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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0 年第 2 次會前工作聯繫會議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 日
雲林縣政府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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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10年第2次會前工作聯繫會議

會議議程

壹、 會議時間：11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贰、 會議地點：本縣婦女福利中心 6樓大禮堂

叁、 主席：林處長文志

肆、 主席致詞

伍、 各會議辦理辦理情形及決議事項報告

一、110 年第 1 次性別平等委員會(社會處)：

(一)「雲林縣政府暨所屬一、二級機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作業程序」

110 年 9 月編印版，業公告於本縣統計資訊服務網(路徑：雲林縣政

府主計處>統計資訊服務網>性別統計>性別統計專區)

(二)本縣性別平等會決議分為六工作小組，請各小組秘書單位(民政處、

勞青處、教育處、警察局、衛生局、環保局)召集局處作相關業務分

工蒐集(包括業務內容、參與局處)。

(三)請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之局處(社會處、民政處、勞青處、教育處、

新聞處、警察局、衛生局)於 110-111 年先行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並鼓勵 112 年前所有局(處)均應成立性平專案小組。

(四)「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110-112 年)」第四部份「服務措施及年

度預期效益」，請各局處於 110 年 9 月 9 日前提供，經計畫處列管

催效，業於 110 年 11 月底收整，預計提報 110 年第 2次性平大會。

(五)「雲林縣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0-112 年)」業經

110 年第 1 次性平大會通過，請各局處據以執行。

(六)請計畫處協助各局處建立性平專區 icon：本案提列為 110 年第 2 次

性平大會列管追蹤列管事項。

(七)請各局處依廖議員建議事項，配合同婚專法施行，檢視調整業務上

各項表單、資訊系統及網頁內容等，並將計畫或工程列入性別影響

評估中，執行情形再行提報性平工作小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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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第 2 次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工作小組(社會處)：

(一)110 年 11 月 26 日召開。

(二)有關主計處彙整性別統計資料豐富且涉及相關局處，統計分析呈現

問題後，請各局處應制定改善策略，成為施政措施。

(三)性別選項除分列為男、女、其他三個選項，建議亦可參酌其他縣市

眾數分類，以做為各局處不同活動統計選項。

(四)請計畫處持續輔導尚未繳交性別影響評估局處繳交資料。

(五)有關行政處、計畫處需辦理之性別影響評估訓練課程建議結合秘書

小組訓練辦理一節，後續再行討論規劃。

(六)建請各局處(單位)針對廖郁賢議員要求公共建設空間、館舍等應加

強設置性別友善廁所、親子共樂設施與家長抱小孩上、下車安全且

便利之停車空間，建議檢視各該館舍、公共空間等，如有新建或增

修計畫，加強規劃性別友善空間與措施。

(七)依「行政院推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輔導作業(110-111 年)」，擬

於本(110)年12月上旬辦理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交流觀摩活動(線

上交流觀摩會)；各地方政府可視需要於 111 年 1 至 4月期間，邀請

行政院派員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針對 109 年考核成績未達甲等以

上縣市，於 111 年 1 至 4 月期間由性平處辦理實地訪視輔導，本府

將視輔導內容邀請相關局處代表，以及地方性平委員會/婦權委員會

委員共同參與

三、110 年第 2 次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工作小組(衛生局)：

110 年 11 月 29 日召開完畢，未有會議紀錄。

四、110 年第 2 次就業經濟福利與婚姻人口工作小組(勞青處)：

110 年 12 月 2日召開完畢，未有會議紀錄。

五、110 年性別主流化工具彙整進度：

主計處、行政處、計畫處、人事處

陆、 移列 110 年第 2 次性平大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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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110-112 年)(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1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獎勵計畫、衡量標準表、一、(二)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計畫制

定及執行成效(7分)辦理。

二、秘書單位(社會處)依據性平處性別平等綱領(110 年 5 月修頒)、雲林

縣性別平等綱領(105 年制定)暨參酌新北市、彰化縣及苗栗縣跨局處

性平政策，擬定「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110-112 年)(草案)」。

三、前揭施政方針分為八部分：(一)前言；(二)現況(性別統計與分析)；

(三)性別目標及推動策略；(四)服務措施及年度預期效益；(五) 經

費來源；(六)考核措施；(七)獎勵措施；(八)附錄。秘書單位已撰

寫(一)至(三)、(五)至(八)，針對第四部份「服務措施及年度預期

效益」，依雲林縣 110 年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決議，請

各局處擬具實施方法、實施對象、衡量標準及年度預期效益，依限

提供秘書單位彙整。

辦法：

一、本案已彙整完畢各局處繳交資料(附件一)，提請委員提供審議意見。

二、如蒙本會決議通過，依程序提送本縣性平會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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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本縣性平業務推動管考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府前以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社幼一字第 1102658820 號函送各局處「雲

林縣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0-112 年)」，責請各局處

據以辦理。

二、為使秘書單位能順利管考各局處依據本計畫之推動情形，請就「雲林縣

政府各局處性平業務推動管考表」(附件二)定期填報執行情形，每半年

送各局處所屬工作小組列管。

三、前揭資料所送工作期程為：

(一) 111 年 3 月：送 110 年全年度

(二) 111 年 9 月：送 111 年上半年(1-6 月)

(三) 112 年 3 月：送 111 年全年度

(四) 接續前揭提報期程

辦法：如蒙本會決議通過，依程序提送本縣性平會討論。

決議:



5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本縣專案小組、工作小組及性別平等委員會辦理期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雲林縣 110 年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1次委員會議決議，110-111 年由社

會處、民政處、勞青處、教育處、新聞處、警察局、衛生局等 7局處先

行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合先敘明。

二、為不影響下一階段會議舉辦期程，並使秘書單位(社會處)能追蹤管理各

會議辦理進度，進而規劃性別平等委員會前工作聯繫會議、性別平等委

員會等，擬訂定各會議舉辦月份。

三、旨揭會議建議辦理時間：

(一)專案小組：每年 1月、7 月。

(二)工作小組：每年 3月、9 月。

(三)性別平等委員會：每年 5月、11 月。

(四)性別平等委員會前工作聯繫會議：視情況辦理，倘續辦理為每年 4月、

10 月。

辦法：如蒙本會決議通過，依程序提送本縣性平會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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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李聰成委員、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原六大工作小組調整分組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10 年 8 月 26 日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 次

委員會議之提案二決議事項，擬將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工作小組

細分為六大大工作小組：(1)權力、決策與影響力(2)就業、經濟

與福利(3)教育、媒體與文化(4)人身安全與司法(5)健康、醫療

與照顧(6)環境、能源與科技。

二、惟考量會後部份局處反應工作小組細分實有操作困難，建議將原

決議之六大工作小組調整為四大工作小組，以期業務推動更加順

遂。(附件三)

辦法：

一、以行政院 110 年 5 月 19 日函修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六大

推動策略為基底，輔以「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之內涵，並

比較全國各縣市人口分布及性別推動分工小組進行調整。

二、如蒙本會決議通過，依程序提送本縣性平會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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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110-112 年)

經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110年8月26日第10屆第1次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前言

我國 86 年成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開啟推動政府及民間協力促進婦

女權益及人身安全之重視，94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

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力及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6項作為主要推動工具，

並於 101 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專責處理性別業務及落

實 CEDAW 各項工作內容。

我國立法院 100 年由總統公布施行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國內法化之重要里程碑。在該聯合國公約的規

範及實踐下，近幾年來在我國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及民間機構與團體窮盡努力，致

力提升台灣婦女實質權利、地位及性別友善氛圍。然性別平等觀念雖日漸普及，但

透過各種性別主流化工具發現，台灣仍然存在明顯的父權體制，除了部分社會文化

既存的刻板印象偏見所造成的特定性別傷害；亦有部分對於多元性別光譜、多元性

別認同的歧見。這樣的現象對長久以來，對女性的生活狀況造成了壓迫，甚至是脆

弱狀態，更遑論是多元性別氣質的個體所面對的社會眼光與處境。

為推廣性別平等理念，行政院亦於100年12月 19日函頒《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內容涵蓋「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等 7大領域之政策願景

及內涵，作為我國性別平等政策最高指導方針，並於 106 年及 110 年 5 月修正函頒，

政策願景凝聚為 6 面向、33 項推動策略，並特別關注不利處境者(如原住民族、新

住民、身心障礙、農村及偏遠地區等女性、女童、雙性戀及跨性別者等)權益保障，

以及強化新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

本縣亦致力於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之推行，於 89 年開辦「雲林縣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對於本縣婦女福利之推行具有指標性意義，也反映出婦女權益、婦女意

識的抬頭，並陸續開辦各式相關活動，如：「婦女論壇」、「女性影展」等婦女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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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案。本縣於 92 年成立「雲林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並為重視多元性別權益，

於 106 年 8 月 21 日改制為「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迄今已邁入第 10 屆委

員會，委員會對於本府施政措施多有監督與建議，持續推廣婦女福利、權益及性別

意識，並擴展至多元層面。

貳、現況(性別統計與分析)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一)民意代表及鄉鎮市長

109 年底本縣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共計 43 位，其中女性 16 人（占 37.2％），

男性 27 人（占 62.8％）。其中立法委員計有 2人，男、女性各 1位；縣議

員計有 41 人，其中女性 15 人（占 36.6％），男性 26 人（占 63.4％），與

105 年底相較，女性縣議員人數增加 6人，男性縣議員人數減少 6人。另現

有 20 位鄉鎮市長中，有 4位女性（占 20.0％），與 105 年底比較減少 1人。

(二)公教人員數

109 年底本縣公教人員數 9,175 人，其中女性 4,658 人（占 50.8％），男性

4,517 人（占 49.2％)，女性比率高於男性 1.6 個百分點；觀察近 5年女性公

教人員數皆高於男性。

(三)簡任(派)公務人員數

109 年底本縣簡任(派)公務人員數 50 人，其中女性 12 人（占 24％），男性

38 人（占 76％)，男性比率高於女性；觀察近 5年男性人數皆高於女性。

(四)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人數

109 年底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人數 17 人，其中女性 9人（占 52.9％），

