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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花蓮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 年 07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 主持人：陳代理處長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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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案一、確認前次會議（108 年第 3次委員會及 109 年

第 1次臨時會）紀錄。 

二、 報告案二、歷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案號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第 1 案 

108-01-04 

108-02-04 

108-03-02 

案由： 

報告 107 年至 108 年 6 月底

性平業務推動情形。 

列管事項： 

各局處性別平等業務成果報

告執行情形。 

列入報告案 
社會處 解除 

列管 

第 2 案 

108-02-01 

108-03-04 

案由： 

秀林鄉未成年懷孕個案數

多，請規畫服務方案。 

列管事項： 

請社會處新秀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加強跟原民處等各單位

結合，先從秀林鄉的服務開

始合作，列入 109 年服務方

案擬定。 

1. 召開新秀區未成年懷孕

議題聯繫會議:除 109

年5月22日召開全縣跨

網絡聯繫會議，為瞭解

新秀區成因及研議服務

策略，109 年 7 月 1 日

由新秀社福中心召開新

秀地區未成年懷孕網絡

聯繫會議，召集衛生

所、心衛中心、原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社區防

暴、青少年等服務團

體，透過世界咖啡館形

式，共同檢視新秀地區

未成年懷孕成因及可行

策略。 

社會處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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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2.辦理新秀區未成年懷孕

探討：下半年將利用民政

處未滿 20 歲母職名冊進

行分析及訪談，並邀請專

家學者進行名冊中民眾

或當地團體之深入訪談

（如：焦點團體），針對

新秀區現象成因或服務

處遇提出具體建議。 

第 3 案 

108-02-02 

108-03-05 

案由： 

縣府網頁的「性別平等專區」

應加強網頁設計及連結。 

列管事項： 

本府的性別平等專區的建置

及改善，請社會處及觀光處

列入重要工作報告。 

本府已完成性別平等專區網

頁製作，惟內部資料目前搜

集彙整中，將於 9 月底前資

料完備後再連結至本府首

頁。 

社會處 

觀光處 

持續 

列管 

第 4 案 

109-臨會-1 

案由： 

各局處落實各委員會、公營

事業單位及政府財團法人機

構等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不

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 

列管事項： 

請各委員會，應於組織章程

明訂「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

之原則。 鼓勵各委員會依中

央規定達成上述原則，可規

劃給予達成單位獎勵，未達

成單位逐年檢討。 

社會處於109年3月11日府

社婦字第 1090043967 號，函

發上次會議紀錄予各局處及

所屬機關知悉。 

列入報告案。 

人事處 持續 

列管 

主席裁示 

一、 第 1案及第 2案解除列管，餘第 3案及第 4案持續列管。 

二、 第 2案有關新秀區未成年懷孕探討，如於今年 12 月召開

第 2次大會前完成，請列入福利促進小組工作報告，並於

大會專案報告，第 2案先行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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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本委員會各分工小組重要議案報告(各小組幕僚單位報

告)：略，詳見會議手冊。 

一、 王淑芳委員建議 

(一) 建議課程講座應加註授課師資及講述主題，農業處

性別平等課程應更細緻點，課程時間至少 60 分鐘

才能達到效果。 

(二) 教育處幼兒園辨理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困境請詳

列，說明可調整方式。 

(三) 文化局辦理困境呈現設備老舊及空間不夠，有何解

決方法？文化局應有充足性別扎根的影片及親子

閱讀教材及環境。 

(四) 健康維護小組在婦幼照顧應有產前及產後諮詢，並

增加泌乳諮詢；但長照照顧上未包含客家事務處

「伯公站」的資料。 

(五) 災害避難收容所應注重母嬰照顧，如應提供個人帳

供產後泌乳家庭使用。 

二、 林麗珊委員建議 

(一) 人身安全小組應重視權力的不平等、加強女性教育

的培力、進入校園宣導性暴力防治、兒童性剝削等

議題。 

(二) 人身安全小組的第 1案決議重點文字應修正為「為

降低本縣原住民族性侵害及家暴案件發生的比

例」，避免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 

(三) 移民署有建構通譯人才及視訊 APP，應廣為推廣使

用。 

(四) 原住民行政處人力不足，致報告無法完整呈現；建

議原住民地區宣導或活動，可與熟悉的教會協同辦

理。 

(五) 轉達李雪菱委員建議：目前花蓮的大眾運輸狀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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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光為主，建議加入弱勢民眾就醫及就學的友善

