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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鶯歌區公所 111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經本所性平工作小組 112年 1月 5日第 1次會議決議通過 

■組別：區公所 

 單位 姓名 職稱 

性別聯絡人 所本部 莊明憲 秘書 

性別聯絡人(代理人) 社會人文課 楊祚榮 課長 

性別業務承辦人 社會人文課 黃佳翎 書記 

 

壹、 本年度提報本府性平會推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 

亮點方案名稱 實施內容(100字) 

112年 

【巷弄有 FU ~鶯歌爺奶行動咖

啡館，在咖啡香中共老共好】 

「讓咖啡拉近你我的距離，看見高齡性平友善的鶯歌」。透過行動咖啡

館巡迴分享、辦理性平、防暴宣導活動，實施策略：(1)結合社會局共同

打造爺奶咖啡館高年級實習生培訓計畫、(2)與邀請單位配合，例如：新

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區公所弱勢關懷活動、鶯歌獅子會捐血活動…等，

爺奶咖啡志工輪流手沖咖啡服務，推動反家庭暴力、性別平等宣導活

動、(3)配合新北市消防局義消防宣分隊，至各里處、協會宣導「暴力零

容忍」等方式。透過學習回饋在地，扭轉年齡歧視與偏見，營造敬老及

友善長輩的氛圍，以融入巷弄生活美學，在學習沖泡咖啡的同時，促進

長者走出家門的意願，達到健康老化及在地老化。 

 

貳、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工作小組 

一、 召集人：施明慧區長 

二、 成員 

 總數 男性

人數 

女性

人數 

單一 1性別比例(較

低者) 

無法達到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者請說明原

因 

成員 12 8 4 0.33  

三、 運作情形 

應開會次

數 

1 實際開會次數 1 議案數量 3 府外委員姓名

(含職稱) 

0 

首長擔任

會議主席

次數 

1 副首長擔任會

議主席次數 

0 主任秘書擔任

會議主席次數 

0 其他人員擔任

會議主席次數 

0 

全數委員

出席次數 

 超過 2/3 委員

出席次數 

 府外委員全數

出席次數 

0 二級機關委員

姓名(含機關名

稱及職稱) 

0 

 註：各一級機關有所屬二級機關者，應選派至少 1 位二級機關首長擔任一級機關性平小組委員，並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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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小組會議。 

參、 性別意識培力 

一、 各機關一般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至 6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總人數：51           男性人數：29          女性人數：22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51 100% 29 100% 22 100% 

二、 各機關主管人員(含簡任級以上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至 6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總人數：10           男性人數：8           女性人數：2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10 100% 8 100% 2 100% 

三、 各機關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專責人員及其主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4 小時課程訓練，其餘性別平等業務

相關人員須完成 6 小時進階課程，各區公所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及性別議題聯絡人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6 小時： 

（一）專責人員 

總人數：0            男性人數：0            女性人數：0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0 0% 0 0% 0 0% 

（二）主管 

總人數：0            男性人數：0            女性人數：0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0 0% 0 0% 0 0% 

（三）其餘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總人數：0            男性人數：0            女性人數：0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0 0% 0 0% 0 0% 

（四）各區公所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及性別議題聯絡人 

總人數：4            男性人數：3            女性人數：1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4 100% 3 100% 1 100% 

（五）各區公所主管(含區長)及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1.各區公所主管(含區長) 

總人數：9            男性人數：6            女性人數：3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9 100% 6 10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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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務人員 

總人數：51           男性人數：29           女性人數：22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51 100% 29 100% 22 100% 

四、 各機關政務人員每年應施以課程訓練(含各類會議中納入性別課程)或參與性別平等相關會議 

本所無政務人員。 

□已完成 

□未完成 

肆、性別影響評估：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報情形 

一、自治條例(若無可免填) 

項次 自治條例名

稱 

專家學者

姓名 
程序參與者來源 通過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時間 

   □為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現任或曾任本府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工作小組／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本府性別人才資料庫(需建立明確遴

