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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108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執行對象 

  花蓮縣政府(以下稱本府)及所屬一、二級機關。 

 

貳、本府性別主流化工具主責管考單位： 

一、性別平等工具小組：社會處  

二、性別意識培力：人事處 

三、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主計處  

四、性別影響評估：行政暨研考處 

五、性別預算：主計處  

 

參、執行成果 

一、 性別平等機制： 

(一)花蓮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108年 9月更名) 

本府性別平等機制原為「花蓮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後稱：婦權會)」

於 108年第 2次婦權會依會議決議更名為「花蓮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

會(後稱：性平會)」。 

(二)開會次數及會議主席： 

1.性平會： 

依據設置要點，每四個月定期召開會議；108年共召開 3次會議。 

會議次數 會議日期 會議主席 

第一次 4 月 15 日 縣長 

第二次 8 月 23 日 副秘書長兼社會處處長 

第三次 12 月 4 日 縣長 

2.分工小組： 

(1) 依據設置要點分為「人身安全」、「健康維護」、「福利促進」、「教

育文化」四小組，各分工小組於性平會大會前召開會議。 

(2) 108年共召開13次會議，其中教育文化小組因應修訂花蓮縣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召開臨時會議，於分工小組於109年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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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小組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臨時會 

人身安全 4月 10日 8月 2日 11月 21日 (109年召開) 

健康維護 4月 2日 7月 24日 11月 21日 (109年召開) 

福利促進 4月 10日 8月 1日 11月 27日 (109年召開) 

教育文化 3月 28日 7月 17日 11月 18日 12月 23日 

 

(三)委員出席情形： 

依據設置要點，委員會成員組成為本府機關之主管人員、婦女團體、學

者及社會專業人士代表，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ㄧ。本縣婦權會

第八屆委員(108年 02~110年 01月)共計 21名，內部委員 13名，外部

委員 8名；其中男性 9名(43%)、女性 12名(57%)；108年 11月因主管

人員異動委員性別比列為男性 8名(38%)、女性 13名(62%)。 

 

會議 

次數 

外部委員 內部委員 全體委員 

出席人數 比例 出席人數 比例 出席人數 比例 

第一次 5人 62% 11人 85% 16人 76% 

第二次 5人 62% 8人 62% 13人 62% 

第三次 5人 62% 10人 77% 15人 71% 

 

二、 性別意識培力辦理情形： 

(一) 參訓率 

 

人員類別  參訓人數 總人數 比率 備註 

一般公務人員 3025 3195 95% 每年參訓 2 小時以上 

性別平等業務 

相關人員 
28 43 65% 每年 6小時以上進階課程 

主管人員 497 500 99% 每人每年 2小時以上 

政務人員 7 7 100% 參訓或參與性平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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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課情形 

序號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參加人數 

1 

CEDAW施行法－實

質平等、直接與間

接歧視 

透過性別平等進階課程研

習，期使公務人員融入性別

平等之價值與理念於政策推

動與執行等面向中，亦能於

平時運用性別平等議題的覺

察與敏感度，營造兩性雙贏

的互動環境。 

總計 130 人 

男 40 人(31%) 

女 90 人(69%) 

2 

CEDAW進階課程-從

CEDAW和 BFOQ落實

性別政策 

強化本府及所屬機關單位首

長、副首長對於性別平等議

題的覺察與敏感度，營造兩

性雙贏的互動環境。 

總計 35 人 

男 27 人(77%) 

女 8 人(23%) 

3 

CEDAW施行法-暫行

特別措施及案例與

性別預算工具運用 

透過瞭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

有關暫行特別措施及案例相

關內容，以使公務處理符合

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規

定。 

總計 533人 

男 160 人(30%) 

女 373 人(70%) 

 

 

三、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一)性別統計 

1.本府既有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如下(108 年 12 月)：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數量 既有性別統計項目數量 

169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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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府新增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計數量 18 項，分別如下： 

