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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次 提 案 暨 會 議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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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
前次提案暨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彙整表
序號

1

案由

前次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本次決議 列管情形
1.本府協力社團法人
□持續列管
雲林縣婦女保護會
□解除列管
申請雲林縣公益彩
券盈餘分配補助
款 ， 辦 理 「 Woman
GO！協力共好培力
營」
，業於 108 年 10
月 3 日至 4 日辦理完
畢。參與成員共計
32 人（生理男性 2
人 、 生 理 女 性 30
有關婦團培力
人）
，包括本府婦女
部份，建議未 本 案 因 尚 未 提 業務承辦人、婦女團
來規劃參訪其 請 委 員 會 審 議 體管理階層及從事
他縣市婦團培 且尚未執行，爰 在地婦女福利服務
力 方 式 與 成 持續列管，並於 社區組織。
果，交流意見 後 續 提 出 執 行 2.共好營活動內容包
提昇婦女團體 狀況報告。
括與台北市婦女救
創新效能。
援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進行交流座
談、參訪阿嬤館、國
家婦女館參訪，並實
地踏查
「性別地標小
旅行」創新性平方
案。
3.依據滿意度調查回
饋，考量近年持續試
辦營隊型跨縣市婦
女福利培力暨交流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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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單 位 工 作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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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 次小組會議

教育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一、補習班業務宣導與查核：
教育處社教科於補習班業務中，持續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防治措
施落實查核，相關作為分述如下：
(一)將相關課程納入 4 月份至 10 月份補習班公共安全講習，並加強宣
導。本年度預計於 108 年 10 月份辦理補習班公安研習講習，並配
合宣導。
(二)配合「短期補習班」聯合稽查行程實地查核並督導各補習班成立
申訴處理制度、性騷擾防治措施建置及公開揭示之執行成效。
(三)每季按時回覆「雲林縣性騷擾防治措施自主檢查表回覆單」。
(四)有關稽查及違規情形：本府每年平均進行維護公共安全「短期補
習班」聯合稽查 20 次，每年平均稽查 85~100 家補習班，未發現
性騷擾性侵害事件。
二、辦理社區大學多元學習課程：
本縣社區大學（山線社大、虎尾溪社大、平原社大、海線社大）鼓勵民
眾多元學習，對於低收入戶學分費全免。身心障礙者、65 歲以上長輩及新
住民等，凡參加者享有學分費 5 折優惠；本年度本縣社區大學男學員人數
占總學員人數 30%，各社大於 108 年度已規劃增設男性學員較為有興趣之主
題課程，目前開課成功之課程為薩克斯風初級班、傳統工藝木雕、舞龍拳
數及運動休閒籃球皆為男性學員，日後將於每學期持續規劃新課程，另規
劃請男性學員參與數較多之課程講師分享，如何提高男性學員參與意願，
進而期望提升男性學員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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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研習暨多元活動：
(一)108 年 8 月 28 日辦理本縣 108 年度第三次各級學校校安通報校園性別
事件列管案結案審議暨事件督導會議(第四次預定於 108 年 12 月 4 日
召開)。
(二)108 年 9 月 11 日辦理本縣 108 年度第三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四次
預定於 108 年 12 月 18 召開)。
(三)本年度辦理之研習及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

辦理學校

7/10-7/12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專業調查人員高階培訓

已取得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
查專業人員進階資格者

文興國小

7/30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材教
法研習

各公私立國中小遴派教師參加

崙背國中

8/6

學生懷孕事件防治與處理種子
教師培訓

各公私立國中薦派教師參加

西螺國中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專業調查人員初階培訓

1.候用校長或未滿三年之新任校長且
未受初階培訓課程者
2.校內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專業人員之國中小學校長
3.學校學務處初任承辦人
4.有意願擔任本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者

九芎國小

8/15

國中小性平委員增能研習

各公私立國中小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或承辦人

西螺國中

9/19

教育部校安通報暨校園性別事
件回復填報系統教育訓練與疑
義說明研習

各公私立國中小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文昌國小

4/1-10/18

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海
報比賽

國中學生

西螺國中

9/1-11/30

法律宣講-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或性剝削防制宣導等婦幼議題

國中小學生

鎮南國小

12/2-12/20

學生性別平等教育海報得獎作
品展示

活動地點：縣府1樓展示區

西螺國中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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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一、 108 年 7 月-12 月本中心辦理性別成長研習工作報告，依下述方針執
行：
（一）積極擴展社區層面的參與
（二）提高男性成員的人數
二、 至 12 月預計執行 16 場並宣導活動，列述如下：
日期

7月6日
（日）

7 月 10 日
（三）

7 月 17 日
（三）

7 月 19 日
（五）

7 月 31 日

活動名稱及內容
性別暨婦女教育/健康
促進研習 3-3(1)
1. 健康的消費意識
2. 高齡健康觀念的增
進
3. 體適能運動實作
性別暨婦女教育/性別
成長(13)
1. 性別如何影響著我
們的生
2. 習俗與性別事件交
織成不平等的藩籬
性別暨婦女教育/健康
促進研習 3-3(2)
1. 高齡的意涵
2. 健康的意義與理想
3. 自我的意識與身心
健康的連結
性別暨婦女教育/生命
覺察工作坊 3-2(1)
1. 性別與兩性在意涵
的差異性
2. 女人的名字及時代
性的隱喻
3. 身體、心理、和心
靈成長之間的關係
性別教育/生命覺察工

地點
大埤鄉豐
田社區發
展協會

對象

社區民眾

場次

男

女

合計

1

18

39

57

水林鄉農
會

一般婦女、
民眾及家政
班成員

1

5

47

52

斗南鎮
小東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民眾

1

18

37

55

斗六市
崙峯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民眾

1

8

22

30

雲林縣新

社區民眾及

1

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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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8月4日
（日）

8 月 16 日
（五）

8 月 18 日
（日）

10 月 7 日
（一）

10 月 7 日
（一）

10 月 25 日
（五）

作坊 3-2(2)
1. 打 開話匣子-談 珍
惜的人事物
2.認識不同層面的自
我
3.我的優點與韌性
性別暨婦女教育/健康
促進研習 3-3(3)
1.高齡的意涵
2.健康的意義與理想
3.自我的意識與身心
健康的連結
性別暨婦女教育/健康
促進研習 3-3(4)
1.高齡的意涵
2.健康的意義與理想
3.自我的意識與身心
健
康的連結
性別暨婦女教育/健康
促進研習 3-3(5)
1.高齡的意涵
2.健康的意義與理想
3.自我的意識與身心
健康的連結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
識成長 3-1-2(2)「108
年雲林縣性別平等電
影院暨書展－姐妹」
講師黃惠蘭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
識 成 長 3-1-2(3)
「 108 年雲林縣性 別
平等電影院暨書展－
姐妹」
講師黃惠蘭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
識 成 長 3-1-2(6)
「 108 年雲林縣性 別
平等電影院暨書展－
進擊的大媽」
講師黃惠蘭

知婦女會

斗六市十
三里社區
發展協會

斗六市八
德社區發
展協會

斗南鎮田
頭社區發
展協會

婦女會會員

社區民眾

社區民眾

社區民眾

1

19

38

57

1

18

38

56

1

15

45

60

大成商工
會議室

高二學生

1

11

18

29

大成商工
會議室

高二學生

1

3

28

31

大成商工
會議室

高二學生

1

16

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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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及內容

地點

對象

場
男
次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
陸軍砲測中 在營軍官、兵
成長 3-1-2(5)
10 月 25 日
1
性 別 平等 與 婚 姻 平權 / 心〈斗六市〉
等
講師林銘珠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
成長 3-1-2(6) 「108 年
大成商工會
10 月 25 日 雲 林 縣性 別 平 等 電影 院
高二學生
1
議室
暨書展－進擊的大媽」
講師黃惠蘭
小計

