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 107 年度台灣女孩日系列活動
服務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
1979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了 「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
（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 CEDAW），我國立法院亦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
實行此公約，落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CEDAW第 3 條闡明政府應
承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領域，保證婦女得到
充分發展和進步，以確保男女平等的行使和享有人權及基本自由；第 5 條
亦指出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來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因
性別歧視所衍生的價值觀念、偏見、風俗習慣及一切其他做法。為響應聯
合國重視投資及培力女孩，讓女孩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顧，我國完成訂定
每年 10 月 11 日為台灣女孩日，行政院於 102 年 3 月函頒「提升女孩權益
行動方案」
，提出增進我國女孩身心健康、教育及人力投資、人身安全、媒
體與傳統禮俗等權益的四大面向及 75 項實施策略，期積極落實各項提升女
孩權益工作，加強營造友善女孩的社會環境，使女孩有公平機會發展及實
現自我。
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顯示，截至 107 年 4 月底桃園市人口總數為
2,198,830 人，其中男性人口約佔 49.77％，女性人口約佔 50.23％，自 105
年起桃園市女性人口首度高於男性迄今。目前桃園市 18 歲以下兒少人口數
為 443,676 人，其中男性人口約佔 52.13%，女性人口數為約佔 47.87%。105
年桃園市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計 8,553 人，女性為被害人共 6,127 人，約
佔 72.5％；105 年性侵害通報案件計 980 人，女性為被害人共 786 人，約
佔 8 成，其中又以 18 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最多，約佔 69.4%，顯見女性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仍相對缺乏自我保護之能力，其中又以兒少最為顯著。
此外，在桃園市重要統計速報的人力資源重要指標中發現截至 106 年 12 月
止，男性勞動參與率 65.9%，女性勞動參與率 51.1%，雖兩性勞參率差距呈
逐年縮減之勢，但女性勞動參與率仍是偏低。另從 105 年桃園市性別圖像
中觀察本市 15 歲以上市民，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上，男性比例高於女性，其
中又以研究所以上男女比例相差最高，相差 3.4%；自修及不識字、國中小
兩者則是女性高於男性。
從上述統計資料可發現，桃園市女性人口數雖然近年始高於男性，但
在家暴性侵的被害人數仍以女性居多，甚至在教育及就業方面女性亦相對
弱勢，因此女孩是需要透過國家資源被充權，進而提升其影響力、自主性，
特別是需從兒少時期開始培育，奠定其性別意識、自我保護及自我價值。
另針對保障女孩權益的部分，性平處於 102 年 3 月函頒「提升女孩權益方
案」
，以改善我國女孩在身心健康、教育及人力投資、人身安全及媒體與傳
統禮俗之重男輕女等不利女孩發展之情形，避免女孩人權受到有形或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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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
貳、計畫目標：
一、回應國際婦女人權發展，落實地方政府職權以符合相關性別人權保
障之規定。
二、加強對女孩的培力，培養健全的生理、心理及性態度，建立女孩自
信以及提升自我保護能力。
三、透過活動刺激及提升女孩社會競爭力與發展，增加女孩各項能力與
可能性，促進女孩築夢及自我實現。
參、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委辦單位：立案之社會福利相關財團法人、社會福利相關社團法人、
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國內各大專校院等。（以下簡稱廠商）
伍、活動日期：自決標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15 日止。
陸、服務對象：以設籍或居住桃園市一般民眾及青少女。
柒、計畫內容：
一、女孩桌遊成長團體：
(一) 活動目的：
透過活潑生動的桌遊媒材，帶領女孩們在遊戲中認識多元家
庭，了解家庭有各種不同面貌的可能性，學習尊重及接納各
種家庭差異性，並打破傳統家庭的刻板印象，學習在遊戲中
勇於表達及互助合作，並透過不同的桌遊媒材，讓參與者抒
發心情及壓力。
(二) 活動地點：於本市內學校或其他公共場地。
(三) 辦理場次：共辦理 6 場次，每次至少 2 小時。
(四) 參加對象及人數：以高中、國中小兒童及青少年/女為主，每
場次預計 20-30 人。
二、校園巡迴講座：
(一) 活動目的：主動出擊走入校園，與青少年/女們共同探討女孩
的未婚懷孕、權力與性、身體健康權、人身安全、傳統文化
