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1 屆第 1 次委員會議
會

議 紀

錄

一、開會時間：10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 開會地點：彰化縣第二行政大樓 7 樓會議室(彰化縣選舉委員會)。
三、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如附件 1）
。
四、主席致詞：卓主任委員伯源。

記

錄：陳慧雯

五、頒發外聘委員聘書：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
第二組：權力決策及影響力組-計畫處、人事處、主計處、行政
處、政風處、財政處。
第三組：勞動經濟及就業福利組-勞工處、工務處、農業處。
第四組：人口及婚姻家庭組-民政處、社會處、地政處、地方稅
務局。
第五組：教育媒體及文化組-教育處、新聞處、文化局。
第六組：人身安全及司法組-法制處、警察局、消防局、社會處
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第七組：健康照顧及醫療組-衛生局、社會處。
第八組：環境能源及科技組-環境保護局、建設處、城市暨觀光
發展處、水利資源處。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 102 年度本縣性別平等業務推動依分工小組分成各組之主軸業務之具
體行動方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說

明：依據 102 年度彰化縣政府慶祝 38 婦女節轉動幸福擁抱愛活動，擬定今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之具體行動方案，分成：
(一) 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組─
1. 「彰化縣性別平等資訊平台」APP 啟動與世界接軌。
2. 營造幸福，從爸爸準備早餐開始。

(二) 權力決策及影響力組─
1. 培力女性一級主管精英領導力，並提升女性主管比例。
2. 舉辦性別圖像發表會，作為未來具體政策規劃。
3. 開辦性別主流化教育工作坊(預計規劃 24 場次)。
(三) 勞動經濟及就業福利組─
1. 針對各事業單位舉辦消除性別歧視平等工作坊(預計分 8 場
區舉辦)。
2. 開辦女性經理人領袖經營管理研究班。
3. 舉辦友善職場安全環境競賽及績優表揚認證活動。
(四) 人口及婚姻家庭組─
1. 提供雙(多)胞胎家庭生育補助金。
2. 開辦「新住民好好先生家庭倫理教育養成班」。
3. 性別平等社區在地化溝通平台(預計規劃 26 場)。
(五)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1. 表揚模範農村女神農。
2. 培力女性宗教禮儀師。
3. 倡導「無暴校園」，表揚落實宣導及績優學校。
(六) 人身安全及司法組─
1. 暑期青少年反毒 COSPLAY 逍遙遊。
2. 青少年生命教育參訪監獄活動(預計規劃 6 場)。
3. 兒少性侵害防治社區星光劇場公演。
(七) 健康照顧及醫療組─
1. 廣設公共場所 AED 配置及教育訓練。
2. 女性身體自主權倡導。
3. 修訂醫事法，增列男性醫療人員性別平等授課時數認證。
(八) 環境能源及科技組─
1. 成立彰化縣在地性別與環境統計資料庫並公佈。
2. 培力女性環保志工隊及女性環保志工領導人。
3. 縮短中高齡農村婦女數位學習落差課程(開辦 4 區)。

4. 開辦女性總體營造規劃師培訓班。
辦

法：
1.請各分工小組內業務單位依據所擬定之具體行動方案確實辦理，有助
於本縣性別平等業務之推展。
2.請各局處於 102 年 10 月中旬所召開之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1 屆第 2
次委員會議業務報告中提報辦理情形供各委員知悉。

討

論：

(1) 林靜儀委員：肯定本府社會處針對各分工小組業務所擬定之具體行動方案，
特別是表揚模範農村女神農，勇於挑戰性別角色區別，值得鼓
勵。但針對(六)人身安全與司法組所擬定之方案無突顯性別意
涵，建議修正；另針對(七)健康照顧及醫療組所列出第 3 點，
因現今針對醫事人員教育規定醫療人員需接受性別平等授課
時數認證，建議刪除。另針對提升女性繼承人比例可列入具體
行動方案，並由地方稅務局統籌辦理。
(2) 郎亞琴委員：針對(四)人口及婚姻家庭組提供雙(多)胞胎家庭生育補助金，
有賴於預算是否能夠配合，其預算編列情形應加以說明。另上
述所列出之具體行動方案各局處是否已達成共識，亦牽涉各局
處是否能配合確實辦理。有三點建議提供：
1.推動性別平等在地化指標性業務，依據 CEDAW 公約針對城鄉
農村差距提出中長程計畫逐步推動，配合預算編列，有利於
突顯其彰化縣內性別平等業務特殊性。
2.各局處業務報告中針對服務對象受益人次或單位內受益人
次應區分清楚。
3.性別平權並非單指兩性平權，建議各局處修改用詞。
(3) 王秀琴委員：上述所提出之具體行動方案似乎尚未達成共識，應由各分工小
組針對所欲推動之方案進行討論後再共同推動。另針對(二)
權力決策及影響力組第 3 點開辦「性別主流化教育工作坊」應
開辦 26 場次；(八)環境能源及科技組第 3 點可修改為「縮短
城鄉婦女數位落差」課程，另環保局應提出 6 星級環保社區志