10

126

女

24

合計

150

16

15

31

13 277

39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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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媒體、有線電視跑馬及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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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若有需加強宣導性別平等之內容，請提供本處資料，以利辦理宣導
事宜。
(一) 發布新聞稿，共有 10 則：(預估至 12 月底有 14 則)
1. 張麗善縣長接見｢第 26 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慈暉獎｣施子
惠女士(發佈日期 108.7.2)
2. 誼起幸福 雲林縣政府 108 年「緣來崙到我」兩性溝通研習營(發
佈日期 108.7.13)
3. 108 年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即將開課囉! 歡迎新住民朋友踴
躍報名參加(發佈日期 108.7.18)
4. 「家家有愛，防暴總動員」家庭暴力防治 5 場宣導巡迴活動 22
日起歡迎鄉親一同參加(發佈日期 108.8.16)
5. 雲林緣聯、誼起幸福-雲林縣政府 108 年「健行華山續前緣」環
境教育研習(發佈日期 108.8.23)
6. 108 年度「愛情協奏曲-婚前教育研習暨共學活動｣ 邀請未婚單
身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一同加入幸福行列！(發佈日期
108.8.28)
7. 「愛無國界」各國月亮一樣圓 張縣長與新住民朋友提前慶中秋
(發佈日期 108.9.7)
8. 雲林縣 108 年度第四梯次「愛情協奏曲-婚前教育研習暨共學活
動」即日起開放報名(發佈日期 108.10.22)
9. 向「性騷擾」勇敢「Say No」 108 年雲林縣性騷擾防治巡迴話
劇宣導(發佈日期 108.10.25)
10. Women’s 藝想世界生活美學展 即日起文化處展出(發佈日期
10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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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線電視插播式字幕，共有 23 則(預估至 12 月底有 28 則)

108 年 07/01-07/31
性騷擾不只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歧視」，不論男生女生，都有可
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尊重他人、拒絕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28 分

108 年 07/01-07/31
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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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可以撥打(05)-534-8585 向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諮詢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19 分

108 年 07/01-07/31
公共場所主人應謹守性騷擾防治，並記得㇐不二要原則：「㇐不──不漠視性騷擾及性
侵害行為；二要──要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要採取立即有效補救措施。」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33 分

108 年 07/01-07/31
性騷擾事件求助三要訣：「㇐、遇到性騷擾要保持冷靜。二、記住加害人特徵。三、
立即向發生場所的負責人反應或報警處理。」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12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29 分

108/08/01-08/31
性騷擾不只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歧視」，不論男生女生，都有可
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尊重他人、拒絕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28 分

108/08/01-08/31
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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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可以撥打(05)-534-8585 向雲林縣政府社會處諮詢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19 分

108/08/01-08/31
公共場所主人應謹守性騷擾防治，並記得㇐不二要原則：「㇐不──不漠視性騷擾及性
侵害行為；二要──要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要採取立即有效補救措施。」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33 分

108/08/01-08/31
性騷擾事件求助三要訣：「㇐、遇到性騷擾要保持冷靜。二、記住加害人特徵。三、
立即向發生場所的負責人反應或報警處理。」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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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29 分

108/09/01-09/31
性騷擾不只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歧視」，不論男生女生，都有可
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尊重他人、拒絕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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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公共場所主人應謹守性騷擾防治，並記得㇐不二要原則：「㇐不──不漠視性騷擾及
性侵害行為；二要──要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要採取立即有效補救措
施。」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性騷擾事件求助三要訣：「㇐、遇到性騷擾要保持冷靜。二、記住加害人特徵。三、
立即向發生場所的負責人反應或報警處理。」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08.23.57.12.47.28.11.25.29.06
20.31.54.53.07.56.21.26.33.41.48 分

108/010/01-10/31
性騷擾不只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歧視」，不論男生女生，都有可
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尊重他人、拒絕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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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公共場所主人應謹守性騷擾防治，並記得㇐不二要原則：「㇐不──不漠視性騷擾及
性侵害行為；二要──要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要採取立即有效補救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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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騷擾及性侵害行為；二要──要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要採取立即有效
補救措施。」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遭受性騷擾時可於事發後 1 年內向申訴時行為人所屬單位或撥打 110 向警察機關提
出申訴 當行為人為所屬單位最高負責人時 可向雲林縣政府社會處提出申訴 申訴電
話:(05)534-8585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乘人不及抗拒而有親吻.擁抱或觸摸胸.臀或其他隱私部位之行為者 可以對其提出刑
事告訴 拒絕性騷擾 從你我做起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每小時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08.23.57.12.47.28.11.25.24.32.20.31.
54.53.56.07.21.15.24.31.35.06.17.
42 分

108 年 11/10-11/12
性騷擾不只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歧視」，不論男生女生，都有可
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尊重他人、拒絕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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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公共場所主人應謹守性騷擾防治，並記得㇐不二要原則：「㇐不──不漠視性騷擾及性
侵害行為；二要──要公開揭示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措施，要採取立即有效補救措施。」
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遭受性騷擾時可於事發後 1 年內向申訴時行為人所屬單位或撥打 110 向警察機關提出
申訴；當行為人為所屬單位最高負責人時，可向雲林縣政府社會處提出申訴，申訴電話：
05-5348585。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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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人不及抗拒而有親吻、擁抱或觸摸胸、臀或其他隱私部位之行為者，可以對其提出刑
事告訴。拒絕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播放頻道

雲林區

A 頻道
37 東風衛視

49 壹電視新聞

55 TVBS-N

57 東森財經

每小時 08.23.29.12.47.28.11
.25.24.41.20.31.42 分

B 頻道
30 三立都會

32 東森綜合

53 民視新聞

56 TVBS

每小時 分

C 頻道
29 三立台灣

40 東森戲劇

50 年代新聞

51 東森新聞

每小時 分

D 頻道
31 衛視中文

52 中天新聞

54 三立新聞

58 非凡新聞

每小時 分

(三) 本縣環保局、各鄉鎮市公所及各級學校 LED 宣導，自早上 7：00－晚
上 9：00 重複播放,共 5 則。(預估至 12 月底有 1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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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遭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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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3. 性騷擾不一定要跟「性」或「身體」有關，也包括「性別歧視」
，
不論男生女生，都有可能成為騷擾者或被騷擾者。尊重他人、拒絕
性騷擾，從你我做起。雲林縣政府關心您！
4. 關心新住民、年長者居家安全；男孩女孩一樣好，共創多元價值。
5. 性騷擾、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勇敢說不；拒絕毒品、杜絕人口販運，
檢舉不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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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 次小組會議

人事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一、 性騷擾防治工作
本府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無性騷擾申訴案件，去年及前年同期
亦同。

二、 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本府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無性別歧視申訴案件，去年同期亦同。

三、 教育訓練
(一)混成方式(含實體課程及數位課程)學習：每年必須完成之性別主流
相關課程達 1 小時以上，截至 108 年 11 月 4 日止各課程通過人數如
下：
序號

課程

人數

達成率

1
2

性別主流化基礎課程
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3608 人
4758 人

79.6%
96.5%

(二)數位學習課程部分：於「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開設雲林縣政府組
裝課程，將「性別主流化-CEDAW 認識與落實」
、
「性別預算(雲林)」
等 2 門課程列為 108 年度本縣公務人員應完成選讀之課程，截至 108
年 11 月 4 日止各課程通過人數如下：
序號

課程

人數

達成率

1

性別主流化-CEDAW 認識與落實

2769 人

56.2%

2

性別預算(雲林)

4531 人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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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 次會議