男性 8人（占 47.1％)，與 108 年底比較，女性增加 2人(29％)，男性減少 2

人(20％)；觀察近 5年性別平等委員人數，女性委員人數及占比皆於 109 年

達到新高，與 105 年相較，增加 3人及 12.9 個百分點。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一)勞動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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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本縣勞動人口計有 352 千人，其中女性 144 千人（占 40.9％），男性

208 千人（占 59.1％），與 105 年比較，男性減少 1.4％，女性減少 1.4％。

若就勞動力參與率觀察，女性為 49.6％，男性為 67.9％，兩性勞動力參與率

之差距 18.3 個百分點，較 105 年上升 0.1 個百分點。

另依 109 年失業率來看，女性為 4.5％，男性為 3.3％，與 108 年比較，男性

之失業率減少 0.2 個百分點，女性則增加 0.6 個百分點

(二)志願服務

109 年底本縣參與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人數 7,051 人，其中女性 4,727 人

（占 67％），男性 2,324 人（占 33％），歷年來女性志工比率均高於男性；

與 108 年底比較，女性志工人數增加 4.56％，男性則減少 1.11％。

(三)身心障礙人數

109 年底本縣身心障礙人數為 5萬 414 人，其中女性 2萬 2,424 人（占 44.5

％），男性2萬7,990人（占55.5％），與108年底比較，男性減少7人(0.03％)，

女性減少 78 人(0.35％)。觀察近 5年資料顯示，本縣身心障礙人數男性皆較

女性多。

(四)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數

109 年底本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數為 6,418 人，其中女性 3,356

人（占 52.3％），男性 3,062 人（占 47.7％）。觀察近 5年資料顯示，女性

及男性發放人數皆以 109 年底最多，較 105 底分別增加 17.2％及 24.4％。

(五)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數

109 年底本縣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數為 1,813 人，其中女性 1,194 人（占 65.9

％），男性 619 人（占 34.1％），與 108 年底比較，女性增加 11 人(0.9％)，

男性增加 15 人(2.5％)。觀察近 5年資料顯示，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數女性

皆比男性多。

三、人口、婚姻與家庭

(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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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底本縣總人口計 67 萬 6,873 人，其中女性 32 萬 6,736 人（占 48.3％），

男性 35 萬 137 人（占 51.7％），性比例為 107.16（亦即每 100 個女性就有

107.16 個男性），近 5年性比率呈現逐年下降。另 109 年本縣嬰兒出生登記

人數計 4,009 人，其中女嬰 1,948 人，男嬰 2,061 人，性比例為 105.8，低

於 108 年之 111.7。

(二)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109 年底本縣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結構以有偶比率最高，女性與男性有偶比率

分別為 48.6％及 52.8％，女性低於男性 4.2 個百分點，與 105 年底比較，兩

性皆減少 1.5 個百分點。

(三)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

109 年本縣初婚者之年齡平均數女性為 30.8 歲，男性為 33.1 歲。與 108 年

比較，男性增加 1.5 歲，女性增加 1.7 歲。觀察近 5年來兩性初婚者之年齡

平均數，均以 109 年最高，與 105 年相較，男性增加 1.7 歲，女性增加 1.5

歲。

(三)20-24 歲人口在未滿 18 歲前曾有婚姻比率

109 年底本縣 20-24 歲人口在未滿 18 歲前曾有婚姻比率男性為 0.04％，女性

為 0.53％，與 108 年底相較，男性減少 0.02 個百分點，女性維持不變，觀

察近 5年，女性 20-24 歲人口在未滿 18 歲前曾有婚姻比率皆比男性高，兩性

比率的差距 109 年底為 0.49 個百分點，較 105 年底 0.43 個百分點高 0.06

個百分點。

(四)有偶人口離婚率

109 年本縣有偶人口離婚率男性為 7.6‰，女性為 8.86‰，與 108 年相較，女

性減少 0.97 個千分點，男性減少 0.81 個千分點。觀察近 5年資料，女性及

男性有偶人口離婚率，均以 108 年為最高。

(五)同性婚姻概況

自 108 年 5 月 24 日起同性婚姻合法化，賦予同性伴侶得以結婚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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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本縣同性結婚對數計 24 對，其中女性 22 對，男性 2對，同期間本縣

同性婚姻終止對數計 3對，全部為女性。

(六)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

109 年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為 30.9 歲，較 108 年減少 0.2 歲。觀察近 5

年資料，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大致介於 30 至 31 歲；進一步與女性初婚

者之平均年齡觀察，109 年兩者差距 0.1 歲，為近 5年差距最少。

(七)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及未成年婦女(15-19 歲)生育率

109 年本縣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925‰，與 108 年比較，減少 40 個千分點，觀

察近 5年資料，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以 105 年 1,015‰最高，109 年較 105 年減

少 90 個千分點。

109 年本縣未成年婦女(15-19 歲)生育率為 5‰，與 108 年相同，觀察近 5年

來，未成年婦女生育率，除 106 年上升至 6‰外，皆維持在 5‰。

四、教育、文化與媒體

(一)整體滿 5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入園率

109 學年度本縣滿 5足歲至國民小學前幼兒入園率男性為 97.7％，女性為

98.3％，與 108 學年比較，男性減少 0.2 個百分點，女性增加 1個百分點，

觀察近 5年，兩性滿 5足歲至國民小學前幼兒入園率，皆在 9成 7以上。

(二)幼兒園概況

109 學年度本縣幼兒園幼生數女性 7,373 人（占 48.6％），男性 7,810 人（占

51.4％），與 108 學年度比較，女生及男生人數分別增加 1％及 1.6％。另

109 學年度本縣幼兒園女性教保服務人員 1,407 人（占 97.8％），男性 31

人（占 2.2％），顯示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數仍以女性為主，與 108 學年相

較，女性增加 74 人(5.6％)。

(三)國小及國中學生數

109 學年度本縣國小女學生 1萬 4,572 人（占 47.8％），男學生 1萬 5,900

人（占 52.2％），性比例 109.1，略低於 108 學年度之 110。另 109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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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國中女學生 8,777 人（占 48％），男學生 9,505 人（占 52％），性比例

108.3，高於 108 學年度之 107.5。

(四)國小及國中裸視視力不良學生數

109 學年度本縣國小祼視視力不良之女學生 6,430 人（占 49.2％），男學生

6,636 人（占 50.8％），與 108 學年度比較，男生人數減少 0.9％，女性則

維持不變。另 109 學年度本縣國中祼視視力不良之女學生 6,265 人（占 51.1

％），男學生 6,002 人（占 48.9％），與 108 學年度相較，女生及男生人數

分別減少 2.4％及 1.6％。觀察近 5年資料，裸眼視力不良學生數國小階段男

性較多，國中則轉變為女性較多。

(五)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

109 學年度本縣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 5,366 人，其中女性 2,524 人

（占 47％），男性 2,842 人（占 53％），本縣小一新生新住民子女學生數計

369 人，其中女性為 171 人（占 46.3％），男性為 198 人（占 53.7％）。其

中歷年資料觀察，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及小一新生新住民子女學生

數自105學年度起逐年遞減，109學年度較105學年度分別減少2,978人(35.7

％)，及 164 人(30.8％)。

五、人身安全與司法

(一)全般刑案嫌疑犯及被害人數

109 年本縣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共計 8,678 人，其中女性 1,470 人（占 16.9

％），男性 7,208 人（占 83.1％），與 108 年比較，女性減少 7.3％，男性

增加 1.3％；若以性比例觀察，109 年為 490.3（亦即男性嫌疑犯約為女性之

4.9 倍），高於 108 年之 448.7。

另 109 年本縣全般刑案被害人數 4,704 人，其中女性 2,059 人（占 43.8％），

男性 2,645 人（占 56.2％），分別較 108 年減少 4.9％及 4.2％

(二)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數

109 年底本縣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共計 3,192 人，其中女性為 2,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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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66.7％），男性 1,062 人（占 33.3％），與 108 年底相較，計增加 525

人（19.7％），其中女性及男性分別增加 18.7％及 21.6％。觀察近 5年，女

性及男性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皆以 108 年底最少。

(三)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

109 年底本縣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共計 202 人，其中女性 168 人（占 83.2

％），男性 34 人（占 16.8％），與 108 年底相較，計增加 24 人（13.5％）；

其中女性增加 18 人（12％），男性增加 6人（21.4％）。觀察近 5年資料顯

示，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數女性皆比男性多。

(四)少年嫌疑犯人數

109 年底本縣少年嫌疑犯人數計 271 人，其中女性 33 人（占 12.2％），男性

238 人（占 87.8％）；與 108 年底比較，計增加 29 人（12％），其中女性減

少 9人（21.4％），男性增加 38 人（19％）。

六、健康、醫療與照顧

(一) 死亡率

109 年本縣女性之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896.8 人，低於男性之 1175.3 人，與

108 年相較，女性及男性分別減少 4％及增加 1.41％；另女性之惡性腫瘤死

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216.1 人，男性為 364.5 人。

(二)死亡年齡

108 年本縣平均癌症死亡年齡觀察，女性為 73.4 歲，高於男性之 68.9 歲，

與 104 年相較，分別增加 1.8 歲及 1.5 歲；另就平均死亡年齡觀察，女性為

79.4 歲，高於男性之 71 歲，與 104 年相較，女性及男性分別增加 2.1 歲及



14

1.8 歲。

(三)事故傷害及自殺死亡率

109 年本縣女性之事故傷害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26.3 人，低於男性之 62.9

人，與 108 年比較，女性及男性分別減少 25.3％及增加 1.78％。另就自殺死

亡率觀察，女性為每十萬人口就有 9.8 人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死亡，低於男

性之 22.2 人，與 108 年比較，女性減少 21％，男性減少 19.9％。

(四)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

109年本縣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1,862人，其中女性1,161

人（占 62.4％），男性 701 人（占 37.6％），與 105 年相較，女性增加 153

人(15.2％)，男性增加 65 人(10.2％)，且近 5年來實際住進人數均以女性較

多。

(五)18 歲以上人口的吸菸率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成人吸菸行為調查顯示，本縣 107 年 18 歲以上成