禮俗枷鎖及職業探索等相關議題(至少擇一主題辦理)，透過
與學校合作，讓青少年、青少女可透過講師的分享，建立正
確的觀念，並刺激及啟發多元思維，認識以及關注該議題的
重要性。
(二) 活動地點：於本市內校園巡迴講座，與國小、國中、高中及
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三) 辦理場次：共辦理 3 場次，每次至少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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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對象及人數：以大專院校、高中以及國中小師生為主，
預計總人數約 400 人以上。
三、校園電影院：
(一) 活動目的：結合學校配合辦理女孩影展，簡介何謂台灣女孩
日，並透過播映影片及映後座談，討論女孩的未婚懷孕、權
力與性、身體健康權、人身安全、傳統文化禮俗枷鎖及職業
探索等相關議題(至少擇一主題辦理)，讓兒童、青少年/女有
機會接受多元議題刺激。
(二) 活動地點：於本市內(桃園區、中壢區除外)學校或鄰近適合
播放影片之公共場所辦理。
(三) 辦理場次：共辦理 2 場次，每次至少 2 小時。
(四) 參加對象及人數：高中、國中小兒童及青少年/女為主，亦可
開放一般大眾參加，預計每場次約 80 人。
四、宣導品製作：
為推展本計畫以及倡議女孩權益之行動宣導，製作宣導品至少 2000
份，請於本次活動期間協助發放，期透過宣導品達到廣宣本局桃園市
台灣女孩日活動，宣導品完成後至少留 200 份宣導品予本局。
捌、預期效應：
一、 透過不同的桌遊媒材，讓 80%的參與者增進對多元家庭的認識，
學習尊重及接納各種家庭差異性，並可從中抒發心情壓力。
二、 以校園巡迴講座方式，將女孩培力等重要主題帶入校園，讓 80%
的參與者建立正確的觀念，並刺激及啟發多元思維，關注相關議
題的重要性。
三、 透過至桃園區、中壢區以外地點辦理，以影片及映後專家與談之
多元宣導方式，增進非都會區兒童及青少年/女對台灣女孩日的認
識。
四、 期透過宣導品的發放廣宣台灣女孩日活動，增進大眾對性別平權
以及培力女孩之認知。
五、 將上述成果製成女孩日影片，可作為後續女孩日宣導影片使用，
另透過辦理上述活動的心得徵稿，製作成冊(至少 20 份留予本局)，
了解桃園女孩的想望。
玖、其他服務內容：
一、 本案廠商所提計畫內容，需於決標後 20 日內提細部計畫書送機關
審查，若機關要求修正，廠商應於 5 日內修正送機關審查，所提
細部計畫書經機關同意後始得執行，並作為驗收之依據。計畫執
行期內，執行細節得應政策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加以彈性調整，機
關保留對計畫內容之修正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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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局得視需要，與廠商協議調整活動內容及執行方式。
三、 廠商設計各式媒體宣傳內容、宣導品及教材等資料須印製「公益
彩券盈餘補助識別標誌」(須符合公益彩券盈餘補助識別標誌使用
規範，不得使用貼紙)，且需函報本局同意後，始得印製辦理。
四、 本局提供之台灣女孩日系列活動訊息，廠商應辦理相關宣傳事
宜。
另廠商需規劃活動前宣導事宜、媒體曝光等行銷方式，活動結束
後整體新聞媒體露出報導至少 5 則(新聞類別廣播節目類、平面媒
體、報紙、刊物類、網路電視台、網路新聞、地方有線電視公用
頻道全國性電視、廣播電台電視新聞類)，以擴大活動效益並展現
活動成果。
五、 活動辦理應負責場地回復清潔整理(應包含垃圾清運、處理費
用)。
六、 廠商應於完成履約後（本案全部工作項目完成後）
，由廠商提交成
果報告（含本案實際效益、活動滿意度分析、活動照片、影片錄
製剪輯DVD至少 5 片，以及檢討與建議等紙本資料與成果報告電子
檔案各 3 份，相關活動紀錄或統計報表等應含人數、人次及男女
比例統計，並加入性別分析） 經機關驗收完成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於 30 日內撥付費用予廠商。
七、 本案執行經費規劃應詳盡呈現於服務建議書內，並依本局相關規
定核銷。
八、 計畫執行期間，廠商需指派 1 名專職人員擔任本局對口，主動密
切聯繫及處理計畫執行事宜。
九、 委託服務案之成果所有權歸屬本局，廠商應妥善保管，如侵害第
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處理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十、 其他未盡事宜，依機關規定辦理。
壹拾、 本案執行確實依照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辦理，其內容規定：
「基
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政府各機關…編列預算辦理
政策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
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壹拾壹、 經費來源：機關預算支應。
壹拾貳、 本計畫經奉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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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政府
辦理計畫之性別需求與效益表(20160308 製表)
名稱：
一、計畫名稱、 期程：
期程、地點
地點：
及方式
辦理方式：
辦理機關及科長：
二、辦理機關及 承辦人：
科室、承辦
電 話：
人