計畫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一、數位學習
本處本（108 年度）截至 11 月 5 日，數位學習時數有關性別主流化（1 小時）課
程，完成應學習時數的達成率為 96％。
二、性別任用統計
（一）「1999 便民服務專線勞務人力委外案」參與人員性別統計比男 2 人女 5 人，
融入性別平等意識。
（二）本處主管（科長以上）男女比例為 4：2
三、法令檢視
檢視本處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無不符合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規定之情形。
四、公文宣導
（一）宣導有關女性受僱者提出生理假申請時，依現行法令已無需提出
證明文件（雲林縣政府 107 年 5 月 1 日府人考二字第 1070523066 號函）
。
（二）宣導拒絕性騷擾海報
五、活動宣導
（一）縣務會議宣導性別平等相關資訊。
（二）本處佈告欄宣導性別平等與權益相關資訊及活動。
六、目前及預定完成
（一）完成計劃處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二）完成計劃處性別統計及分析作業。
七、參與研習或會議
（一）108.9.17（二）參與行政院推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交流。
八、未來計畫
持續配合推動性別主流化觀念及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於本處施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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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第 1 次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工作小組會議

行政處工作報告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6 月）

一、檢視本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不符合 CEDAW 規定之情形：
目前本府主管法規及行政措施均符合 CEDAW 規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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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
三十三條修正草案」、「雲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
補償救濟自治條例第九條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及第二十
八條附表四修正草案」等二案。該二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經會
辦本府社會處會核意見認為修正部分未涉及實質內容重大變
更，得免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後，送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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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 次小組會議

文化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回應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 108 年第 1 次小
組會議會議紀錄，第柒項:各單位工作報告、委員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
文化處工作報告：
1. 若文化處兒童閱覽室的場地較不適合電影播放，可以考慮星光電影
院、蚊子電影院的辦理方式，亦較貼近在地生活型態。
Ans:
文化處於 106-108 年與社會處及任林基金會配合辦理性別電影
院，播放地點延申至鄉鎮圖書館(北港、虎尾、褒忠、斗南、林內等)、
偏鄉國小(華山、崇文、豐安、龍潭國小等)及虎尾驛等，貼近在地讓
更多民眾共同參與。
2. 針對歷史建築活化活動的「週四媽咪會」，希望文化處了解此活動命

名的原因及理由。因活動名稱會限定參與對象，特別是目前應鼓勵家
務分工、共同育兒，且在雲林有很多隔代教養的情況，因此更須注意
活動名稱可能造成的排除現象。
Ans:
「週四媽咪會」緣起是由三位媽咪共同創立，每週四的午後於
雲林記憶 cool 辦理，其目的是讓來參與的人偷個閒，並得到心靈放
鬆及成長。已將委員之建議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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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平等議題電影導讀
本處與任林教育基金會合作，於108/7/13 (六)、11/16(六)辦理《女
孩青春記事》及《內衣小舖》電影導讀活動。
《女孩青春記事》是一部韓國電影，二位十歲女孩在學校「被排擠」的
故事，影片中探討被排擠的孩子是否在家裡也是比較容易被忽略的。孩子
除了應付學校、補習班等的課業，更要花很多力氣和時間跟同學共同成長，
年青女導演尹佳恩告訴觀眾孩子的世界不比大人簡單。
《內衣小舖》瑞士出品，由女性青年導演貝蒂娜·歐波莉（Bettina
Oberli）
編導，代表瑞士角逐第八十屆美國奧斯卡外語片，是 25 年來瑞士最高觀影
人
次的影片，於日內瓦影展獲頒最佳影片獎。八旬的老奶奶瑪塔難以走出老
伴過世的傷痛，兒子華特牧師勸瑪塔將父親的雜貨店租出去，不用再守著。
好友莉西來幫忙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衣櫃中瑪塔收藏多年的蕾絲內衣，
原來瑪塔年輕時曾是女性內衣裁縫……. 來看看在這個保守的鄉鎮中老奶
奶如何大器晚成，追求夢想、創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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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多元文化專區
為關懷新住民異地思鄉之苦，本處提供新住民家鄉書籍供借閱，於本
處 3 樓雲林分區資源中心設置多元文化專區，提供越南、印尼、馬來
西亞、泰國、緬甸、柬埔寨等多國語言書籍，目前多元文化專區約 2,939
冊圖書（越南 789 冊、泰國 757 冊、馬來西亞 529 冊、 印尼 398 冊、
緬甸 283 冊、柬埔寨 183 冊）
，陸續新增中，今(108)年更購置 DVD 以
及英文書籍，積極推廣多元文化，館藏更豐富，於指尖翻閱圖書的同
時，更有了影音視覺的感受。
三、歷史建築活化辦理相關活動
(一) 雲林記憶cool--週四媽咪會
歷史建築虎尾登記所(雲林記憶cool)，固定每星期四辦理一場媽咪的
聚會。每週四是家中小寶貝們全天上課的日子。趁這個媽咪們最能偷閒的
午后，一起相聚談天！點一杯咖啡坐在充滿書香的老建築內，談我們都感
興趣的共同 話題。每個禮拜都有不同的主題和活動，讓媽媽更加充實愉
快！108年7月至11月辦理14次，12月份預估辦理4場次。
※7/18環保酵素DIY

※8/31多肉組盆教學－馨之生活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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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線編戒指DIY

※11/7優活果汁飲

(二) 台西海口故事屋新住民多元文化文物展（中國、越南、印尼、泰國、
柬埔寨）
新住民是台灣的新興一代，為了讓大小
朋友們一起來認識新住民家鄉文化，
傳達多元共融精神，縣府特於 108 年
8 月 11 日（星期日）至 9 月 29 日（星
期日）海口故事屋規劃越南、泰國、
中國、印尼、柬埔寨五國特色文化文
物展覽，與 7 場說故事與親子 DIY 活
動(8 月共 3 場、9 月共 4 場)，體驗不
同的風情，與多元文化的魅力，進而
了解並尊重生活在台灣不同族群的朋
友。

(三)合同廳舍 ---維京姊姊說故事
維京姐姐說故事《我的完美爸爸》
8/10（六）15:30∼16:00
艾麗絲和希歐的爸爸和普通的爸爸一樣，有時候會
生氣，有時候很晚才回家，很忙的時候不准任何人
去吵他。不過大多數時候，爸爸會和他們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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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笑，而且把時間都留給家人。他是完美的爸爸
嗎？不，他比完美更棒！
維京姐姐說故事《蘇菲亞的二個問題》
9/14（六）15:30∼16:00
蘇菲亞的生日願望實現了！她真的獲得一隻長
頸鹿「麵條」作為生日禮物。但麵條卻帶來了意
想不到的問題，他會打呼！被吵得沒有辦法睡的
家人，紛紛要求蘇菲亞提出解決的辦法⋯⋯
維京姐姐說故事《星空下的願望》
10/5（六）15:30∼16:00
海瑟從小就嚮往著外太空，她一直等待天外有人
能看見她的燈光。然而當宇宙飛船停在海瑟面前
時，她的夢想成真了嗎？外星人會帶走海瑟嗎？
海瑟準備好要放棄地球上的一切了嗎？

四、表演及相關活動
表演活動:
(1)108/9/28(六) 19:30 文化處表演廳
2019大開劇團--喜劇《花魁嫁到》
朋友聚會，笑親必備，這齣保證有笑，讓你笑到病
除，笑到地上打滾，上班憂鬱症，通通散退！
領銜主演：方姿懿、吳今馨、吳秉威、林照明，且看
花魁界的傳奇人物趙盼兒，如何率領一干身懷絕技卻
少了根筋的姊妹，去解救落入鄭州小霸王周舍愛情陷
阱裡的宋引章。一段爾虞我詐、笑料百出的營救行動就
此展開∼
(2)108/9/8 (日) 15:30 虎尾鎮公所虎尾廳
豐泰文教 2019 舞動人生—記憶延伸
由飛雲舞蹈劇場藝術總監鄭素女老師，集結國內優秀
之青年舞蹈創作人才，發表精采演出作品，結合各種
不同舞風，呈現舞蹈藝術多元性的舞蹈創作。堅強的
製作團隊，展現優質之舞蹈企劃製作，精緻且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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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演出，精采可期，期望藉由精采舞蹈演出節目能
發揚雲林舞蹈文化藝術。