人吸菸率為 12.9％，其中女性為 2.1％，男性 22.3％。觀察近 5年來，以 105

年之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最高，107 年為最低。

(六)婦產科專科醫師人數

108 年本縣婦產科專科醫師人數計 53 人，其中男性 47 人（占 88.7％），女

性 6人（占 11.3％），且近 5年來均以男性較多。

七、環境、能源與科技

(一)環保志工人數

109 年底本縣環保志工人數 7,667 人，其中女性 4,299 人（占 56.1％），男

性 3,368 人（占 43.9％），性比例為 78.3，顯示每 100 個女性環保志工就有

78.3 個男性志工；與 108 年底相較，環保志工人數計增加 846 人，其中女、

男性環保志工人數分別增加 331 人及 515 人。

(二)廢棄物清理人員數

109 年底本縣廢棄物清理人員數 1,096 人，其中女性 178 人（占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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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918 人（占 83.8％），男性人數約為女性之 5.2 倍。另觀察近 5年，以

109 年人數最多，較 105 年之 983 人，增加 113 人（11.5％），其中男性增

加 102 人(12.5％)，女性增加 11 人(6.6％)。

(三)消防人力

109 年底本縣消防人員為 451 人，其中男性 409 人（占 90.7％），女性 42

人（占 9.3％），顯示消防人員仍以男性為主力；與 108 年底比較，計增加

14 人(3.2％)，其中女性增加 3人（7.7％），男性增加 11 人（2.8％），觀

察近 5年資料，女性消防人力逐年遞增，109 年較 105 年增加 20 人(90.9％)。

(四)義消人數

109 年底本縣義消人數為 1,536 人，其中女性 344 人（占 22.4％），男性 1,192

人（占 77.6％），顯示義消人員仍以男性為主力；與 108 年底比較，男性增

加 93 人（8.5％）。

(五)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從業人員數

109 年底本縣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從業人員數計 79 人，其中男性 55 人（占 69.6

％），女性 24 人（占 30.4％），與 108 年底相較，女性增加 2人（9.1％），

男性增加 6人（12.2％）。

參、性別目標及推動策略

(參採 110 年 5 月行政院性平處修正函頒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六大領域分類)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一)性別目標：

1.縮小決策權力值為性別差距，推動性別平衡原則。

2.培力本縣婦女、不利處境者社會參與。

(二)辦理單位：人事處、社會處、民政處、農業處、城鄉處、建設處、勞青處、

主計處。

(三)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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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女性參與治理機會，推動所屬各委員會組成單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之

原則。(各局處辦理，人事處彙整)

2.提升女力資本，定期檢視及改善女性主管比例及培訓情形。(人事處)

3.發展在地婦女觀點之政策，活化婦女組織，對原住民女性、部落領袖、教會

牧者、農村女性、新住民女性、新住民女性及新住民配偶之家庭人口集中之鄉

鎮加強進行性別意識培力，增加其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社會處、民政處、

農業處、城鄉處)

4.對於農會、漁會、工會及工商團體之會員及幹部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提升女

性參與程度，並增加女性進入決策階層之可能性。(農業處、建設處、勞青處)

5.建立性別統計，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提升政策規劃的適切性(主計處)

6.培力本縣婦女團體，並加強民間參與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之機制。 (社

會處)

7.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應兼顧多元代表性，邀請身心障礙者女性、原住民

女性、新住民女性、女性農民或多元性別者，增進其參與治理機會。(社會處)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一)性別目標：

1.提升女性經濟力

2.結合就業與福利政策，推動原住民、新住民及弱勢婦女就業服務。

3.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

(二)辦理單位：勞青處、農業處、民政處、社會處、建設處、人事處、建設處、

衛生局、地政處、文觀處、家教中心、教育處。

(三)推動策略

1.提升人力資本及資產累積，提供就業者及失業者服務資源及體系。(勞青處)

2.積極協助婦女就業，提供就業諮詢、職業訓練、求職服務、福利服務諮詢或

轉介服務，配合不同群體，如農村婦女、原住民、新住民、受暴婦女、特境家

庭、身心障礙者，不同屬性需求協助其就業(勞青處、農業處、民政處、社會



17

處、建設處)

3.提升女性人力資本及資產累積，爭取中央經費補助辦理職業訓練，依據本縣

產業特性規劃課程內容與平均分配訓練資源，提供本縣女性可近性、在地化之

職訓與就業資源。(勞青處)

4.針對二度就業婦女提供適性就業服務及職訓資源(搭配訓後考照與推介就

業)，並發展符合在地性，打破性別區隔之職業訓練類型。(勞青處)

5.落實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法規，建

立申訴救濟及保護管道，並加強落實企業性別勞動檢查，消除婦女職場就業障

礙與歧視，營造友善的性別平權環境。(勞青處、人事處、社會處)

6.推動公私部門、企業、事業單位內家庭政策，協助解決家庭照顧需求(如產假、

陪產假、育嬰留停、彈性上下班、設置托兒設施)，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友善

方案，避免女性因家庭關係中斷職涯。(勞青處、人事處、建設處、社會處)

7.推動並改善現行托育人員托育管理制度之運作，加強托育人員的輔導培訓、

居家托育管理，提升托育人員服務品質，並推動企業設置托育設施，鼓勵企業

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社會處、建設處、勞青處)

8.保障懷孕青少女之照顧及權益，非婚生子女應與婚生子女獲得同等之生存權、

身分權、就養權、就學權等及社會福利服務。(社會處、教育處)

9.保障身心障礙者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之平等權益，並應特別重視女性身

心障礙者之雙重弱勢處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展機會。(教育處、勞青處、

衛生局、社會處)

10.破除性別歧視，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導，消除傳統文化的性別歧視，促進性

別平權(如土地繼承權)。(民政處、地政處、社會處、文觀處)

11.倡導具性別平等觀念之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中心)

12.推動婚姻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培養各地通譯人才，提供婚姻移民更完善及具

性別敏感度之通譯服務。(社會處、民政處)

13.維護受家暴新住民之權益，避免在歸化過程中，婚姻移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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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社會處)

14.完備生命週期之照顧服務與家庭支持系統；建立優質平價及可近之生養育與

照顧環境、推動多元供給的育兒政策、強化托育人員制度、非營利型態之國小

學童課後照顧、擴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長期照顧制度。(社會處、教育

處、衛生局、民政處)

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一)性別目標

1.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及友善學習環境

2.落實媒體素養教育，消弭性別歧視並製播多元、性別友善內容。

3.消除具性別刻板及性別歧視之文化禮俗。

(二)辦理單位：教育處、計畫處、家教中心、新聞處、民政處、地政處、文觀處。

(三)推動策略

1.落實學校及教育機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訓練，保障學生權益。(教育處)

2.積極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強化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師資之多元文化知能。(教

育處)

3.增進女性學習機會，提供多元學習管道。(教育處、計畫處)

4.落實婚前教育課程，將性別議題融入家庭教育推廣活動。(家庭教育中心)

5.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觀測有無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新聞處)

6.提升媒體從業人員性別敏感度，檢視並輔導製作具性別友善精神的廣電節目

與報導。(新聞處)

7.透過各媒體管道協助進行性別平等宣導。(新聞處)

8.透過多元管道宣導本縣媒體從業人員具性別意識，提升媒體自律。(新聞處)

9.消除宗教、傳統民俗之禮儀觀念(如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節習俗等範

疇)具貶抑與歧視女性部分，以及財產繼承權、子女權利義務行使人、子女姓

氏選擇等，積極推展平權之性別文化。(民政處、地政處、文觀處)

10.培植女性文化人才，提升女性於不同場域之可見性。(文觀處、新聞處)



19

四、人身安全與司法

(一)性別目標

1.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

2.建構安全的生活環境

(二)辦理單位：教育處、社會處、警察局、勞青處、新聞處、工務處、建設處、

水利處、體育場、城鄉處。

(三)推動策略

1.結合學校、社區、民間團體與企業的力量，建構對性別暴力、性騷擾零容忍

之社會意識與教育。(教育處、社會處、警察局)

2.加強性別暴力防治，建構安全生活環境。(社會處、警察局、衛生局)

3.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營造友善職場環境。(勞青處)

4.建構無暴力之安全校園環境。(教育處、社會處、警察局)

5.消除人口販運情事，提供移工安心就業環境。(勞青處、警察局、社會處)

6.周延對被害人的保護，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控與處遇制度。(社會處、警

察局)

7.擴大目睹兒少之服務方案，建立參及預防輔導機制，減少傷害與暴力之影響

及代間傳遞現象。(社會處、教育處)

8.加強社區治安死角巡邏及查報，提升重要路口監視錄影功能，強化婦幼安全。

(警察局)

9.針對多元族群、文化、性傾向、不同年齡之被害人，強化各項支持方案，開

展多元處遇模式，使其享有平等與專業之對待。相關服務人員應具有文化與性

別敏感度，以回應多元族群與不同性取向者之服務需求。(社會處)

10.加強生活空間性別暴力防治，重視新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警察局、新聞

處)

11. (工務處、建設處、水利處、體育場、城鄉處、教育處)

五、健康、醫療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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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目標

1.推動性別友善的就醫及照顧環境

2.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二)辦理單位：衛生局、勞青處、教育處、社會處。

(三)推動策略

1.針對癌症篩檢提供具性別友善的健康醫療服務。(衛生局)

2,推動中老年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能。(衛生局)

3.提供具性別敏感度及性別友善之醫療照顧環境及保健服務。(衛生局)

4.建構性別友善的生育安全與支持環境。(衛生局)

5.鼓勵生育資訊與母嬰親善政策融入性別平等觀念，改善新生兒性別比例失衡

現象，加強伴侶之生育照顧責任。(衛生局)

