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110年度第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2月 20日下午2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202會議室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林主任委員姿妙(林副主任委員茂盛代理)              紀錄：魏祉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ㄧ、列管事項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決定：

1.案號一：持續列管。

請處長跟縣長報告本案，讓簽陳儘快完成相關程序，以符合性

別比例。

2.案號二：持續列管，請社會處依初選會議委員建議事項持續辦理。

3.案號三：同意解除列管。

4.案號四：同意解除列管，另有關去除月經污名化議題推動，請社

會處持續推動。

（二）性平考核會議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1.案號1100222-02：持續列管。

2.案號1100222-03：持續列管。

3.案號1100222-04：持續列管。

4.案號1100222-11：農業處持續列管。

5.案號 1100222-12：主計處、工旅處、農業處、計畫處、政風處、

人事處、秘書處、建設處、地政處、交通處持續列管；餘解除

列管。

6.案號 1100222-15：主計處、工旅處、農業處、衛生局、計畫處、

秘書處、人事處、水資處、交通處、環保局持續列管；餘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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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案號 1100222-16：持續列管，請農業處將問卷統計予以分析並

呈現分析結果，以利後續政策規劃推動。

8.案號1100222-18：持續列管。

參、報告事項：

   一、就業、經濟組工作報告：(略)

黃委員怡翎：

就業經濟組提出跨局處 111至 112年計畫與110年相同，目前所提計畫

欠缺突破，只針對有意願參與女性創業者提供諮詢，或將各局處例行

業務彙整辦理，建議可擇一兩項具亮點方向推動，運用新興技術科技

如推動電商平台功能或其他培訓，讓女性創業更有利基之處。

另建議會議資料如P26表格，須呈現性別比例。

何委員碧珍：

有關110年執行成效如何整理聚焦包裝，成果於考核時能爭取佳績，建

議聚焦女青農品牌政府如何協助創立，如何協助推動品牌......等，

並整理出各局處著力的重點為何，以看出跨局處執行成效。另有關 111

至 112年跨局處計畫，目前仍欠缺焦點，如培力女性創業者加入電商平

台，從國內電商有多少平台到如何註冊成為平台成員到商品販售、電

商財務管理......等，要凸顯各局處開拓展銷計畫的規劃痕跡，建議

主責局處訂定本次計畫聚焦焦點，並請其他局處可貢獻的資源納入跨

局處計畫，朝小而美方向規劃，將計畫做到位及深入，方值得肯定與

嘉許。

決定：同意備查，並請依委員建議研議 111 年至 112 年跨局處計畫並

修正整理 110年執行成效，另會議資料呈現要將性別比例數據

納入。

   二、衛生福利家庭組工作報告：(略)

施委員逸翔：

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核心對象為幼兒，請衛生局再說明該計畫面對

的性別議題為何？請再說明。

何委員碧珍：

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焦點為何？目前所提計畫欠缺性別思想，需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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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性別的關聯，建議訂定性別目標，如提升男性參與幼兒照顧問題、

解決少女化......等目標。

陳委員育貞：

建議資料呈現，應將 P35內容及簡報內容於跨局處議題內共同呈現，另

幼兒專責醫師制度是否目標為降低嬰幼兒性別篩檢？

決定：同意備查，並依委員建議跨局處計畫新增性別目標，且未來於

資料呈現時能方便委員閱讀。

   三、人身安全組工作報告：(略)

施委員逸翔：

人身安全組所提不論是 110年或111年的跨局處議題都是蠻好的議題且

貼近民眾，除跟蹤騷擾法外，另因為網路霸凌、仇(厭)女文化出現，

如何建構被霸凌者身心支持，建議該組新增數位性別暴力議題的合作

及著力。

決定：同意備查，依委員意見 111至 112年新增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辦理。

   四、教育文化組工作報告：(略)

施委員逸翔：

香港女性移民近期人數增加，她們雖然並非婚姻移民，也對臺灣社會

注入益力，建議未來相關服務對象納入香港的新住民。

黃委員怡翎：

教育文化組 111至 112年跨局處議題以 LGBT 為主軸，惟子項議題中並

非全面討論 LGBT面向，如內容也涵蓋認識原住民女性角色，建議修正

計畫主題，另建議新增 STEAM領域如青少年夏令營除討論 LGBT外，也

可以放入女性科學領域典範認識等不同面向。

何委員碧珍：

教育文化組 111至 112年跨局處議題子項 1及子項2，比較貼近民俗女

力展現與認識與原訂 LGBT主題較不搭，建議可先捨棄於下年度辦理，

子項3與 4這議題，建議可再延伸多元族群職業融合與接納，可一併擴

充思考有哪些子題可以一起進來參與。

決定：同意備查，請上述三位委員意見納入調整 111年至 112年跨局處

議題。

   五、環境能源組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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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怡翎：