(3) 108/11/9(六) 19:30 北港文化中心 家湖廳
金曲美聲 縴動台灣—拉縴人歌手
拉縴人男聲合唱團自 1997 年成立以來，於國
內外獲獎無數，累積超過 20 座國際大型合唱
賽事獎項，並於 2008、2012、2016 年獲得傳
統暨藝術類金曲獎「最佳詮釋獎（演唱）
」
。
2012 年，參加德國奧迪音樂節，參與「國王
歌手」大師班大獲讚賞，於是誕生成立「拉
縴人歌手」的想法，希望藉由歌手形式的演出，接觸更多元的曲風
及表演形式。除國外展演外，於 2015 年起製作「金曲美聲．縴動臺
灣」系列音樂會，於全台縣市各地舉辦。

相關活動:
講座
講題:「我讀，我譯，我出版：一個嗜讀者的斜槓告白」
時間:108/11/24(日)14:30-16:30
地點:文化處三樓研討室
講者:李靜宜老師
暢銷百萬冊小說《追風箏的孩子》譯者
在公務生涯不斷締造「第一」
在文學森林持續扎根耕耘的心路歷程
讓我們一同因為閱讀，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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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 次會議
主計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一、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歲計科)
本縣 109 年度預算案已送請縣議會審議中，性別預算及比率如下：
單位：千元

年度

性別預算

總預算

預算比率

109

89,204

30,668,420

0.2909 %

108

67,135

34,942,069

0.1921 %

二、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及性別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統計科)
(一)108 年第 1 次小組會議決議事項本處辦理情形
1. 下半年度主要工作為資料庫更新：(詳附件一)
本(108)年 8 月已完成性別統計指標資料庫更新(含性別統計指標定
義) 。
2. 發佈長照資源探討的統計專題，將就性別觀點及女性需求面邀集社會
處及衛生局進行討論：(詳附件二)
本年 9 月 11 日本處已邀集本府勞工處、社會處及衛生局等 3 個局處，
召開 性別統計分析—「雲林縣長期照顧需求與資源配置探討」研討
會，並就各局處所提之資料及建議修正分析內容。該篇分析已於 9 月
底簽陳縣長核可後，發函各單位及機關參用並上網發布。
(二)性別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
1. 108 年 8 月完成 107 年性別統計圖像(本年較上年新增 4 個性別統計圖
像)，並上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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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年 8 月依性別統計七大核心建置性別統計視覺化查詢平臺，以拉
近性別
統計數與使用者間距離，提升統計服務效能。
（詳附件三）
3. 108 年 8 月完成 107 年性別統計指標(本年較上年新增 8 個性別統計指
標)，計七大類 162 項指標，並已更新性別統計資料庫(時間序列 98
年～107 年)。
4. 計有 2 篇涉及性別議題之統計通報，如下：
(1) 雲林縣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概況分析(108年7月發布)。
(2) 雲林縣老人長期照顧與安養機構概況分析(108年8月發布)。
5. 計有 1 篇涉及性別議題之統計專題分析—雲林縣長期照顧需求與資源
配置探 析(108 年 9 月發布) 。
(網址
http://yunlin.dgbas.gov.tw/STATWeb/Page/TopicPage.aspx?U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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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網址：http://yunlin.dgbas.gov.tw/DgbasWeb/index.aspx

手
定義
點全表查詢可查指標定義

時間序列 98 年~107 年

全表查詢

附件二

(以下係擇選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民意代表及鄉鎮市長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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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網址:
https://yunlin.dgbas.gov.tw/dashLogin/dashLogin.aspx?UserId=dashboard&URL=../CWS80SLWEB/index.aspx
&DashboardViewer=6747d0b0-f430-4236-bced-908904d66c3a

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1 次小組會議

社會處工作報告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6 月）
壹、 提昇婦女公共參與、培力與活化婦女組織：
本府於 2 月 22 日、4 月 24 日辦理「婦女團體聯繫會議」,以利暢通本縣公
私部門間資訊交流、橫向聯繫及政策建議管道，共計 15 個婦女團體參與。
本（108）年度預計辦理 4 場次之婦女團體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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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小組第 2 次小組會議

社會處工作報告
（108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壹、 提昇婦女公共參與、培力與活化婦女組織
一、 本府於 2 月 22 日、4 月 24 日、8 月 26 日及 11 月 7 日辦理「婦女
團體聯繫會議」,以利暢通本縣公私部門間資訊交流、橫向聯繫及
政策建議管道，共計 20 個婦女團體參與。本（108）年度預計辦理
4 場次之婦女團體聯繫會議。
二、 本（108）年度共計新增培力 2 婦女團體，包括：雲林縣基督教女
青年會及雲林縣新住民姐妹協會。
三、 本府協力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於 108 年 5 月 5 日假斗六運動
環保公園辦理「女力都上場．雲林共伸張：108 年婦權博覽會系列
活動」。為累積年度婦女團體聯辦活動經驗，提升活動實質效益，
業運用本（108）年度 8 月 26 日第 3 次婦女團體聯繫會議，收集相
關辦理意見及策進作為。
四、 本府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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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10 月 3 日至 9 月 4 日辦理「Women Go!協力
共好培力營」
。與婦女救援基金會及國家婦女館進行交流，並踏察
創新性平方案及服務，如：
「阿嬤館」及「性別地標小旅行」
。參與
成員共計 32 人（生理男性 2 人、生理女性 30 人）
，包括本府婦女
業務承辦人、婦女團體管理階層及從事在地婦女福利服務社區組
織。
貳、 增進性別平權意識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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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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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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8 月 7 月截至 11 月 12 日，網站造訪人次共計
12,68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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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7 截至 11 月 12 日，總觸及人數達 4,202 人次。

三、 本府規劃辦理 3 場次「雲林縣婦女福利服務外聘督導實施計畫」，
邀請外聘督導提供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營運建議，第一次外督於
108 年 5 月 13 日辦理，參加人員 12 人；第二次外督於 108 年 9 月
12 日辦理，參加人員 14 人；預計第三次外督訂於 108 年 12 月 6
日辦理。
四、 本府辦理「雲林縣政府 108 年「性別電影院、讀書會活動合作方
案」
，於本縣國中小、廚師工會、圖書館及藝文場地…等共計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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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場次性別電影院，並於鄉鎮圖書館舉辦 4 場次性平書展。

參、 一般婦女福利服務
一、 本府協力雲林縣紫色姊妹協會辦理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
專戶經費補助，辦理「108 年新住民培力計畫：聽見東南亞,廣播
節目製播」
。目的為培力新住民採用母國語言進行廣播錄製，並

