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 106 年度第 1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6 年 7 月 6 日上午 10 時
貳、 會議地點：本府第 3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縣長陳光復

記錄：科員黃美珠

肆、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報告委員意見：
一、 呂黃委員春金對教育處業務報告意見：
池東國小學生的扯鈴表演非常精彩，請教育處於寒暑假期間規劃相關
課程或活動方案。
二、 李委員麗美對旅遊處業務報告意見：
有關花火節開幕及閉幕人潮眾多，針對女性廁所不足問題仍未解決，
請遊旅處考量設置流動廁所。
柒、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 105 年第 1 次會議提案討論
案由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有關各局處辦理計畫或 各局處 1. 105 年度第 2 次婦女權益促進 另案討
方案提送性別影響評估

委員會會議紀錄函送行政處辦 論，解

作業，繼續列管。

理並宣導各單位、機關(構)落實 除列管
各項計畫、方案及政策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作業流程(含檢視
表)。
2. 至今未有提送案件，行政處說
明及解決辦法如本會伍、提案
討論案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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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5 年第 2 次會議提案討論
案由

主辦

辦理情形

單位

列管
情形

案由ㄧ：提請審議澎湖 各局處 各局處依其業務範圍確實填報執 解除列
縣天人菊婦女權益花園

行成果。

管

執行成果 105 年度執行
成果，照案通過。
案由二：提請討論本縣 各局處 本府各局處辦理婦女及性平業務 解除列
106 年度婦女福利施政

依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赓續辦 管

計畫(含縣長政見-澎湖

理中。

縣天人菊婦女權益花
園)，照案通過。
案由三：提案「澎湖縣 各局處 1. 澎湖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 解除列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
置要點修正草案」
，照案
通過。

置要點修正完成。

管

2. 完成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委員分工運作機制建置。
3. 增加 3 位內部委員及 1 位婦女
團體外聘委員。
4. 修正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為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5. 婦權會議每年增至 3 次。

案由四：有關委員分工 各局處 106 年度已正式成立「就業、經濟 解除列
運作案，建議將委員分

與福利」
、
「家庭、教育與文化」
、
「健 管

為「就業、經濟及福

康、醫療與照顧」3 個分組，已第

利」、「家庭、教育與文

1 次運作。

化」、「健康、醫療與照
顧」(暫定)3 組分工小組
運作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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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5 年第 2 次會議意見交換
案由

主辦

辦理情形

單位
有關本縣辦理花火節公

列管
情形

旅遊處 已執行。

共廁所不足的問題。

公廁部份請
旅遊處持續
辦理，本案
解除列管

38 婦女節辦理情形

各局處 結合 38 婦女節，訂 3 月為幸 解除列管
福女人月，函請各局處、機
關(構)、婦團及公司等，鼓勵
各界預為規劃提出 3 月優惠
婦女方案，彙整宣傳推廣，
以突顯縣府對婦女朋友的重
視，呈現本縣的施政成果。