選與審查機制)之民間專家學者 

 

二、計畫：工程案/計畫案 (若無可免填) 

項次 
計畫

名稱 
類別 決行層級 

專家學者

姓名 
程序參與者來源 

簡述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之調整或

修正情形 

通過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時間 

  □工程案 

□計畫案 

□府一層

決行 

□非府一

層決行 

 □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

家學者 

□現任或曾任本府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工作小組／

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本府性別人才資料庫(需

建立明確遴選與審查機

制)之民間專家學者 

(配合本市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第

三部分-評估結果

9-2 參採情形內

容進行撰寫) 

 

伍、性別統計及分析 

一、性別統計指標及時間數列資料公布情形 

項次 說明 

(一)性別統計指標公布網址 https://www.yingge.ntpc.gov.tw/home.jsp?id=20192c6ff61fcc86 

(二)性別統計指標數(項)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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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時間數列資料之性別統計指標數(項) 12項 

(四)性別統計指標及其時間數列資料是否更

新，並公布於網站(是/否) 
是 

(五)本年增修性別統計指標說明 

項次 (增/修) 指標項目名稱 新增指標定義或指標修正說明 

1 增加 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 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 

2 增加 原住民人口數 原住民人口數 

二、性別分析(含性別統計分析)公布情形 

項次 說明 

(一)性別分析公布網址 https://www.yingge.ntpc.gov.tw/home.jsp?id=20192c6ff61fcc86 

(二)性別分析篇數(篇) 3 

(三)本年新增之性別分析說明 

項次 性別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職稱) 

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專題報告或簽陳機
關首長核定時間 

(年/月/日) 

1 職員停車位使用之性別分析及研討 秘書室 潘正安 2022/08/01 

分析摘要(以 200字以內為原則) 

新北市鶯歌區公所職員停車位使用之性別分析及研討 

    隨著都市化程度愈來愈高，停車位之需求已不再是住家的基本需求，對於需要騎車或開車上班的員工

而言，上班地點有無停車位的更是選擇上班地點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為研究本所 108年至 110 年間本所

汽機車停車位數量，男女性別數量及比率，及其趨勢，以利未來規畫停車位使用並探討性別平等之策略及

方向。 

項次 性別分析名稱 承辦科室 承辦人(職稱) 

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專題報告或簽陳機
關首長核定時間 

(年/月/日) 

2 無    

分析摘要(以 200字以內為原則) 

(本欄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性別統計分析是運用性別統計的量化資料，考量性別多元交織的不同因素(如種族、族群、年齡、地域、文

化等)，分析不同性別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面向下，處境的差異及現象的成因。性別統

計分析通常性別分析的前置作業。 

 性別分析則是運用性別統計分析，結合質化資料探討，分析不同性別的處遇，及辨認其差異和需求，據以擬

定性別計畫、調整計畫資源配置，或延伸發展其他計畫以處理相關議題，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得以合理分配。

換言之性別分析除有性別統計，更需結合計畫擬訂或政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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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性別預算 

一、本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 

 1 模範母親表揚  175,000 
藉由宣揚模範母親事蹟，對兩性平等認同，作

為社會教育之典範 

 2 模範父親表揚 175,000 
藉由宣揚模範父親事蹟，對兩性平等認同，作

為社會教育之典範 

  3 改善哺乳室 10,000 
維護婦女於公共場所哺育母乳之權益，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精神 

  4 性別平等講習 12,000 
達到員工對性別平等的觀念及促進同仁相互合

作，平等相處 

  5 辦理公園景觀維護計畫 200,000 提供兩性舒適的公廁使用便利性 

  6 辦理綠地廣場照明維護及新設 400,000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身安全保障 

