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婦女福利或婦女權益年度施政計畫
「婦女福利」目的在於解決或預防婦女的需求，透過完善的福利服務輸送，落實婦女政策綱領，開發整合民間社會資源，以促進婦女
地位平等及減輕婦女傳統角色壓力，本縣在友善城市、幸福宜蘭的願景下，希冀建構一個安心社會，尤其針對婦女福利部分，即積極
努力達到「婦女安心」之目標，並從育兒及家庭支持、社會參與、婦女安全、友善職場、婦女健康與照顧、婦女教育與文化以及落實性別平
權等七大面向推動各項福利服務措施。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友善職場

舉辦、推廣「性別
主流化」課程

計畫內容
1.
2.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本府組裝課程納入「性別主流化」數位學習課程，並於年底彙整各
107.1.1單位同仁達成率。
107.12.31
舉辦「性別主流化」實體課程，提昇本府同仁性別意識。

人事處

無

勞工處

長照所、
社會處

勞工處

無

1.依就業服務法相關法令，外籍家庭看護工若無故逃逸，雖雇主申請
遞補期已自 6 個月縮至 3 個月，惟其空窗期仍造成被看護家庭沉重
壓力，亦造成婦女外出就業之阻力，因此持續宣導若其空窗期有看
友善職場

有被看護需求家
庭空窗期之協助
措施宣導

護需求者，除可向本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申請日間照顧、居家服
務及喘息服務等協助方案外，亦可聘請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或委託合
法養護機構進行照顧服務，以減輕婦女照顧負擔，有助於其勞動參

107.1.1107.12.31

與率。
2.於各項雇主宣導會及配合社會處老人巡迴車至各村里加強相關宣導
工作。
友善職場 多元管道開發女 1.設置本府就業服務台，辦理求才求職登記，提供即時就業媒合服務
性勞動力，促進
(1,571,000 元)。

107.1.1107.12.31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2.辦理大型、單一、夜間等多元化現場徵才活動，更以鄉鎮巡迴方式，
貼近廠商及民眾，縮短民眾求職轉職及廠商求才儲才時間
(1,444,000 元)。
3.辦理新住民職場參訪，藉由講座及企業參訪，協助新住民了解就業
權益、如何尋求就業服務及參加職業訓練等資源(76,000 元)。
4.開辦餐飲類、美容美甲等各項證照導向職訓班，提供免費參訓機會，
符合婦女二度就業條件等特定對象，於職業訓練期間補貼民眾失業
女性就業能力
期間訓練生活津貼，免於擔憂經濟狀況(7,848,000 元)。
5.辦理家事服務員及照顧服務員培育短期訓練班，訓後媒合至家事服
務中心及照顧機構，迅速取得就業機會(3,587,000 元)。
6.開辦友善耕作班，提供婦女再就業職業選項，緩和農村勞動力老化
問題(1,963,000 元)。
7.建構家事服務管理中心平台，多元培訓幸福管家，提供媒合服務，
促使需求端、供給端、調查媒合端、服務輸送端以及系統管理端之間各
種資源，妥善整合發揮綜效(2,100,000 元)。
友善職場 落實性別平等工 1.辦理防制就業歧視及促進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加強主動查察作業， 107.1.1作法及就業服務
落實就業機會權與職場工作權平等(250,000 元)。
法，消除婦女職 2.辦理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制宣導會，督促雇主遵守性別歧視之禁止、107.12.31
場就業障礙。
性騷擾之防治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等，落實職場工作權平等
（60,000 元）。
3.針對轄內公務機關及一般事業單位加強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條件檢
查，檢查重點包含各種法定假之給予（如婚假、生理假、產假及育嬰
留職停薪假之給予），使女性能兼顧工作與家庭。
4.主動關懷育嬰留職停薪復職者，輔導事業單位對員工懷孕、分娩或育
兒階段提供友善對待措施,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