捌、 提案討論
案由ㄧ：提請審議各分組 106 年度第 1 次分組會議執行情形及分組提案情形，
3 個分組並未提案，請討論改善辦法。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為促進各分組確實運作分組會議，106 年 5 月 17 日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辦理「106 年度性別機制推動與婦權會工作小組運作工作坊」協助
本府同仁瞭解分組運作機制，並請各分組辦理分組會議。
二、 依本縣縣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每年應辦理 3 次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各分組應於 4 月 15 日、8 月 15 日及 12 月 15 日之前 1
個月，即 3 月、7 月及 11 月 15 日前完成分組會議，函送分組會議紀
錄、分組提案單及清單至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彙辦提案。
辦法：
一、 請府內各局處及內、外聘委員踴躍於各分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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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分組主責單位應於 107 年度自行編列分組會議經費，並確實辦理分
組會議。
三、 106 年度因首次運作分組，期程稍有延遲，第 1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議遲至 7 月 6 日辦理，爰訂於 12 月中旬辦理第 2 次會議，請各分
組主責單位於 11 月 15 日前完成分組會議，並函送分組會議紀錄、分
組提案單及清冊至本縣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社會處)。
決議：
一、 106 年度第 2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預計 12 月中旬辦理，各分組主責
單位請於 11 月 15 日前完成分組會議，確認各分組委員提案狀況，填
具提案表件及分組會議紀錄，函送至婦權會。
二、 各分組主責單位應於 107 年度自行編列分組會議經費。
三、 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縣行政處函送 CEDAW 法規檢視結果清單共計 131 案(資料由行政
處提供)，請婦權會委員檢視，法規是否符合 CEDAW 委員會之一般
性建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本機關權管法律共 0 案、命令共 0 案、自治法規共 243 案。
二、 其中需配合本次檢視之法律共 0 案、命令共 0 案、自治法規共 32
案。
三、 另行政措施共 99 案。
四、 相關 CEDAW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通過的一般性建議第
29-32 號，請至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網站首頁>政策與法令>消除對婦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專 區 > 3. 一 般 性 建 議 參 閱 ， 網 址 為
http://www.gec.ey.gov.tw/news.aspx?n=846C92191EDD5C4C&sms=FC4
2EC924E9A3E28。
辦法：請委員檢視是否符合。
決議：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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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為爭取 107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獎勵考核佳績，請本縣各局處配合辦理，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應由召集人親自主持每年 2 次以上(全程參與)，局
處首長 60%以上親自出席等。

二、

行政院主計處推動性別主流化之性別預算，自 99 年起即要求各機關籌
編概算時，應配合填具「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請主計
處配合考核提供相關性別預算表件及性別預算統計表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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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項目衡量標準表已函送各局處，為取得全國性考核嘉績，請各局處
配合於 106 年度結束前辦理考評項目業務。

辦法：
一、

107 年請各局處協助建置雲端考核自評表及提供考核資料，如能獲取佳
績，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函頒獎勵方式獎敘各局處承辦人員。

二、

請各局處踴躍，提出性平創新獎及性平故事獎，以個別爭取獎勵金(每
案獲選 1 萬元獎勵金)。

決議：
一、 請各局處協助辦理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考核計畫並提供資料。
二、 請各局處踴躍參與提案爭取性平創新獎及性平故事獎獎勵金(可參酌行
政院性別平等處 105 年度各機關獲獎作品，網址為：
http://www.gec.ey.gov.tw/Content_List.aspx?n=C651C1BCA621802E)。
三、 餘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縣如何推動重大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預算，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以下說明及辦法由行政處提供)
一、 為配合 105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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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獎勵計畫，行政處已參考其他地方政府所訂定計畫提送性別影響評
估之作業流程，於 105 年 6 月 8 日將「澎湖縣政府計畫提送性別影響
評估作業流程」函送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供各單位（機關）辦理
性別影響評估作業參考。建議達政府採購法查核金額標準（工程、財
務案 5,000 萬元以上，勞務案 1,000 萬元以上）之計畫依該作業流程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並於完成後將表格送交行政處備查。
二、 行政處並於本（106）年 1 月 20 日依 105 年度第 2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決議，請各單位（機關）確實落實各項計畫、方案及政策之性別
影響評估作業。惟至 106 年 6 月底止，尚未有單位（機關）將完成之
表格送交行政處備查。
三、 首先說明行政處不敢強制規定各單位（機關）各計畫一定要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的原因：
(一) 金額越大的計畫，各承辦人員於發包前所需處理的前置工作就越
多，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從寫檢視表、找委員審查、撰寫參採情形等
工作，約需增加 3 個工作天的業務量，對承辦人員以及長官會造成
一定程度的負擔。如果因為強制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而造成承辦人
員疏漏其他更重要的事項，則恐因小失大。
(二) 而金額太小的計畫，增加 3 個工作天的業務量去作性別影響評估，
外加審查費用，又似乎不符合效益。
(三) 最大的問題是，各補助案中央核定函常常 9 月以後才下來，要求年
底前完成發包，如果因為強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而影響發包，補助
款被追回，這個責任沒有人擔得起，因此行政處認為絕對不能採強
迫的方式推動。
(四) 每個計畫的性質不同，應視計畫內容來決定是否應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如墳墓遷葬、地籍重測、離島發電機汰換工程、拆除違建、航
道疏浚工程、漁業島航標示燈改善、內灣水質監測、古蹟調查研究、
種苗放流、經濟性大型海藻量產、採購消防車、採購電腦一批等計
畫，未必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四、 為爭取 107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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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獎勵考核佳績，請討論解決方案。
辦法：
一、 請主席裁示是否由某一局處示範性找一計畫案依「澎湖縣政府計畫提
送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流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二、 請一併填列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第一部份捌(一)8.1)之「澎
湖縣各機關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決議：請行政處調查統計本縣達政府採購法查核金額標準（工程、財務案 5,000
萬元以上，勞務案 1,000 萬元以上）計畫，列冊簽請符合單位依規辦理
性別影響評估。

