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7 屆第 1 次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貳、地點：基隆市政府四樓簡報室
參、主席：林主任委員右昌(吳委員挺鋒代)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陳品瑄

伍、主席致詞：略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基隆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六屆第四次會議工作報告建議事項執行情形
編號
106-1

建議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各委員會任務編組

本府各局(處) 經統計本府計 70 個委員會， □解除列管

未達三分之一案，

其中 42 個委員會均達性別比 ▓持續列管

請各單位確實填報

例標準，餘 28 個委員會尚未

辦理情形，並說明

達標準，詳細統計資料如附

單一性別未達三分

件一。

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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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單位就既有業

本府各局(處) 家庭與社會參與分工小組之

務訂定重要之性別

指標留待下次小組會議討

統計指標，並於各

論，餘各小組皆訂定完成：

分工小組討論。

■健康醫療及環境分工小
組:業就相關業務進行性別
統計，並於本會之健康醫療
及環境分工小組討論訂定重
要之性別統計指標，如附件
二。
■性別主流化分工小組:可
透過雙向方式建立性別統計
指標，先由主計處參考其他
縣市之性別統計項目擬定建
議指標，並由業務單位依業
務需求自行滾動式增列。
■人身安全分工小組:就家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暴、性侵、性騷、人口販
運、教育訓練及宣導 6 大項
目作性別統計指標。
■教育、媒體及文化分工小
組：業就相關業務進行性別
統計，並將統計資料納入本
會之分工小組-教育、媒體
及文化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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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研考處資訊管理

研考處

1.社會處已依上次會議資

■解除列管

科參考台南市福利

料，配合將本市福利地圖的

□持續列管

地圖並瞭解可行

文字資料，上傳至國發會的

性，倘執行面或預

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

算有困難則於下次

平臺，提供民間業者運用。

會議進行說明

2.社會處在「106 年度基隆
市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
案，已將社會福利地圖納入
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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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市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本府各局(處) 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人身 ■解除列管
方針草案人身安全

安全與環境部分業將由秘書 □持續列管

與環境部分修正為

單位做修正，未來環境議題

人身安全，並將環境

將積極落實於各單位之業務

議題落實於各業務

內容。

單位之工作內容執
行，未來視執行情形
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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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分 工 小 組 名 稱 應 本府各局(處) 因委員會任期屆滿，爰未召 □解除列管
與本市性別平等政

開分工小組會議，將於本屆 ▓持續列管

策方針對應，請於各

委員會分工小組會議進行討

分工小組討論後於

論。

下次大會中提出。

一、 委員建議：
(一) 何委員碧珍：

1. 就各委員會性別比例表來看，部分局處未符合三分之
一比例原則之原因為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以男性佔多
數，建議可參考鄰近縣市委員會女性委員名單及女科
技人學會之專家學者，以增加所聘女性委員之比例。
2. 性別統計指標除由各單位就自身業務內容提出外，亦
可參考主計處提供之各縣市指標，由兩端同時進行並
於各小組會議討論，以制訂適宜之指標項目。
(二) 吳委員淑慈：委員會有任期限制，可敘明本屆委員改選
之時程，並俟下屆委員聘任時調整女性委員之比例。
(三) 劉委員德芳：請說明本市福利地圖發展現況。
(四) 梁委員慧雯：統計是政策分析之基礎及參考，期將性別
統計與性別平等政策方針結合，並建議於分工小組會議
討論，就目前執行業務與方針內容進行審視評估，必要
時予以修正。
二、 各單位回應：
(一) 都發處：依委員意見，於各委員會下屆委員改組時努力
朝單一性別三分之一比例目標邁進。
(二) 文化局：委員會皆依設置要點設立，建議各單位具體審
視各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方向及修正期程，以利聘任下
屆委員時提升女性委員比例。
(三) 衛生局：日後改聘委員會多加留意，增加女性委員人
數，以符合三分之一比例原則。
(四) 環保局：該領域男性專家學者佔多數，未來持續努力達
成單一性別三分之一比例原則。
(五) 研考處：本市福利地圖陸續建置中，待未來與中央之系
統結合。
(六) 主計處：陸續蒐集各縣市性別統計指標，並提供各業務

