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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六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局 203 會議室。 

參、 主席：王如玄委員。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曾助理員淑華 

伍、 介紹委員並推選本組民間召集人【委員簡介請參閱附件 1，P10-12】：在

場委員共同推選陳保仁委員，惟因本次會議陳保仁委員並未出席，擬於

會後再與陳保仁委員確認，本次暫由王如玄委員主持。 

陸、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2，P13-19】：同意備查。 

柒、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共計 5案。 

(一) 第 1 案「許委員秀雯建議本組工作重點營造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醫院

督考計畫-輔導查核性別指標附表請醫事科評估是否可以加入跨性別者

部分」，有關許委員秀雯建議委託(伴侶盟)或相關團體提供跨性別者就

醫指引(Guildline)或作業原則，以漸進式之教育訓練，繼續教育醫療

端人員，改善因落入性別二元化框架造成性別錯稱等情境：今(110)年

目標教育訓練繼續列管，並建議後續辦理之教育訓練採互動式上課模

式。 

(二) 第 2案至第 5案均解除列管。 

 

序號 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完成 

日期 

列管 

建議 

1 

有關健康、醫療

與照顧組 108 年

新北市性別平等

政策方針辦理情

有關許委員秀雯建議委

託(伴侶盟)或相關團體

提供跨性別者就醫指引

(Guildline) 或 作 業 原

醫管科 

1. 本案已於110年 1月 29日邀請許
委員秀雯蒞局針對「認識跨性別
權益」進行專題演講，當日本局
及所屬總共調訓 115 人(女:95 人
男:20 人)，由陳專門委員玉澤主

預計

110 年

12 月

31 日

繼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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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完成 

日期 

列管 

建議 

形」許委員秀雯

建議本組工作重

點營造性別友善

的醫療環境-醫

院督考計畫-輔

導查核性別指標

附表請醫事科評

估是否可以加入

跨性別者部分。 

則，以漸進式之教育訓

練，繼續教育醫療端人

員，改善因落入性別二元

化框架造成性別錯稱等

情境，以規劃、建議、教

育訓練、評估、督考等階

段性評估推廣成果，也可

緩和直接採用醫院督考

之困境。 

持介紹，並於會後邀集醫管科、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代表與許委員
秀雯交流意見，針對醫事人員臨
床實務面執行之困難處與就醫民
眾認知之差異性相互交流討論。 

2. 針對多元性別及同性伴侶就醫等
議題，本局所屬新北市立聯合醫
院業於 110 年 2 月 26 日下午 3 時
辦理院內在職教育訓練，採漸進
式引導院內人員瞭解，共計 159
位參加，後續規劃每年邀請性平
專家針對本市醫療人員辦理 2 場
次繼續教育訓練，以營造性別友
善的醫療環境。 

前完

成 

2 

有關王委員兆慶

提出為促進家庭

育兒分工性別平

等，請說明現有

之公共資源，如

何推動孕、產前

與產後衛生保健

之諮詢與教育，

以及如何強化男

性父職參與資料

移送人口、婚姻

與家庭組，建議

該組解除列管。 

1. 人口、婚姻與家庭組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第五
屆第 4 次會議決議【請
參閱附件 3，P21-34】
略以：「有關衛生局主
責之與相關醫學會合
作，試辦雙親教室爸爸
篇以試成效請衛生局
依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2. 陳委員保仁建議：有關
與相關醫學會合作，試
辦雙親教室之爸爸篇
以試成效部分，媽媽教
室或雙親教室本來就
是要辦，只是我們應該
在題目中把爸爸的角
色加進去，加強爸爸的
參與，雖然各局處辦理
的參與率人數不錯，但
是主題性看不到爸爸
為主的活動。其實只要
與周產期或助產士醫
學會這 2個學會合作，
請他們在學會中討論
如 何 加 強 男 性 在 生
產、親職教育所要扮演
的角色，就會有不錯的
成效。另外就所知國健
署已在籌劃爸爸手冊。 