6.建構性別友善的健康、醫療、照顧的職場環境，改善勞動條件及性別隔離，強

化人員性別意識。(勞青處)

7.加強兒童與青少年正確體型意識與身體意識，提供具社會性別視角之健康教

育、性教育、經期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衛生局、教育處)

8.提升生育健康、經期健康、心理健康等女性重要健康議題服務之知識與資訊，

特別關注不利處境者(新住民女性、原住民女性、身心障礙者女性等)需求及服

務可及性。(衛生局)

9.建立家庭及社區支持網絡，培訓長期照顧人力，提供長期照顧服務。(衛生局、

勞青處、社會處)

10.加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性別課程品質，強化其性別敏感度及多元文化觀

點。(衛生局)

11.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之影響，宣導正確、健康的身體自主與身體意

識，避免美貌迷思與過度醫療化行為。(衛生局)

六、環境、能源與科技

(一)性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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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造有利女性進入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職場

2.打造具性別觀點之基礎措施

(二)辦理單位：環保局、工務處、建設處、教育處、城鄉處、水利處、體育場、

動植物防疫所、消防局、農業處、文觀處、行政處。

(三)推動策略

1.提升環保人員及志工性別平等知能。(環保局)

2.增進客運業者性別平等知能，提供性別友善服務。(工務處)

2.消除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性別隔離，營造性別友善環境，尤其數位科技。(環

保局、建設處、城鄉處)

4.建立性別友善學術環境，促進女性參與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教育處)

5.提升公共環境安全設計，包括公共建設(道路、人行道、天橋地下道、公廁、

哺乳空間)及大眾運輸工具便利性與友善性，並注意不同性別、年齡及區域等

需求，需符合多元友善通用設計理念。(工務處、建設處、城鄉處、水利處、

體育場、動植物防疫所)

6.推動環境、能源、科技及交通等之公民參與機制，邀請女性(尤其不利處境者)

參與，並確保汙染、公共衛生、公共場所安全等資訊公開透明。(環保局、城

鄉處、消防局、水利處、工務處、建設處、農業處、文觀處、行政處)

肆、服務措施及年度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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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 提升女性參與治理機會，推

動所屬各委員會組成單一性

別不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

人事處 本府各單位依法成立任務

編組，人員派兼簽會本處

時，告知應檢視本項規定。

本府各單位依

法組設並簽會

本處之任務編

組

(確實告知性別比

例規定案件數/簽

會本處之任務編組

案件數)*100%

100% 100% 100%

2 提升女力資本，定期檢視及

改善女性主管培訓情形

人事處 定期檢視女性主管參與訓

練情形

本府女性主管 (女性主管參訓時

數達 20 小時人數/

女性主管總人

數)*100%

50% 60% 70%

3

發展在地婦女觀點之政策，

活化婦女組織，對原住民女

性、部落領袖、教會牧者、

農村女性、新住民女性、新

住民女性及新住民配偶之家

庭人口集中之鄉鎮加強進行

性別意識培力，增加其參與

公共事務之機會。

社會處 依據婦女服務及性別平等

業務發展進程及需求，強化

本縣婦女團體服務知能及

參與公共事務機會

婦女團體 每年進行跨縣市交

流次數

1 1 1

民政處 對原住民女性、部落領袖、

教會牧者、農村女性、新住

民女性、新住民女性及新住

民配偶之家庭人口集中之

鄉鎮加強進行性別意識培

力，增加其參與公共事務之

機會

原住民女性、

部落領袖、教

會牧者、農村

女性、新住民

女性、新住民

女性及新住民

配偶

委託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辦理「性別教

育」講座場次

1 1 1

開辦新住民相關生

活適應輔導課程

(場數)

6 6 6

農業處 透過農會研習及講習等活

動，加強性別意識培力，增

加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

農、漁村女性 農會辦理場次 3 3 3

雲林區漁會、雲林

縣養殖漁業發展協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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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會辦理場次

城鄉處 透過農村再生計畫強化社

區婦女服務知能及參與公

共事務機會

農村女性 參與培根訓練、產

業活動等公共事務

場次

3 3 3

4

對於農會、漁會、工會及工

商團體之會員及幹部進行性

別意識培力，提升女性參與

程度，並增加女性進入決策

階層之可能性。

農業處 鼓勵農、漁村女性加入農會

會員及爭取擔任農會選任

人員等工作。

農會 農、漁會女性會員

比例增加率。

1% 3% 5%

女性主管比例達成

率

50% 50% 50%

鼓勵果菜市場公司主管機

關任用董監事男女比例均

衡

果菜市場 果菜市場女性董監

事比例

30% 40% 50%

鼓勵肉品市場公司主管機

關任用董監事男女比例均

衡。

肉品市場 肉品市場女性董監

事比例

10% 20% 30%

建設處 推廣本縣產業活動，加強宣

導本縣施政願景及亮點計

畫

工會及工商團

體之會員及幹

部

工業區聯繫會報場

次

2 2 2

勞青處 增加本縣 111 年起模範勞

工選拔【工會領袖組】之評

量項目之配分 20%

模範勞工選拔

之候選人
有參與並推動性別

平等事項，有具體

事蹟或經考核奬勵

有案之候選人

1 1 1

5 建立性別統計，落實政府資 主計處 辦理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本府暨所屬 辦理場次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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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訊公開透明，提升政策規劃

的適切性。

之研習，以協助本府暨所屬

一、二級機關落實性別主流

化工具（性別統計及性別分

析）之運用，提升本縣性別

主流化執行成效。

一、二級機關

性別統計及性

別分析之業務

承辦人

6

培力本縣婦女團體，並加強

民間參與本縣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之機制

社會處 依據婦女福利之區域性供

需落差分析結果，培力婦女

團體提升能量，辦理婦女福

利服務方案

婦女團體 每年新增培力婦女

團體家數

1 1 1

7

兼顧多元代表性，邀請身心

障礙者女性、原住民女性、

新住民女性、女性農民或多

元性別者，增進其參與治理

機會。

社會處 依「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聘任

不利處境身分

女性或多元性

別代表

每屆性平委員會聘

請之委員代表人數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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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
提升人力資本及資產累積，提供就

業者及失業者服務資源及體系。

勞青處 辦理徵才活動 一般民眾 就業機會媒合

率=遞送履歷人

數/就業機會數

53% 54% 55%

2 積極協助婦女就業，提供就業諮

詢、職業訓練、求職服務、福利服

務諮詢或轉介服務，配合不同群

體，如農村婦女、原住民、新住民、

受暴婦女、特境家庭、身心障礙者，

不同屬性需求協助其就業。

勞青處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身心障礙

者
年度服務個案

量(人)

135 135 145

農業處 鼓勵農村婦女與新住民參加

農業耕新團或人力活化團，增

加婦女從事農業工作機會。

農村婦女

及新住民

女性比例增加

率

3% 7% 10%

民政處 協助婦女就業，提供就業諮

詢、職業訓練、求職服務、福

利服務諮詢或轉介服務。

原住民 辦理原住民就

業服務宣導場

次

3 3 3

新住民 設置新住民單

一服務窗口，專

人負責諮詢轉

介服務(件數)

330 360 390

社會處 (1)針對有就業需求之家暴被

害人，提供就業服務轉介(含

職訓)、或轉介財團法人慶興

社會福利基金會服務。

(2)委託家暴一站式單位，轉

家暴被害

人或其同

住家屬

服務人數 5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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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介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提供

就業前準備與支持，協助申請

創業貸款。

建設處 推廣本縣產業活動，加強宣導

本縣施政願景及亮點計畫

工業區各

廠商之員

工

工業區聯繫會

報場次

2 2 2

3 提升女性人力資本及資產累積，爭

取中央經費補助辦理職業訓練，依

據本縣產業特性規劃課程內容與

平均分配訓練資源，提供本縣女性

可近性、在地化之職訓與就業資

源。

勞青處 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 一般民眾 年參訓人數 330 330 330

4 針對二度就業婦女提供適性就業

服務及職訓資源(搭配訓後考照與

推介就業)，並發展符合在地性，

打破性別區隔之職業訓練類型。

勞青處 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 一般民眾 年參訓人數 330 330 330

5 落實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

法、就業服務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

法規，建立申訴救濟及保護管道，

並加強落實企業性別勞動檢查，消

除婦女職場就業障礙與歧視，營造

友善的性別平權環境。

勞青處 辦理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

研習會

事業單位 宣導場次 6 6 6

辦理勞動法令(含性別工作平

等法)說明會

事業單位 宣導場次 6 6 6

人事處 已訂有相關規定，不予提案

社會處 受理性騷擾事件再申訴 性騷擾案

件兩造當

事人

服務人數(人

次)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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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6 推動公私部門、企業、事業單位內

家庭政策，協助解決家庭照顧需求

(如產假、陪產假、育嬰留停、彈

性上下班、設置托兒設施)，推動

工作與家庭平衡友善方案，避免女

性因家庭關係中斷職涯。

勞青處 補助事業單位設置哺(集)乳

室與托兒設施或措施

事業單位 累計總成立家

數

80 85 90

關懷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人相

關權益及復職狀況

育嬰留職

停薪申請

人

寄發問卷件數 340 340 350

人事處 定期檢視家庭照顧需求(如產

假、陪產假、彈性上下班)申

請狀況

本府所屬

公務人員

及約聘

(僱)人員

事實發生時申

請及核准率

100% 100% 100%

建設處 推廣本縣產業活動，加強宣導

本縣施政願景及亮點計畫

企業、事業

單位內家

庭政策

工業區聯繫會

報場次

2 2 2

社會處 (1)針對服務個案家庭之特質

及需求，指派育兒指導員到宅

進行指導。

育有6歲以

下兒童有

育兒指導

需求之家

庭

受益人次 100 110 120

(2)辦理育兒指導員培訓課程 有意願從

事育兒指

導工作

受益人數

(每年 36 小時)

30 30 30

(3)辦理提升家長知能課程

(每年辦 6場次)

家中有6歲

以下兒童

受益人次 59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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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之家庭或