  7 辦理照明維護及新設 30,000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身安全保障 

  8 設置無障礙空間 300,000 
打造公共通行環境，以營造婦女育嬰通行空間

之適宜性 

總計 1,302,000   

二、下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 

 1 模範母親表揚  175,000 
藉由宣揚模範母親事蹟，對兩性平等認同，作

為社會教育之典範 

 2 模範父親表揚 175,000 
藉由宣揚模範父親事蹟，對兩性平等認同，作

為社會教育之典範 

  3 改善哺乳室 10,000 
維護婦女於公共場所哺育母乳之權益，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精神 

  4 性別平等講習 12,000 
達到員工對性別平等的觀念及促進同仁相互合

作，平等相處 

  5 辦理公園景觀維護計畫 200,000 提供兩性舒適的公廁使用便利性 

  6 辦理綠地廣場照明維護及新設 400,000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身安全保障 

  7 辦理照明維護及新設 30,000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身安全保障 

  8 設置無障礙空間 300,000 
打造公共通行環境，以營造婦女育嬰通行空間

之適宜性 

總計 1,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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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性別平等宣導：結合自身業務配合辦理性別平等宣導 

一、宣導方式 

宣導 

方案 

1. 平面 2. 網頁 3. 廣播 4. 影音 5. 座談會 6. 說明會 7. 記者會 8. 活動 9. 其他 

宣導 

人次 

0 0 0 0 100 0 0 568 0 

總計 638 

二、宣導對象 

宣導 

對象 

1. 各局處及

各所屬機

關(構) 

2. 學校所

屬教職

員工生 

3. 區公所所

屬員工 

4. 人民

團體 

5. 民間

組織 

6. 企業 7. 里鄰長或

一般民眾 

8. 其他 

宣導 

人次 

0 0 45 0 0 0 568 0 

總計 613 

三、自製性平文宣/對外授課教材 (註：不含依法辦理性騷擾防治業務) 

共  0  件，詳如附件 

項次 主題 簡述內容 對外授課場次 
主責科室 

及同仁姓名(職稱) 
附件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捌、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 

一、各一級機關依組別辦理如下： 

（一）第 1組：每年至少 4類，總計至少 5 項。 

（二）第 2組：每年至少 4類，總計至少 4 項。 

（三）第 3組：每年至少 2類，總計至少 3 項。 

（四）第 4組：每年至少 2類，總計至少 2 項。 

二、各區公所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3項。 

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

政策、措施、方

案或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狀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

動規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施。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

施，以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例如訂定獎

勵措施鼓勵男性參與家務或育兒照顧、檢視並

改善傳統宗教禮俗之性別不平等、多元性別友

善措施、設立專區澄清性別歧視謠言等之具體

☑宮廟反性騷 

區內宮廟簽署性騷擾防治

措施，共同反性騷。 

☑員工育嬰留職停薪 

近年少子化的情形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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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措施。 夫妻生孩子的意願越來越

低，鼓勵男性參與育兒角

色並仍繼續保留其原有之

工作權，營造友善家庭的

職場環境，破除家庭工作

分工的刻板印象。工務課

即有男性課員配合育兒需

要，辦理留職停薪，悉心

照顧家中2名幼兒。 

☑女性同仁監工 

現場施工大部分為男性監

工，工務課由女性同仁協

助現場監工並指揮控制工

程的執行進度與施工品

質。 

☑女性同仁負責現場管理 

配合纜線清整，本所指派

女性同仁負責現場管理各

家業者，執行全年度架空

及側溝之清整計畫。 

3.結合、鼓勵、委託或補助企業、鄰里社區、區

公所、所屬機關(構)與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金會、機構等）推動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

例如針對推動性別平等相關事項之企業、鄰里

社區與民間組織提供加額補助、優先補助、加

分等積極獎勵作為。 

☑ 

111.02.19結合大湖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有

溫情  春吶溫馨關懷情」: 

