與[性]有

關之私密資訊.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29292929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9/89/89/89/8----9/11*19/11*19/11*19/11*1    

乘人不及抗拒而有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之

行為者.將被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 詳情請洽詢:雲林縣政府社會處.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9/109/109/109/10----9/12*19/12*19/12*19/12*1    

被性騷擾時可以透過行政申訴.刑事告訴.民事求償.申請調解等方式處

理;如有相關疑問可撥打 05-5348585 向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諮詢.縣長李進

勇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31313131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8*8*8*8    

1. 09/211. 09/211. 09/211. 09/21----09/23  2. 09/2109/23  2. 09/2109/23  2. 09/2109/23  2. 09/21----09/24  3. 09/2109/24  3. 09/2109/24  3. 09/2109/24  3. 09/21----09/29  4. 09/2709/29  4. 09/2709/29  4. 09/2709/29  4. 09/27----10/06 10/06 10/06 10/06     

5. 10/055. 10/055. 10/055. 10/05----10/14  6. 10/1110/14  6. 10/1110/14  6. 10/1110/14  6. 10/11----10/20  7. 10/1810/20  7. 10/1810/20  7. 10/1810/20  7. 10/18----10/27  8. 10/2410/27  8. 10/2410/27  8. 10/2410/27  8. 10/24----11/0311/0311/0311/03    

1.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9/23(六)09:00-11:00 播放[梅西的世界]土庫鎮立圖書館馬光分館 縣

長李進勇邀請您 

 

2.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9/24(日)19:00-21:00 播放[希望為愛重生]68 電影院 縣長李進勇邀請

您 

 

3.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9/30(六)09:00-11:00 播放[老爸搞不定]雲林女子館 縣長李進勇邀請

您 

 

4.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10/7(六)09:00-11:00 播放[梅西的世界]雲林女子館 縣長李進勇邀請

您 

 

5.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10/14(六)13:30-16:30 播放[梅西的世界]土庫故事屋 縣長李進勇邀請



 

您 

 

6.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10/21(六)09:00-11:00 播放[希望為愛重生]雲林女子館 縣長李進勇邀

請您 

 

7.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10/28(六)09:00-11:00 播放[老爸搞不定]雲林女子館 縣長李進勇邀請

您 

 

8.雲林縣政府106年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歡迎各位鄉親來看電影讀性

別 11/4(六)13:30-16:30 播放[老爸搞不定]土庫故事屋 縣長李進勇邀請

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54.55.56.57.55.56.57.54.54.55.56.57.55.56.57.54.54.55.56.57.55.56.57.54.54.55.56.57.55.56.57.54.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110/1110/1110/11----10/13*110/13*110/13*110/13*1    

常見的性騷擾樣態有: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之言詞.行為.不受歡迎且

違反對方意願之過度追求或暴力分手  利用各種媒體.散播他人與[性]有

關之私密資訊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47 47 47 47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1410/1410/1410/14----10/16*110/16*110/16*110/16*1    

乘人不及抗拒而有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部位之行

為者.將被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詳情請洽詢:雲林縣政府社會處.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50 年代新聞    

52 中天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47 47 47 47 分分分分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0/2510/2510/2510/25----10/28*110/28*110/28*110/28*1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 勇敢說不 檢舉不良行為 接納新移

民 共創好感情 杜絕人口販運 請撥打 110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BBBB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49 壹新聞 

54 三立新聞   56 TVBS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23 23 23 23 分分分分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0/2510/2510/2510/25----10/28*110/28*110/28*110/28*1    

乘人不及抗拒而有親吻 擁抱或觸摸身體隱私部位行為者將被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BBBB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49 壹新聞 

54 三立新聞   56 TVBS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26 26 26 26 分分分分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0/2910/2910/2910/29----10/31*110/31*110/31*110/31*1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 勇敢說不 檢舉不良行為 接納新移

民 共創好感情 杜絕人口販運 請撥打 110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BBBB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49 壹新聞 

54 三立新聞   56 TVBS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23 23 23 23 分分分分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0/2910/2910/2910/29----10/31*110/31*110/31*110/31*1    

守望相助動起來 居家安全靠你我 強化國防意識 團結民心力量 男孩女孩

一樣好 生來通通都是寶 尊重多元性別認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縣長李進

勇 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BBBB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49 壹新聞 