勞工處

無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5.召開宜蘭縣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處理就業歧視申訴案件，並諮詢
委員意見（12,000 元）。
臨床研究證據顯示，哺育母乳能降低寶寶腸胃道感染、呼吸道感
染、及中耳炎的機會，也會減少兒童期糖尿病的機率並減少過敏。同
時，對母親而言，哺乳能使產後子宮與身材恢復較快，而且減少得到
乳癌、卵巢癌及骨質疏鬆的機率。因此，為了下一代的健康，母乳哺育
業已形成政府積極推動的重要政策。
研究指出，母嬰親善相關措施的執行，對哺乳方式及哺乳持續時
間，確有正面的影響。現因社會環境變遷與就業婦女不斷增加，對哺乳
107.1.1營造母嬰親善的
婦女健康
媽媽來說，提供支持性的母乳哺育環境，尤其是公共場所及職場顯得
哺乳環境
格外的重要。爰此，推廣母乳哺育並營造友善的哺乳環境為當前重要議 107.12.31
題。
為落實哺集乳室符合標準規定與營造優質哺乳環境，每季辦理本
縣哺集乳室之輔導與稽查，107 年預計輔導至少 360 家次。此外，為鼓
提升母乳哺育之便利性，107 年預期於親子參加之中大型活動設置臨
時哺集乳室，至少計 12 場次，使哺乳媽媽不管在任何地方，皆可方便
哺餵母乳，讓我們擁有健康的下一代。
婦女健康 原住民及新住民
新住民因社經地位特性或語言隔閡或文化之差異，導致無法妥 107.1.1婦幼健康管理 善利用本國的健康服務措施；然而，異國婚姻除了可能較容易有生活
適應上的問題外，其夫妻間因教育、年齡差距和語言隔閡等影響，亦可 107.12.31
能潛藏生育健康及子女教養等疑慮。
台灣地區原住民在傳統文化背景、特殊風俗文化、生活習性與環
境上與平地住民有著極大的差異性，其健康狀況及健康行為亦與台灣
平地住民不盡相同。故將新住民及原住民等族群納入健康服務對象，提
供健康諮詢與相關服務，係本縣重要的施政重點之一。

宜蘭縣政
府衛生局

宜蘭縣政
府衛生局

無

無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婦女健康

婦女安全

婦女安全

婦女安全

計畫內容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為落實原住民、新住民等族群婦幼健康建卡管理機制，每週檢視
「婦幼健康管理系統」資料，提供該族群育齡婦女相關生育保健與健康
促進指導及諮詢，107 年預期新住民與原住民生育健康指導及諮詢檢
核達成率計 100%。
加強與本轄醫院、基層診所、社區與職場共同協力合作，提供婦
女更便利的篩檢服務環境，以促進婦女健康。
對象與工作項目：
107.1.1- 宜蘭縣政
子宮頸癌及乳癌
(一)針對 30~69 歲婦女積極推展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及針對篩
篩檢
107.12.31 府衛生局
檢陽性個案追蹤與管理。
(二)針對 45~69 歲或 40-44 歲（二等親有乳癌病史）之婦女，推展
定期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及篩檢陽性個案追蹤與管理。
1. 建立家庭暴力嫌犯資料庫，經常訪查，以有效防制再犯。
婦幼安全維護 2. 加強查緝及偵辦性侵害等案件，以防制危害婦幼案件發生。
107.1.1- 警察局
3. 落實管制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作業，以有效監
107.12.31
管性侵害加害人行為，預防再犯。
1. 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保護婦幼安全宣導活動，教授女子防身術及
婦幼安全宣導。
2. 結合民間團體、組織辦理婦幼安全防護研習。
3. 於暑假期間進入社區，辦理大型宣導活動，以提供弱勢家庭子女正 107.1.1社區服務
警察局
當休閒活動，並加強宣導少年及兒童家暴、性侵害防治觀念。
107.12.31
4. 派員參加廣播電臺現場節目，宣導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防治觀念及案
例分享，並錄製短篇問答集，於電臺循環播放，以深化民眾自我保
護觀念。
1.
結合社政、教育、衛生等專業團體對家庭暴力或性侵害案件辦理受 107.1.1- 警察局
資源整合
暴婦幼保護扶助工作。
107.12.31

無

無

無

社會處
教育處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婦女安全 精實教育訓練

計畫內容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2. 結合公部門或民間團體專業資源，走入社區與校園「預防、保護、服
務」宣導。
3. 結合本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建立 24 小時救援、保護系
統，提供迅速、專業之服務。
4. 結合檢察、社政、教育、衛生各網絡，每月召開家庭暴力高危機網絡
會議，針對轄內經評估為高危機個案及重複受暴個案相對人，增加
約制告誡查訪密度，降低高危機個案再度受暴。
5. 定期統計公布婦幼被害案件時段與地段處所之「婦幼安全空間資
訊」，提供民眾瞭解防護。
6. 主動與各有關機關、團體、學校、醫療院所、福利及安置機構等，建
立服務網絡資料，密切協調配合，共同致力防治婦幼被害。
利用各分局季常訓及每半年辦理婦幼安全巡迴教育訓練，由警察局及
各分局家防官至轄區分駐(派出)所親自講授家庭暴力案件、性侵害處理 107.1.1流程、規定及相關資訊，分享討論案件處理技巧，加強第一線員警專業 107.12.31
知能，強化案件處理效能。

