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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花蓮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 年 4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第五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處長玟祺 

肆、 參與單位與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科員簡瑩麗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案號 決議重點 相關單位追蹤辦理情形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第 1案 

106-01-03 

106-02-02 

106-03-01 

有關同志福利--花蓮同

志伴侶登記制的辦理情

形。 

有關同性伴侶登記 1案，本縣俟

中央完成法制作業後依法辦理。 

民政處 持續

列管 

第 2案 

106-02-03 

106-03-02 

105 年性別統計圖像，

建請增加統計數據多元

性。 

已新增性別圖像 5項指標並納入

已出刊的 105 年花蓮縣性別統計

圖像，106 年性別統計圖像預計

本年 8月出刊。 

主計處

統計科 

持續

列管 

第 3案 

106-02-04 

106-03-03 

有關「搭乘公共運輸工

具者年齡結構」統計數

據，因為 106 年 9 月 1

日起本府交通科成立，

請統計科指導該科統計

此數據再交由統計科在

性別圖像中呈現。 

交通科： 

因現行大眾運輸工具(鐵路、公

車)之乘車皆屬無記名，並無以

性別為統計，故公部門及業者皆

無資料，惠請解除列管。 

 

主計處： 

本指標交通科目前無公務資料

可提供相關數據，若經交通科衡

量業務需要須自辦調查（臺北市

交通局係自辦調查取得相關資

料），本科再進行協助。 

主計處

統計科 

觀光處

交通科 

持續

列管 

第 4案 

106-01-04 

 

有關 107 年行政院辦理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獎勵評審案的辦理進度

及情形。 

社會處： 

業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府社婦字

第 1070046885 號函規劃進度及

期程甘特圖予各單位；有關各項

填報資料彙整分工之確認，提報

此次大會提案討論。 

花蓮縣警察局： 

各工作

小組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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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EDAW 辦理情形(未消除直

接或間接歧視，針對縮小

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

為)： 

(一) 訂定本局「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設置及審議要點」。 

(二) 訂定本局及各分局「性騷

擾防治申訴案件調查小組

設置及作業要點」。 

(三) 針對 105 年及 106 年家暴

案件進行數據分析及瞭

解。 

二、 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105年及106年宣導活動)

執行情形如下： 

(一) 場次： 

包含至各級學校、與其他網絡單

位合作以及大型活動之舉辦，其

場次共計如下 

1、105 年共計 144 場。 

2、106 年共計有 101 場。 

(二) 方式： 

1、新聞發布 

2、網路宣導 

3、文宣發送 

4、專題演講 

5、各級學校宣導 

6、與他單位合作辦理 

三、 推動性別電影院、讀書會

活動合作方案成果。 

(一)105 年 11 月 11 日依衛福部 

函示辦理 105 年度「性別暴

力防治影像巡迴座談」，賞

析「希望-為愛重生」，參加

人數 25 人。 

(二)辦理 106 年度「性別暴力防

治影像巡迴座談」，賞析「不

存在的房間」，參加人數 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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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依進度執行。 

第 5案 

106-02-05 

106-03-05 

各單位的報告在數據上

須做原因分析的敘述及

未來工作規劃的延續或

改變。 

如各小組工作報告 
各工作

小組 
解除

列管 

第 6案 

106-03-06 

彙整並建置各局處宣導

人才資料庫。 
業於 107 年 1 月 19 日及 4 月 2

日函請各單位推薦，彙整資料如

後附件(P.19-P.21)。 

社會處 解除

列管 

第 7案 

106-03-07 

會議記錄的呈現方式比

照警察局列入決議事項

呈現。 

如各小組會議紀錄。 
各分工

小組 
衛生

局持

續列

管 

第 8案 

106-03-08 

親子共讀的推動列入教

育文化小組的重點工作

內容，並由家庭教育中

心彙整資料並參加會議

報告。 

家庭教育中心業已於 107 年 1月

29 日函知教育處、衛生局、文化

局、社會處填報親子共讀辦理情

形，詳如附表，請參閱。 

教育文

化小組 

家庭教

育中心 

解除

列管 

第 9案 

106-03-09 

多語言部份的宣導，列

入人身安全小組列入提

案以檢視辦理情形。 

依決議辦理。 
人身安

全小組 
持續

列管 

第 10 案 

106-03-10 

107 年花蓮縣政府推動

性別平等實施計畫之執

行情形。 

警察局： 

業 已 辦 理 性 別 意 識 訓 練

(107.3.21/22/23 常年訓練「性

別主流化」課程)、網頁性別專

區 資 料 建 置 及 結 合 企 業

(107.2.1 麥當勞)辦理性平宣導

相關活動。 

衛生局： 

如工作報告。 

餘各小組如工作報告。 

各分工

小組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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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案 