健管科 

1.本組業於 109 年 11 月 6 日邀集相

關局處(社會局、文化局、教育局、

民政局及新聞局等機關)召開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

議，就育兒議題（包含男性親職參

與育兒等）依孕前、產前、產後三

部分規劃，並更新及補充資料。本

局已請各醫療院所舉辦親子教室

及新手父母相關活動，並由本市聯

合醫院規劃完成以爸爸為主題之

親子教室，將持續納入親子課程主

題辦理。 

2.針對臨時動議提案「有關樂寶兒婦

幼診所辦理的超級奶爸訓練營

案」，110 年度將結合醫療院所及

產後護理機構(即坐月子中心)，辦

理親子教室及支持團體等育兒衛

教相關宣傳活動，推廣男性參與照

顧議題【請參閱附件 4，P35-46】。 

3.本案已於109年 12月 21日第 5屆

第 4 次性平大會以專題報告完

竣，由人口婚姻與家庭組列管，後

續應由該組追蹤。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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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完成 

日期 

列管 

建議 

3 

健康、醫療與照

顧組 109 年跨局

處推動性平工作

(1-8 月)成果報

告。 

本案審議通過，會後將資

料提報社會局；並參採民

間召集人祝委員春紅的

建議研究將相關資料採

數位化線上處理，可普及

更多人。另疫情期間相關

資訊如已作數位處理，亦

應該放到成果作論述，未

來將持續修正進行。 

心衛科 
高長科 

1. 業於109年 11月 6日邀集相關局
處召開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工
作圈討論會議，今年度受疫情影
響，課程開課數不如原先預期，
就委員建議考慮線上課程之可能
性部分，經衛生局內部討論，原
則上評估可能以活動側錄方式或
線上課程模式進行【請參閱附件
5，P47-52】。 

2. 【心衛科補充】議題一:中高齡婦
女健康管理，針對委員建議課程
提供數位教材一案，考量運動課
程之安全性、烹飪課程之食材實
作等因素，並鼓勵中高齡族群走
出戶外促進人際交流，爰課程規
劃以實體課程，110 年同步試辦主
題影片，請各局處於原通路轉發。 

3. 【高長科補充】議題二:照顧者的
多元喘息服務，已加入家庭照顧
者支持據點電話關懷及電話心理
協談，及文化局提供數位博物
館，讓家庭照顧者在家就能透過
網路參觀博物館，仿佛身歷其
境，享受文化洗禮。，希望在疫
情影響下，照顧者也能得到喘息
服務。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4 

健康、醫療與照

顧組 110 年跨局

處推動性平工作

計畫，提請審議。 

本案審議通過，並依期程

持續推動；因議題有深耕

之必要，將於 110 年續

推，以 109 年成果做檢討

並納入民間召集人祝委

員春紅之建議數位化線

上處理作為計畫延伸；另

計劃書中相關KPI值將於

110 年推行前召開跨局處

會前會議討論議定。 

心衛科 
高長科 

本案已於 109 年 11 月 6 日邀集相關

局處(社會、教育、勞工、新聞、觀

旅、文化、經發及民政等局)召開健

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

議題工作圈討論會議，有關 110 年跨

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已整合各局

處資源並明確標註各局處工作目

標。109 年度受疫情影響，課程開課

數不如原先預期，爰就委員建議考慮

線上課程之可能性部分，經衛生局內

部討論，原則上評估可能以活動側錄

方式或線上課程模式進行。【請參閱

附件 5，P47-52 及附件 7，P55-68】。 

【心衛科補充】110 年實體課程預計

與社會局合作 20 場次、教育局合作

14 場次、勞工局合作 10 場次，較 109

年執行成果(社會局 20 場次、教育局

3場次、勞工局 4場次)增加 17場次。 

已 
完 
成 

解除

列管 

5 研提「新北市性 參採各委員及衛生局的
幕僚 
單位 

已參採委員建議調修第 4、第 9項，
已 
完 

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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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完成 

日期 

列管 

建議 

別平等政策方

針」修正意見，

提請審議。 

意見，除第 4、第 9 項再

修正外，其餘部分均照案

審查通過，請幕僚單位於

會後提送本府性平會審

議。修正內容各為： 

一、 第 4 項：「擴大性

別友善醫療及照

顧服務之獎勵機

制，並提供工作人

員，友善工作環

境，及尊重不同性

別者的就醫及照

顧權益，對象包含

醫院、衛生局所、

照 顧 與 養 護 機

構、社區、部落、

職場與校園等」。 

二、 第 9 項：「宣導正

確的身體自主意

識、健康的體適能

觀念，避免美貌迷

思與過度醫療化

行為。」 

並於109年 11月 13日提送本府性平

會審議【請參閱附件 6，P53-54】。 

成 列管 

主席裁示：第 1案繼續列管，其餘 4案均解除列管，教育訓練模式不只是單純上課，更強

調互動，應該根據業務內容，結合性平觀點，最後達到內部觀念改變，亦即從

以往單向式的上課改變為雙向式互動與回饋，最後落實到醫療實務工作現場的

各項軟硬體，以達到深化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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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討論案                                                      