民眾

7 推動並改善現行托育人員托育管

理制度之運作，加強托育人員的輔

導培訓、居家托育管理，提升托育

人員服務品質，並推動企業設置托

育設施，鼓勵企業營造友善家庭之

職場環境。

社會處 對於居家托育人員辦理在職

研習訓練、開辦托育人員訓練

課程培訓專業保母，提升服務

品質。

本縣居家

托育人員

及有意從

事居家托

育服務之

民眾

辦理場次 24 25 26

受益人數 630 650 670

建設處 推廣本縣產業活動，加強宣導

本縣施政願景及亮點計畫

企業、事業

單位內家

庭政策

工業區聯繫會

報場次

2 2 2

勞青處 辦理育嬰假之法令宣導 事業單位 宣導場次 6 6 6

推動企業設置托育設施 事業單位 累計總成立家

數

80 85 90

8 保障懷孕青少女之照顧及權益，非

婚生子女應與婚生子女獲得同等

之生存權、身分權、就養權、就學

權等及社會福利服務。

社會處 提供未成年懷孕少女福利諮

詢、經濟協助、親職教育、心

理支持、性教育、資源連結等

相關服務項目。

本縣未滿

20 歲懷孕

少女、嬰兒

及重要他

人

服務人數 80 100 120

教育處 發函宣導或定期與新聞處合

作電子跑馬燈

學校 數量 1 1 1

9 保障身心障礙者就學、就業、就醫、 教育處 每年辦理特殊教育宣導及鑑 學校 辦理數量(場) 1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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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就養 之平等權益，並應特別重視

女性身心障礙 者之雙重弱勢處

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 發展機

會。

定工作，以提供特殊教育學生

所需各項服務。

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補助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子

女學雜費及交通費。

補助比率 100% 100% 100%

因應本縣幅員廣闊及特教資

源可近性，由特教教師到校

(園)提供巡迴輔導服務。

提出申請確認

個案依需求提

供巡迴輔導服

務比率

100% 100% 100%

勞青處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身心障礙

者

年度服務個案

量

135 135 145

衛生局 (1)縣內急性一般病床 300

床以 上之醫院，設立身心障

礙者 特別門診。

醫院 醫院(急性一般

病床 300 床)開

設特別門診之

比例

100% 100% 100%

(2)輔導本縣指定精神專科醫

院 提升兩周內上傳出院準備

計 畫書比率，以利銜接後續

社 區追蹤照護服務，並視需

求 轉介就學、就業、就養資

源， 保障身心障礙者精神醫

精神障礙

者

出院準備計畫

書上傳比率

70% 7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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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療服務之權益。

社會處 提供未成年懷孕少女福利諮

詢、經濟協助、親職教育、心

理支持、性教育、資源連結等

相關服務項目。

本縣未滿

20 歲懷孕

少女、嬰兒

及重要他

人

服務人數 80 100 120

10 破除性別歧視，加強性別平權觀念

宣導，消除傳統文化的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平權(如土地繼承權)。

民政處 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導，消除

傳統文化的性別歧視，促進性

別平權。

新住民 新住民相關生

活適應輔導課

程加強宣傳(場

數)

6 6 6

殯葬業者 於殯葬禮儀服

務業教育訓練

提升殯葬服務

品質與改善殯

葬文化研習會

宣導場次

1 1 1

地政處 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導，增進

民眾對財產繼承性別平權。

一般民眾 受益人次 1,000 1,100 1,200

社會處 透過辦理各鄉鎮分區座談會，

提升性別平權觀念。

行政人員

一般民眾

受益人次 800 900 1,000

文觀處 (1)辦理女性藝術展覽 女性藝術

家

場次 5 6 7

(2)性平電影院及性平書展 一般民眾 場次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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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 倡導具性別平等觀念之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中心

透過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支持

多元型態家庭女性、女性生命

歷程角色、婦女健康促進活動

研習課程，提升性別平權觀

念，落實於生活中。

一般民眾、

社區民眾、

在營軍士

兵、大學生

場次 35 39 42

12

推動婚姻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培養

各地通譯人才，提供婚姻移民更完

善及具性別敏感度之通譯服務

社會處 辦理通譯服務專業知能培訓

課程，培養通譯人才，協助新

住民服務使用不因語言溝通

而受阻礙

本縣有意

從事通譯

服務之民

眾

辦理場次 2 2 2

民政處 推動婚姻移民照顧輔導措施，

培養各地通譯人才

新住民 新住民相關輔

導課程皆須有

通譯人員(場)

6 6 6

13

維護受家暴新住民之權益，避免在

歸化過程中，婚姻移民的基本人權

受到侵害

社會處 針對有就業需求之受暴新住

民，提供就業服務轉介(含職

訓)、或轉介財團法人慶興社

會福利基金會

受暴新住

民

服務人數 2 2 2

14 完備生命週期之照顧服務與家庭支

持系統；建立優質平價及可近之生

養育與照顧環境、推動多元供給的

育兒政策、強化托育人員制度、非

營利型態之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擴

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長期照

顧制度。

社會處 (1)建置營運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提供更托育服務，辦理親

職活動講座，使家長安心就業

0 至 2 歲之

嬰幼兒及

其家長

服務人次 350 550 700

(2)建構普及性、多元性及可

近性之家庭支持服務網絡，並

提供課後陪伴之課業、親職課

程、家庭訪視等脆弱家庭服

務，進而達到社區初級預防，

本縣社區

家庭兒少

受益人次 15,000 16,5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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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強化家庭功能的目的。

(3)強化脆弱家庭關懷 脆弱家庭 服務涵蓋率 55% 60% 70%

(4)開辦雲林縣祖孫托育補助

費用減輕家長經濟負擔。

家中育有

未滿2歲幼

兒之祖父

母

受益人數 1,900 1,900 1,900

(5)訂定居家托育人員收費價

格，保障合理的照顧費用並建

立家長足以信賴的優質送托

環境。

本縣居家

托育人員

及照顧需

求家庭

受益人數 1,130 1,150 1,170

(6)提供優質親子館活動、課

程與空間，以增進親子之間關

係並共同成長

未滿 6 歲之

嬰幼兒及

其家長

服務人次 30,000 35,000 40,000

針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委請

輔導團隊針對據點村里涵蓋

率低枝鄉里加強輔導，已增加

據點數

本縣各村

里有興趣

成立社區

照顧關懷

據點枝單

位

據點數 150 155 160

教育處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班及中

心設立及管理辦法於下課後

運，協助雙薪家長給予兒童適

當的保護照顧。

學校 新增開辦國小

課後照顧班

(校)

42 44 46

設置夜光天使課後照顧班據 弱勢家庭 每年新增夜 85 8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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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點，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是

以強化弱勢家庭國小學童之

教育扶持為宗旨，上課內容以

生活自理、親職教育、藝術教

育、品格教育、生活教育為活

動主軸，不以課後輔導為主。

上課時間為課後放學至夜間

八點。

國小學童 光天使班據

點

110 年度執行行政院推動我國

少子女話對策計畫-擴展平價

教保服務

1.公立幼兒園免學費，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

女，免繳費用

2.全縣 72 所私立幼兒園 110

學年度共已加入準公立幼

兒園 55 園。

3.110 年度成立 1所-虎尾非

營利幼兒園。

幼稚園 補助比率 100% 100% 100%

新增數量(園) 4 3 2

新增數量(所) 1 1 1

衛生局 (1)縣內急性一般病床 300

床以 上之醫院，設立身心障

礙者 特別門診。

醫院 醫院(急性一般

病床 300 床)開

設特別門診之

比例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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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2)輔導本縣指定精神專科醫

院 提升兩周內上傳出院準備

計 畫書比率，以利銜接後續

社 區追蹤照護服務，並視需

求 轉介就學、就業、就養資

源， 保障身心障礙者精神醫

療服務之權益。

精神障礙

者

出院準備計畫

書上傳比率

70% 75% 80%

(3)辦理雲林縣家庭照顧者支

持 性服務創新型計畫，建置

家 庭照顧者關懷據點，讓每

個被照護者均能獲得友善照

顧

雲林縣高

負荷壓力

照顧者。

以高負荷家庭

照顧者初篩指

標為標準(人

數)

300 400 500

民政處 建議刪除該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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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
落實學校及教育機構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及訓練，保障學生權益。

教育處 友善校園-性別平等教育計劃 教師 每年場數 1 1 1

2
積極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強化學校

教育與社會教育師資之多元文化

知能。

教育處 友善校園-性別平等教育計劃 教師 每年場數 1 1 1

3
增進女性學習機會，提供多元學習

管道。

教育處 青春專案統計其女學生參與

數

學生 參與人數 100 105 110

計畫處 針對地方創生、SDGS 或智慧城

鄉或相關培力課程能納入女

性學習機會和多元學習管道。

參與相關

會議及課

程人員

女性學習機

會培力課程

或會議(次

數)

1 1 1

4
落實婚前教育課程，將性別議題融

入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家庭教育

中心

透過研習課程將性別議題融

入，溝通及澄清對性別的刻板

印象，建立平等的性別關係。

設籍各縣

市年滿 25

歲至45歲，

65 年次

(含)以後

出生者，高

中以上程

度，有正當

職業之未

婚(單身)

青年。

服務人次 40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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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5
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電子媒體，觀

測有無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新聞處 定期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系

統，有無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之情事

違反性侵

害犯罪防

治法之新

聞

件數(不逾) 5 5 5

6
提升媒體從業人員性別敏感度，檢

視並輔導製作具性別友善精神的

廣電節目與報導。

新聞處 辦理媒體素養暨自媒體經營

訓練，並開設有關性別友善及

兩性平權議題課程(1 堂)。

雲林縣媒

體從業、自

媒體經營

者

參與課程人

數

25 27 30

7
透過各媒體管道協助進行性別平

等宣導。

新聞處 跑馬燈、臉書、Line 及學校

led 宣導性別平等，配合相關

業務單位需求，強化具體資訊

內容，辦理宣導事宜。

本縣縣民 提高性別平

等宣導能見

度(件數)

