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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花蓮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 年 9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第五會議室 

參、 主持人：顏代理縣長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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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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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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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項指標並納入

已出刊的 106 年性別統計圖像，

建議解除列管。 

註 ： 發 布 網 址 ：

https://static.hl.gov.tw/fi

les/11-1054-4757.php?Lang=z

h-tw 

主計處

統計科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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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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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業務需自辦調查（台北市交通

局係自辦調查取得相關資料），

本科(統計科)再進行協助。 

 

交通科： 

107 市區公車評鑑(每年辦理，受

評業者：花蓮客運、太魯閣)期

中報告書 P53有進行 400 份的問

卷調查，摘錄如下： 

1. 性別 

本項詢問受訪乘客之性別，除

301及302路線之受訪者以女

主計處

統計科 

觀光處

交通科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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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56.43%、54.17%)較多，其

它調查路線分布較為平均，整

體性別分布比例亦趨平均。

(301 花蓮火車站-東華大學， 

302 新城火車站-天祥) 

2. 年齡 

本項詢問受訪乘客之年齡區

間，調查結果呈現 105、202、

301 路線之受訪者年齡區間

18-22 歲最多(23%~31%)，302

路線則以 45~55(21.67%)歲

最多，303 路線則以

36~45(31.43%)歲最多，而整

體受訪者年齡區間於 18~22

歲最多(22.25%)。(105 花蓮

火車站-七星潭，202 花蓮火

車站-水源村，303 花蓮火車

站-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

區)。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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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工作報告。 
衛生局-

健康維

護小組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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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提案討論。 
人身安

全小組 
解除

列管 

第 6案 

106-03-11 

社會福利館1樓空間友善

度改善情形。 
社福館室內裝修改善工程尚在

執行中，有關 1樓大廳明亮度改

善及變更油漆顏色，俟變更設計

項目核准後，將一併執行，預定

於107年10月15日前執行完成。 

社會處

行政科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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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修正，如后各分工小組會

議紀錄。 

各分工

小組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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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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修正，如后各小組工作報

告。 

原住民

行政處 
解除

列管 

 

 

林委員麗珊： 

有關同性伴侶註記與明年度同性婚姻法制化是 2件事，戶政事

務所開放同性伴侶登記可提供便民的服務措施。 

 

主席裁示 

一、 第 1案持續列管，請民政處依委員建議研議，並簽請一層

核示。 

二、 第 3案解除列管，列入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之第 7項「建立

友善多元性別的校園及社區」重點工作項目報告。 

三、 第 6案持續列管於下次大會報告執行情形。 

四、 第 2、3、4、5、7及 8案解除列管。 

 

柒、業務報告 

【人身安全組】 

主席 

列管事項，請用最新的辦理情形及委員建議事項列管。 

 

【健康維護組】 

主席 

有關「孕幼停車格」的辦理進度及設置，業務單位(交通科)是

否有規劃公告在網路上供民眾查詢，請下次大會報告辦理情

形。 

 

【教育文化】 

林委員麗珊 

主計處統計科的「106 年花蓮縣家庭暴力概況」的花蓮縣歷年

家庭暴力案件被害人數的「不詳」是指「性別不詳」？是否可

以參照台北市或用比較好的名詞；且數據上有呈現「不詳」但

圖示卻未呈現。 

 

 

李委員雪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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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該單位可以用英文字母「X」來代表。 

 

主計處 

下次將「不詳」的比例列入，並修正圖示。 

 

柒、 提案討論 

提案ㄧ 

案由：建議變更召開分工小組會議時間，並將辦理性別業務的

時間軸拉長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設置

要點第 5點規定：「本會依權益業務分設『人身安全』、

『健康維護』、『福利促進』、『教育文化』四小組。」，

查 105 年第 2次婦權會會議紀錄內容略以：「…分工小

組任務須於婦權會會議前 1 個月召開，並提出各小組

工作報告及提案，婦權會每 4個月召開會議 1次，每年

共召開 3 次；106 年度定期大會訂於 106 年 4月、8

月及 12 月的第 2個星期五召開。爰此，106 年各分工

小組會議請於 106 年 3 月、7月及11月中旬前召開。」

爰此，107 年循例召開各分工小組會議。 

二、 有鑒於辦理性平業務並非一蹴可幾之事，建議將辦理性

別業務的時間軸拉長，例如訂定3年一期的計畫，從量、

提升到質即從廣度、深度至影響度，開會時間建議 1

年 1次檢視當年執行成效。 

決議：請社會處研議擬訂跨局處的性別平等推動中長程計畫，

各單位提出有成本最低、最容易執行及對民眾最有感的

重點工作項目，再請委員指導後列出執行期程，請於下

次大會提出計畫討論。 

 