工男女人數比例，納入「社區總體營造規劃師」培訓課程。
(4) 陳治明委員：建議提出召開臨時委員會議針對各分工小組之具體行動方案提
出討論。
決

議：
1. 請各分工小組之主責單位於 5 月 10 日前完成各分工小組工作會
議，須由各單位副主管帶領業務承辦科長參加，並提報 102 年度
各分工小組預計執行之具體方案計畫供本府社會處彙整確認，並
於 5 月下旬召開臨時會議。
2. 請各局處依照業務組別之分組方式，成立 8 個分工小組相互進行
討論，各分工小組主責局處如下：
(1) 推動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組：由
社會處主責統籌各局處資料。
(2)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組：由人事處主責。
(3) 「勞動經濟及就業福利」組：由勞工處主責。
(4) 「人口婚姻及家庭」組：由民政處主責。
(5)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由教育處主責。
(6) 「人身安全及司法」組：由警察局主責。
(7) 「健康照顧及醫療」組：由衛生局主責。
(8) 「環境能源及科技」組：由環境保護局主責。

案由二：本次會議各局處業務報告依據「性別主流化」思維之六大工具填寫，
擬請各局處提出業務報告格式仍需要修正或會議報告方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說

明：
1. 為落實中央政府性別主流化政策思維之推動，本委員會專責單位擬依
據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與
性別機制等六大工具依序填報。

2. 為使各委員了解各局處實際執行情形及俾利會議順利進行，擬修正業
務報告之格式。
辦

法：各局處業務單位如無提出需要修正處，請依照性別統計、性別分析、
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與性別機制等六大工具確實
填寫。

討

論：

(1) 楊 仲委員：各分工小組具體行動方案與分組表不符，請專責單位依據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內容重新檢視，兼顧本府組織編制彈性分組。
(2) 林靜儀委員：可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重新思考分工小組編制，另邀請委員
分組召開委員會前會討論各分工小組具體方案之適切性。
(3) 王秀琴委員：依據中央所訂定之 6 大指標做資料分析及彙整後提出業務報告
應是正確方向。
(4) 陳治明委員：各工作小組開會前由專責單位辦理相關訓練，同時應請各局處
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如何落實在具體政策上應多加思考。
決

議：
1. 請本委員會專責單位重新檢視各分工小組分組方式。
2. 各分工小組主責單位應探討具體行動方案之適切性並依據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所規定之內容填報。
3. 由本委員會專責單位舉辦相關訓練提供本委員會委員、各局處主
管、副主管、承辦幹事及承辦人員參與提昇知能研習課程。

案由三：有關本縣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法規檢視作業，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說

明：
1. 依據行政院頒佈「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計畫」辦理。
2. 依據 CEDAW 施行法，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 CEDAW 有關性別人
權保障之規定，並應積極籌劃、推動及執行 CEDAW 規定事項；每 4 年提
出我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

審閱；各級政府機關執行 CEDAW 所保障各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
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另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本法施行 3 年內完成法
令之制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以符合 CEDAW 規定。
3. CEDAW 施行法第 8 條明定：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
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
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4.檢視及報送期程如下：
(1)法律(自治條例)案：101 年 10 月至 12 月。
(2)命令(自治條例以外法規)案：102 年 1 月至 3 月。
(3)行政措施案：102 年 4 月至 6 月。
辦

法：
1. 由本府人事處針對本府公務人員辦理法規檢視教育訓練。
2. 由本府法制處統籌法規檢視業務之初審後，提交法規檢視清冊後送本
縣性別平等委員會通過後，函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3. 由本府社會處召開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審查小組，如期完成法規
檢視作業。

討

論：

(1) 法制處：針對由人事處所舉辦之法規檢視教育訓練課程，本處願意配合辦
理。另在法規檢視作業上初審及複審程序需與社會處再確認細節
程序。
(2) 林靜儀委員：因法規數量龐大且複雜，建議應召開分工審查小組後再提報委
員會通過。
決

議：
1. 由法制處和社會處再審議法規檢視之流程及依規辦理。
2. 請人事處持續辦理法規檢視訓練。

案由四：有關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業務承辦幹事及聯絡人窗口，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本府社會處)。
說

明：各局處業務承辦幹事及聯絡人窗口已於 101 年 12 月 15 日回覆彙整，
請各局處再次確認聯絡窗口及聯絡方式。

辦

法：
1. 請各局處確實確認聯絡窗口人員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成填報。
2. 若依各局處內部權責進行業務調動時，請務必向本府社會處婦女福利
及性別平等科更新各局處聯絡窗口及聯絡方式(本府社會處單一窗口
聯絡人：陳慧雯社會工作師；聯絡方式:04-7264150 分機 077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擬製訂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專用圖騰，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本府社會
處)。
說

明：為統一及辨識其它委員會之差異並展現服務團隊精神及重視性別平等
價值。

辦

法：擬由本委員會執行秘書單位專責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提報 5 月下旬委員臨時會議確認圖騰版本。

八、臨時動議：
林靜儀委員：上網檢視本府有關婦女權益專區、性別統計專區、社會處臉書等
網站均無法搜尋到任何相關資料，建議應定期檢視網站連結情形。
決

議：請本府計畫處、主計處及社會處確認網頁連結情形並提供相關資料。

九、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