10 10 10

8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本縣媒體從業

人員具性別意識，提升媒體自律。

新聞處 強調媒體識讀與媒體倫理等

基本素養，開設相關性別意識

課程。

本縣縣民 場次 1 1 1

9

消除宗教、傳統民俗之禮儀觀念

(如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

節習俗等範疇)具貶抑與歧視女性

部分，以及財產繼承權、子女權利

民政處 消除宗教、傳統民俗之禮儀觀

念(如婚姻、喪葬、祭祀、繼

承、年節習俗等範疇)具貶抑

與歧視性部分

殯葬業者

宗廟負責

人

於殯葬禮儀

服務業教育

訓練提升殯

葬服務品質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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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義務行使人、子女姓氏選擇等，積

極推展平權之性別文化。

與改善殯葬

文化研習會

宣導場次

地政處 增進民眾對財產繼承權之性

別平權。

一般民眾 受益人次 1,000 1,100 1,200

文觀處 提供多元性別議題圖書增進

及普及讀者性平意識及觀念

一般民眾 購買冊數 70 80 90

10
培植女性文化人才，提升女性於不

同場域之可見性。

文觀處 多元閱讀推廣計畫(人才培育

讀書會、桌遊)

一般民眾

(含新住

民)

場次 1 1 1

新聞處 強調媒體識讀與媒體倫理等

基本素養，開設有關女性文化

課程。

本縣縣民

(女性為

主)

場次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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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身安全與司法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
結合學校、社區、民間團體與企業

的力量，建構對性別暴力、性騷擾

零容忍之社會意識與教育。

教育處 每年 2月、9月發放防制海給

予各校做宣導

學校 次數 1 1 1

社會處 辦理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及

進行性騷擾防治宣導

場所負責

人、一般民

眾

受益人次 500 500 500

警察局 派出所定期舉辦「社區治安會

議」

社區民眾 辦理場次 55 60 65

2
加強性別暴力防治，建構安全生活

環境。

社會處 (1)結合本縣警察局「全縣性

擴大臨檢」及本府建設處「維

護公共安全聯合稽查」，進行

兒少毒品檳榔毒品及危害身

心健康場所、性侵害性騷擾、

兒少性剝削防治等宣導。

八大行業

別業者

訪查家數 150 150 150

(2)配合內政部暑期保護青少

年【青春專案】，於暑假期間

強化避免兒少遭受性剝削，接

觸不良物質（菸酒、檳榔）以

及網路安全宣導效益，深入社

區進行宣導活動，使社會大

眾、社區等悉知兒童及少年保

護重要性。

一般民眾 受益人次 3,000 3,000 3,000

(3)透過社區培力強化性別意 社區民眾 參與社區數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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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識，減少性別暴力

(4)藉由專家授課、親子手作

DIY、共讀繪本等方式，倡導

家暴防範觀念，暢通家暴防治

管道，建立家庭暴力防範體

系。

社區民眾 辦理場次 5 5 5

受益人次 520 957 957

(5)利用共讀繪本、親子手作

DIY 及闖關活動等方式，提升

民眾對家庭暴力防治的認識，

建立友善社區

本縣家暴

量前五高

之鄉鎮之

社區

辦理場次 5 5 5

參與人次 300 315 325

(6)宣導暴力零容忍理念，同

時提倡性別平權，落實反性別

暴力推展，消除對婦女任何形

式的歧視與傷害，打造性別平

等家園

擇1鄉鎮社

區民眾

受益人次 400 400 400

警察局 辦理本局「強化婦幼安全生活

空間計畫」，每半年針對轄內

清查更新「婦幼安全警示地

點」公告提醒婦女、兒童及少

年等弱勢族群注意安全，防範

被害之地點。

婦女、兒童

及少年等

弱勢族群

近三年來曾有

民眾通報或曾

發生兩造當事

人為陌生關係

婦幼被害案件

（包括刑法妨

害性自主罪、

第 234 條公然

猥褻罪、第 315

31 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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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條之 1妨害秘

密罪、性騷擾

防治法第25條

性騷擾罪等性

別暴力犯罪）

之公共場所、

路段，經警察

機關依轄區特

性評估(處所)

衛生局 (1)執行家暴及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計畫。

家暴及性

侵害加害

人

家庭暴力與性

侵害加害人處

遇計畫執行率

達 100%。

100% 100% 100%

(2)督促家暴及性侵害處遇

執行人員每年接受至少 6 小

時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

家 暴 及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處 遇 執

行人員

每年接受至少

6 小時專業人

員教育訓 練

100% 100% 100%

(3)督導轄內各醫院針對家

暴及性侵害驗傷、採證之執行

品質及加強醫事相關人員之

專業訓練。

執行家暴

及性侵害

驗傷、採

證之相關

人員

每年接受至少

6小時專業人

員教育訓練

100% 100% 100%

(4)督導轄內醫院、診所落實

職場之性騷擾防治工作。

轄內 16 家

醫院 及抽

檢核性騷 擾

防治措 施之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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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查 100 間

診所

訂定 與申訴

管道

(5)請本縣 20 個鄉鎮衛生所

辦理性別平等相關主題 之宣

導活動。（共 5 項主題：性

侵害暨 性騷擾防治宣導、兒

少保護【兒虐與疏忽】及醫療

救助、兒少性剝削防制、家暴

防治與男性關懷專 線宣導、

人口販運【含性剝削】防制宣

導）

各鄉鎮內

社區民

眾、學校

或職場

各鄉鎮衛生所

每年至少辦理

3 場不同主題

之宣導活動

100% 100% 100%

3
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營造友善職

場環境。

勞青處 辦理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

研習會

事業單位 宣導場次 6 6 6

4 建構無暴力之安全校園環境。

教育處 發函請學校確實執行，並列入

每年性平專區審查

國中、國小次數 1 1 1

社會處 依「雲林縣 110 年推動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計

畫」，強化共同推動兒少網路

安全的自我保護及提高犯罪

警覺，避免兒少涉入誘騙傳送

性私密影像之危險，以落實兒

少性剝削防制教育之精神

一般民眾 每年降低兒少

性剝削通報案

量

5% 5% 5%

警察局 (1)配合本縣各級學校辦理校

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落實與

各級學校 檢測校次 110 110 110

聯繫次數 500 500 500



42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本縣高中職、國中校園聯繫。

(2)針對本轄163所國小(含分

校)編排護童勤務以維學童上

下學安全。

護童勤務班次 3,000 3,200 3,400

動員警力人次 4,500 4,700 5,000

5
消除人口販運情事，提供移工安心

就業環境。

勞青處 執行「持工作簽證之人口販運

被害人及疑似人口販運被害

人安置保護計畫」

疑似人口

販運被害

人

服務件數 10 10 10

警察局 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工作執行

計畫」，透過辦理各項防制人

口販運專責及從業人員訓練

課程，以及人口販運宣導工

作，進而防制人口販運行為。

外籍人士

（移工籍

居留外僑）、

新住民

辦理場次 5 8 10

人次 250 400 500

社會處 (1)辦理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強化兒少性剝削暨人口販運

防制相關法制之認識及被害

人之鑑別，以對於被害人遭受

性剝削暨人口販運覺察，提升

實務工作者知能及敏感度。

網絡單位

實務工作

者

辦理訓練時數 12 12 12

(2)建立防制觀念：配合各網

絡單位活動及設攤宣導，進行

兒少性剝削暨人口販運防制

宣導工作，使民眾了解保護兒

少的重要性，預防兒少涉入風

一般民眾 防治宣導場次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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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險之可能。

(3)強化橫向聯絡機制及窗

口：每半年召開一次本縣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協

調連繫各相關單位配合兒少

性剝削暨人口販運防制工作，

使服務輸送順暢。

兒少性剝

削暨人口

販運被害

人

辦理場次 2 2 2

6
周延對被害人的保護，落實性侵害

加害人社區監控與處遇制度。

社會處 (1)性侵害加害人出監或判決

確定後，社會處依規定函轉相

關評估資料給衛生局、警察局

辦理後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

育及登記報到事宜人數，以降

低性侵害加害人再犯機率。

出監或判

決確定後

之性侵害

加害人

函轉衛生局及

警察局進行後

續身心治療與

輔導人數

80 75 70

登記報到函轉

比率。

100% 100% 100%

(2)定期召開性侵害犯罪加害

人社區處遇聯繫會議，討論中

高再犯以上性侵害加害人監

控事宜，以避免中高以上程度

性侵害加害人再犯。

服務高再

犯性侵害

加害人網

絡專業人

員

聯繫會議場次 4 4 4

參與人次 71 75 480

(3)針對高再犯性侵害加害

人，建立 LINE 群組，並聯合

訪視建立社區監督無縫接軌

機制，進而增加加害人外控能

力，建立社區與網絡單位合作

模式，佈建與提升社會安全網

高再犯性

侵害加害

人。

每案聯合訪視

次數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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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功能。

警察局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及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關辦理

性侵害案件工作執行計畫，落

實辦理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

到及查訪約制作為

列管性侵

害加害人

列管登記報到

人數

140 140 140

7
擴大目睹兒少之服務方案，建立參

及預防輔導機制，減少傷害與暴力

之影響及代間傳遞現象。

社會處 轉介教育處目睹兒少三級輔

導機制，及轉介本府委託之家

暴一站式單位

6歲以下兒

童暨就學

學生

服務人次 200 200 200

教育處 經由研習，提升專業兼輔教師

對於目睹家暴兒少，如何辨識

及輔導學生能力。

學校 依輔導法規

範，協助全縣

專兼輔教師有

初級教師研習

資歷

100% 100% 100%

8
加強社區治安死角巡邏及查報，提

升重要路口監視錄影功能，強化婦

幼安全。

警察局 整合E化勤指作業系統針對各

鄉鎮市建置路口錄影監視系

統

各鄉鎮市 建置路口(處) 21 22 23

鏡頭數量(支) 84 88 92

9

針對多元族群、文化、性傾向、不

同年齡之被害人，強化各項支持方

案，開展多元處遇模式，使其享有

平等與專業之對待。相關服務人員

應具有文化與性別敏感度，以回應

多元族群與不同性取向者之服務需

社會處 (1)針對遭受嚴重暴力對待之

家庭暴力被害人且有人身安

全疑慮者，提供庇護家園或本

府所合作之旅館供以短期居

住，以讓其獲得短暫喘息及安

仕的休息空間

家暴被害

人及隨行

家屬或子

女

服務人次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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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求。 (2)針對施暴之家庭暴力相對