職稱：
e-mail：

填表日期：
(一)問題界定(運用性別統計，於 200-300 字內，說明過去或現行社會執行相
關計畫時，在不同性別間是否存在差異或造成不同影響，以掌握服務或計
畫應發展之方向)
三、問題界定
(需以性別統計
進行分析)

(二)未來須強化或建置之性別統計及其方法

□提升性別意識(如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將性別意識觀點融入活動內容，
翻轉服務對象或民眾之性別觀點，並消除性別歧視)
請說明：
四、計畫目標
(可複選)

□打破性別框架(舉例：表彰傳統照顧責任的男性典範，如請育嬰假的男性父
親、男護士、男性照顧服務員，於男廁設置尿布台；傳統男性職業中的女性
典範，如女警員、女農漁會幹部等, 打破性別框架)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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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性別差異(舉例：設置哺集乳室，保障女性職場之母性環境；推廣醫療
抹片裙，維護女性醫療隱私；宣傳及推廣多元性別友善服務，如同志婚姻、
註記服務等)
請說明：
五、服務對象及
預期人數

六、宣傳策略
及方式
(可複選)

七、性別友善
措施
(可複選)

(一)服務對象：
(二)預期人數：合計___人，其中男___人 (___%)、女___人 (___%)。
1.宣傳策略或管道？
□平面 □網頁 □廣播 □影音 □座談會
□說明會 □記者會 □活動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2.計畫宣導傳播是否針對不同目標對象採取不同傳播方法？
□否 □是(採取方式：_______________)
3.是否有製作獨立文宣？(如 DM、折頁、網址等)
□否 □是(文宣型式：_______________，並請檢附文宣電子檔)
□增置流動廁所(如依預估男女性別人數，增設不同性別之流動廁所)、
□空間安全性(如活動場地相關安全設置、場地的明亮性、活動夜歸時間之考
量等)
□友善性別設備(如哺集乳室、臨時托育服務、兒童遊戲室、女性生理護墊、
性別或親子友善廁所等)
□孕婦(或親職活動)停車措施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
□
八、落實法規或 □
政策
□
(可複選，且說
□
明條款)

性別與法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DAW 條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央)：_____________________
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本市)：_______________
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方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CEDAW、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內容，請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備註 2：桃園市性別平權政策方針，請參酌「本府性別主流化」網站

九、效益評估
(可複選)

□消除性別隔離(計畫如何消除傳統文化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
限制或僵化期待)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提升不同性別獲得社會資源機會，提升其公共參與度)
□空間與工程效益(計畫執行空間具性別友善度，如使用性、安全性、友善性)
□具性別敏感度之考核指標與機制(性別敏感度之指標應考量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十、規劃或
執行困難
(請簡易列點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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