106-03-11 

社會福利館 1 樓空間友

善度改善情形。 
1. 1 樓大廳意象更新(含增加照

明度)業已納入社福館室內

裝修改善工程案。 

2. 樓層標示若有更新，將更換

設置於電視牆系統。 

3. 有關社福館活化討論會議，

將待進駐單位底定後，再行

召開。 

社會處

行政科 
持續

列管 

第 12 案 

106-03-12 

通譯人才資料庫建置情

形及部落耆老通譯人才

名單。 

社會處： 

法院已建置一個通譯人才資料

庫，本處將把此名單(P.23-24)

亦公告在網頁 。 

另本縣新住民服務中心亦有通

譯人員名單，人數如下： 

 北區 中區 南區 

越南

語 
7人 4 人 4 人 

緬甸

語 
1人    

印尼

語 
10 人 7 人 1 人 

泰語 1人 2 人   

菲律

賓語 
1人    

英文 1 人     

並於本府網頁公告花蓮縣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之通譯人員申

請表 

社會處 

原住民

行政處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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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雪菱 

一、 有關「搭乘公共運輸工具者年齡結構」統計數據案，並非

指搭乘者的性別統計，本為服務需要就學的學子、需要就

醫的長者及負責接送學童就學的婦女著想，並且能夠照顧

到中南區的學子坐火車到花蓮火車站後，能有公車路線接

送至學校，以建置本縣「友善公車」美意；105 年提案時

因尚未有交通主管單位，目前已有相關主責單位-交通科

的成立，冀望請交通科研議在花蓮市及吉安鄉等人口密集

區域，規劃公車路線以便利本縣弱勢族群。 

李委員琛玲 

二、 有關 P.21 頁的高等法院公布的通譯名冊、其中新住民的

印尼語的 2位皆是位於台北市，若要服務本縣的新住民顯

困難度高；P.18 頁的新住民中心的通譯人員統計，泰語

及菲律賓語的僅 1人；我們現在需要通譯人員並非僅針對

新住民，還必須考量到「移工」的部分，根據移民署的資

料花蓮菲律賓男性移工 414 人、女性移工 1,098 人，泰國

男性移工 515 人、女性 16人，印尼女性產業外勞 2,648

人。 

在新住民的語言學習上因為有配偶較能解決，但是執行社

福外勞的照顧老人家的移工，就更需要有通譯人才協助移

工解決語言的問題；所以希望能儘量培力更多通譯人才。 

方科長雅麗回應：將與本處勞資科討論加強移工通譯人員的培

訓或通譯名單建置。 

張德勝委員 

三、 P.16 頁有關性平活動宣導場次由 106 年驟降 43場次，是

否執行活動減少很多，是否效果有達到。 

警察局回應：會再了解一下原因；宣導場的平均值如果有低於

平均值，會在 107 年度補足。 

 

主席裁示 

一、 第 1、2、3、7、9及 11 等案繼續列管，餘解除列管。 

二、 第 3案下次請交通科科長列席報告。 

三、 另第 4案的警察局辦理很多性平宣導場次，唯 105 及 106

年度場次差異太大，未來請針對增加或減少的原因多作說

明。 

四、 第 7案因其它 3個小組已修正會議紀錄格式，改僅衛生局

的健康維護小組的會議紀錄呈現方式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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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12 案列入工作報告續增加的名單。 

六、 第 14 案有關部落耆老通譯人才名單因原住民行政處於大

會開會前尚未提供，請併同會議紀錄函送給委員。 

 

柒、業務報告 

【人身安全組】 

李委員雪菱 

有關該組第 7案原家中心、協會及教會的宣導活動成果，請原

住民行政處在 P.56 的成果呈現，用表格化的方式呈現出來。 

另有關 8案衛生局需要家暴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

育處遇場地需要新增，協請各單位協助。 

主席回應 

回歸業務單位請縣府各網路單位溝通協調。 

 

主席 

一、 請各單位列管事項，應有進度及辦理內容。 

二、 提醒原住民行政處有列管事項就應補足辦理情形，非到大

會才提出下次會議補足資料辦理情形，如有困難才能提出

請委員協助。 

 

【健康維護組】 

主席 

請各單位務必於大會手冊送印前，將各分工小組會議紀錄及相

關補充資料寄送本大會承辦人彙整，以免影響手冊資料呈現不

足而持續列管。 

 