人，委請百日草協會及亞大雲

林社工處遇中心，提供相對人

學習非暴力方式處理衝突技

巧及增進其問題解決之能力

家暴相對

人

服務人次 1 2 2

(3)辦理有關多元服務對象與

文化能力的省思、創新服務模

式及處遇技巧精進課程

家暴防治

相關網絡

人員

辦理場次 9 9 9

受益人次 360 380 390

10
加強生活空間性別暴力防治，重視

新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警察局 透過本局婦幼人身安全宣導

活動，辦理家庭暴力防治、性

侵害、性騷擾、兒少保護及兒

少性剝削防治宣導，減少性別

暴力事件之發生

各項宣導

活動

辦理場次 50 55 60

新聞處 定期檢視平面媒體及側錄系

統，有無違反性別暴力、數位

性別暴力之情事

有關本縣

新聞
違反性別暴力

之新聞即立刻

通報相關單位

(件數/不逾)

5 5 5

11

針對公共運輸、橋梁道路、公廁、

公私立停車場、人行道、公園綠地、

圖書館、運動場等公共建設，規劃

相關安全措施，注意性別影響差異

應有燈光、動線與安全設備，確保

婦幼安全。

工務處 鼓勵各客運業者購買/汰換車

輛為無障礙公車

客運業者 路線/班次無

障礙比率

0.34 0.67 1

市區客運車輛配有防治性騷

擾按鈕

雲林轄內客運

業者全車配置

1 2 3

建設處 改善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相關

設施，以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公共建築

物主管機

新建及既有”

公共建築物”

10 12 14



46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關 無障礙設施改

善

水利處 加強維護斗六水資源回收中

心廠區照明設備，確保民眾動

線及婦幼安全。

廠區 改善照明死角

及照度不足處

之照明狀況。

1 1 1

體育場 改善運動場館週邊綠地照明

設備，確保民眾動線及婦幼安

全。

體育場館

舍

改善照明死角

及照度不足處

之照明狀況。

1 1 1

城鄉處 改善維護燈具照明系統，以提

升用路人安全

女性 照明燈具系統

維修

1 1 1

教育處 建議刪除本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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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醫療與照顧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
針對癌症篩檢提供具性別友善的健

康醫療服務。
衛生局

透過四大癌症(乳癌、子宮頸

癌、大腸癌與口腔癌)篩檢早

期發現癌症或其癌前病變，

並透過印製宣導單張、明信

片及電話邀約，增加篩檢意

願。

符合四大

癌症篩檢

資格之民

眾

四癌篩檢總受

益人次

89,000 89,000 89,000

2
推動中老年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篩

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能。
衛生局

(1)結合整合性社區健康篩檢

服 務提供民眾獲得多樣性的

疾 病篩檢及提升自我健康照

護 觀念，早期篩檢、早期發

現、 早期治療以降低慢性病

的罹 病率及死亡率。

(1)40~64

歲的民眾

每三年一

次。

(2)65 歲

以上的民

眾每年一

次。

篩檢場次 20 20 20

(2)由衛生所及醫療院所提供

更 年期衛教單張、海報宣導、

自我照護及相關宣導活動。

接近及達

到更年期

年紀之民

眾

實體、媒體或張

貼媒體場次

20 20 20

(3)辦理中老年婦女心情溫度

計篩檢。

中老年婦

女

篩檢人次 800 900 1,000

3 提供具性別敏感度及性別友善之醫 衛生局 轄內醫院(具婦產科診療科 醫院(具婦 轄內醫院(具婦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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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照顧環境及保健服務。 別)成立女性整合性照護門

診

產科診療

科別)

產科診療科別)

成立女性整合

性照護門診之

比例

4
建構性別友善的生育安全與支持環

境。
衛生局

(1)針對高風險懷孕婦女具

有健康風險因子及社會經濟

危險因子，經個案同意提供健

康促進需求評估，透過電話追

蹤及視個 案需求執行到宅訪

視，輔 導協助個案定期產檢，

提供孕期至產後 6 週關懷。

(2)針對未滿 20 歲、受家暴

未經產檢及全程未經產檢個

案之新生兒延長追 蹤關懷至

產後 6 個月，如發現有需醫

療或社政介 入，則予以轉介。

「周產期

高風險孕

產婦(兒)

追蹤關懷

計畫」之

收案孕婦

「周產期高風

險孕產婦(兒)

追蹤關懷 計

畫」之收案期間

孕婦產前檢查

利用率

86% 86% 86%

5

鼓勵生育資訊與母嬰親善政策融入

性別平等觀念，改善新生兒性別比

例失衡現象，加強伴侶之生育照顧

責任。

衛生局

辦理縮小出生性別差距之民

眾宣導活動，宣導性別平等

觀念，女孩男孩都是寶，鼓勵

雙親共同分擔育兒責任。

一般民眾 宣導活動場次 20 20 20

6
建構性別友善的健康、醫療、照顧

的職場環境，改善勞動條件及性別

隔離， 強化人員性別意識。

勞青處

辦理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

研習會

事業單位 宣導場次 6 6 6

7
加強兒童與青少年正確體型意識與

身體意識，提供具社會性別視角之

健康教育、性教育、經期教育和心

衛生局

(1)轄內 20 鄉鎮市衛生所至

社 區或學校辦理青少年性健

康 促進相關宣導。

學生及一

般民眾

宣導活動場次 20 20 20



49

理健康教育。 (2)邀請醫師、心理師、專家

學者等錄製性別議題系列講

談。

(3)辦理青少年心理健康宣

導。

學生、家

長、老師

與一般民

眾

辦理場次 3 3 3

教育處

辦理110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増能研習」辦理學

生性教育研習 學校

辦理場次 2 2 2

性別平等、兩性尊重融入各領

域教學。
參與學校(所) 40 40 40

8

提升生育健康、經期健康、心理健

康等女性重要健康議題服務之知識

與資訊，特別關注不利處境者(新住

民女性、原住民女性、身心障礙者

女性等)需求及服務可及性。

衛生局

(1)邀請醫師、心理師、專家

學者等錄製性別議題系 列講

談。

(2)辦理新住民、原住民、身

心障礙者女性心理健康宣導。

學生、家

長、老師

與一般民

眾

辦理場次 3 3 3

(3)針對新住民懷孕婦女提供

生 育健康衛教諮詢包括產

前、 產後孕婦重點衛教事項、

提 供孕產婦諮詢資訊平台及

社 褔需求轉介

新住民懷

孕婦女

新住民懷孕婦

女生育健康衛

教諮詢達成率

95% 95% 95%

(4)提供全面性的孕產期、嬰

幼 兒保健之生育保健指導、

諮 詢與相關資源轉介服務，

以 維護及增進身心障礙婦女

生 育健康及其子女之健康。

懷孕身心

障礙婦女

懷孕身心障礙

婦女衛教諮詢

達成率

95% 95% 95%

9 建立家庭及社區支持網絡，培訓長 衛生局 (1)強化家庭照顧者關懷據點 雲林縣家 家庭照顧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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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照顧人力，提供長期照顧服務。 量能。

(2)辦理家庭照顧者資源網

絡聯繫會報及個案研商 會

議，強化轄內相關專業 團體

或跨專業領域整合。

(3)結合社區關懷據點進行

社區新案開發及家庭照 顧者

支持服務宣導並持 續發展符

合地方需求之 家庭照顧者方

案。

庭照顧者

資源整合

中心、雲

林縣家庭

照顧者關

懷據點。

業人員初階及

進階培訓 (場

次)

4 6 8

個案研討會(場

次)

2 4 4

勞青處 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一般民眾 年參訓人數 160 165 170

社會處

(1)辦理「身心障礙者家庭照

顧者支持服務計畫」

身心障礙

者家庭照

顧者

受益人數 120 125 130

(2)辦理「雲林縣失能老人親

屬照顧津貼」體恤照顧者長期

照顧家庭中罹患長期慢性病

及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之一般

互重度失能老人，每月補助照

顧者津貼以減輕照顧者經濟

負擔。

照顧者 受益人次 2,500 3,000 3,600

10
加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性別課程

品質，強化其性別敏感度及多元文

化觀點。

衛生局

辦裡醫事人員執業應繼續教

育課程-專業品質、專業倫

理、專業相關法規

醫事人員 醫事人員執照

更新時，至少

修習性別議題

之課程 1 堂之

比例

100% 100% 100%



51

11

消弭性別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之影

響，宣導正確、健康的身體自主與

身體意識，避免美貌迷思與過度醫

療化行為。

衛生局

(1)邀請醫師、心理師、專家

學者等錄製性別議題系 列講

談。

(2)辦理一般民眾心理健康

宣導。

一般民眾 辦理場次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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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能源與科技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

提升環保人員及志工性別平等知能。 環保局 透過辦理環保志(義)工環境

教育活動及特殊訓練課程，增

進環境保護志（義）工性別平

權意識及認知，使得環境政策

領域內的性別及族群隔離降

到最小，以期達到人人能平等

參與決策。

環保志

(義)工

參與課程人數 400 450 500

2

增進客運業者性別平等知能，提供性

別友善服務

工務處 本處建議「109 年雲林縣市區

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

將納入評分指標

客運業者 從業人員言行

舉止是否涉及

性別歧視及性

騷擾

0 0 0

強化服務人員

對性騷擾事件

處理能力之訓

練/年

1 1 1

3

消除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性別隔

離，營造性別友善環境，尤其數位科

技。

環保局 本府各級主管機關及各鄉鎮

市公所依需求提報修繕(新

建)計畫後，函轉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申請補助經費。依據

男、女廁間及大便器數的比

率，鼓勵性別平等權設置性別

友善廁所，提供民眾便利舒適

如廁空間。

本府各級

主管機關

及各鄉鎮

市公所

提報修繕新建

次數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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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鼓勵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致

