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縣107年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保障婦女福利與提升婦女權益，本府依據「104年南投縣婦女生活需求調查成
果報告」之政策建議，確保本縣婦女在社會參與、勞動與經濟、福利與脫貧、健康與醫
療、教育與文化、人身安全與性別友善環境等各方面享有更完善且健全之權益與保障。
貳、需求評估
一、 背景
(一)人口統計：
1.人口概況：
本縣105年底戶籍登記人口數為50萬5,163人，其中男性為25萬8,990人，女性為24
萬6,173人，分別較97年底減少1萬5,925人及1萬665人。105年性比例（男/百女）為
105.21，即指每一百個女性相對約有105.21個男性。本縣105年底單獨生活戶有5萬
6,227人，其中男性有3萬1,045人，女性有2萬5,182人，分別較97年底增加5,945人及
6,953人。（表1、圖1）

2.女性人口結構：
依據本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顯示，105年12月底本縣女性人口以青壯人
口數(15歲以上-未滿65歲者)最多為175,442人，老年人口(65歲以上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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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人次之，幼年人口(未滿15歲者)28,039人。
3.女性人口地區分布：
依據本府民政處人口統計資料顯示，105年12月底女性人口比例最高三個
鄉鎮市分別為南投市、草屯鎮、埔里鎮，而女性人口比例最低三個鄉鎮市分別
為集集鎮、中寮鄉、仁愛鄉，整體而言平原鄉鎮女性比例較高，而山地鄉鎮
女性人口比例較低。
4.15歲以上女性人口婚姻狀況：
依據本府主計處統計庫資料顯示，105年本縣15歲以上女性人口(不包括外
僑人口，共計為218,134人)中，未婚女性為65,477人(占30％)、有偶女性為
106,143人(占48.7％)、離婚女性為16,681人(占7.6％)、喪偶女性為29,833人
(占13.7％)。與男性人口比較，女性喪偶人口比例明顯高於男性喪偶人口(占
10.3％)，而未婚率女性為30％，男性未婚人口比例36.6％，明顯低於男性。(表
2、圖2)
表2、南投縣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圖2、南投縣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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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105年底15歲以上人口中，兩性均以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教育程度
者占率最多，男性約7萬9,703人(占34.85％)，女性約6萬4,907人(占29.76％)
；其次兩性以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排名第二，男性約5萬4,654人(占23.89％)
，女性約5萬1,509人(占23.61％)。
近9年來，兩性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逐年增加，其中男性成長7.83個百分
點及女性成長8.23個百分點，而專科以下教育程度者占率皆逐年減少，國中小
以下教育程度者占率分別已從97年底之男性38.22％及女性44.16％降至105年
底之男性30.48％及女性37.50％。（表3、圖3）
表3、南投縣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圖3、南投縣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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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勞動參與率：
根據本府統計資料顯示，105年本縣女性就業者為107,000人，勞動參與率
為51.1％。勞動力是指年滿15歲以上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
者。105年本縣平均勞動力人口為26萬2千人，其中男性15萬1千人，女性11萬1
人，兩性勞動力人口分別較97年成長4千人及3千人。
勞動力參與率，可提供了解縣民參與勞動之意願，105年本縣勞動力參與
率為59.7％，其中男性為68.1％，女性為 51.1％，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高於女
性，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較97年增加1.7個百分點及0.8個百分點。(圖1)
7.失業率：
本縣105年男性就業人口為14萬6千人，占本縣就業人口 57.74％，女性為
10萬7千人，占本縣就業人口42.26％，分別較97年成長6千人及4千人。而本縣
105年總失業率為3.9％，其中男性失業率為3.5％，較上(104)年度減少0.5個
百分點；女性失業率為4.4％較上(104)年增加0.9個百分點。(圖4)
圖4、南投縣勞動力概況