【福利促進組】 

李委員雪菱 

從福利促進分工小組的會議紀錄是屬標準範例

(P.114~P.118)，從上一次的分工小組的列管事項到下一次的決

議事項皆可看到辦理情形及進度，分工小組執行是有進步的，

相關修正資料亦可到大會前完成並呈現在手冊中。 

主席 

請各分工小組依福利促進小組的會議紀錄決議事項寫辦理情

形，每次討論能有主軸議題討論再延伸出新的議題，才有延續

性的進度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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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 

李委員雪菱 

有關會議紀錄的決議辦理情形，所呈現的決議重點列管事項，

在分工小組會議中皆有給予單位相關建議，如客家事務處的活

動亮點部分也給予建議並肯定該處的進步與成長。請再修正會

議決議事項。 

 

主席 

各分工小組如有修正會議紀錄格式，併同會議紀錄函送委員。 

 

柒、 提案討論 

提案ㄧ 

案由：有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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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後各大項主責單位分工

確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利本案計畫推展執行，本處先行訂定期程甘特圖及各

局處分工表(附件 1至 2)，惠請貴單位參照工作期程及

業務所屬項目預作準備並提供相關自評資料。 

二、 首次繳交基本資料、自我評量表及衡量標準表之日期為

107 年 4月 16 日(週一)下班前。 

三、 上開請各局處協助配合事項，業已於 107 年 3月 15 日

府社婦字第 1070046885 號函各單位協助辦理(諒達)。 

四、 各大項主責單位之主要業務為彙整該項各相關局處之

資料；本處將依各大項主責局處所送彙整之資料另予以

總彙整，另擇期請專家學者協助檢視自評表內容，俾利

本(107)年 7 月上系統填報資料。 

五、 為使本府各單位學習及重視性別平等考核，擬再針對各

大項主責單位分工確認。  

決議：回歸縣府內部協調。 

 

提案二 

     案由：檢視多語言宣導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6 年第 3次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議決議第 9

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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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近年來臺灣新住民人數已有數十萬人，另花蓮縣原

住民人數占有四分之一，為使婦幼安全意識能深化於部

落及外籍族群，建議建構多元語言宣導模式。 

三、 因目前原住民從警人數愈來愈少，所以部落中原民員警

數正逐漸下降，資深原民員警能以簡易族語在部落宣導

將減少。且部落耆老也日益凋零，將衝擊以族語宣導或

通譯人力資源。 

辦理情形： 

一、 製作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暨人口販運防治業務中

文、越南文、印尼文及英文之多國語言宣導單張廣為運

用。(社會處) 

二、 部落耆老通譯人才名單已完成，預計本週完成建制本處

性平專區。(原民處) 

三、 於部落宣導時運用部落派出所原住民員警實施宣導，107

年至 3月底共計辦理 5場。(警察局) 

建議： 

一、 多語言宣導單張內容建議放置在官網，並以外文就能搜

尋。 

二、 除部落耆老通譯人才外，建議建構外語宣導人才資料 

庫，提供相關單位運用，增加宣導效果。 

三、 多培力族語宣導或通譯人力資源。2.影響效益大且有助

性別平等之落實。 

決議：請相關單位依建議事項辦理。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5 點 40 分〉 

 

會議決議事項 

案號 決議重點 相關單位追蹤辦理情形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第 1案 

106-01-03 

106-02-02 

106-03-01 

有關同志福利--花蓮同

志伴侶登記制的辦理情

形。 

 
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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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01 

第 2案 

106-02-03 

106-03-02 

107-01-02 

105 年性別統計圖像，建

請增加統計數據多元性。 

 主計處統

計科 

 

第 3案 

106-02-04 

106-03-03 

107-01-03 

有關「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者年齡結構」統計數據，

因為106年9月1日起本

府交通科成立，請統計科

指導該科統計此數據再

交由統計科在性別圖像

中呈現。 

 
主計處統計

科 

觀光處交通

科 

 

第 4案 

106-03-07 

107-01-04 

會議記錄的呈現方式比

照警察局列入決議事項

呈現。 

 
衛生局-健

康維護小組 
 

第 5案 

106-03-09 

多語言部份的宣導，列入

人身安全小組列入提案

以檢視辦理情形。 

 
人身安全小

組 
 

第 6案 

106-03-11 

社會福利館 1 樓空間有

善度改善情形。 
 

社會處行政

科 
 

第 7案 

107-01-05 

請各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參照福利促進小組會議

紀錄方式呈現，各上次會

議列管事項應有進度及

辦理情形之內容。 

 
各分工小組  

第 8案 

107-01-06 

請原住民行政處在小組

會議或大會召開前，能提

供完整的資料以列印手

冊呈現及俾利委員閱讀。 

 
原住民行政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