力於現有性別友善設施之保

養維護。教育園區設置育嬰

室，提供舒適之育嬰空間。

各環境教

育設施場

所

育嬰室及哺乳

室數量

8 8 8

建設處 邀請婦女團體參與能源政策

相關活動，並提升各項能源會

議女性參與率。

女性 能源政策或相

關推廣活動

1 2 2

城鄉處 設立性別友善廁所及哺乳空

間

女性、長

者、幼童或

行動不便

者

每年新增性別

友善廁所及哺

乳空間數量

（間）

2 3 3

4
建立性別友善學術環境，促進女性參

與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
教育處

1.透過辦理國中小科學展覽

會活動，鼓勵女性教師踴躍

參與科學領域活動。

2.新增辦理女性教師科展研

習至少 1場次。

女性教師

辦理女性教師

科展場次

0 1 1

5

提升公共環境安全設計，包括公共建

設(道路、人行道、天橋地下道、公

廁、哺乳空間)集大眾運輸工具便利

性及友善性，並注意不同性別、年齡

及區域等需求，須符合多元友善通用

設計理念

工務處 建議「109 年雲林縣市區汽車

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將納

入評分指標

客運業者 公共空間播放

性騷擾防治宣

導影片或張貼

宣導標語

1 2 2

建設處 改善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廁所

環境。

行動不便

者

符合”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

40 42 44

城鄉處 設立性別友善廁所及哺乳空 女性、長 每年新增性別 2 3 3



54

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間 者、幼童或

行動不便

者

友善廁所及哺

乳空間數量

（間）

水利處 斗六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立哺

乳空間。

女性及幼

童

廠區內設置一

處哺乳空間並

加強維護

1 1 1

體育場 改善場館廁所環境，並注意不

同性別、族群等需求。

體育場場

舍

營造友善如廁

環境符合便利

性及友善性使

用需求。

1 1 1

動植物

防疫所

改善所內哺乳空間，並注意特

定族群等需求。

女性 營造友善如廁

環境符合便利

性及友善性使

用需求。

1 1 1

消防局 劃設性別友善衣物洗滌空間，

設置女性專用洗衣機

女性 外勤消防單位

每年女性專用

衣物洗滌空間

洗衣設備增購

數（台)

1 1 1

6

推動環境、能源、科技及交通等之公

民參與機制，邀請女性(尤其不利處

境者)參與，並確保汙染、公共衛生

公共場所安全等資訊公開透明

環保局 透過環境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之辦理,集結社區、學校、志

工及民眾共同參與,將性別平

等理念融入其中,加强性別平

權意識及認知,展現推動性別

一般民眾 宣導人次 1,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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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平等多元豐富能量，達到資訊

公開透明。

本局設置之委員會，為推動性

別平等，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

原則上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保

障女性參與比例。

(1)機關代

表、(2)環

保團體代

表、(3)專

家學者、

(4)居民及

當地團體

代表。

達到委員會之

任一性別比例

原則上不得低

於三分之一

6 6 6

城鄉處 設立性別友善廁所及哺乳空

間

女性、長

者、幼童或

行動不便

者

每年新增性別

友善廁所及哺

乳空間數量

（間）

2 3 3

消防局 為提升本縣防火防災救護能

力，定期訓練以利救災：成立

義消團隊(宣導、救護、救災)。

（110 年度男性同仁 1541 位；

女性同仁 534 位，共 2075 位）

各分隊義

消

辦理訓練場次 115 184 230

水利處 提升水土保持服務女性志工

人數

水土保持

志工

提升女性志工

參與比例

30 35 40

工務處 鼓勵雇用女性駕駛員 女性駕駛

員

名/客運業者 1 3 5

建設處 邀請婦女團體參與能源政策 女性 能源政策或相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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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推動策略 編號 實施方法 實施對象 衡量標準
年度預期效益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相關活動，並提升各項能源會

議女性參與率。

關推廣活動

農業處 農業處表示無相關業務

文觀處 增進文化志工性別平等意識

(辦理性別講座、促進參與性

平電影院及鼓勵借閱相關書

籍)

志工 志工參與講座

次數(如簽到

表)、借閱書籍

借閱率

1 1 1

行政處 建立本縣防救災體系，維護本

府安全性：成立防護團編組訓

練。（109 年度防護團訓練，

男性同仁 42 位；女性同仁 35

位，共 77 位）

本府員工 辦理訓練場次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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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來源

由本府各局處暨所屬一、二級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或相關預算項下勻支。

陸、考核措施

一、各局處年度執行成果於次年 1月 20 日前繳交予秘書單位。經彙整後提報次性平大會備

查。(社會處)

二、年度執行績效若未達年度預期效益，請提供說明與策進作為。

三、如有不適切或需調整之服務策略、服務措施或年度預期效益，請提案工作小組會議，通

過後提列性平大會審核。

柒、獎勵措施

配合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辦理。

捌、附錄：

雲林縣性別平等綱領(105年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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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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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行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分為三大工作小組，分別為：就業經濟福利與婚姻人口組、健

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組、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組。

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三大工作小組)

序 工作小組 秘書單位 組成局處

1 就業經濟福利與

婚姻人口組

勞青處 勞青處、民政處、農業處、社會處、城鄉處、工務處、

建設處、地政處、水利處、環境保護局

2 健康醫療照顧與

人身安全組

衛生局 衛生局、警察局、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社會處、消防

局、動植物防疫所

3 性別平等與權益

促進組

社會處 社會處、教育處、計畫處、主計處、行政處、人事處、

新聞處、文觀處、家庭教育中心、財政處、政風處、

稅務局、採購中心、體育場

備註：標灰底之局處，係為 110 年新納入之局處。

2.業於 110 年 8 月 26 日召開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次委員會議決議，雲林

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分為六大工作小組；係依據行政院 110 年 5 月 19 日函修正之「性別平等

政策網領」之六領域區分。

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六大工作小組)

序 工作小組 秘書單位 組成局處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民政處 人事處、社會處、民政處、農業處、城鄉處、建設處、

勞青處、主計處、財政處、稅務局、政風處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勞青處 勞青處、農業處、民政處、社會處、建設處、人事處、

衛生局、地政處、文觀處、家教中心、教育處

3 教育、媒體與文化 由教育處同

新聞處、文

觀處協調

教育處、計畫處、家教中心、新聞處、民政處、地政

處、文觀處

4 人身安全與司法 警察局 教育處、社會處、警察局、勞青處、新聞處、工務處、

建設處、水利處、體育場、城鄉處

5 健康、醫療與照顧 衛生局 衛生局、勞青處、教育處、社會處

6 環境、能源與科技 環保局 環保局、工務處、建設處、教育處、城鄉處、水利處、

體育場、動植物防疫所、消防局、農業處、文觀處、

行政處、採購中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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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調整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分為四大工作小組

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四大工作小組)

序 工作小組 秘書單位 組成局處

1 權力經濟與福利組 勞青處/民政處 勞青處、社會處、衛生局、人事處、民政處、農業處、

城鄉處、建設處、地政處、主計處、財政處、稅務局、

政風處、文觀處、教育處、家教中心

2 教育媒體與文化組 教育處/文觀處

/新聞處

文觀處、新聞處、教育處、民政處、計畫處、地政處、

家教中心 (社會處列席)

3 人身安全與醫療照

顧組

警察局/衛生局 警察局、衛生局、勞青處、教育處、工務處、建設處、

水利處、城鄉處、新聞處、體育場、家庭暴力防治中

心 (社會處列席)

4 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環保局 環保局、工務處、建設處、城鄉處、水利處、農業處、

動植物防疫所、消防局、體育場、文觀處、行政處、

教育處、採購中心 (社會處列席)

備註：前揭調整係參酌與本縣人口數相近之縣市(如下)及 109 年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

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評審結果第 2類組第 1名之縣市(苗栗縣)工作小組分工。

性別平等運作機制盤點(縣市)

縣市
人口數

(110.10)

性平業務相關

編制
最高負責人 附註說明

苗栗縣 53 萬 8,940 人
性別平等促進

委員會
縣長(主任委員)

定期會、工作小組、各局處專案小

組即 4分工小組

1.權力經濟與福利組

2.人口教育與媒體組

3.人身安全與 CEDAW 組

4.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南投縣 48 萬 5,983 人
性別平等委員

會
縣長(主任委員)

定期會及 5分工小組

1.社會參與組

2.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3.教育及文化組

4.人身安全組

5.健康照顧及醫療組

雲林縣 67 萬 1,182 人
性別平等委員

會
縣長(召集人)

定期會及 3工作小組會議

1.就業經濟福利與婚姻人口

2.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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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

嘉義縣 49 萬 4,293 人
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
縣長(主任委員)

定期會及 3分工小組

1.就業及福利服務組

2.健康、醫療及人身安全組

3.性別平等推動組

嘉義市 26 萬 5,208 人
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
市長(召集人)

定期會及 4分工小組

1.經濟安全

2.人身安全

3.健康維護

4.性別平等及社會參與

屏東縣 80 萬 5,717 人
性別平等委員

會
縣長(主任委員)

定期會及 5分工小組

1.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2.健康醫療組

3.教育文化及傳播組

4.人身安全組

5.環境科技及能源組

宜蘭縣 45 萬 1,175 人
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
縣長(召集人)

定期會及 5分工小組

1.婦女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2.婦女健康、醫療與環境組

3.婦女人身安全組

4.婦女教育與文化組

5.性別主流化推動組

基隆市 36 萬 4,766 人
性別平等委員

會
秘書長(召集人)

定期會及 5分工小組

1.性別主流化小組

2.家庭與社會餐與小組

3.人身安全小組

4.健康、醫療與照顧小組

5.教育、媒體及文化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