參、服務對象需求：
不同的人口群會產生不同的服務需求及服務方式，就其問題現況提供適切服務，
以達最佳效益。並依據婦女之不同福利需求提供必要協助，例如：遭逢不幸或困難婦
女提供保護措施及一般婦女提供親職講座或研習活動資訊等，針對婦女需求提供所需
之服務。以下就本縣「104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成果報告」，本縣婦女在各個面向發現
如下：
一、 就業及經濟面向：婦女勞動參與率偏低、婦女就業薪資偏低、婦女缺乏獨立自
主的經濟來源、中高齡婦女經濟依賴程度高、就業服務資源使用偏低及經濟補助
與福利資源稀少。
二、 婚姻與家庭面向：年輕婦女經濟壓力大、年長婦女健康困擾多、權益保障與福
利宣導不足及多元性別觀念仍待宣導。
三、 健康醫療面向：醫療資源數量與分布嚴重不足及健康資訊與宣導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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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身安全面向：人身安全風險偏高及向外求助意願有待增強。
五、 社會參與和休閒生活及居住交通與環境面向：婦女社會參與消極、休閒設施嚴
重不足、進修學習項目屬性傳統、交通便利性不足及婦女缺乏自有住宅資產。
肆、重要施政目標
從本縣婦女在各面向需求並於執行目標上列為施政目標：
一、 建構性別友善職場，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辦理就業促進及提供輔導措施，強
化婦女勞動力投資，營造友善、尊重性別平等的就業環境。
二、 獎勵生育並建立友善托育環境，落實婦女福利服務：辦理婦女生育獎勵金發放
及提供未就業育兒津貼申請，規劃多元托育措施，確保婦女自主的婚育選擇。
三、 加強辦理婦女服務及弱勢家庭福利服務：發展弱勢婦女脫貧與社會投資方案；
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四、 發展婦女福利資源，整合區域服務：融入性別平等觀點，強化家庭教育服務質
量。
五、 推動婦女團體培力，促進婦女權益、建構婦女支持網絡：強化婦女團體組織經
營與婦團領導人的培力深耕。
六、 提升婦女人身安全，強化婦女保護網絡：發展因地制宜的社區安全維護方案。
七、 健全婦女服務措施設備改善，提升友善婦女環境：全面檢視公共空間，使具性
別友善。
八、 推動性別主流化，促進性別平等，以落實基本人權。
伍、執行策略與作法
一、 建構性別友善職場，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
(一)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勞工法令研習及訓練。
(二)推動職場安全健康業務。
(三)辦理地方職業訓練、培訓就業轉業技能。
(四)辦理聯合徵才活動、辦理特定對象促進就業。
(五)補助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
二、 獎勵生育並建立友善托育環境，落實婦女福利服務：
(一) 生育獎勵金發放
婦女生育第1胎1萬元、第2胎1萬5,000元、第3胎2萬元、第4胎5萬元及第5胎(含
以上)10萬元。
(二)建立居家托育制度
1.設置公私協力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 辦理居家托育服務登記制度，提升居家托育服務安全性，並加強居家托育
人員訪視訓練，提升服務品質。
(2) 辦理居家托育媒合，提供居家托育資源整合、在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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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就業者部分托育費用補助，鼓勵民眾使用合格居家托育資源。
2.設置托育資源中心：提供0-6 歲嬰幼兒圖書及教玩具借用，並由專業老師提供
0-3 歲嬰幼兒活動、親職教育、育兒諮詢，以提升家長育兒技巧，並引導家長
與親子共讀、共玩。
(三)提供未就業育兒津貼申請。
三、 加強辦理婦女服務及弱勢家庭福利服務：
(一)辦理「弱勢婦女家庭成長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二)加強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三)依據地區特色辦理婦女大學。
四、 發展婦女福利資源，整合區域服務：
(一)設立婦女服務中心，提供婦女多元化服務，建構完整婦女福利網絡。
(二)設立單親家庭福利中心，提供單親家庭福利服務。
(三)設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新住民社會支持資源。
(四)辦理婦女資源盤點調查及性平分析。
五、 推動婦女團體培力，促進婦女權益、建構婦女支持網絡：
(一)定期召開婦女團體連繫會議，推動公私部門合作，提供民間團體及社區發展協
會等申請婦女福利服務補助，提升區域化婦女權益。
(二)辦理婦女團體培力計畫，建構婦女服務支持網絡，將服務提供更趨在地化。
六、 提升婦女人身安全，強化婦女保護網絡：
(一)建立三級預防機制，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社區化。
1.結合社區守望相助，並推動社區家暴防治宣導活動，增強社區家庭暴力前端
預防概念，發掘潛在家暴案件。
2.結合警政、衛政、教育、移民、勞政、司法等網絡單位，增進各網絡合作信
任度，定期召開聯繫會議。
(二)建立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扶助措施。
1.辦理家暴及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宣導相關活動。
2.辦理團體及機構辦理家暴、性侵害被害人支持就業培力計畫。
七、 健全婦女服務措施設備改善，提升友善婦女環境：
補助婦女福利機構(婦幼館)改善環境修繕及充實設備。
八、 推動性別主流化，促進性別平等，以落實基本人權：
(一)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並邀請婦女團體參與，提供參與公共事務管道。
(二)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並
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之法規檢視。
(三) 訂定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提報年度成果報告。
(四) 推行性別平等研習、活動、宣導及台灣女孩日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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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經費配置與預期效益
施政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
額 ( 千
元)

一、建構性別 (一) 辦理勞資爭議調 聘請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性平工作委 269
友善職場，提 解、勞工研習

員出席費，辦理相關勞工法令研習。

升婦女勞動
參與率
(二) 推動職場安全

推動勞工安全衛生在地紮根計畫及職 50
場安全健康業務。

預期效益
1. 預計召開勞資爭議協調
委員會35場次、性平工
作委員會2場次。
2. 預計辦理勞工法令研習
會2 場次。
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員預計
進 行 335 場 次 的 訪 視 抽 查
以推動職場安全。

(三) 地方職業訓練

辦理培訓就業轉業技能。

1,000

預計辦理2班，服務 60人
次。

(四) 聯合徵才活動

辦理聯合徵才活動、特定對象促進就業 1,100

預計辦理12場，計有2,000
人參與。

(五) 補助雇主設置哺 補助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 150
(集)乳室、托兒設施 提供托兒設施費用。