單位參考使用。
三、 主席裁示：
(一) 請各業務單位檢視委員會設置辦法是否須修正，並請務
必明確說明委員未達三分之一比例之原因。
(二) 請各單位就既有業務訂定重要之性別統計指標，並參酌
其他縣市之指標內容，彙整後於各分工小組討論。
柒、警察局專案報告：(略)
一、 委員建議：
(一) 王委員淑楨：
1. 簡報內容增加宣導活動之場次及受益人數。
2. 請說明加害人訪查計畫訪查之頻率及加害人評估小組
會議開會之次數。
3. 請說明加害人處遇資源轉介部分使用何種資源。
(二) 何委員碧珍：
1. 應分析家暴案件增加之原因及警政人力是否有等比例
的提升。
2. 建議增加受暴者年齡層之分析，有助未來其他局處做
宣導時有更針對性的著力點。
3. 相關統計分析應更為詳盡，俾利相關單位規劃縝密之
對策，並可將數據資料與各縣市做比較，以明瞭基隆
於全國之定位
4. 建議選擇一至二個主題做深入研究，以了解現況之成
因及發展趨勢。
(三) 吳委員淑慈：性侵害受害者年齡偏低，請教育處針對學
齡兒童加強相關之教育宣導。
(四) 梁委員慧雯：此業務涉及跨局處之協調合作，建議未來
在宣導上多加整合，建立網絡資源以利降低案件量。

(五) 丁委員麗娜：請警察局分享相關案例並說明目前監視器
架設之妥善率。
二、各單位回應：
(一) 警察局：
1. 委員提問相關之數據資料，於日後以適當方式呈現並
週知各業務單位。
2. 家暴加害者於行為後前六個月皆有持續訪查，並於半
年後分類列管，俾利後續追蹤管理。
3. 監視器架設妥善率部分，將委員建議代為轉達業務單
位做參考及檢討。
(二) 衛生局：心理衛生中心皆有提供專業之服務及數據分析，
若有需要可提供委員參考。
(三) 教育處：有關教育宣導部分，本處及社政、警政、衛政於
每年召開策略聯盟會議規劃下一年度校園宣導之期程及內
容時，亦一併納入討論。
(四) 社會處：委員之建議納入未來努力方向。
三、 主席裁示：監視器之設置及相關研究委託須考量市府預算，
未來將持續規劃落實。
捌、提案討論
案 由 一：有關 107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
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項目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依據 107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
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辦理。

委員建議：
一、 梁委員慧雯：性別平等非單由社會處主責，由於該評審項目
涉及跨局處，爰建議留下研考處於主辦單位。

二、 何委員碧珍：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表格化，以利各單位明瞭須
參與之工作項目，並於各分工小組會議中討論。
各單位回應：
一、 研考處：有關跨局處合作推動性別平等政策項目，查 105 年
行政院實地訪查，委員建議可將該部份放入各分工小組討論
及整合，而各小組所提出之資料皆由社會處彙整，爰此建請
將本處從主辦單位中刪除。
二、 社會處：
(一) 本市一、二級機關之年度施政計畫部分系研考處主責，期
研考處能就其中有關性平部分做管考，並於考核時提供相
關資料予本處彙辦。
(二) 依委員建議，由秘書單位將方針表格化並於各小組會議中
討論，彙整後待下次大會提出予各委員及各單位參考及確
認。
(三) 考核涉及各局處之業務，註明主辦單位用意為資料必須有
綜整之窗口，俾利本處彙辦。
三、 主計處：性別統計及分析各局處皆須辦理，爰此主辦單位是
否修正為各局處較為妥適。
決

議：依秘書單位整理之各項目主責局處辦理，另請於分工
小組會議檢視評審項目，並積極推動辦理以爭取佳
績。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

會：上午 11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