序

號 
單位 新增指標名稱 新增項目名稱 

1 社會處 社區發展協會監事人數 社區發展協會監事人數 

2 社會處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

牙人數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

牙人數 

3 地方稅務局 
地價稅查定稅額-按納稅

義務人性別 

地價稅查定稅額-按納稅

義務人性別 

4 社會處 
地方政府社會處(局)所轄

志工隊員人數 

地方政府社會處(局)所轄

志工隊員人數 

5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勞動參與率 原住民勞動參與率 

6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就業率 原住民就業率 

7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失業率 原住民失業率 

8 地政處 地政人員現有人數  地政人員現有人數  

9 建設處 建築師開業人數   建築師開業人數   

10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幼年人口比率 原住民幼年人口比率 

11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族青壯年人口比率 原住民族青壯年人口比率 

12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族老年人口比率 原住民族老年人口比率 

13 教育處 社區大學學員招收人次 社區大學學員招收人次 

14 教育處 公共圖書館讀者辦證人數 公共圖書館讀者辦證人數 

15 警察局 
警察機關現有員額統計人

數 

警察機關現有員額統計人

數 

16 警察局 
警察機關現有原住民員額

人數 

警察機關現有原住民員額

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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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單位 新增指標名稱 新增項目名稱 

17 警察局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人數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人數 

18 衛生局 
一般護理之家護理人員及

照顧服務員人數 

一般護理之家護理人員及

照顧服務員人數 

 

(二)性別分析： 

計 13 局處辦理 14 案性別分析專題並依性別分析報告之性別資料分析進行

應用深化，辦理情形如下： 

序號 局處 性別分析專題 

1 教育處 幼兒園親職教育研習男性參與率提升之評估 

2 
主計處 

花蓮縣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分析 

3 花蓮縣 107年人力資源調查 

4 衛生局 花蓮縣主要癌症死因概況(含男、女性比較) 

5 警察局 107年花蓮縣失蹤人口概況 

6 消防局 花蓮縣消防性別圖像 

7 客家事務處 花蓮縣客家事務處性別統計分析-以志工為例 

8 行政暨研考處 花蓮縣政府 1999縣民熱線性別分析 

9 政風處 108年花蓮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志工 

10 人事處 花蓮縣政府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職之性別統計分析 

11 民政處 花蓮縣人口性別分析 

12 觀光處 花蓮縣級風景區及東大門夜市性別友善廁所分析 

13 地方稅務局 108年度花蓮縣退稅作業採直撥退稅性別概況 

14 建設處 108 年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員工性別結構分析 

 

四、 性別影響評估 

(一)本府訂有「花蓮縣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程序」，108

年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 109案(詳附件)，其中新增 45件，延續

6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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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109年預算數

合計 1,928,865

單位預算 1,567,639

附屬單位預算 361,226

合計 409,083

單位預算 408,031

附屬單位預算 1,052

合計 1,551,571

單位預算 1,233,851

附屬單位預算 317,720

合計 261,459

單位預算 216,115

附屬單位預算 45,344

合計 11,657

單位預算 6,391

附屬單位預算 5,266

合計 4,454

單位預算 4,454

附屬單位預算 0

合計 309,359

單位預算 301,203

附屬單位預算 8,156

扣除經複選之計畫或

業務項目

計畫類

網領類

工具類

性平法領類

其他類

類型

花蓮縣政府性別預算總表

總計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二)專家學者評定情形與性別有無關聯情形如下： 

專家學者 

評定情形 
與性別有關 與性別無關 小計(總案件%) 

新增案件 15(34%) 30(66%) 45(41%) 

延續案件 28(44%) 36(60%) 64(56%) 

合計 43(39%) 66(61%) 109 

(三)經程序參與後，依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參採情形如下： 

參採 

狀況 
全數參採 部分參採 未參採 

與性別

無關 
合計 

案件數 60 3 2 44 109 

五、 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一)依據性別影響評估結果重新檢視性別預算的配置，109年度性別預算編

列情形如下： 

本年度性別預算編列 1,928,865千元，較上年度 1,372,006千元增加

556,859千元，各類編列情形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