路線。 

三、 張徳勝委員建議：建議訓練參與人數加入性別統計。 

四、 巴奈．母路委員建議：原住民部落大學辦理「原住民族

性別議題的認識」，課程名稱很棒，希望下次成果能呈

課程講師及主題。 

五、 白智芳委員建議：有關「藍鯨遊戲」，希望各局處能有

相關預防措施，警察局可製作臉書宣導或 SOP 教家長預

防措施。 

主席裁示 

一、 各局處或農漁會辦理性別平等課程應事先確認時間、

講師及講題內容，要能達到促進性平目標。 

二、 各局處性平教育課程或宣導活動，簽到及成果應包含

參人員性別統計數據。 

三、 請文化局在新舊設備尚未轉換前，能與民間團體或其

他公部門合作推動影片放映或親子共讀。 

四、 健康維護小組請整合長照據點、客家事務處伯公站及

原住民行政處文健站資料，可提供表格給各相關單位

填報。 

報告案四、本 108 年度性別主流化計畫執行成果報告(報告單位：

社會處)：略以 

主席裁示：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下次列入年度比較，才能呈現有

無成長及原因分析，同意備查 108 年度執行成果。 

 

報告案五、本府府級任務編組委員性別比例統計情形(報告單位：

人事處)：略，詳見會議手冊。 

主席裁示：依據性平業務府輔導計畫衡量指標辦理委員會性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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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如委員們想了解特定委員會委員性別組成，再行提出報告。 

 

柒、 提案討論 

提案ㄧ：「花蓮縣 109 年婦女福利年度施政計畫」，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依據 110 年社會福利績效婦女福利組考核指標-運用婦

女相關實證研究資料推動婦女福利政策，運用與婦女

生活、福利等各項需求相關或其他實證研究之統計資

料、調查報告，進行婦女福利年度施政計畫政策規

劃，並經當年度婦權會(性平會)討論通過。 

二、 檢附「花蓮縣 109 年婦女福利年度施政計畫」，本府據

以落實辦理婦女福利業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請原住民行政處會同民政處善用本縣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春秋二季所有神職人員聚會時，宣導並傳達國家性

暴力防治政策，俾使渠等於部落主日禮拜時，協助向

教友宣導(提案單位：人身安全小組-花蓮縣警察局)。 

說明： 

一、 鑑於本縣原住民族性侵害及家暴案件發生與通報比例偏

高，為提高防治成效，茲考量本縣原住民族多數為臺灣基

督長老教會教友，爰建議原住民行政處會同民政處善用本

縣基督長老教會春秋二季所有神職人員聚會時，宣導並傳

達國家性暴力防治政策，藉神職人員在部落的影響力，拓

展防治層面與效能。 

二、 另國家性暴力防治政策計有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犯罪防

治、性騷擾防治、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與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等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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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綜合意見 

一、 蔡雲卿委員：教會的宣導只要與民生相關的活動皆很受歡

迎，可以多結合教會宣導部落民眾有關之法律或健康訊

息。 

二、 林麗珊委員：加強培力神職人員成為縣府推動性別平等業

務的助力。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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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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2-02 

108-03-05 

109-01-01 

本府的性別平等專區的建置及改

善，請社會處及觀光處列入重要工

作報告。 

 
社會處 

觀光處 

 

第 2 案 

109-臨會-1 

109-01-02 

請各委員會，應於組織章程明訂

「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之原則。 

鼓勵各委員會依中央規定達成上

述原則，可規劃給予達成單位獎

勵，未達成單位逐年檢討。 

 
人事處  

第 3 案 

109-01-03 

 

請文化局在新舊設備尚未轉換

前，能與民間團體或其他公部門合

作推動影片放映或親子共讀。。 

 
教育文化小組  

第 4 案 

109-01-04 

 

健康維護小組請整合長照據點、客

家事務處伯公站及原住民行政處

文健站資料，可提供表格給各相關

單位填報。 

 
健康維護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