製播雲嘉南地區第一個跨文化的東南亞廣播節目，採本國主持
人與新住民主持人雙聲合搭，拉近聽友與東南亞文化的距離。
於 7 月至 9 月製播 16 集，放送 32 次。
（特性：新住民培力、廣播
節目錄製播送）
二、 本府協力社團法人雲林縣婦女新知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8 年 10 月份辦理「108 年性別友善空間，
職場推廣計畫」
，至縣內 5 間中小企業及美容美髮商家進行哺集乳
室空間改造說明及實作。（特性：友善職場、性別平等具體措施推
動、商業部門協力）
三、 本府協力社團法人雲林縣社會關懷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8 年 9 月至 11 月辦理「
『喜豆我最愛』108
年雲林縣提昇農村 CEDAW 宣導大使培力暨教育宣導計畫」
。其中宣
導大使培力計畫業於 9 月 27 至 28 日辦理完畢，共計 43 人參訓（1
位生理男性；42 位生理女性）
；並於 10 月份陸續於本縣 10 農會完
成 CEDAW 宣導。
（特性：CEDAW 宣導，性別意識培力、社區性平種
子教育）
四、 本府協力社團法人雲林縣婦女新知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專戶經費補助於 108 年 8 月 27 日辦理「108 年雲縣銀髮婦女
自我成長、權益提升巡迴計畫(古坑鄉)」，共計 42 位銀髮婦女參
加。
（特性：銀髮婦女、巡迴型計畫、農村婦女受教權）
五、 本府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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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5 月份至 10 月份辦理「Woman Can．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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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學」
，就在地及國際性別平等趨勢進行座談及身心療育粉彩及
瑜珈課程，共計辦理 13 場次活動。
（特性：性別意識培力、知性課
程）
六、 本府協力雲林縣婉美女性成長協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
專戶經費補助辦理「高牆.希望.向陽：108 年度雲林縣向陽婦女（監
所女性受刑人）關懷與陪伴培力計畫」
，於 8 月至 10 月辦理 6 場次
受刑人女性團體活動（生命教育及音樂治療）
；並舉辦 1 場次成果
發表會，受益人次共計 120 人。（特性：關注邊緣弱勢女性、跨網
絡連結）
七、 本府協力雲林縣紫色姊妹協會辦理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
專戶經費補助，辦理「108 年性別平權創新宣導影展暨書展:信仰,
愛的路上」
，共計舉辦 3 場次影展及 1 場次長期性書展。
（特性：靜
態書展及性別影展，影展對象為高職學生，映後講座與談）
八、 本府協力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雲林分所申請本縣公
益彩券盈餘分配款專戶經費補助，辦理「小女孩．大力量：108 年
雲林女孩培力方案」
，於 9 月至 11 月辦理 4 場次女孩培力方案，包
括：名人現身說法、冒險體驗…等。
（特性：女孩培力、動態活動
體驗）
九、 本府協力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申請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款專戶經費補助，辦理「愛在你我心中~108 年雲林縣性別友善家
庭宣導活動」
，參與人次共計 84 人（36 位生理男性；58 位生理女
性）
。（特性：性別友善、親子活動）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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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3 月 24 日、4
月 14 日、4 月 28 日、5 月 5 日及 5 月 26 日辦理「107 耕雲女力行
動婦女中心」
，辦理 5 場次，計 150 人次參加（女性 149 人次，男
性 1 人次）
。
二、 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108 年 1-10 月各館室使用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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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館室

場次

服務人次

（人
次）

（人次）

哺（集）乳室

*

42 人次

0

221

1 樓諮商室

195 場次

614 人次

88

526

3 樓會議室

372 場次

5,316 人次

1,583

3,733

3 樓多功能教室 304 場次

7,227 人次

200

7,027

4 樓視聽教室

164 場次

5,796 人次

2,297

3,499

4 樓女子館

220 場次

3,366 人次

671

2,695

6 樓禮堂

186 場次 17,767 人次 6,850
合計辦理 1,441 場次，共

備註

如律師諮詢、員工
EAP 及諮商服務
如韻律班及婦女
團體方案

10,917

40,128 人次受益。

三、 本府與台灣國家婦女館合作，辦理「性平好神．破除摩咒」聯合海
報巡展，展出共計 20 幅圖文作品，展期由 108 年 4 月至 12 月。
四、 本府規劃辦理 3-4 場次「雲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外聘督導實施計
畫」
，邀請外聘督導提供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營運建議，第一次
外督於 108 年 5 月 3 日辦理，參加人員 10 人；第二次外督於 108
年 9 月 12 日辦理，參加人員(含婦女團體代表)共 9 人；預計第三
次外督訂於 108 年 12 月 6 日辦理。
伍、 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及性別平等業務推動之相關運作
一、 本府各局處 108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統計暨性別分析，預計於
12 初辦理完竣，屆時將提報本年度第 2 次性平大會審議。
二、 本府社會處派員參與行政院於 108 年 8 月 12 日辦理「108 年行政
院性別影響評估新制說明暨案例分析教育訓練」
。
三、 本府社會處派員參與行政院於 108 年 10 月 24 日辦理「2019 年臺
歐盟亞洲地區 LGBTI 人權推動研討會」
。
四、 本府於 108 年 9 月 17 日，接受行政院性平處「108 年度行政院推
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訪視輔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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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生育津貼辦理情形
一、 本縣 108 年 7 至 10 月補助 1,361 名新生兒，實際核發經費計新台
幣 1,725 萬 5,000 元整。
二、 預估 11-12 月補助 350 名新生兒，預估核發經費計新台幣 440 萬元
整。
柒、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辦理情形
一、補助款發放情形
（一）108 年 7 月至 11 月(含預估數)共計補助 1,001 萬 2,476 元，計受益
3,246 人次。
（二）108 年 7 月至 11 月(含預估數)緊急生活扶助，補助 79 人次，補助
經費合計新台幣 281 萬 5,956 元。
（三）108 年 7 月至 11 月(含預估數)子女生活津貼，補助 3,044 人次，
補助經費合計新台幣 702 萬 7,020 元。
（四）108 年 7 月至 11 月(含預估數)傷病醫療補助，補助 0 人次，補助
經費合計新台幣 0 元。
（五）108 年 7 月至 11 月(含預估數)兒童托育津貼，補助 123 人次，補
助經費合計新台幣 16 萬 9,500 元。
（六）108 年 7 月至 11 月(含預估數)法律訴訟補助，補助 0 人次，補助
經費合計新台幣 0 元。
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承辦人員教育訓練
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承辦人員教育訓練，內容含特殊境遇家庭各項
扶助項目介紹、辦理流程、作業方式及與業務相關之課程訓練，且有
對第一線工作人員加強性別敏感度。
捌、 新住民福利服務
一、辦理項目：
「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相關福利及扶助」計畫：
（一）108 年申請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新台幣 13 萬 5,920 元整，
辦理本縣「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相關福利及扶助」計畫，提
供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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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法律訴訟費、傷病醫療費及返鄉往返機票費等補助。
（二）108 年 1-9 月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電訪服務 1,708 人次、
家訪服務 867 人次、個案管理 1,694 人次；新住民服務據點及資源
連結計畫共計服務 4,404 人次。
（三）108 年雲林縣新住民社區融合活動：108 年雲林縣新住民中秋
聯歡晚會-各國月亮一樣圓-有緣千里共嬋娟，業於 108 年 9 月 7
日辦理完畢，參與人數計 1,173 人次。
（四）
【譯言通】108 年雲林縣新住民通譯人才培訓計畫，於 108 年
7-8 月間授課計 34 小時，完成培訓 24 名新住民參與通譯服務訓
練，並於結訓後將通譯人員名單提供相關單位作為通譯人員名單，
提供新住民就業機會。
玖、 雲林縣未成年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服務方案
一、 本處結合輔導縣內「財團法人雲林縣雲萱基金會」向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申請中央公益彩券回饋金，提供個案處遇服務，及國中
小、高中職預防宣導。
二、 個案服務：108 年 7 月至 9 月服務總案量累計 72 件，其中各單位轉
介新案計 10 件，另已結案計 18 件。
（一）服務對象：
1.未成年懷孕少女。
2.未成年懷孕少女之重要他人。
3.未成年父、母。
（小爸爸、小媽媽）
4.未成年父、母之重要他人。
（二）預防宣導：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6 月結合各項活動至縣內社區、
國中小預防宣導，計 4 場次，632 人。
三、 本府印製宣導海報 500 張及 A4 宣導單張 8,000 張，計新台幣 2 萬
5,100 元整。為即時提供本縣未成年懷孕少女、小爸爸小媽媽之專
業性服務與諮詢需求，分別請衛生局、民政處、教育處、社會福利
服務中心（虎尾區、台西區、北港區及西螺區）等網絡單位轉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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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衛生所、婦產醫療院所、戶政事務所、國中小及高中或深入社區、
各活動場域廣為宣導周知。
四、 本府利用第四台跑馬燈、本縣官方 LINE 及雲林上場臉書、社會處臉
書及社會處網站-「未成年懷孕服務支持專區」等多元管道宣導，期
達到宣導之預防性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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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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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性平會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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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其中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之評審項目（五）性別
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需計算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機關（含本府
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涵蓋率，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是否均應提報
1 項性別統計及 1 篇性別分析，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本縣能獲 109 年行政院性平考核佳績，本（108）年 10 月主計
處已函發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請各單位（機關)於 11 月 20 日前
提報業務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主計處彙整後將送性平會秘書
單位(社會處)。
辦法：
一、 為使本縣能獲 109 年行政院性平考核佳績，本（108）年 10 月主計
處已函發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請各單位（機關)於 11 月 20 日
前提報業務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主計處彙整後將送性平會秘
書單位(社會處)。
二、 依據評審衡量標準，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總分 31 分，其中性別統
計與分析辦理情形占 7 分，而性別統計之機關涵蓋率達 50％以上 4
分（即至少 12 個單位(機關)提報），性別分析之機關涵蓋率達 30
％以上 2 分（即至少 7 個單位(機關)提報）
，主計處 11 月 20 日彙
整送性平會秘書單位後，若本縣提報單位（機關）數未達前述標準
者，建請性平會秘書單位發函未提報單位（機關）配合辦理。
三、 建請性平會秘書單位亦能參酌考苗栗縣，就各單位 (機關)所提報
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建置於本縣性別平等專區。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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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性平會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本小組各局處 109 年度性別平等相關施政（工作）計畫（案）
，
提請審議。
說明：為提升本府性別平等業務推動，本府各局處需提出年度性別平等相
關施政（工作）計畫（案），俾利推行。
辦法：請委員參照附件 1 各局處計畫，進行審議。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性平會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社會處於辦理 107 年辦理「雲林孩子 say Hi，性別歧視 say Bye
－翻轉性別刻板印象宣導片」紀錄短片拍攝 1 案，請本府各局處善
加運用及宣傳，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性平考核指標及社福考核指標（婦女及家庭福利服務）辦理。
二、 前揭紀錄短片故事軸線為 5 位雲林女性的從業紀錄片，5 位女性皆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從事「非傳統女性工作」
，從業類別包括：油
漆工、水電工、瓦斯工、水泥工、計程車駕駛。除以就業打破性別
刻板印象外，本紀錄片議題亦涉及「人口、婚姻與家庭」及「就業、
經濟與福利」…等多元面向。
辦法：為促進跨局處合作，符合性平考核指標，並擴大前揭紀錄片效益，
惠請本府相關局處可於適當場合參採本紀錄片作為宣導素材。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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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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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2