預計補助5家雇主改善相
關育兒友善措施。

二、獎勵生育 (一)生育獎勵金發放 辦理婦女生育獎勵金發放。（第 1 胎 49,500 預 估 107 年 新 生 兒 發 放 人
數為3,000人。
並建立友善
10,000;第 2 胎 15,000;第 3 胎
托育環境，落

20,000；第 4 胎 50,000 及第 5 胎(含

實婦女福利

以上) 100,000 元。

服務。

(二)居家托育制度

每年預計服務3,000人次。

1.設置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6,750

2.就業者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24,136 每年預計補助8,000人次。

3.設置托育資源中心

4,400

每 年 預 計 服 務 18,000 人
次。

(三)提供未就業育兒 育有二足歲以下兒童，兒童之父母至少 136,432 每年預計補助約7,000人。
津貼

一方因育兒需要，致未能就業，每名兒
童每月補助 2,500。

(一)「弱勢婦女家庭成 補助辦理「弱勢婦女家庭成長研習活動 351

每年預計服務300人次。

長研習活動實施計畫」實施計畫」推動弱勢婦女福利。
(二)辦理弱勢家庭福 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項目 37,256 每年預計補助約11,000人
次。
三、加強辦理 利服務
有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兒童
婦女服務及

托育津貼、傷病醫療補助、法律訴訟補

弱勢家庭福

助、租屋津貼及教育補助資格認定）。

利服務

(三)依據地區特色辦 辦理 107 年度「辦理婦女大學暨專題講 1,950
理婦女大學

每年預計服務3,500人次。

座實施計畫」透過社區性婦女活動及課
程設計，促進婦女投入社區性活動，鼓
勵婦女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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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
額 ( 千
元)

(一)設立婦女服務中 委外辦理南投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委 5,004
心

預期效益
每年預計服務5,000人次。

託營運(分南投區、草屯區及埔里區三
區設置)、執行各項服務、聯繫會報和
評鑑。

(二)設立單親家庭福 辦理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委託營運、執行 1,400
四、發展婦女 利中心

各項服務、聯繫會報和評鑑，協助單親

福利資源，整

家庭建構支持性網絡。

1,000
合區域服務 (三)設立新住民家庭 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委託營運、執
服務中心
行各項服務、聯繫會報和評鑑，協助新

每年預計服務2,000人次。

每年預計服務2,000人次。

住民家庭建構支持性網絡及促進文化
融合。
(四)辦理婦女資源盤點盤點縣內婦女團體資源並進一步作性平分200
調查及性平分析

析報告。

五、推動婦女 (一)定期召開婦女團 推動公私部門合作，提供民間團體及社
區發展協會等申請婦女福利服務補
團體培力，促 體連繫會議

每年預計於性平會前召開
2次婦團聯繫會議。

助，提升區域化婦女權益。

進 婦 女 權

益，建構婦女 (二)辦理婦女團體培力架構婦女服務支持網絡，並將服務提供更
計畫
趨在地化。
支持網絡
(一)建立三級預防機 1.結合社區守望相助，並推動社區家暴 56
制，推動家庭暴力防治 防治宣導活動，增強社區家庭暴力前端
社區化

2.結合警政、衛政、教育、移民、勞政、

人身安全，強

司法等網絡單位，增進各網絡合作信

化婦女保護

度，並定期召開聯繫會議。
(二)建立家暴、性侵害 1.辦理家暴及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宣導相 1,000
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 關活動。
扶助措施

預計培植2個人民團體或
社區使其轉型從事婦女福
利相關活動。
每年預計辦理2次家暴暨
性侵害網絡聯繫會議。

預防概念，發掘潛在家暴案件。

六、提升婦女

網絡

藉由盤點縣內人民團體或
社區發展協會以得知縣內
婦團量能供需。

2.辦理團體及機構辦理家暴、性侵害被害
人支持就業培力計畫。

七、健全婦女 友善環境改善措施

補助婦女福利機構(婦幼館)改善環境 3,000

服務措施設

修繕及充實設備。

1.預計辦理家暴宣導20場
次及性侵害宣導20場次。
2.預計辦理10場次家暴、
性侵害被害人支持就業培
力訓練。
預計改善婦幼館無障礙設
施。

備改善，提升
友善婦女環
境
南投縣107年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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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
額 ( 千
元)

(一)召開「性別平等委 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並邀請婦女 30
員會」

團體參與，提供參與公共事務管道。

(二)推動「消除對婦女 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八、推動性別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之法規檢視。

預期效益
每年預計召開2次定期會
議
依 據 中 央 CEDAW 法 規 檢
視，即時檢視相關法規。

主流化，促進 （CEDAW）及「性別平
性別平等，以 等政策綱領」
各局處訂定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並依據計畫於
年度結束時提報成果報告
性平會。

落 實 基 本 人 (三)訂定推動性別主 訂定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提報
權

流化實施計畫

年度成果報告

(四)推行性別平等研 推行性別平等研習、活動、宣導及年度 1,300
習

台灣女孩日宣導活動。
預 算 總 計

南投縣107年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每年預計服務6,000人次。

27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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