110年跨局處計畫自主防災執行成果報告，相較其他組別能列出性別統

計很不錯，建議再新增分析性別參與的差異性，如這差異性會為防災

帶來什麼影響，另新增策進作為，以利未來防災規劃。

施委員逸翔：

無論是自主防災或水環境志工議題，都是聯合國 CEDAW委員會關注重點，

談到氣候變遷、防災減災女性的重要角色，而相關 SDG永續發展的目標

也有很好的架構，能讓目前這兩題能呈現亮眼的政策，惟現在提出內

容並沒有看出來，女性在這議題扮演的角色，誠為可惜。

何委員碧珍：

109年到110年執行成效能否納入考核，需再與秘書單位聯繫確認，跨

局處111年至 112年計畫名稱建議要增加性別元素，如調整為水環境志

工提升女性經營管理參與計畫，並依照執行單位的能量，訂定合理性

別目標，如男女性志工比例要增加多少比率，建議計畫再更聚焦，從

小處著手，慢慢長期累積也能可觀的成果。

另P144實施方法中購置巡守裝備時......必要時，由男性志工陪同巡

守，建議可改由男女一組實習巡守，而非缺少性別敏感度，用「陪

同」的字眼。

決定：同意備查，並請依委員建議調整跨局處議題計畫及執行成果。

   六、性別主流化推動小組工作報告：(略)

何委員碧珍：

性別統計為最基礎資料，須要求各單位新增性別統計或增加複分類，

持續引導及要求，另性別分析中編號 8民政處所提為性別影響評估請確

認名稱，性別影響評估也建議增加辦理單位及案件名稱等資料。

黃委員怡翎

有關任務編組比例未達 1/3，集中在特定單位，理由均多為該領域較少

女性專家學者，建議思考如何再進一步推動，如盤點並建置專家學者

資料庫。

施委員逸翔：

建議可修改章程、增加外聘委員人數或增加名單及提醒首長圈選性別

比例，供宜蘭縣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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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1.請各局處盤點就業管專業領域提供不同性別專家學者名單，由社會

處統一彙整，俾利未來各局處聘任委員時參考運用，以改善委員性

別比例不足問題。

2.餘同意備查。

肆、提案討論：

案 由 一、為全面認識CEDAW公約第34號一般性建議，並培育農村女力，改善

農漁村服務性別刻板印象，營造友善性別農村環境，提請討論。

提案人：林忠毅、陳育貞、黃淑怡、黃怡翎、施逸翔等5位委員

說    明：

一、依據 109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獎勵計畫委員建議事項，建議依據CEDAW公約 14條特別針對農村

婦女的各領域權利，第3次國家報告73點結論性意見中也提出「農

村女性賦權」，宜蘭縣有農業及漁業，建議針對農村及漁村婦女的

決策參與、健康、經濟、教育等面向，積極推動相關措施與計畫。

二、惟有關 CEDAW公約第34號一般性建議運用，各局處仍不熟悉，建議

農業處針對 CEDAW公約第34號一般性建議辦理相關交流活動。

辦    法：

一、請農業處於111年針對 CEDAW公約第34號一般性建議內涵辦理農村

婦女培力交流活動。

二、建議邀請行政院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委員及行政院農委會分享農村

女性賦權政策規劃及相關經驗交流。

三、另邀請在地女農、農村婦女參與交流活動，蒐集在地農村婦女困

境，以利未來政策規劃。

決    議：照案通過，其推動策略請農業處依委員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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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二、為定訂「宜蘭縣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1-112

年)」(詳如附錄四，P146)，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為持續推動本府性別主流化，本計畫係依據過往統籌規劃情形、各

機關回饋意見及行政院相關規範及獎勵計畫等事宜，研擬新版計畫

賡續辦理。

辦    法：決議通過後，據以函發本府各單位辦理。

黃委員怡翎：

案由二有關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府外委員修正為現任本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

是否會增加小組聘任困難性，建議增加曾任委員，以利各小組容易聘任。

何委員碧珍：

修訂計畫於委員任期以 2年為原則，是否會有任期上銜接疑慮，建議讓文字更

詳細說明。

決    議：

一、實施計畫第陸條第一項有關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成員府外委員規範，文字修

訂為「府外委員：性別平等領域之專家學者 2位以上，且至少 1位為現任

或曾任宜蘭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委員(以現任為優先)；任期以2年

為原則。」

二、實施計畫第陸條第四項性別影響評估(一)辦理情形，將原本 3、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教育訓練(包括評估內容、案例介紹及填寫方式)刪除，並調整至