54 三立新聞   56 TVBS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30 30 30 30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3010/3010/3010/30----11/3*111/3*111/3*111/3*1    

尊重多元性別差異 消除性別歧視 不同性別者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家庭中

應受到平等對待 而不應該基於性別而歧視某一方.其精神為互相尊重 (男

女一樣好世界會更好) 縣長李進勇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46464646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3010/3010/3010/30----11/3*111/3*111/3*111/3*1    

性侵害犯罪防治立法 20 週年[NO Means NO 尊重你我 遠離性侵害] 縣長李

進勇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51515151 分分分分 

 

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10/30~11/3*110/30~11/3*110/30~11/3*110/30~11/3*1    

發現家庭暴力.兒童受虐.性剝削.性侵害.性騷擾請打 113.110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雲林區    

AAAA 頻道頻道頻道頻道 

31 衛視中文   50 年代新聞    

55 TVBS-N 
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每小時 49494949 分分分分 

 

 



 

((((三三三三)))) 函請佳聯有線電視運用公益頻道函請佳聯有線電視運用公益頻道函請佳聯有線電視運用公益頻道函請佳聯有線電視運用公益頻道(CH3)(CH3)(CH3)(CH3)播放宣導影片播放宣導影片播放宣導影片播放宣導影片，，，，共有共有共有共有 2222 部部部部：：：：    

    

    

    
    

((((四四四四)))) 縣府官網張貼文字縣府官網張貼文字縣府官網張貼文字縣府官網張貼文字、、、、EDMEDMEDMEDM 等資訊等資訊等資訊等資訊，，，，共共共共 2222 則則則則。。。。    
1. 106 年性平電影巡迴影展活動(106.08.13) 

2.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平等-打破框架 勇往直前」(106.10.30) 
    
((((五五五五)))) 縣府縣府縣府縣府 LINELINELINELINE 張貼電子海報及宣導文字張貼電子海報及宣導文字張貼電子海報及宣導文字張貼電子海報及宣導文字，，，，共共共共 13131313 則則則則。。。。    

1. 「愛擁抱不用暴」一起野餐趣活動海報及文字(106.07.20) 

2.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夏日愛 FUN 家」活動海報及文字(106.07.20) 

3.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為愛而動‧夏日饗宴」活動(106.08.11) 

4.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夏日愛 FUN 家」活動海報及文字(106.08.17) 

5.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夏日愛 fun 家 躍動綠地童樂會」活動

(106.08.18) 

6.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親情零距離】106.08.25 

7. 【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106.09.08 

8. 【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106.09.15 

9. 【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106.09.22 

10. 【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106.9.29) 

11. 雲林縣家庭服務中心【嬰幼兒按摩課程】106.10.13 

12. 【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106.10.20) 



 

13. 【性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106.10.27) 

    
((((六六六六)))) 本縣環保局本縣環保局本縣環保局本縣環保局、、、、各鄉鎮市公所及各級學校各鄉鎮市公所及各級學校各鄉鎮市公所及各級學校各鄉鎮市公所及各級學校 LEDLEDLEDLED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自早上自早上自早上自早上 7777：：：：00000000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9999：：：：00000000 重複播放重複播放重複播放重複播放,,,,共共共共 14141414 則則則則。。。。    

1. 守望相助動起來 居家安全靠你我 強化國防意識 團結民心力量 

男孩女孩一樣好 生來通通都是寶 尊重多元性別認同 共同營造友

善環境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106.07) 

2.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 勇敢說不 檢舉不良行為 

接納新移民 共創好感情 杜絕人口販運 請撥打 110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106.07) 

3. 上網交友陷阱多 打工詐騙要小心 凡事謹慎停看聽 可疑人事物請

打 110 家暴、性侵害請撥 113 防詐騙請打 165 縣長李進勇 關心您

(106.07) 

4.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勇敢說不。(106.08) 

5. 男女平等 用愛溝通  用心守護。(106.08) 

6. 家庭和樂．你我攜手 性別尊重．男女平權。(106.08) 

7.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勇敢說不。(106.09) 

8. 男女平等 用愛溝通  用心守護。(106.09) 

9. 家庭和樂．你我攜手 性別尊重．男女平權。(106.09) 

