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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1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

教育媒體與文化組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1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第二大樓 4樓會議室(三)

時間 議程

10:00-10:10（10 分鐘） 一、報到

10:10-10:15（5 分鐘） 二、會議開始，主席致詞

10:15-11:00（45 分鐘）

三、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新聞處

(二) 教育處

(三) 文觀處

(四) 民政處

(五) 計畫處

(六) 地政處

(七) 家教中心

11:00-11:30（30 分鐘） 四、提案討論

11:30-11:50（20 分鐘） 五、臨時動議

11:50-12:00（10 分鐘） 六、主席結語，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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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1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教育文化媒體組

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報告表

報告單位
111年度1-6月預計辦理性平業務工作(1~3月已完成及4~6

月預計辦理)

新聞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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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媒體、有線電視跑馬、LED、臉書及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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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新聞稿(1~3 月已發布 2則，4~6 月預計發布 2則)：

1.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勞工可以如何申請「產檢假」和「陪產檢及陪

產假」?(111.01.27)

2. 幸福女力 厚愛妳 婦女友善月活動起跑囉!(111.02.23)

(二)有線電視插播式字幕：

111 年 1~3 月已完成。每日每小時均有播出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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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原本多

彩多姿，拒絕毒品，勿讓毒品腐蝕生命。杜絕人口販運，檢舉不良行為，發現

販運疑似案例請打 110 或 02-23883095。縣長張麗善關心您

111 年 4~6 月預估辦理同上。每日每小時均有播出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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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4-6 月，擬逐月請本縣機關學校 LED 宣導，每月一主題，自早上 7：00

－晚上 9：00 重複播放。

(四)縣府 LINE 張貼電子海報等宣導。

111 年 4-6 月，擬於本府 LINE 協助宣導性平素材，每月 1則共計 3 則。(海報

素材再請業務單位提供)

(五)縣府臉書張貼電子海報等宣導。

111 年 4-6 月，擬於本府臉書協助宣導性平素材，每月 1則共計 3則。(海報

素材再請業務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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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11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教育媒體與文化組

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報告表

報告單位 111 年度預計辦理性平業務工作

教育處

1.111 年 1 月已選定性別分析及性別統計主題，並給予主計
處承辦人。

主題：雲林縣 110 年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性別
統計。

2.111 年 2 月 9 日已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並告知各
科，請依據 110 至 112 年性別平等施政方針執行。

3.111 年 2 月已依據 110 至 112 年性別平等施政方針之四、

人身安全與司法序號一(如下表格)，發放性騷擾性侵害性

剝削等防制海報給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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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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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藝文競賽以性別平

等教育法」內涵為主題(包含認識自我發揮潛能、

接納多元尊重差異、尊重多元性別差異、破除性

別刻板印象及避免性別歧視、對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的認識與防治……），並展覽相關性

別平等教育優秀作品，提升社區民眾對於性別平

等相關意識

2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宣導性別平等教育，幫助

家長建立對性別暴力、性騷擾零容忍之社會意識

3每年 2月、9 月發放防制海報給予各校做宣導

教

師

學

生

參

與

學

校

數

180

4. 111 年 3 月 9 日召開 111 年度各級學校校安通報校園性

別事件列管案第 1 次結案審議暨事件督導會議，計 14 校列

管參加。

5. 111年 3月 19日於 110學年技藝教育博覽會進行性別平

等宣導對象為民眾及學生。

6.111 年 3 月 23 日召開 111 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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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7.預計 111 年 4 月依據 110-112 年性別平等施政方針執行

，於有線電視台跑馬燈宣導 4 則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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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預計 5至 6月底前完成性別統計運用及分析之線上課程。

9.預計 6 月召開 111 年度各級學校校安通報校園性別事件

列管案第 2 次結案審議暨事件督導會議及 111 年度第 2 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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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雲林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第 1次教育文化媒體組小組會議

文觀處工作報告

（111 年 1月至 111 年 6月）

一、性別平等議題電影導讀

本處與任林教育基金會合作，於111/1/8 (六)、2/12(六)、

3/26(六)辦理《紅鞋公主與七矮人》、《太陽的孩子》、《我來自紐約》

等電影導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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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4 冊圖

書（越南 830

冊、泰國 867 冊、馬來西亞 735 冊、 印尼 439 冊、 緬甸 33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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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203

冊），陸續新增中，今(111)年更購置 DVD 以及英文書籍(2,775
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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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月至

