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五股區公所 106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前言
為建立性別友善環境，發揮工作職能，進而達成實質平等之目標，
本所依據本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成立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檢視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強化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性
別平等宣導及網頁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等 5 項工作，從而對內推動性
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對外提升區內民眾性別平等意識，推廣性別平
等理念，執行內容以完整反映在政策與方案中，全面性、有效的推動
性別主流化，讓不同性別均等受惠，以實現性別平等。
貳、依據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6 至 108 年）
參、目標
一、加強使用各項性別主流化相關工具。
二、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三、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在制定法令政策
、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納入性別觀點。
四、提升同仁性別平等意識，營造無歧視之環境及服務。
肆、重要成果
一、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 （主責單位：人事室）
本所自本年 1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辦理「性別意識培力
訓練」計 2 場次，其中實體訓練 1 場次、性平電影賞析 1 場次，
總計有 102 人次參訓 ，其中女性 62 人（61%）
，男性 40 人（39%）
，
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實體訓練課程：106 年 3 月 15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談兩性平
權與職場性騷擾防治講座，邀請馨培心理治療所呂院長嘉寧
擔任講座，呂院長介紹性別工作平等法內容，建立消除性別
歧視觀念，以促進職場性別工作平等，計有 76 位同仁參加，
其中男性 26 人（34%），女性 50 人（66%）。
(二)性平電影賞析活動：106 年 6 月 22 日辦理性平電影賞析「魔
幻月光」
，藉由電影演出，以充實同仁性別平等觀念，建立
無性別歧視之友善環境，本次研習計有 26 位同仁參加，其

中男性 14 人（54%），女性 12 人（46%）。
(三)數位學習課程：除上述活動或教育訓練外，並鼓勵同仁善用
數位學習課程進行性別意識培力，計有 13 位同仁完成，其
中男性 8 人（62%），女性 5 人（38%）。
二、性別統計與分析（主責單位：會計室）
(一)為使本所推動之性別主流化相關業務更為公開透明，於本所
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下設置「性別統計指標」專區，105
年性別統計指標項目資料計有「新北市五股區公所性別統計
指標項目表」
、
「新北市五股區各里人口數及性別比例」
、
「新
北市五股區現住人口年齡分布概況」、
「新北市五股區 15 歲
以上現住人口之教育程度概況」
、
「新北市五股區現住人口之
婚姻狀況」、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現有職員概況-按教育程度
別分」
、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現有職員概況-按年齡別分」
、
「新
北市五股區各里鄰長遴聘概況」
、
「新北市五股區社區發展協
會會員概況」及「低收入戶戶數(按戶長性別分) 」等 10 項
指標，已公布於網站並持續更新指標數據。
(二)今年度於本所網站公布性別統計專題「新北市五股區性別圖
像」1 篇。
三、性別平等宣導（主責單位：秘書室）
(一)運用字幕機宣導。
(二)連結網站影音宣導：
與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區、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婦女聯合網站、內政部警政署婦幼專區及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婦女福利等多媒體資訊分享平台連結，
讓大家認識推動性別議題的各項影音文宣資訊，作為推動政
策之參考。
(三)本所共用資料匣設置性別平等資訊專區
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2.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內涵
3.「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相關規定
4.自製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宣導簡報

5.自製性別平等專區宣導海報
(四) 本所各課室利用訓練、集會或活動，提供海報、宣導品
等多元方式宣導，以深化平權觀念，辦理情形如下：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 106 年性別平等宣導情形(民政災防課)
宣導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方式

宣導範圍

宣導人次

及對象

(男/女)

宣導內容
1、透過文康活動宣導職業

106.05.08

消除歧視-性
別平權

教育訓練

五股里守望
相助隊員

無分性別，工作態度正
20/23

確。
2、讓隊員了解遇到性騷擾
事件發生時，求助方式。
五股區民至公所,申報 106

106.05.10 性別不是阻力

海報

五股區民

12/34

年綜所稅，分別以海報，
向區民宣導性別平等，男
女平權。
1、透過 106 年守望相助隊

106.05.21

性別平權-共

教育訓練

創和諧

自製海報宣導

五股全區守
望相助隊員.

教育訓中，宣導消除性別
250/321 歧視，性別平權。

里幹事

2、自製海報向隊員宣達男
女平權。

106.06.10

消除歧視-性 里鄰長聯誼文 里長.鄰長.
別平權

康活動研習

里幹事

17/20

透過里.鄰長聯誼活動,向
鄰長宣導性別平等

新北市五股區公所 106 年性別平等宣導情形(社會人文課)
宣導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方式

宣導範圍

宣導人次

及對象

(男/女)

宣導內容
1、透過 106 年度五股區模

106.05.01 性別平等宣導

海報、自製宣 五股區模範
導標語

母親及家屬

範母親表揚活動，宣導消除
90/110

性別刻版印象、性別歧視。
2、自製宣導標語宣達男女
平權。

透過新北市五股原住民婦
女會辦理 106 年五股原住

五股區原住
106.05.21 性別主流宣導

教育訓練

民婦女會會

55/95

員及家屬

民文化系列活動，宣導性別
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意
涵。
透過新北市五股區陸一社

106.05.27

CEDAW 及性騷
擾防治宣導

紅布條、海報

社區會員

45/105

區發展協會第 8 屆第 3 次會
員大會活動，介紹 CEDAW
及性騷擾防治。
1、透過 106 年度五股區社

五股區社區
106.06.03

性別平等-性 自製性平標語 發展協會理
別不是阻力

牌及宣導 DM 事長、常務監

區人才培力暨績優社區觀
18/21

事、總幹事

摩活動，宣導性別平等及性
別歧視。
2、自製宣導 DM 及宣導標語
宣達男女平權。
藉由 106 年度新北市五股

本所員工、志
106.06.21 CEDAW 是什麼 自製簡報宣導 工及本市市

區親職教育課程，自製宣導
10/36

民

簡報，介紹 CEDAW「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意
涵。
1、透過 106 年度五股區模

消除性別刻版 自編宣導短劇
106.08.05

印象-家事分 及自製宣導標
擔

語

五股區模範
父親及家屬

範父親表揚活動,宣導消除
100/130 性別刻版印象、性別歧視。
2、自製宣導短劇及宣導標
語宣達男女平權。
透過 106 年度五股區志工

五股區社區
106.08.10

性騷擾防治

教育訓練

關懷據點志

培力研習曁慶生會活動，讓
20/45

工

志工了解何謂性騷擾及遇
到性騷擾事件時，求助方式
和管道。
結合五股區婦女會及社區

性別主流化與
106.08.23 CEDAW 公約落
實

發展協會，邀請性平知名專

五股區民及
教育訓練

本所同仁、志
工

7/43

業講師王淑楨老師，帶領大
家學習與認識性別主流化
與性平相關知能，加速實現
性別平等。

伍、未來加強方向
一、未來將持續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以增進同仁對於性別主
流化各項工具運用能力，及提高同仁對於業務性別敏感度。
二、加強對外性別平等宣導，於本所主辦的會場，以懸掛宣導布
條方式，向民眾加強宣導性平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