(1)，餘(2)(3)....等順延。

三、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案    由、為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惟辦理品質及執行成效有待提升，提

請討論。

提案人：何委員碧珍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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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各局處就業務所轄範圍，提出既有的性別刻板印象為何？並提出

如何改善性別刻板印象的策略，如衛生局所轄範疇有重男輕女的性

別刻板印象，造成胚胎性別篩選，形成女嬰出生率低，形成少女化

現象，衛生局可就「防範性別比失衡」為性別目標，並提出相關政

策措施，以降低胚胎性別篩選現象。

二、請各局處盤點該局處業務性別落差較大的(請參考性別統計)，提出

改善措施。另以環保志工為例，如環保志工為男多於女，改善性別

目標為如何提升女性志工的參與，並透過多元的策略，鼓勵女性志

工參與。

三、可用年度為主題，讓該議題成為該局處性平亮點計畫，並提出改善

計畫。

辦    法：決議通過後，請各局處檢視並提出業管所轄的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為何，並提出改善措施，以形成性別亮點計畫。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依委員建議辦理。

陸、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柒、散會：下午5時。

7



委員發言紀要  ：  

黃委員怡翎：

案號四在台灣有關月經貧窮議題是針對特定身分及特定族群的問題，縣府目前

措施以救急為主非救窮，建議針對月經汙名化議題，辦理宣導講座以去除月經

汙名化為主，如傳統文化月經汙名問題、青少年拿月經開玩笑......等，讓民

眾對月經能有正面認識及了解。

何委員碧珍：

案號四月經貧窮較適用於部落孩子，在台灣重點在於去除月經汙名化，建議明

年從教育的角度出發，放在大眾教育，擺放的場所，撥一些到部落孩童也可，

持續做很應該，月經的污名還有很大的挑戰要去克服，調性要去翻轉，未來措

施擺放的地點，而非平均分配。推展的效益性。

陳委員育貞：

案號四在地青年林薇開始推動議題倡議，可以找她先分享，也可與政策互為搭

配，委員亦可代為聯繫。

何委員碧珍：

案號1100222-5勞工處推動獎勵工會女性幹部達 1/3以上者，給予增加補助乙

節，建議勞工處未來增列全縣工會數，以利了解推動效益。

案號1100222-11委員建議事項為提升農漁村女性決策參與、健康、經濟、教育

面向，目前執行情形僅看見農業產銷班設立輔導辦法修正，惟漁業是否有相同

作法，效益為何？建議未來列入執行範疇。

案號1100222-16農業處針對青農女力調查，僅呈現問卷內容，未見調查結論及

問卷後續的統計整理分析為何？建議持續列管。

案由一行政院農委會在農村女性賦權相當積極，也辦理多次農業領域國際交流

論壇，宜蘭身為農業大縣，農業處角色相當重要，建議農業處對縣內農村女性

賦權議題掌握基礎資料，俟基礎資料掌握完整後，再與農委會進行經驗交流，

以連結國家資源，協助地方農村女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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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委員逸翔：