3月辦理9場次，4-6月份預估辦理8場次。

※1/6—年年有魚(粉彩) ※2/17—屬於您的包包

※3/17—編織小掛物 ※3/24—沿線閱讀讀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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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四)- 體驗浴衣--圓妳一個偽出國的願望

(二) 二崙故事屋

新春特別企劃—故事團圓飯

2/03( 初三 ) 14:00-14:30

王瑋婷 | 暖心油你

藉由在土庫一家傳統製造麻油的工廠的故事，

細細道來「油」凝聚的不僅是家族情感，也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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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技藝的傳承，同時勾起大家對麻油香味的

記憶。

(三)合同廳舍 ---維京姊姊說故事

維京姐姐說故事《紅豆粥婆婆》

1/8（六）15:30∼ 16:00

很久很久以前，有隻老虎想要吃掉住在山腳下很會煮

紅豆 粥的老婆婆，老婆婆請老虎等到冬天，她煮好紅

豆粥時再來吃掉她，到了冬天，老婆婆一邊煮粥一邊

哭泣時，卻出現不可思議的事情，而老虎也依約定來

找婆婆……

四、相關活動:

(1) 「生之華」高惠芬創作巡迴展

展出時間: 110/12/23—111/1/2

展出地點: 文觀處展覽館 1、2 樓

「超越」自己過去，「無限」創作空間的思維。

資深藝術家高惠芬老師出身雲林，民國 63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美國加州

洛杉磯大學研究進修。徜徉於東西方美術領

域，於藝術教育界成就斐然，除耕耘教學工

作外，更長年創作不輟，自民國 65 年

至今，於國內外 ( 含美加、歐洲地區、日本、台

灣、中國 ) 舉辦個人畫展 47 次、 聯展共數百

次，更榮獲 109 年第十六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貢獻獎，可謂藝 術界「雲林之光」，老師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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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藝術傳至歐美各國，熱心文化交流工作。2021 年適逢高老師 70

歲生日，「生之華」

創作展已於高雄、台北、 台中巡迴展出，今

雲林展覽是第四場，將所有的創作點滴總體在

雲林文化觀光處做一完整的特展呈現，展出項目有水墨畫、水彩畫、

油畫、瓷器彩繪等 100 多件，豐富多元。

(2) 故鄉情藝遊夢書畫展

展出時間: 1 / 8--1 / 23

展出地點: 北港文化中心一樓展示室

高素娟藉由書法與國畫結合，表達對自然與

社會關懷，也對家鄉雲林北港道出懷念與感

恩。

(3) 38 婦女節特別企劃—性別你我他主題

書展

展出期間：03/01—03/31

展出地點: 圖書館二樓開架式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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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閱讀風氣及性別平等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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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科大設計特展

展出時間： 01/01-02/28

展出地點：文觀處圖書館 2F 開架閱覽室 & 迴廊

陳姿羽 -《農業影像設計：彰化「隨園葡萄」議題攝影創作》

呂侑穎 -《紀錄短片創作：「她們在天亮之前」女性陪侍者》

(5)永恆巨星鄧麗君—歌曲歌唱比賽

活動時間:2/10—4/9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鄧麗君， 用歌聲追憶雲林女兒、永恆

的巨星鄧麗君 「亞洲歌姬」鄧麗君於 1953 年 1 月 29 日出生於雲

林縣褒忠鄉田洋村，為紀念追憶永遠的「雲 林女兒」，鄧麗君小姐是

臺灣及亞洲地區具廣大影響力的指標性音樂 是雲林的驕傲和光榮，

永遠 的雲林女兒鄧麗縱橫歌壇三十年，唱紅近百首歌曲，更有十億

個掌聲的美譽，她的歌聲清淡婉約、 擁有撫慰人心的溫暖力量，而

鄧麗君小姐的音樂信念和甜美聲音，無論在生前生後皆陪伴及影響著

許多人，這次舉辦的永恆巨星鄧麗君歌曲比賽，除了能提倡正當休閒

娛樂，讓民眾有展現自我的 舞台的機會，更希望藉由不同方式來讓

參與者傳唱永遠的歌姬鄧麗君名曲，喚起歌迷對她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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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府文觀處辦理的「永恆巨星鄧麗君歌曲歌唱比賽」 於