附

件

一

109 年度各局處施政（工作）
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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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9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性別平等教育總體計畫
（教育處）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計畫。
二、雲林縣 109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厚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建立無性別歧視的教育環境，以實
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二、協助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組織之運作與發展並提供相關問題之諮
詢。
三、充實各項教學資源，書刊雜誌及媒體資訊並透過資源中心網站或
其他方式，供師生及家長運用與諮詢，俾能建立性別正確理念，
以強化資源中心學校之功能運作及横向聯繫。
四、協助學校發展性別平等教育有關之教學媒體、宣導資料、性別平
等教材且提供充分資訊，讓各領域教學自然地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之概念。
五、透過性別平等教育作品展示宣導，提升社區民眾及家長對性別平
等教育的認知，進而營造社區與家庭對性別意識觀念的尊重及友
善互動的氛圍。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雲林縣立西螺國民中學、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雲林縣林內鄉九芎國民小學、
雲林縣西螺鎮文興國民小學
肆、實施方式：
一、辦理線上檢核作業或到校督導訪視各校性平會之運作及性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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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施成效，以落實性平法相關規定。
二、辦理相關專業知能課程，以強化各校性平會委員及承辦人對相關
法令的認知，提升處理性平事件問題的能力，以落實校園性別安
全。
三、架設資源中心網站提供各項教育資源、教材天地、研究園區、諮
詢服務、法令政策及相關最新消息。
四、辦理進修課程，培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師資、家長，協助相關團
體組織並建置分級人才、師資資料庫，並提供落實性平法的諮詢
服務。
五、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海報比賽，並展出相關性別平等教育優秀
海報作品，進而提升社區民眾的性別平等意識。
伍、實施原則：
一、可行性：宣導溝通，營造人文與性別和諧校園導向。
二、具體性：循序漸進，兼顧時程效率，消除性別刻板意識、偏見。
三、統整性：多元參與，結合資源共享，融入各領域教學。
四、研發性：結合社會資源、共同解決性別平等教育問題。
陸、實施內容：
編號
1

執行項目
國中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辦理單位

國小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4
5
6
7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材
教法研習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
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增能研習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
學生懷孕事件之預防與處理
研習

辦理期程

100,000 元整 109 年 1~12 月

文昌國小

100,000 元整 109 年 1~12 月

崙背國中

30,300 元整

109 年 7 月

九芎國小

96,000 元整

109 年 8 月

西螺國中

50,000 元整

109 年 8 月

文興國小

100,000 元整

109 年 8 月

西螺國中

30,000 元整

109 年 9 月

學校
3

(暫定)

西螺國中

學校
2

經費概算

45

編號
8
9

執行項目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填報回復管理系統
操作教育訓練暨疑義說明
雲林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運作相關計畫

辦理單位
文昌國小
教育處

經費合計

經費概算
(暫定)
30,000 元整

辦理期程

109 年 9 月

120,000 元整 109 年 1~12 月
656,300 元整

柒、預期效益：
一、充實的教材及教學媒體，能讓教師展現出更豐富活潑的教學內
容，讓學生擁有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
二、透過概念的宣導與防制，讓學生學習如何自我保護，拒絕性侵害、
遠離性騷擾、性霸凌、性剝削，並認清生命價值，更進一步發揮
生命的意義。
三、鼓勵教師研發教材、教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觀念，符合十二年
國教課程的目標。
四、以學校為中心，讓性別平等教育觀念由點，與家長連成線，進而
拓展到整個社會面，形成一個無性別歧視、和諧快樂的友善校園。
捌、附則：
一、為核實計算研習進修時數，全天課程簽到退計 4 次(分為上午簽
到、上午簽退、下午簽到、下午簽退)；課程開始後 15 分鐘不再
受理簽到，亦不開放早退。
二、參加研習人員及工作人員請各級學校給予公假登記，全程參與者
始核予研習時數。
三、承辦學校辦理有功工作人員，依據「雲林縣公立中小學及幼兒園
授權獎懲案件獎懲標準表」第六點規定辦理敘獎。
四、為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具、環保筷，以達節能減碳之
效。
玖、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6

雲林縣 109 年度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意識成長研習活動計畫
（家庭教育中心）
一、依據：教育部 109 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展家庭教育
實施計畫。
二、目標：
(一)由多元文化及尊重差異等不同面向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二)增加民眾對性別平等的觀念，並落實在生活中，以營造性別
平等家園。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雲林縣政府。
(二)主辦單位：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三)協辦單位：中學、大學、社區、民間團體、軍隊。
四、辦理期程：109 年 2-10 月。
五、辦理時間：共辦理 12 次，每場次 3 小時。
六、參與對象：歡迎各性別取向人士，每梯次 50 人(額滿為止)。
七、活動內容：
序號
1

2

3

主題

學習內容

1.兩性與性別的差異
2.什麼是平等
七巧板：性別平等的內涵
3.國際趨勢與法令
4.CEDAW 與性別主流化
1.發現及覺察婚姻與家庭中的性別歧視及性別不平等
2.重新思考對於「美好的」婚姻與家庭的迷思及意識型態
萬花筒：從多元文化看婚 3.運用多元文化的觀點，分享並呈現婚姻與家庭中多元多
樣的生活經驗、模式與形態
姻與家庭
4,從感同身受的立場及位置發現多元文化觀點。
5.以多元文化視野培養發展感同身受的能力
蹺蹺板：家務勞動的協商 1.了解家庭成員共同擔負家務工作的重要性
合作
2.了解社會變遷中所連帶變動的家務工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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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看見家務工作中的性別議題
4.破除家庭工作刻板性別分工的區隔
5.學習家務工作分配的原則及如何協適
1.看見生活中可能出現性別框架樣貎
竹蜻蜓：協助孩子飛越阻
2.瞭解性別框架對我們可能造成的影響
礙與性別框架
3.培養破解性別框架的知能，進而協助他人
1.性教育與情感教育應從小教起
跳房子：跨越性教育與情
2.性教育不等於性行為的教育
感教育關卡
3.透過媒體與時事討論情感、學習愛
1.發現並察覺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2.瞭四種解毒/解讀媒體中性別刻板印象的小撇步
哈哈鏡：洞悉媒體與流行
3.運用小撇步，重新解讀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媒體影像，以
文化的性別魔術
釐清個人的價值觀與性別刻板印象
4.增進媒體識讀的能力