農業處處長回應案由一說明，較擔憂的是處長強調多為既有農業議題政策交流

活動本身，試圖納入女性參與，延續何委員建議，重點在於對現況的了解、在

地女農的困境，甚至是女農已有的正向經驗，從在地女農角度看農村女力賦權

整件事情，建議基礎工作要先做好，如對 CEDAW公約第34號一般性意見的理解，

建議農業處好好研讀，甚至透過讀書會了解為什麼CEDAW公約第34號一般性建

議寫成這樣，不僅是辦理女性交流活動而已，而是關照 CEDAW公約各面向教育、

就業、氣候變遷、農村女性在環境議題的貢獻、農村女性交叉歧視.......等，

一些不利處境女性，如何透過政策來協助，因此，建議第一個工作是先了解第

34號一般性意見的精神，盤點與宜蘭農村相關議題，以提升相關知識；再者，

邀請在地女農或女青年辦理交流，她們是最直接利害關係人，她們最了解宜蘭

農村，尤其是農村女性困境或相關經驗，無論正向或負面經驗，最後再來跟中

央行政院農委會進行交流，這步驟順序較有點道理，讓這提案是真的可以解決

在地的問題，也建議朝中長程計畫規劃。

何委員碧珍：

以性別影響評估分兩件事，一為性別融入業務有無性別目標，二是計畫提出性

別影響評估的程序，倘各局處性別影響評估程序進行零散，秘書處就需要辦理

課程教導，故要先釐清這兩個層次。

然而，最困難的一點是如何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中，需要不斷持續進行教育訓

練，而現階段性別意識培力，多為邀請21個局處採大班式教學，講師僅能就經

驗分享案例，惟學員未必能吸收經驗並轉化為自身業務職掌，且少有很完整的

時間可以跟各單位討論業務，故建議各局處邀請性別專家學者，並邀請局處長

及各科室主管，先行分享日常的業務，再由專家學者提供對業務融入性別觀點

的切入點(業務診斷)，以利推動性別觀點融入業務，規劃性別友善政策措施。

施委員逸翔：

秘書處擔任性別影響評估的管考單位，也要了解性別影響評估的重要性，秘書

處自己也要有教育訓練，要怎麼去管考要管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都應該要訓

練，要怎麼訓練整合資源，是可以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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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育貞：

提醒未來各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於提年度計畫或編預算定案前，進行適度

討論，讓性別目標融入業務，降低原應由各局處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的討論計

畫，需於提至性別分工小組或性平大會討論。

林委員忠毅：

各局處對業務所轄及宜蘭在地狀況，相較於委員更了解，建議各局處能盤點業

務範疇內可結合推動的性別議題為何，建議由各局處首長，能帶動各科室成員

們去相互討論，已提出符合宜蘭縣性別平等推動政策措施。

建議各局處提出數據資料，建議多點心思，去分析數據背後的原因為何？進一

步分析，也可從方案中每個參與者的回饋，思考未來如何延伸獲改善方案規劃

使數據更具效益。

另有關跨局處議題，切勿淪於以各局處輪流辦理方式，可先透過彼此討論了解

不同局處業務辦理內容屬性，再進一步思考，如何在性別平等議題上，透過不

同局處合作，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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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 9屆委員會

110年第 2次委員會會議出列席人員名單

一、委員

現     職 姓名 出席人員

宜蘭縣政府縣長 林姿妙 請假

宜蘭縣政府秘書長 林茂盛 林茂盛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林蒼蔡 吳副處長麗雲 代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王泓翔 張科長淑芬 代

宜蘭縣政府勞工處處長 林文裕 林科長明雀 代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處長 王建源 王建源

宜蘭縣政府人事處處長 黃水桐 温副處長婉慧 代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局長 徐迺維 徐副局長秋君 代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局長 廖材楨 張組長温宗 代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黃政釧 林副局長金龍 代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三、四屆委員 何碧珍 何碧珍

彩虹平權大平台數位社群經理 林忠毅 林忠毅

律師/曾任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機要秘書 林育苡 請假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執行秘書

施逸翔 施逸翔

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總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兼任教師

陳育貞 陳育貞

財團法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執行長 陳凌鳳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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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 黃怡翎 黃怡翎

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黃淑怡 請假

宜蘭縣移民署通譯人員、宜蘭縣政府通譯人員 潘錦秀 潘錦秀

二、局處代表名單

單   位 職稱 出席人員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警員 陳韋頔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科長 陳嬿玲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技士 黃惠卿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科長 朱麗秀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約僱人員 何芸軒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約僱人員 宋易融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科長 陳今儀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助理員 王碧雅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主任 鄒英英

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科員 林雅惠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秘書 陳曉慈

民政處 科長 高啟文

原住民事務所 股長 廖春蓮

原住民事務所 工友 黃宥婕

教育處 科長 張淑芬

教育處 臨時人員 盧彥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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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張瑜芳

秘書處 科長 黃春斌

秘書處 科員 張鈺

勞工處 科長 林明雀

勞工處 科員 黃燕萍

計畫處 科長 張壹智

計畫處 科員 陳佩君

主計處 科長 曾雅萍

主計處 以工代賑 李孟涵

人事處 科長 林雪雅

人事處 科員 陳志偉

農業處 處長 康立和

農業處 科長 李長珊

農業處 臨時人員 江慧雯

建設處 技佐 林靜瑩

水利資源處 專員 廖政彥

政風處 科長 賴小萍

交通處 科長 鍾瑋

地政處 科長 鄧貴珍

地政處 科員 史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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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旅遊處 技正 莊振德

工商旅遊處 科員 吳曉寧

社會處(社會救助科) 社工督導 周亦晨

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公職社工師 張玉婷

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督導 謝靜文

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督導 李姿瑩

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鄭語柔

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賴允中

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陳妤婷

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社工員 魏祉璿

三、民間團體代表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新住民關懷權益協會 總幹事 林志鴻

新住民發展協會 理事長 阮如庄

宜蘭縣福氣生活照顧關懷協會 執秘 林郁文

宜蘭縣婦女會 理事長 林月英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