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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花蓮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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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委員雪菱 

一、上次性平考核檢討會議後會同主席及張德勝委員一同視察

縣府(面對大門右側靠主計處走廊)性別友善廁所，實地觀

察後，其身障扶手有鬆脫，請有關單位協助修繕。 

主席裁示 

第 2(106-01-03、106-02-02)、3(106-02-03)、4(106-02-04)

及的 5案(106-02-05)繼續列管，第 1及第 6案解除列管。 

 

柒、業務報告 

【人身安全組】 

白委員智芳 

希望建置在地性別專業人才講師資料庫部分，目前各單位皆有

人身安全或性別宣導相關活動及宣導的場次很多，希望建置在

地性平宣導人才資料庫，如警察局有專門宣導活動的人才並對

議題很熟悉或衛生局皆有專業的人身安全宣導，如這些人才有

資料庫建置，可讓大家資源整合、訊息交流，希望能有單位彙

整及資訊公告，讓各單位善用在地的專業人才。 

社會處回應 

社會處目前已有建置性別教育人才資料庫，如針對各項業務單

位所需要配合的專業領域的之宣導人才資料庫，後續會另規

劃，基本上以各單位的性別聯絡人當主軸去推薦符合專業宣導

人才資料，以回應局處的業務宣導需求。 

 

巴奈•母路委員 

各部落需要通譯人才協助宣導肯定，建議宣導是否有評量的機

制及檢視宣導的效果。 

又警察局人身安全資料整理的很好，請原住民行政處針對各六

大族群，做更詳細的資料分析。 

原住民行政處 

目前採用有獎徵答或互動的方式，因為部落參與者多數是長

者，不喜歡填寫問卷調查表，所以改為有獎徵答的方式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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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效益。 

李委員雪菱 

P69 頁的的第 7案有關營造友善環境以降低性騷擾的議題很

大，如不知道有具體的方向去執行時，可提出困境一起想辦法

來解決。 

警察局 

會針對案件發生的熱門地點或是治安死角增加勤務上的加強，

或針對路燈少的區域反應增加路燈及監視器。 

 

主席 

一、由社會處為幕僚單位，發函請各局處推薦。 

二、會議記錄的呈現方式請比照警察局列入決議事項呈現。 

三、請原住民行政處會後提供資料併同會議紀錄給委員。 

 

【健康維護組】 

李委員雪菱 

P83 頁王委員淑芳提出的，中央目前已經通過新手媽媽應該提

供「親子共讀」，相關單位在明年度的規劃上是否有因應的計畫

及準備；因為過去只有提供新手媽媽哺乳的教導並沒有「親子

共讀」的指導。 

衛生局 

目前尚未收到中央正式公文通知，如有將請國民健康署提供親

子閱讀繪本並發送各衛生所，提供給新手媽媽。 

 

李委員雪菱 

「親子共讀」如要帶入性別意識的方案，衛生局就非只是贈書，

背後應該是要如何送書並如何進入親子功能協調、親子關係互

動..等，這就需要培訓相關的種子師資指導新手媽媽，所以明

年度衛生局可以做的方案就是規劃種子工作人員的培訓課程；

媽媽成長或爸爸成長及親子關係成長..等。 

如何有亮點方案的建議： 

1. 親子共讀：從新住民的例子來看，新移民新婚時由移民署辦

理，新手媽媽是衛生局辦理，一般親子由家庭教育中心辦

理，出現問題是新住民中心辦理，其實是有統整及分工。 

2. 多語言的部分：花蓮的特色是足全多元，做人身安全的宣導

時，傳單是否可以製作多語言並結合當地的耆老，並增加事

半功倍及性別族群特色的亮點。 

3. 抓周活動或與企業、醫院及嬰幼兒用品的單位合作活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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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及主持人就可以帶入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宣導，如女生

不一定要抓到什麼..等。 

4. 客家的文化活動如歌謠大賽：找專家做 5分鐘的指導，如歌

曲內的選歌特色如：女性吃苦及外表的重視或現在社會的印

象已改為對內在的意象以帶入與性別意識的議題說明等。 

各局處找個可以發光的亮點的小活動進行即可。 

 

巴奈•母路委員 

如原住民行政處的觀光最大的場域如豐年祭活動，豐年祭都是

男性為主，女性應該有安排出場的機會並宣導，達到對性別平

等的重視。 

 

李委員琛玲 

「親子共讀」不僅是一般媽媽的閱讀，原住民及新住民媽媽是

否能讀懂也是性別議題；家庭教育課程有很多單位辦理，針對

新住民移民署、新住民中心及教育處也委託新住民學習中心辦

理；剛進來是移民署辦理，接下來拿到身分證的語言能力是哪

個單位辦理..；如何有亮點方案，在新住民部分是否可以讓爸

爸或爺爺來帶領共讀，不一定要用書本可以用講的。 

家庭教育中心的業務是有家庭教育法所規定，家庭教育中心如

果人力不足，可以與民間單位合作以解決人力不足。 

社會處回應 

社會處是從提供福利服務，主要服務已經出現狀況需要協助的

家庭，如何將性別意識帶入活動當中並積極鼓勵服務的新住民

家庭中性別失衡的狀態去補強，給予積極正向的刺激並肯定爸

爸的角色及鼓勵，及支持女性在家庭中負擔照顧的角色。 

 