10. 被性騷擾時可以透過行政申訴、刑事告訴、民事求償、申請調解等

方式處理；如有相關疑問可撥打 05-5348585 向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諮詢。(106.09) 

11. 公共場所之主人有防治性騷擾發生的義務。(106.10) 

12. 拒絕毒品、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勇敢說不。(106.10) 

13. 男女平等 用愛溝通 用心守護。家庭和樂．你我攜手 性別尊重．

男女平權。(106.10) 

14. 被性騷擾時可以透過行政申訴、刑事告訴、民事求償、申請調解等

方式處理；有疑問可打 05-5348585 向縣政府社會處諮詢。(106.10) 

((((七七七七)))) 於本府一樓大廳電視牆排播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提供之於本府一樓大廳電視牆排播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提供之於本府一樓大廳電視牆排播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提供之於本府一樓大廳電視牆排播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提供之「「「「105105105105 年性年性年性年性
別平等別平等別平等別平等----符號篇符號篇符號篇符號篇」」」」(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3333 月起月起月起月起----12121212 月止月止月止月止))))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106106106106 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222 次小組會議次小組會議次小組會議次小組會議    

    

人事處工作報告人事處工作報告人事處工作報告人事處工作報告    
（106 年 7月至 106 年 12 月） 

一一一一、、、、    性騷擾防治工作性騷擾防治工作性騷擾防治工作性騷擾防治工作    

本府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0 月無性騷擾申訴案件，去年及前年同期

亦同。    

二二二二、、、、    性別歧視申訴機制性別歧視申訴機制性別歧視申訴機制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本府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0 月無性別歧視申訴案件，去年同期亦同。    

三三三三、、、、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一)數位學習 

1.於 e 學中心學習平台開設雲林縣政府組裝課程，將「認識多元性

別」、「 CEDAW 相關概念與公約保障權益概述」、「性騷擾案件調查處

理程序與技巧」等 3 門課程列為 106 年度本縣公務人員應完成選讀

之課程。 

2.因上開學習平台已於 106 年 5 月 31 日關閉，本府於 106 年 8 月 16

日在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建置本府訓練專區，組裝課程(包含上開

三門課程)提供本縣公務人員選讀。截至 106 年 10 月 31 日止各課

程通過人數如下：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 認識多元性別 3956 人 

2 CEDAW 相關概念與公約保障權益概述 3711 人 

3 性騷擾案件調查處理程序與技巧 3882 人 

(二)實體訓練 

1.「合縱連橫、精進修練」雲林縣政府 106 年公務人員共好培訓實施

計畫，將 106 年民主治理價值課程項目之一─性別主流化作為各盟

可參酌加辦之參考課程，10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於本縣稅務局聘

請講師王良玉講授「創造雙贏的性別溝通」課程，參訓人數共計 73



 

人。 

2.本處預計於 106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於本府大禮堂辦理政策傳達

與民主價值-性別主流化研習班，課程主題為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聘請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助

理教授陳月娥擔任講座。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106106106106 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1111 次次次次小組小組小組小組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行政處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2 月） 

 

一一一一、、、、檢視本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不符合檢視本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不符合檢視本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不符合檢視本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不符合 CEDAWCEDAWCEDAWCEDAW 規定之情形規定之情形規定之情形規定之情形：：：：    

本府經檢視違反 CEDAW 施行法第 8 條應修正之法規係「雲林

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第 8 條，為本府社

會處主管法規。本府社會處修正進度回覆意見說明，上開辦

法係依衛生福利部「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訂定，

俟衛生福利部修正後，再據以修正本辦法。本案待社會處提

出修正草案並發布後，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解除列管。 

二二二二、、、、自治條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自治條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自治條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自治條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    

「雲林縣政府計畫類及自治條例類性別影響評估作業程序」

已於 105 年 6 月 27 日實施。有關本府制定或修正自治條例辦

理性別影響評估之情形，經本處（法制科）列管之法案計有

「雲林縣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及

「雲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草案」2案，前揭自治條例草案均

已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爰提報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如附件）送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備查。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106106106106 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1111 次小組會議次小組會議次小組會議次小組會議    

    
文化處工作報告文化處工作報告文化處工作報告文化處工作報告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2 月） 