4

5

6

八、預期效益：
(一)學員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有較多學習與認識。
(二)學員能辨識在生活中的性別議題，以所學知能運用於性別、
環境的改
善。
(三)落實尊重性別認知及性別表現上的差異，提升多元性別的包
容，營造性別平等家園。
九、成效評估：
(一)觀察課程中學員與講師互動及學員間互動情形評估活動效
益。
(二)製作問卷，回收統計學員對本項活動之意見。
十、經費概算：由本縣家庭教育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計畫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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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處 109 年度性別議題工作計畫
（新聞處）
壹、緣起：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
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及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並推展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及其他執行事項。
貳、依據：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參、辦理單位：新聞處、社會處、教育處、計畫處
肆、規劃執行項目及配合事項
宣導素材
說明
規劃執行項
目
影片、海報
(EDM)、文
宣、新聞
稿、跑馬文
字…

配合單位

經查業管 一、 利用本府 新聞處、社
單位社會
LINE、縣 會處、教育
處、教育
長臉書、 處
處有自行
本府臉
拍攝或編
書、本處
印宣導素
官網張貼
材，如影
宣導資
片、文宣
訊。
等。衛生
福利部保
護服務司
－「影音
專區、宣
導專區」
亦富含相
關影片、
海報、文 二、 請社會 新聞處、社
宣等可供
處、教育 會處、教育
利用。
處前往 處
廣播電
台受訪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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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事項
一、 請社會處、教
育處以便簽
提供宣導素
材，例如
EDM、文字
等。
二、 新聞處透過
本府 LINE、
縣長臉書、本
府臉書、本處
官網加強宣
導。
三、 請社會處、教
育處亦利用
所轄官網加
強宣導。
一、 邀請社會
處、教育處每
年前往廣播
電台受訪宣
導。
二、 建議以多數
家暴、性侵
害、性擾擾、

三、 於本縣 新聞處、社
電視公 會處、教育
益頻道 處
(CH3)或
中台灣
新聞網
(CH20)
排播宣
導影
片。

四、 於本府
一樓大
廳電視
牆排播
宣導影
片。

社會處、教
育處、計畫
處

伍、經費：由各單位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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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發
生態樣為宣
導主題，並分
享民眾簡單
易記的自我
解救方法。
一、 經詢社會處
曾拍攝相關
宣導影片，請
以便簽提供
新聞處透過
電視頻道託
播加強宣導。
二、 請教育處函
轉所轄學校
利用課餘時
間、電子看板
播放宣導，以
加強學生自
我防護意識。
請社會處、教育處
以便簽提供宣導素
材，請計畫處協助
於本府一樓大廳電
視牆排播宣導影
片。

雲林縣政府人事處 109 年推動公務人員性別平等意識
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人事處）
壹、依據
一、雲林縣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二、雲林縣性別平等教育推動計畫
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
貳、目的
為落實友善性別職場環境，期透過性別意識相關研習課
程，強化公務同仁對於不同性別處境及立場的感受，進
以體現性別平等環境，營造友善溫馨的職場環境，並內
化性別意識融入公務政策的普世價值。
參、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人事處
肆、實施期程：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伍、辦理方式
一、採多元形式方式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如讀書會、
工作坊及電影賞析等各方式）
，以提升同仁性別意識。
二、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聘請專家、學者擔任教育訓
練講座，以期透過各項教育訓練有效將性別平等觀點
納入政策、方案、計畫、預算中，以營造性別友善環
境。
三、善用網路數位學習課程，鼓勵同仁上網學習。
陸、經費：由年度預算調整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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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計畫處性別平等業務實施計畫

（計畫處）
壹、緣起
落實本縣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工作，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及其他執行事
項。
貳依據
一、性騷擾防治法
二、性別工作平等法
三、性別平等教育法
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五、雲林縣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参、目的
利用所轄網頁及平面文稿，加強宣導性別平等，以建立民眾及本處同仁性別意
識，消弭性別歧視，促進多元性別之平權觀念與重視。並置入性別平等觀念於
本處重要施政計畫。
肆、工作項目
一、布告欄持續宣導性別平等相關活動，建立性別工作平等意識，積極預防性
別歧視之發生。
二、加強本處業務承辦人員專業知能，積極參與有關性別議題研習，鼓勵同仁
線上學習相關課程。。
三、檢視計畫處網頁上之資訊是否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確保各項政策措施
能有效執行，促進性別實質平等。
四、完成施政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消弭因性別所造成的差別性影響。
五、完成本處性別結構及指標統計分析報告。
伍、經費：宣導內容因屬一般性質故無經費編列之需，未來擬編列經費推廣性別
平等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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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109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施政計畫
（行政處）
壹、緣起：
落實本縣性別平等，並推展性別平等宣導及其他執行事項
貳、依據：
一、性騷擾防治法。
二、性別工作平等法。
三、性別平等教育法。
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五、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六、雲林縣性別平等教育推動計畫。