提案二 

     案由：建議各相關單位辦理有關性別宣導活動時可聯合集中在

寒暑假期間 (7-8 月及 2月)案，提請討論。 

說明：寒暑假期間較易有性暴力的議題發生，警察局在這段時

間皆密集地辦理預防性犯罪的宣導，建議各相關單位辦

理有關性別宣導活動時，可與警察局或其他單位的活動

相互連結，集中在寒暑假期間共同辦理，以增加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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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母路委員 

原民的豐年祭或歲時祭儀、祖靈祭等來辦理宣導應該是最有力

的，建議原住民行政處在以上節慶時能夠與警察局合作辦理宣

導。 

 

林委員麗珊 

新北市警察局的性平宣導活動會結合教育處，讓新住民小孩畫

宣導海報辦理社區參展，或利用空間設計闖關的活動，邀請幼

兒園的小孩來參加，藉由闖關活動瞭解警察的工作內容。 

 

李雪菱委員 

性平宣導活動，應該讓民眾有趣及有感，點到重點即可達到宣

導目標。 

決議：依委員建議將於寒暑假辦理宣導活動，並應運用多元的

方式，跨局處執行宣導業務。 

提案三 

案由：有關福利促進小組重點工作項目「3.結合部落特色，發

展部落經濟，以促進婦女就業機會。」，建請修改為「3.

結合部落或族群特色，發展部落、偏鄉經濟，以促進婦

女就業機會」，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符合花蓮在地擁有多元族群的發展特性，避免侷限在

「部落」的經濟發展內容，以再增加「部落」或「偏鄉」

的特色經濟亮點為工作報告內容。 

二、 檢附修正後重點工作報告供參。 

李雪菱委員 

建議將以促進婦女就業機會的「婦女」二字刪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檢視多語言宣導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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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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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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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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已完成建制原民處性平

專區。(原民處) 

三、 玉里警察分局及該分局崙天派出所107年4月份藉布

農族年度盛事之射耳祭系列活動，派員至各部落射耳

祭以族語宣導警政事項。(警察局) 

建議： 

一、 請社會處將多語言宣導單張內容建議放置在官網，並

以外文就能搜尋。(社會處) 

二、 因應新住民人口及基於為民服務之理念，請警察局研

議在受理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時，提供被害人案件簡

易處理流程及須知，以中文、印尼文、越南文版本呈

現。(警察局) 

三、 原住民員警實施族語宣導亮點部分，請警察局以錄影

作為日後部落宣導教材，以補族語宣導人力之不足。

(警察局) 

四、 請原民處持續培力族語宣導人才。(原民處) 

林委員麗珊 

1. 原民處的報告表格填寫不夠詳細、未製作性別統計分析圖及

辦理的活動未融入性別觀點。 

2. 會議決議希望業務單位科長能出席大會，結果也因為奉派出

差而沒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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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人身安全小組的家暴議題中，原住民家暴事件的比例高達

45%，期望該處能夠增加人力辦理業務以對婦女權益及性別

平等更重視。 

巴奈•母路委員 

應該著重培力各單位承辦婦女及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及主管的

性別敏感度，對文化的性別概念，期望將性別觀念融入文化的

推動。 

決議：將委員建議事項列入，並請業務單位簽會原住民行政處

務必指派主管出席委員會。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5 點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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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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2-01 

 

有關同志福利--花蓮同

志伴侶登記制的辦理情

形，請主辦單位依委員建

議簽請縣長同意統一註

記。 

 
民政處  

第 6案 

106-03-11 

107-01-01 

107-02-02 

社會福利館 1 樓空間友

善度改善情形。 

 社會處行政

科 
 

第 3案 

107-02-03 

「孕幼停車格」的辦理進

度及設置，是否有規劃建

置在網路上供民眾查詢

的便民公告方式，請下次

出席大會報告辦理情形。 

 

 
觀光處交通

科 
 

第 4案 

107-02-04 

請社會處研議擬訂跨局

處的性別平等推動中長

程計畫， 

 
社會處  

第 5案 

107-02-05 

請社會處將多語言宣導

單張內容建議放置在官

網，並以外文就能搜尋。 

 
社會處社工

科 
 

第 6案 

107-02-06 
請警察局研議在受理性

侵害及性騷擾案件時，提

供被害人案件簡易處理

流程及須知，以中文、印

尼文、越南文版本呈現。 

 
警察局  

第 7案 

107-02-07 
原住民員警實施族語宣

導亮點部分，請警察局以

錄影作為日後部落宣導

教材，以補族語宣導人力

之不足。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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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案 

107-02-08 
請原民處持續培力族語

宣導人才。  

 
原住民行政

處 
 

第 9案 

107-02-09 
請本會業務單位請示縣

長有關原住民行政處主

管務必出席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之相關會議。 

 
社會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