人事處 

中高階主管的性別意識培訓，在縣務會議已安排 20分鐘的性別

課程的觀念介紹及傳達，如無法參與者也會安排後續中高階主

管的性別訓練課程。 

 

主席 

一、105 年性別平等考核為乙等，希望各局處能配合考核指標

繼續努力；性別平等概念非只是家務分工及性別刻板印象

的破除，目前缺少是將各局處的業務中帶入性別意識，請

業務單位可協調並連結相關局處辦理性別亮點的活動。 

二、把親子共讀的推動列入教育文化小組的重點工作內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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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中由各局處提供推動的執行成果，並由家庭教育中心

彙整資料報告；決議請家庭教育中心參加會議並彙整資料。 

三、有關多語言部份的宣導，列入人身安全小組列入提案以檢

視辦理情形。 

四、有關各局處的小亮點活動的辦理，由社會處彙整；各局處

如不知道如何辦理性別亮點的活動，可以請委員給予建議。 

 

【教育文化】 

李委員雪菱 

P164 頁，簡單的性別統計非僅是男生幾人或女生幾人參加，應

該是提供哪個活動並帶入何種性別意識；而非「只是」適合婦

女參與或讓女性參加。 

 

柒、 提案討論 

提案ㄧ 

案由：有關 107 年度花蓮縣婦女福利施政計畫（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依據「106 年度婦女福利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二、辦

理婦女福利服務考核指標：訂定婦女福利年度施政計

畫，評分標準須提供年度施政計畫(含服務方案規劃及

預算配置)並亦須經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每個考核指標列入各分工小組去討論執行成

果。 

 

提案二 

     案由：有關 107 年花蓮縣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實施計畫（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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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縣市適用)」一、基本項

目（含本機關、一級單位、所屬一級機關）(二) 跨局

處合作推動性別平等政策、計畫情形之指標：1. 是否

訂有跨局處合作之性別平等政策、計畫，評分標準為：

政策、計畫之推動情形及效益須具備下列事項： 

1.計畫內容時程執行成效良好達成預期目標。 

2.影響效益大且有助性別平等之落實。 

3.針對辦理情形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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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辦理評估結果進行相關策進作為。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各分工小組納入執行成果報告，如有問

題，請主動詢問委員或複製其他縣市成功的經驗，並請

幕僚單位管考各局處執行情形。 

提案三 

案由: 有關花蓮縣政府一Ｏ七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

案），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 107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考核指標辦理並經106年第 3次性別平等分工

小組（教育文化）會議審議通過。 

2.檢附花蓮縣政府一Ｏ七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

案）1份供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建議社福館增加照明及樓層標示，並安排大廳接待諮詢

人員，以便利民眾使用。 

說明: 

1. 社會福利館為花蓮縣政府管轄的綜合社福大樓，由於目前

一樓無接待諮詢人員，加上樓層標示不明顯。經常有民眾

分別至各樓層洽詢並反映不知道應該到哪個單位尋求協

助，抑或找不到活動會議室等情況。加上照明亮度不足，

一樓大廳採光不足較無昏暗，更易使民眾擔憂安全性，降

低民眾使用社福館之意願。 

2. 為使社福館成為福利資源可即性及可近性高之場域，提升

民眾使用意願並創造使用場館及服務之正向經驗。 

建議： 

(1)於一樓大廳增加照明度、更新樓層標示，並設置活動跑

馬燈，以增進民眾入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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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一樓接待台安排值班人員以提供民眾諮詢服務，以提

升民眾對於花蓮縣政府社會福利資訊提供之滿意度。 

決議：請社會處行政科與館內單位開會，討論後續如何活化社

福館及 1樓門面的活潑化及溫馨化、硬體部分照明度的

改善；可以參照委員的建議針對當季的文宣及多語言文

宣及性別特色亮點，如不同對象如長者、幼童及婦女等

做友善環境的設置。 

提案五 

案由：建立通譯人才資料庫，增加通譯人才運用。 

說明： 

1. 花蓮縣內具有多元族群之特色，縣府亦長年投入資源培育

各語言文化之人才。若能妥善運用相關人才，於各單位下

鄉服務之活動(ex.福利市集)，讓參與活動之社區民眾、

長者運用母語(族語、客家話、新住民各國語言等)理解各

項政策宣導內容，除能落實宣導成效，增進福利政策可近

性，亦可大幅提升縣府施政滿意度。 

2. 建議建置花蓮縣各語言文化人才資料庫，供各單位查詢使

用。讓宣導工作更貼近在地民眾並能即時給予回饋。 

決議：請業務單位了解或發文給地檢署提供通譯人才資料庫，

如無法索取再自行建置通譯人才名單含新住民及客語通

譯人才名單；另請原住民行政處提供並建置各部落耆老

的通譯人才，以提供各局處在做部落宣導活動時邀請耆

老翻譯。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6 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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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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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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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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統

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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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統計

科 

觀光處交通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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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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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工作小組  

第 6案 

106-03-06 

彙整並建置各局處宣導

人才資料庫。 
 

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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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分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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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文化小

組 

家庭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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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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安全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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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分工小組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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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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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行政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