玖、 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各學校幼兒園是否能向下延伸，業務單位應向各縣市觀摩學習，
整理空閒教室為托嬰中心之托嬰政策問題，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呂黃委員春金
決議：
一、 托嬰政策可讓就業婦女安心，並創造托育人員就業機會，可運用中央補
助或自籌經費辦理，請社會處詢問教育處閒置教室儘速規劃辦理。
二、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長照據點照顧服務員及保育人員在澎湖設考場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曾委員淑惠
說明：本縣的保育人員及照顧服務員的人數仍然不足，目前考技術士證照考
場設於臺灣，未來能否爭取在澎湖設考場。
決議：
一、 有關長照據點照顧服務員及保育人員於澎湖設考場問題(如場地標準、學
校相關科系等規定)，請相關單位克服困難儘速執行。
二、 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衛生局是否能協助婦產科醫師長期進駐澎湖乙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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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李委員麗美
說明：澎湖婦產科醫師欠缺，目前只有三總有 1 個醫師，連署立澎湖醫院也
沒有接生的醫師，民間的婦產科醫師只有辦理產檢沒有接生，造成澎
湖的產婦已經順產了，還要坐飛機或交通船前往台灣生產，希望衛生
局解決婦女生產婦產科醫師欠缺的問題。
決議：
一、 請衛生局解決婦產科醫師欠缺問題。
二、 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新生媽媽的百寶包製作，內容物含括社會處(社工婦幼科及勞工
行政科)、衛生局、民政處及警政單位等，提請討論由一單位彙整、
資料編卬成冊及製作百寶包。
提案單位：曾委員淑惠
決議：
一、 有關新生媽媽百寶包製作，請民政處彙辦，是否編卬成冊再議。
二、 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請警察局在各社區、各校園強化宣導拒絕毒品；請衛生局加強
宣導子宮頸疫苗施打；請文化局延長婦女節各場館婦女優惠至少 1
週，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李委員麗美
說明：
一、 目前毒品問題日益嚴重，年齡層逐年降低，請警察局在各社區、各校園
強化宣導拒絕毒品。
二、 澎湖居民個性較保守，普遍認為性伴侶單純或久未有性行為即不易有子
宮頸病變及子宮內膜癌的疾病發生，請衛生局從校園起步加強宣導少女
正確觀念，鼓勵有過性行為者，進行子宮頸疫苗施打及定期子宮頸抺片
檢查。
三、 請文化局延長婦女節各場館婦女優惠至少 1 週，提昇婦女節優惠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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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受惠機會。
決議：
一、 請相關單位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二、 照案通過。

壹拾、 散會：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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