一一一一、、、、辦理性別平等講座及說故事活動辦理性別平等講座及說故事活動辦理性別平等講座及說故事活動辦理性別平等講座及說故事活動    

    將性別平等議題與閱讀起步走-0-5 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結合，

本處於 8/5 辦理父母講座-繪本中的性別平等、8/12 辦理性別平等繪本

故事分享，並搭配活動規劃性別平等兒童繪本書展，期望透過親子共

讀將嚴肅的性別平等議題變得輕鬆生活，藉由有趣繪本故事，透過親

子共讀的方式，從繪本學習性別平等的觀念。    

二二二二、、、、辦理雲林縣辦理雲林縣辦理雲林縣辦理雲林縣106106106106年性平電影巡迴展活動年性平電影巡迴展活動年性平電影巡迴展活動年性平電影巡迴展活動    

由文化處、社會處、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鄉鎮市圖書館共同

辦理，於8月至11月假文化處、各鄉鎮市立圖書館、68電影院、雲林縣

女子館、家庭教育中心、土庫故事屋等地播映優質性平電影，共計辦

理24場。 

三三三三、、、、公共圖書館辦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公共圖書館辦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公共圖書館辦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公共圖書館辦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除文化處於率先於5月辦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外，亦鼓勵鄉鎮市立

圖書館共同響應，於5月至9月，共計14間圖書館運用各館館藏，於各

館辦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並供民眾借閱 。 

四四四四、、、、性別平等書籍推薦與介紹性別平等書籍推薦與介紹性別平等書籍推薦與介紹性別平等書籍推薦與介紹    

除了主題書展外，並於文化處FB推薦性別平等書籍，介紹文化處

館藏好書，從7月至10月，共計推薦8本好書。 

五五五五、、、、新住民親子繪本創作讀書會新住民親子繪本創作讀書會新住民親子繪本創作讀書會新住民親子繪本創作讀書會    

本處持續辦理新住民讀書會，今年以繪本創作為主題，於09/17、

10/1、10/15、10/22、10/29 共辦理5場，後續將出版新住民創作繪本，

將於12月辦理成果發表會，邀請新住民上台分享家鄉故事，並搭配多

元文化書展，進行多方文化交流。 

 



 

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雲林縣 101010106666 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年度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1111 次分工會議次分工會議次分工會議次分工會議    

    
社會處工作報告社會處工作報告社會處工作報告社會處工作報告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2 月） 

壹壹壹壹、、、、    提昇婦女公共參與提昇婦女公共參與提昇婦女公共參與提昇婦女公共參與、、、、培力與活化婦女組織培力與活化婦女組織培力與活化婦女組織培力與活化婦女組織：：：：    

一、 本府 11 月 8 日（預定）辦理「婦女團體聯繫會議暨婦女福利補助

說明會」暢通本縣公私部門間資訊交流、橫向聯繫及政策建議管道

預計 15 個本縣婦女團體參與。 

二、 本府於 11 月 1 日與全國婦女團體聯合會聯合辦理「高齡海嘯下的

視野工作坊」，邀請本縣長照據點、婦女團體及本府各局處代表研

討長照與性別議題，共計 55 人次參加。 

三、 本府於 10 月 14 日與台北市雙胞胎協會共同辦理「自助、互助、公

助-少子女化下被忽視的雙多胎家庭福利與權益座談會-雲林場」，

邀請本縣 18 對雙胞胎家庭參加，深度探討雲林縣少子女化現況中

雙多胞胎家庭潛在的福利需求 

貳貳貳貳、、、、    增進性別平增進性別平增進性別平增進性別平權意識及認知權意識及認知權意識及認知權意識及認知：：：：    

一、 本府性別平等推動專屬網站「雲林性別平等專區」業於 106 年 3

月正式建置完成並上線運作，內容包含本委員會相關資訊、本府推

動性別主流化進展與成果、本縣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最新資訊及宣導

教育資源等。 

二、 本府性別平等推動專屬臉書粉絲頁「雲林性別平權基地站」總觸及

人數最高達 2,738 人次（1-6 月為 1,760 人次）。 

 

 

 

 

 



 