【暴力零容忍，反家庭暴

力宣導】-講師:陳金盞 宣

講師。 

111.03.08結合鶯歌區婦女

會辦理永吉公園-花現鶯歌

女力,攜手反暴力: 參與人

次約 250人次(男：80人

次、女：170人次)。 

111.03.19結合建德社區發

展協會於台北中影大樓參

加衛服部街坊出招北區複

賽，榮獲北區第二名。 

111.07.06結合永昌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初級預防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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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計畫防暴宣導工作坊：性

別平等與性別暴力防治-參

與人次 61(男：8人次、

女：53人次)：講師：廖書

雯-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秘書長。 

111.07.21結合永昌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初級預防領航

計畫防暴宣導工作坊：拒

絕與狼共舞，兼談跟蹤騷

擾防治法-參與人次

74(男：15人次、女：59

人次)，講師：王如玄-律

師  

111.08.15結合大湖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館高

年級實習生培訓：透過行

動咖啡館巡迴分享、辦理

性平、防暴宣導活動。 

111.08.22結合大湖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館高

年級實習生培訓：透過行

動咖啡館巡迴分享、辦理

性平、防暴宣導活動。

111.09.08結合建德社區發

展協會舉辦防暴宣導及柚

香傳千里活動：中秋節為

家庭團圓節慶，藉由辦理

社區銀髮長者與幼兒園小

朋友共同參與摘柚的活

動，不僅可促進世代間的

交流與互動，世代共樂共

享共融，更可兼做社區防

暴宣導。 

111.09.17結合建德社區發

展協會參加衛福部街坊出

招全國比賽：榮獲 111年

度性別暴力防治社區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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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推廣計畫社區防暴創意競

賽活動團體組：佳作。 

111.09.29結合永昌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講座-我們與脆

弱及家庭暴力的距離。講

師：溫文傑-諮商心理師。 

111.10.06結合永昌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講座-性侵害防

治宣導。講師：陳郁夫-諮

商心理師。 

111.11.03結合永昌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講座-數位性別

暴力防治兼談跟蹤騷擾防

治法-講師：李修度-新北

市中和分局家防官。 

111.11.11結合大湖社區發

展協會辦理講座-志工培訓

課程-性別暴力知多少-講

師：李坤宗-專門委員。 

（二）建構性別友善環

境及推動相關

政策措施 

1.考量多元性別者需求，推動多元性別友善空

間，建置或改善多元性別友善設施設備，例如

性別友善廁所、宿舍、更衣室等空間納入多元

性別友善設計。 

☑推動性別友善公廁           

為向民眾推廣性別平等觀

念，期能融入日常生活，

本所陸續辦理區內各公園

公廁改造整修，建置並維

管性別友善公廁，營造本

區良好性別平等友善環

境。目前已於永昌公園、

昌福公園、鳳鳴公園、逗

逗龍公園、鳳福公園、北

鶯公園、古鐘樓公園、尖

山公園、建國休閒廣場及

休閒活動中心等處設置性

別友善公廁。 

☑設置無障礙空間 

打造公共通行環境，以營造

婦女育嬰通行空間之適宜

性 

☑辦理照明維護及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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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

身安全保障 

2.依據不同性別的高齡者需求，推動高齡友善無

障礙環境，例如提升人行道適宜性、提升公共

化無障礙交通工具、整建公共空間無障礙設施

等。 

☑推動高齡友善無障礙環境   

為體貼高齡者之行動需

求，本所於休閒活動中心

推動安全之無障礙環境，

提升高齡長者出入之安全

性。 

3.建構社區公共照顧服務措施，例如布建社區公

共化托育家園、增設公共化幼兒園或建置公共

托老中心等性別友善環境措施。 

 