參、目的：
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消弭性別歧視，促進多元性別之平權。
肆、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伍、實施期程：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陸、辦理方式：
一、持續宣導性別平等相關活動，建立性別工作平等意識，積極
預防性別歧視之發生。
二、加強本處業務承辦人專業知能，積極參與有關性別議題研
習，鼓勵同仁線上學習相關課程。
三、檢視本府自治法規有無違反性別平等之規定，促進促性別實
質平等。
四、修建本府辦公廳舍時，於適當處設性別友善廁所。
柒、經費：由年度預算調整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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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文化處「109 年性別平等及新住民推廣系列活動」計畫
(文化處)
壹、緣起
為建構優質文化環境、關懷本縣新住民族群，本處於圖書館建
置多元閱讀專區，提升性別平等及友善環境，服務新住民族群，
也讓本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友善城市。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處、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承辦單位:任林教育基金會、雲林縣遠景發展協會
參、辦理內容
一、建置多元文化閱讀專區
有見於新住民閱讀本國語言的困難，本處特針對新住民族
群，於本處三樓雲林分區資源中心內設置多元文化閱讀專
區，提供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柬埔寨等多
國語言書籍，目前多元文化專區約 2,939 冊圖書（越南 789
冊、泰國 757 冊、馬來西亞 529 冊、 印尼 398 冊、 緬甸
283 冊、柬埔寨 183 冊）
，陸續新增中，今(108)年更購置 DVD
以及英文書籍，積極推廣多元文化，館藏更豐富，於指尖翻
閱圖書的同時，更有了影音視覺的感受。
二、辦理性別平等及新住民系列活動:
(一) 性別平等電影導讀
本處與社會處、任林教育基金會合作，透過電影欣賞及
導讀，讓參與者更進一步的了解性別平等在職場及生活
中的重要性，協助將多元文化及社會正義觀點落實於職
場及生活中。
(二) 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本處編列購書經費(預計 3 萬元)，於 109 年 10 月間辦
理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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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住民多元文化展
預計於 109 年 6-9 月間於台西海口故事屋(或文化處一
樓)辦理多元文化展，透國展覽對此議題的關注，並透
過館員的介紹，破除刻板印象與歧視。
(四)主題講座:
邀請專家學者或作者現身說法，主題暫定為閱讀．幸福；
透過真實/或故事分享閱讀為什麼重要、閱讀為什麼會幸
福，學習尊重別人價值觀，在過 程中一起成長。
三、雲林女孩日倡導活動
自102年起行政院制定每年10月11日為「台灣女孩日」，
104年起本府社會處辦理「雲林女孩培力計畫」進行教育宣
導等活動，本處配合倡導相關活動：
(一) 宣傳活動海報張貼。
(二) 於本處網頁、臉書協助宣傳。
(三) 於109年10月至12月間，協助辦理倡導活動。
肆、預計實施期間:
109 年 5 月—11 月。
伍、參加對象：
對閱讀、電影欣賞、分享有興趣的讀者、新住民及其家屬。
陸、活動地點：
本府文化處圖書館大廳、一樓兒童閱覽室、三樓分區資源中心及
台西海口故事屋。
柒、執行方式：
電影欣賞導讀、主題書展、臉書宣傳、講座。
捌、經費需求：
新臺幣 6 萬 5,000 元整。
玖、預期效益：
(一)營造多元文化圖書館，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加強圖書流通及
親子共讀，提升本縣閱讀風氣。
(二)設置多元閱讀專區，提供閱讀與文化傳承及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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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 109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實施計畫
（主計處）
壹、緣起：
落實本縣性別平等教育執行工作，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及其他執
行事項。
貳、依據：
一、性騷擾防治法
二、性別工作平等法
三、性別平等教育法
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五、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六、雲林縣性別平等教育推動計畫
參、目的：
透過預算籌編及維謢更新性別統計專區加強宣導各單位落實性別平等
預算，建立性別意識，消弭性別歧視，促進多元性別之平權。
肆、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
伍、實施期程：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陸、工作項目：
一、 預算籌編時，加強宣導各單位落實性別平等預算評估，以合理分
配性別預算比率。
二、 依社經發展情形，以及參考本府暨所屬機關之建議意見，檢討指
標項目並配合性別統計指標之增刪修，維護查詢系統之統計項目
及定義。
三、 辦理 108 年性別統計圖像檢討及編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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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撰寫性別議題之統計通報及專題分析，以提供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之參據。
五、 建置性別統計視覺化查詢平台，將性別統計數據圖表化，以拉近
統計數據與使用者間距離，提升統計服務效能。
六、 透過各項教育訓練，加強性別平等宣導。
柒、經費：由年度預算調整支應，爰無需另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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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婦女福利暨婦女權益年度施政計畫
壹、 目的：促進本縣婦女自我意識、提升婦女福利服務品質、強化弱勢婦
女支持服務。
貳、 經費來源：
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 新住民照顧輔導基金
三、 中央及地方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
四、 本府 108 年度經費預算
五、 團體自籌
肆、計畫內容：
一、依據各項社會福利法令，辦理婦女福利工作，使弱勢民眾因本計畫之
辦理，得以接受照顧。
二、辦理特殊境遇家庭及其他婦女福利各項補助 。
伍、婦女福利服務工作項目：
一、辦理婦女權益與婦女福利服務活動
（一） 辦理方式：知性講座、讀書會、成長團體、展覽、電影欣賞、研
習、研討會、訓練及宣導。
（二） 辦理內容：須具備主題性，如婦女福利、婦女社團組織能力培訓、
婦女權益、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促進、推動婦女參與志願服務。
（三） 辦理主題與場次—
1. 婦女讀書會：藉由好書閱讀提昇婦女內在知能，預計 4 場次
2. 婦女成長團體：以 10 人至 16 人之方式辦理成長團體，由專業老師
帶領 8 次。
3. 婦女社團組織能力培訓：1 系列課程，於本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辦
理。
4. 婦女志願工作隊人員在職訓練：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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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村婦女權益巡迴講座：4 場次，辦理農村婦女權益及福利研習或
講座。
6. 銀髮婦女健康及安全研習：15 場次，與鄉鎮市老人會合作辦理。
7. 辦理性別主流化（包含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等研習：預計辦理
20 場次。
8. 婦女福利及婦女權益宣導
9. 辦理婦女福利補助說明會
二、

辦理婦女學苑

（一） 辦理方式：每班期為期 3 個月以上，申請補助時需檢附講師名冊、
課程表及招生報名表。
（二） 辦理內容：婦女福利、婦女法令政策、婦女權益、性別主流化、
性別平等促進、婦女社區參與（營造）
、婦女團體領導人培訓、
婦女經驗分享、婦女社團組織能力培訓等。
（三） 辦理場次—2 場次
三、

性別意識多元化培力課程研習計畫

（一） 辦理方式：知性講座、成長團體、親職教育、研習、研討會、訓
練。
（二） 辦理內容：專業知能、法令政策傳遞、組織規劃能力、經驗分享。
（三） 辦理場次—4-6 場次
四、

單親、新住民及其他弱勢婦女福利服務

 綜合部份：
（一） 辦理對象：單親家庭、特殊境遇婦女、原住民婦女、未婚媽媽、
新住民等婦女及其子女。
（二） 辦理方式：知性講座、成長團體、親職教育、研習、研討會、宣
導、子女課業輔導、訪查研究等。
（三） 辦理內容：婦女福利、婦女權益、法令政策傳遞、課後照顧輔導、
關懷據點、關懷訪視等。
（四） 社會福利津貼及濟助：婦女生育津貼、單親家庭租屋補助、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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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新生兒營養補助、未婚懷孕少女醫療、托育及安置費用、特
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傷病醫療補助、兒童
托育津貼、法律訴訟補助。
 單親部份：
1.社工人員在職訓練：強化提供直接服務工作者(社工人員、社工督
導及業務承辦人員等)專業知能與技能，提升工作者之個案管理
服務能力。
2.調查弱勢家庭需求，整合本縣社會福利資源，辦理相關宣導工作、
團體活動及社區方案，期達到預防性、支持性及整合性之服務功
能。
 新住民部份：
1.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相關服務業務。
2.辦理「新住民社區關懷據點」服務業務。
3.辦理「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及資源連結計畫」：
有關專業服務人員案件訪視費給付標準乙節，請擬送案申請相關
經費團體共同討論之，並期能取得共識，以保障各團體與所聘專
業人員之相關權益。
4.辦理「新住民及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計畫」
。
5.辦理新住民相關服務措施：包含權益保障、生活適應輔導、家庭
關係、多元文化、互助支持網絡、種子師資培訓等相關業務。
6.辦理「新住民通譯人才培訓計畫」
。
7.辦理「新住民志工培訓課程計畫」
。
五、雲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運作及維護
(一) 辦理婦女福利服務活動：
婦女福利及婦女權益宣導、性別平等研習、婦女志願服務隊人員在
職訓練。
(二) 新住民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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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外籍及大陸籍新住民家庭成員相關
福利服務：成長課程、諮商輔導、關懷訪視、工作人員個案研討會
等。
(三) 法律諮詢：
聘請律師提供弱勢婦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受害者等)免費諮詢服
務。
陸、特殊項目：婦女溝通平台
（一） 辦理對象：社區婦女及對於婦女福利有興趣之民眾
（二） 辦理方式：
1、

以鄉鎮市分區為單位。

2、

每單位得以辦理數場次，每場次聚焦討論具備主題性議題。

3、

以『平台』互動討論方式進行。

（三）討論決議得以結合需求規劃辦理『婦女學苑』
，促使課程
內容符合供需。
柒、活動要項分配表
季別
第一季

工作主題
1、

1 月至 3 月 2、
3、
第二季

1、

備註

婦女福利工作說明會

『其他婦女福利服務活動』係

婦女溝通平台

指前項『婦女福利服務工作項

其他婦女福利服務活動

目』所述內容，以及衛生福利

婦女學苑

部等年中推展活動要項

4 月至 6 月 2、
3、

婦女溝通平台

4、

婦幼主題活動

5、

婦女福利專業人員訓練

6、

其他婦女福利服務活動

性別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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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

1、

7 月至 9 月 2、
3、

第四季

婦女學苑
婦女溝通平台
性別主流化

4、

婦女論壇

5、

衛生福利部婦女福利考核

6、

其他婦女福利服務活動

1、

婦女學苑

10 月至 12 2、
3、
月

家庭服務支持計畫成果展
研擬 110 年度婦女工作計
畫

4、

110 年度婦女福利工作說
明會

5、

其他婦女福利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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