三、 本府於 106 年 9 月 15 日、9 月 29 日、11 月 16 日辦理 3 場次「雲

林縣 106 年度性別意識多元化培力課程研習計畫」，分別規劃： 

（一）何謂受歡迎的性別特質/同志熱線:林昱君/50 人次參與。 

（二）面對性別暴力下的女性自覺/勵馨基金會人才發展處：莊泰富、光 

腳的愛麗絲團長饒蕙蕙/25 人次參與。 

（三）環境與性別（主管班）/52 人次參與。 

四、 本府於 106 年 9 月 14 日辦理 106 年雲林縣政府性別主流化工具 

操作：「性別預算」及「性別影響評估落實之機制」研習計畫，講 

師：行政院性平政策綱領健康醫療照顧篇召集人張菊惠老師共計 

52 人次參與 

參參參參、、、、    一般婦女福利服務一般婦女福利服務一般婦女福利服務一般婦女福利服務：：：：    

一、本府輔導雲林縣紫色姊妹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戶經費 

補助於 106 年 9 月 1 日-10 月 31 日辦理「106 年雲林縣性別平等活動- 

平權路上，看見愛 多元平權書展」，以書展＋2 場演講進行，計 420 人 

次參加。 

二、本府輔導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106年9月30日辦理「106年度雲林女孩培力計畫-

魔法少女電力營-充權青少女的性別意識」計30人次參加，另於106年8

月24日起至10月11日止，辦理「台灣女孩日─尋找雲林女孩打卡活動。」

邀請本縣婦女及兒少團體，擔任雲林女孩大使，協助辦理「台灣女孩

日─尋找雲林女孩活動」共同宣導身心維護、教育及人力投資、人身

安全保障及媒體傳統禮俗等四大面向。計勵馨基金會、婦女保護會、

社會關懷協會及雲萱基金會等婦女團體共同響應，粉絲頁觸及人數計

1059人次。 

    

 

 

 

 

三、本府輔導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晴身心關懷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4 月 15 日、5 月 7 日、5 月 27 日、6 月 11 



 

日及 10 月 22 日辦理「106 年雲林縣婦女賦能療育團體-雲用多元表達 

藝術媒材於自我生命敘說」，計 40 人次參加。 

四、本府輔導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晴身心關懷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10 月 29 日（上下午各 1 場）、11 月 5 日（上

下午各 1 場）及 11 月 19 日（上下午各 1 場）辦理「106 年雲林縣雲晴

婦女賦能閱讀團體-從解構文化壓迫到身體心靈解放」，計90人次參加。 

五、本府輔導社團法人雲林縣婦女保護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 

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5 月 3 日、5 月 17 日、6 月 14 日、6 月 28 日、7   

月 12 日、7 月 26 日、8 月 9 日、8 月 23 日、9 月 6 日、9 月 20 日、10 

月 18 日、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辦理「106 年雲林婦女二三事，WOMEN   

大學計畫」，計 104 人次參加。 

六、本府輔導雲林縣婉美女性成長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 

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9 月 27 日、7 月 19 日及 11 月 25 日、辦理「106 

年雲林縣女性弱勢關懷與築夢系列活動」，系列一「用歌聲送愛到雲林 

第二監獄」計 544 人次參加，系列二「優質女人與我同行讀書會」7 月 

19 日及 11 月 25 日預計共 120 人次參加。 

七、本府輔導社團法人雲林縣文化創意圓夢幸福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 

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7 月 21 日、7 月 28 日、8 月 4 日、8 

月 11 日、8 月 18 日、8 月 25 日、9 月 1 日及 9 月 8 日辦理「106 年雲 

林縣 GOG!O!婆婆媽媽青春鬥陣行」，計 208 人次參加。 

八、本府輔導 106 年度雲林縣安溪社區婦女學苑計畫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 

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9 月 13 日、9 月 15 日、9 月 20 日、9 

月 22 日、9 月 27 日、9 月 29 日、10 月 4 日、10 月 6 日、10 月 11 日、 

10 月 13 日、10 月 18 日、10 月 20 日、10 月 25 日、10 月 27 日、11 

月 1 日及 11 月 3 日辦理「106 年度雲林縣安溪社區婦女學苑計畫」，計 

320 人次參加。 

九、本府輔導社團法人雲林縣飛雁創業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

專戶經費補助於 106 年 9 月 17 日、9 月 24 日、10 月 1 日、10 月 8 日、



 