衛生處

警察局

無

由文化局統籌縣內嬰幼兒閱讀推廣系列活動，活動類型包含圖書館利
用教育、寶寶書巡迴展活動、故事志工培訓、故事志工故事回饋巡迴演
文化局
育兒及家庭 107 年度多元閱 出活動、每週日假日故事劇場、小寶貝聽故事活動、親子共讀講座、親子 107.1.1文學及圖
支持
讀推廣計畫 電影欣賞，聖誕節特別活動、閱讀積點活動、音樂童話故事欣賞劇場及 107.12.31
書資訊科
偶是創意高手活動等多元化閱讀推廣活動，藉此提倡閱讀向下扎根之
理念，與培養親子共讀的良好習慣及增進親子親密關係。
育兒及家庭 設置公共托嬰中 公共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支持
心、社區公共托 為結合政府資源共同照護孩子並與父母親共同分擔養育子女的重擔，

107.1.1-

社會處

無

無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讓年輕父母無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將孩子放在環境良好的托育場所。
截至 106 年底各設置 7 間公共托嬰中心，共計核定收托 190 人，實際
收托 190 人。107 年預計於宜蘭市開辦一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親子館：
108 年起托育資源中心統一名稱為親子館。
育家園、親子館 親子館規劃進度於 107 年度預計建置親子館宜蘭站及壯圍站，目前均
107.12.31
以獲中央前瞻計畫補助，刻正辦理場地裝修、標案等規劃。
提供優質的空間，有教具、玩具、圖書並辦理各項社區親子服務、親職
教育、幼兒發展篩檢、育兒指導、托育資源連結等，讓家長自行照顧之
幼兒能快樂健康成長，亦能提昇親子互動關係及親職能力。
婦女教育與 宗教資源宣導兩 補助寺廟配合以跑馬燈方式運用宗教團體資源加強宣導宣導兩性平權 107.1.1消弭歧視性別觀念。
文化
性平權計畫
107.12.31
婦女教育與 宜蘭縣 107 年度 一、推動本縣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計畫及法令宣導。
107.1.1文化
友善校園學生事 二、強化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之功能運作與聯繫。
107.12.31
務與輔導工作 三、協助縣內各國中小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與功能。
--性別平等教育 四、協助考核所屬學校、社教機構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工作實施計畫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五、強化區域內學校諮詢服務及橫向資源之整合聯繫功能。
六、結合國教輔導團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團，發展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宣導資料，辦理相關法令研討會。
七、結合國教輔導團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團，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研討會（包括校園性騷擾事件處理及防治宣導、媒體識讀、學生懷
孕事件之處理、性交易防制等內容）。

民政處

無

教育處

無

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所屬面向

工作項目

計畫內容

辦理期程 主辦局處 配合辦理局處

八、蒐集並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書籍、多媒體設備與網站之相關
資料，提供縣內各校資源運用及諮商服務。
九、推廣讀書會。
十、辦理跨校性法令研討會：含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家庭暴力防治、性
侵害防治、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令及事件通報處理流程與後續處遇
工作，以個案引導研討及宣導方式進行。
十一、協助教育處建立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建立分級人才資料庫。
搜尋圖書館藏與女性相關主題之藏書，於文化局圖書館明顯處規畫專
文化局
婦女教育與 閱讀女人月主題 區陳列展示，本次書展預計以「Time’s Up!打破沉默找回自我」為主 107.3.6文學及圖
文化
書展
題，提供從防止性騷擾到女性自我認同成長相關書籍，增進大眾對相
4.6
書資訊科
關議題的認識，減少歧視。
文化局文
107.8 月婦女教育與 中興文創園區化創意產
預計於 107 年度辦理以女性角色或性別議題相關主題之影展放映。
文化
影像興樂園
11 月
業科
羅東文化工場「美學工坊」自 102 年起，已辦理約 35 場竹、木、紙、布等
領域相關課程，今年度邀請到春仔花工藝之家、泰雅族工藝師百列優
命、印花樂設計有限公司及玩印工作室辦理研習及體驗課程，透過專業
美學工坊.婦女
文化局
婦女教育與
講師的教學指導，不僅延續傳統工藝技術的傳承、培育人才外，同時讓 107.1.1工藝培育及美學
文化發展
文化
更多人瞭解美學工坊是個全方位的美學教育中心，規劃各式的課程活 107.12.31
體驗
及交流科
動，提供空間讓女性民眾皆能在此習得技藝工法並重新認識工藝的
美，並將生活、文化及美感等概念融合並具體實現，創造出屬於自己的
美感生活。

無

無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