（三）CEDAW 及性別平

等宣導 

1.辦理 CEDAW或其他性別平等專題宣導活動，例

如臺灣女孩日、多元性別、SDGs目標 5「實現

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促進女性參與

STEAM 領域、防治性別暴力及翻轉性別權力關

係、杜絕數位性暴力、性別參與或性別人權等

議題。 

☑ 

本所網站設置「性別主流

化專區」 

☑ 

111.07.22辦理「性別平等

暨特色精油 DIY手作體

驗」 

2.結合機關業務辦理活動時，於主題或內容融入

CEDAW 或性平意識宣導。 

☑ 

111.04.22辦理「鶯歌區

111年模範母親表揚暨性別

平等宣導活動」。 

111.07.14鶯歌區公所辦理

親職講座。 

111.07.29辦理「鶯歌區

111年模範父親表揚暨性別

平等宣導活動」。 

111.08.26鶯歌區公所辦理

親職講座。 

  ☑辦理「初妝-婦女大學師

生聯展」春季特展 

☑花語畫娛-夏天工作室師

生聯展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

性別平等教材

或案例 

1.針對機關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性平或 CEDAW

之教材或案例，例如醫護人員、警察、消防人

員、托育人員或居家服務人員等，並上傳所屬

性別主流化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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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請勿刪減) 

項目 
(請勿刪減)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 
並說明方案名稱 

2.針對機關業務研發一般性平意識概念或 CEDAW

之教材或案例彙編，並上傳所屬性別主流化專

區。 

 

三、成果說明： 

 請依組別要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可於欄位中檢附相關照片及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連結及附件，自由排版呈現。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方案名稱 1：宮廟反性騷 

區內宮廟簽署性騷擾防治措施，共同反性騷。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方案名稱 2：員工育嬰留職停薪 

近年少子化的情形明顯，夫妻生孩子的意願越來越低，鼓勵男性參與育兒角色並仍繼續保

留其原有之工作權，營造友善家庭的職場環境，破除家庭工作分工的刻板印象。工務課即

有男性課員配合育兒需要，辦理留職停薪，悉心照顧家中2名幼兒。 

方案名稱 3：女性同仁監工 

現場施工大部分為男性監工，工務課由女性同仁協助現場監工並指揮控制工程的執行進度

與施工品質。 

方案名稱 4：女性同仁負責現場管理 

配合纜線清整，本所指派女性同仁負責現場管理各家業者，執行全年度架空及側溝之清整

計畫。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方案名稱 5：111.02.19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有溫情  春吶溫馨關懷

情」: 【暴力零容忍，反家庭暴力宣導】-講師:陳金盞 宣講師。 

方案名稱 6：111.03.08結合鶯歌區婦女會辦理永吉公園-花現鶯歌女力,攜手反暴力: 參

與人次約 250人次(男：80人次、女：170人次)。 

方案名稱 7：111.03.19結合建德社區發展協會於台北中影大樓參加衛服部街坊出招北區

複賽，榮獲北區第二名。 

方案名稱 8：111.07.06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初級預防領航計畫防暴宣導工作坊：

性別平等與性別暴力防治-參與人次 61(男：8人次、女：53人次)：講師：廖書雯-社團

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 

方案名稱 9：111.07.21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初級預防領航計畫防暴宣導工作坊：

拒絕與狼共舞，兼談跟蹤騷擾防治法-參與人次 74(男：15人次、女：59人次)，講師：

王如玄-律師  

方案名稱 10：111.08.15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館高年級實習生培訓：透過

行動咖啡館巡迴分享、辦理性平、防暴宣導活動。 

方案名稱 11：111.08.22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館高年級實習生培訓：透過

行動咖啡館巡迴分享、辦理性平、防暴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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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12：111.09.08結合建德社區發展協會舉辦防暴宣導及柚香傳千里活動：中秋節

為家庭團圓節慶，藉由辦理社區銀髮長者與幼兒園小朋友共同參與摘柚的活動，不僅可促

進世代間的交流與互動，世代共樂共享共融，更可兼做社區防暴宣導。 

方案名稱 13：111.09.17結合建德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衛福部街坊出招全國比賽：榮獲 111