10 月 15 日、10 月 22 日、10 月 29 日、11 月 5 日、11 月 12 日、11 月

19 日、11 月 26 日辦理「106 年雲林縣縮短婦女 E 世代數位落差與軟體

App 應用計畫」，計 220 人次參加。 

十、本府自辦（自行申請）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本縣大埤

鄉、古坑鄉、元長鄉及四湖鄉辦理「106 年雲林縣銀髮婦女自我成長、

權益提升巡迴計畫」，於 11-12 月辦理，預計 100 人次參加。 

十一、本府自辦（自行申請）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本縣辦

理「106 年度雲林縣行動婦女中心計畫」，本次約 6 個社區提出申請（審

核 中），於 11-12 月辦理，預計 960 人次參加。 

十二、本府自辦（自行申請）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本縣辦

理「雲林縣政府 106 年『消除性別歧視、落實婦女友善環境，實踐性

別主流化』宣導短片計畫」，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本府親民大廳辦理記

者會，預計 960 人次參加。 

（一）本次活動請人事處及行政處協助向本府及本府所轄機關男性同仁宣

導請育嬰假及家庭照顧假，促進請育嬰假職工之性別衡平。 

（二）本次活動請勞工處及建設處協助向本縣縣民及企業宣導傳達育嬰假

及家庭照顧假並非專屬女性，各項性別皆可參與。 

（三）本次活動請人事處協助向本府及本府所轄機關宣導遴用女性主管人

員之任用比例。 

（四）本次活動請人事處、行政處、勞工處及建設處共同與社會處一齊推

廣： 

      1.打破傳統家庭性別分工現況：「男主外女主內」之觀念。 

      2.「育嬰假」性別衡平。 

      3.「家庭照顧假」男女性職工請假比例懸殊。 

      4.宣導家務有給制之觀念。 



 

      5.破除女性升遷之「玻璃天花板」。 

十三、本處與文化處、教育處及家庭教育中心合辦（自行申請）公益彩券

盈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本縣辦理「雲林縣政府 106 年『性別電影

院、讀書會活動合作方案』實施計畫」，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本府親民

大廳辦理記者會，預計 960 人次參加。 

十四、刻正辦理 106 年度雲林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預計正式

調查期間：106 年 11 月-5 月，調查對象：15-64 歲女性，量化方法為

止，質性方法為輔。 

肆肆肆肆、、、、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營運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營運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營運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營運：：：：    

一、 本府申請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公益彩券回饋金於 4 月 15 日至 11 月

11 日辦理「106 年女力行動婦女中心」，預計辦理 16 場次，共計

246 人次參加。 

二、 本府預計於 6 月起與台灣國家婦女館合作，辦理「雲林女子館-106

年度性別平等海報展」，展出國內外性別平等海報作品共 30 幅。 

三、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106 年 7-12 月(含預估)各館室使用人數統計：1

樓哺（集）乳室 378 人次、1 樓諮商室 161 場次 522 人次、3 樓會

議室 196 場次 5,590 人次、3 樓多功能教室 177 場次 3,550 人次、

3樓電腦教室 34 場次 906 人次、4 樓視聽教室94場次 2,068 人次、

六樓禮堂使用 175 場次 13,214 人次，合計辦理 1,357 場次，共 3

萬 1,394 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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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社會處辦理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惠請各單位提供各

項公務報表及相關統計資料提供業務科辦理參考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 106 年度婦女福利及家庭支持組考核指標辦理。 

辦法：提請本府各單位於 11 月 30 日前提供相關公務統計報告及性別圖像

予社會處辦理調查參考。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性別平等創新獎暨性別平等故事獎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 106 年 8 月 29 日「107 年行政院辦理地方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說明暨分工策略第一次會議紀錄辦理。 

辦法：目前提報情形，提報單位人事處，辦理情形：有關性別平等創新獎 

暨性別平等故事獎提報部分，人事處擬提報「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之經驗分享」。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社會處辦理 106 年「消除性別歧視、落實婦女友善環境，實踐

性別主流化」宣導短片計畫一案，請本府局處協助宣傳，鼓勵民眾

踴躍投稿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 106 年「消除性別歧視、落實婦女友善環境，實踐性別主流化」 

宣導短片計畫、107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 

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考核項目一案。 

辦法：目前已於本府社會處網站、性別平等專區、性別平權基地站、臉書

斗六人文社群等網站進行公告。另惠請各局處協助大力宣傳。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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