2月10日 ( 四 ) 起至3月4 日 ( 五 )開始進行網路線上報名，報

名日期結束或報名額滿 即截止， 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請參賽者依

簡章指定歌曲選曲演唱（8 首鄧麗君的 經典歌曲：小城故事、甜蜜

蜜、何日君再來、我只在乎你、 你怎麼說、月亮代表 我的心、 但

願人長久、 千言萬語等 ）， 自行錄製演唱實況影音後上傳至指定連

結網路平台，3 月 22 日( 二 )前公

告進入決賽名單， 總決賽定於 4月

9日( 六 ) 在本縣北港文化中心

(北港鎮公園路 66號)進行。總決賽

第一名有 5萬元、 第二名 3萬元、

第三名 2 萬元、 優選 3 名各 1 萬元

獎金。2 月 10 日(四 )起開放報 名，

歡迎歌聲優美及喜愛鄧麗君小姐歌

曲的歌迷們及朋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 網址：

https://reurl.cc/oeDzRv，相關活

動詳情請持續關注雲林縣府文觀處

網頁 和慢遊雲林粉絲團臉書公告訊

息。

雲林縣 111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教育文化媒體組

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報告表

報告單位 111 年度 1-6 月預計辦理性平業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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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處

1.111 年 3月 9日於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五樓工策會會議室辦理雲林

縣 111 年度喪禮奠祭儀式標準作業程序研討會，於研討會中由工

作人員宣導，並協助張貼宣導布條，宣導人次約 40人。

2.預計 111 年 5至 6 月間辦理殯葬禮儀服務業教育訓練，於教育訓

練中協助張貼宣導布條，宣導人次約 80人。

3.各戶政事務所預計 4月陸續開辦新住民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

雲林縣 111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

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報告表

報告單位 111 年度預計辦理性平業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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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處

一、預計完成性別影響評估

二、預計完成性別分析統計與報告

三、預計宣導本府性平相關活動

四、預計辦理 CEDAW 宣導

五、鼓勵同仁完成性平終身學習時數達 90％

六、鼓勵男性社會參與

地政處工作報告

一、提升民眾對於繼承或贈與不動產消除性別不平等

國民對於不動產存在「有土斯有財」的重要觀念，並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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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的傳承大多存有傳男不傳女舊有思想，以致對於不動產主要

仍以男生取得為主。

自民法修正後，在性別上已就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多有修正，

已朝向性別平權甚至無區分性別，所以在財產分配應該也要朝向

不分性別皆有繼承或取得相等權利。

二、增進性別平等與不動產繼承取得之意識

為使民眾更了解法律規定及性別平權，透過法令宣導，建立

性別平等觀念，並落實業務執行，增進民眾性別平等意識，預防

性別歧視之偏見，並藉由各項宣導活動，積極宣導性別平等與不

動產繼承之法令關係，使繼承者了解有別於以往男尊女卑或以男

性繼承不動產為主之偏見觀念。

家庭教育中心工作報告

111 年 4-6 月家庭教育中心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預定)如下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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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活動名稱及內容 參與對象 場次及人數

5月 1日至6

月 30 日

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性別平等成長研習

活動

1.性別平等的內涵

2.從多元文化看婚姻與家庭

3.家務與勞動的協商

4.洞悉媒體與流行文化的性別魔術

社區民眾、

大學、民間

團體、各鄉

鎮農會

共 6 場次，預

計 300 人次

5月 1日至6

月 30 日

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多元型態家庭的認

識與尊重

1.重新思考社會大眾對於「美好」婚姻與家庭

的迷思及意識型態。

2.分享並呈現婚姻與家庭中多元多樣的型態、

模式與生活經驗。

3.增進民眾對於多元性別者（含不同性傾向、

性別認同）之生活處境，以及多元型態家庭成

員之認識與支持。

社區民眾、

民間團體

共 2 場次，預計

50人次

5月 1日至6

月 30 日

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男性性別意識與家

庭角色成長計畫

1.性別平等的內涵

2.男性氣概與性別暴力

3.性別框架無處不在

4.我知道你難過(男性心理的同理)

社區民眾、

民間團體、

軍隊

共 2 場次，預

計 50人次

5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

性別教育及社區婦女教育/我、家庭角色與家庭

經營

1.了解文化差異、性別差異、家庭型態

2.探討女性的生長歷程及生活等各面向之覺察

3.認識生命本質能力積極正向面對生活

4.認識多元型態家庭支持女性生命歷程覺察

社區民眾、

民間團體

共 2 場次，預

計 5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