年度性別暴力防治社區預防推廣計畫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團體組：佳作。 

方案名稱 14：111.09.29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我們與脆弱及家庭暴力的距

離。講師：溫文傑-諮商心理師。 

方案名稱 15：111.10.06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性侵害防治宣導。講師：陳郁

夫-諮商心理師。 

方案名稱 16：111.11.03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兼談跟蹤騷

擾防治法-講師：李修度-新北市中和分局家防官。 

方案名稱 17：111.11.11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志工培訓課程-性別暴力知多少

-講師：李坤宗-專門委員。 

(二)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及推動相關政策措施等之政策措施 

方案名稱 1：推動性別友善公廁           

為向民眾推廣性別平等觀念，期能融入日常生活，本所陸續辦理區內各公園公廁改造整

修，建置並維管性別友善公廁，營造本區良好性別平等友善環境。目前已於永昌公園、昌

福公園、鳳鳴公園、逗逗龍公園、鳳福公園、北鶯公園、古鐘樓公園、尖山公園、建國休

閒廣場及休閒活動中心等處設置性別友善公廁。 

方案名稱 2：推動高齡友善無障礙環境   

為體貼高齡者之行動需求，本所於休閒活動中心推動安全之無障礙環境，提升高齡長者出

入之安全性。 

(二)建構性別友善環境及推動相關政策措施等之政策措施 

方案名稱 3：設置無障礙空間 

打造公共通行環境，以營造婦女育嬰通行空間之適宜性 

方案名稱 4：辦理照明維護及新設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身安全保障 

(四)CEDAW及性別平等宣導 

方案名稱 1：111.07.22辦理「性別平等暨特色精油 DIY手作體驗」 

(四)CEDAW及性別平等宣導 

方案名稱 2：111.04.22辦理「鶯歌區 111年模範母親表揚暨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方案名稱 3：111.07.14鶯歌區公所辦理親職講座。 

方案名稱 4：111.07.29辦理「鶯歌區 111年模範父親表揚暨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方案名稱 5：111.08.26鶯歌區公所辦理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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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EDAW及性別平等宣導 

方案名稱 6：本所網站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 

本所透過網站設置專區展現性平亮點、CEDAW 認識、相關法規收集、工作小組會議召開等

資訊提供，讓民眾及同仁就消除性別歧視，積極促進性別平等提供正向資訊。確保婦女在

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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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7：辦理「初妝-婦女大學師生聯展」春季特展 

111年 6月 15日至 7月 15日止，由新北市鶯歌婦女大學聯合陳彩雲老師在本所 2、3樓

辦理聯展，特展主題初妝，表達學員初學入門新手，如花苞開放一樣绽放美麗生動的畫

作。作品以環保染料繪製畫展、陶瓷及麻布袋，以女性學員為主從初學者到掌握繪畫技

巧，以自身的感悟透過繪畫形式展現出來，也讓女性朋友們帶來多元的學習機會。 

方案名稱 8：花語畫娛-夏天工作室師生聯展 

111年 3月 15日至 5月 3日止，邀請陳彩雲老師聯合「夏天工作室」學生在本所 2、3樓

展出「花語畫娛-陳彩雲師生聯展」，學生以女性學員為主，以水墨、潑墨、彩繪為主題，

將鶯歌獨具特色之陶瓷及手提袋融合春季花意使多樣設計品煥然一新，同時展現性別平等

及宣導女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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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相關成果 

(除本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所規定應辦理事項外，機關構自行推展之促進性別平等相關行為，若無則免。) 

1. 111.02.19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有溫情 春吶溫馨關懷情」: 

【暴力零容忍，反家庭暴力宣導】-講師:陳金盞 宣講師。 

  

 

2. 111.03.08結合鶯歌區婦女會辦理永吉公園-花現鶯歌女力，攜手反暴力: 

參與人次約 250人次(男：80人次、女：170人次)。 

  

  

3. 111.03.19結合建德社區發展協會於台北中影大樓參加衛服部街坊出招北區複賽： 

榮獲北區第二名。 



16 

 

   

 

4. 111.04.22辦理「鶯歌區 111年模範母親表揚暨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5. 111.07.06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初級預防領航計畫防暴宣導工作坊： 

性別平等與性別暴力防治-參與人次 61(男：8人次、女：53人次)：講師：廖書雯-社團法

人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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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07.14鶯歌區公所辦理親職講座。 

  

 

7. 111.07.21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初級預防領航計畫防暴宣導工作坊： 

拒絕與狼共舞，兼談跟蹤騷擾防治法-參與人次 74(男：15人次、女：59人次)，講師：王

如玄-律師 

  

  

8. 111.07.29辦理「鶯歌區 111年模範父親表揚暨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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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1.08.15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館高年級實習生培訓： 

透過行動咖啡館巡迴分享、辦理性平、防暴宣導活動。  

 

 

10. 111.08.22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爺奶咖啡館高年級實習生培訓： 

透過行動咖啡館巡迴分享、辦理性平、防暴宣導活動。 

  

  

11. 111.08.26鶯歌區公所辦理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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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1.09.08結合建德社區發展協會舉辦防暴宣導及柚香傳千里活動： 

中秋節為家庭團圓節慶，藉由辦理社區銀髮長者與幼兒園小朋友共同參與摘柚的活動，不

僅可促進世代間的交流與互動，世代共樂共享共融，更可兼做社區防暴宣導。 

  

13. 111.09.17結合建德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衛福部街坊出招全國比賽： 

榮獲 111年度性別暴力防治社區預防推廣計畫社區防暴創意競賽活動團體組：佳作。 

  

14. 111.09.29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我們與脆弱及家庭暴力的距離。 

講師：溫文傑-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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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11.10.06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性侵害防治宣導。 

講師：陳郁夫-諮商心理師。 

 

  

16. 111.11.03結合永昌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兼談跟蹤騷擾防治法。

講師：李修度-新北市中和分局家防官。 

  

17. 方案名稱 17：111.11.11結合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講座-志工培訓課程-性別暴力知

多少。 

講師：李坤宗-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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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女性同仁監工 

現場施工大部分為男性監工，工務課由女性同仁協助現場監工並管理工程執行進度與施工

品質。 

 

19. 女性同仁負責現場管理 

配合纜線清整，本所指派女性同仁負責現場管理各家業者，執行全年度架空及側溝之清整

計畫。 

 

20. 設置無障礙空間 

打造公共通行環境，以營造婦女育嬰通行空間之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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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辦理照明維護及新設 

增加夜歸婦女及情侶等人身安全保障。 

 

22. 推動性別友善公廁 

為向民眾推廣性別平等觀念，期能融入日常生活，本所陸續辦理區內各公園公廁改造整修，

建置並維管性別友善公廁，營造本區良好性別平等友善環境。目前已於永昌公園、昌福公

園、鳳鳴公園、逗逗龍公園、鳳福公園、北鶯公園、古鐘樓公園、尖山公園、建國休閒廣場

及休閒活動中心等處設置性別友善公廁。 

 

 



23 

 

23. 推動高齡友善無障礙環境 

為體貼高齡者之行動需求，本所於休閒活動中心推動安全之無障礙環境，提升高齡長者出入

之安全性。 

 

24. 宮廟反性騷：區內宮廟簽署性騷擾防治措施，共同反性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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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區內各跑馬燈及公佈欄張貼性平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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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11.07.22辦理「性別平等暨特色精油 DIY手作體驗」。 

 

 

拾、未來推展性別主流化之重點項目及精進作為 

各機關構於下年度，為深化內部執行業務過程中深化性別主流化概念，或透過業務促進政府機關內部或民間社

會性別平等的相關業務與行為。(請擇重點填寫，若無則免填。) 

項次 重點項目或方案名稱 現況說明 具體策略 預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