案由一：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1-12 月)成果報告，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 年 1月 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27990 號函頒布

之行事曆辦理。 

二、 本分工小組 109 年跨局處議題有 2大議題。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請參閱附件 7，P55-68】。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請參閱附件 8，P69-76】。 

三、 請心衛科及高長科簡報，並請健管科補充。 

四、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建議延續 109 年議題並依據第五

屆第 3 次會議討論案決議事項第五點略以，整合健康實務上如何改善

現況，建議先針對生理及心理層面精緻地規劃一年度的計畫，再依照

前一年度蒐集的資料、可能面臨的狀況及成果再升級規劃次年度的計

畫，滾動性檢討修訂計畫。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請參閱附件 9，P77-80】。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請參閱附件 10，P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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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決  議：請各局處依委員建議修正提供給衛生局彙整，俟會後彙整 110 年跨局

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情形後，召集跨局處研商會議，並依期程持續推動。 

案由三：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辦理情形，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北市政府 110 年 1 月 7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27990 號函頒布

之行事曆辦理【請參閱附件 11，P85-88】。 

二、 現行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總計有 9 項工作重

點，涉及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 5 個局

處 24 項工作計畫，本案已彙整相關局處 109 年之辦理情形。 

三、 本案如審議通過，同意備查。【請參閱附件 12，P89-90】及【附件 13，

P91-114】。 

決  議：有關各局處提供的資料均已經在各該局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充分討

論，爰本案同意備查。 

玖、 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上午 11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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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委員發言及局處補充說明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許秀雯委員： 

第 1案最初的提案是希望在醫院的督考項目納入有關跨性別的指標，惟經

同仁反映直接作法可能造醫院端較大壓力，確實對於跨性別病患的認識或

議題的瞭解需要比較漸進式的知能提升，甚至是比較深入的工作坊來進行

軟硬體相關的整體規劃。後續不只是發展 Guildline 而已，可能是藉由我

們去凝聚共識，做出融入醫療體系的 Guildline、系統性的醫療對待、醫院

設施，並不只是性別的錯稱而已。 

 

【討論案－案由一及案由二】 

 

王如玄委員： 

一、 議題一部分： 

(一) 各局處所提方案名稱必須能觀察出與健康的關聯，例：教育局提報

方案名稱中高齡民眾成長團體，可看出教育局辦理中高齡婦女成長

課程，但無法得知課程內容與婦女健康相關，請各局處以本組議題

為主軸，重新設想方案名稱。 

(二) 勞工局的方案 109 及 110 年均是搭配工作平等宣導團，請勞工局考

慮開發或擴展對象，例：新北市員工較多的上市(櫃)公司、員工本

身有職福會組織、有動機參加對自己有幫助的團體或由政府出資請

新北市(婦女)工會辦理教育訓練，以期打破原有場次，繼續深耕。 

二、 議題二部分： 

109 年執行策略觀旅局採盤點旅宿、文化局盤點講座等，至 110 年是

否能立基在 109 年的盤點成果，有新的方法策略，必須要能看的見

之前盤點的執行成果，爰請再重新規劃。 

三、本組兩個議題歷經 109 年的執行基礎，在今(110)年應該要更符合期待，

因此要作一些修正，包括：各局處的方案名稱、方案內容的連貫、深

化、優惠與方案的內容和宣傳、110 年的評估指標(包括人次、使用狀

況)，請各局處依決議事項修正後提供給衛生局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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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委員： 

一、 提到 Women talk 是否更正為 Women’s talk，人次場次數據之提供及

110 年執行成果評估的指標請各局處補充說明。 

二、 請提供新北女性在癌症(例:乳癌)、骨質疏鬆症等重要健康議題的統計

現況、後續健康管理、建議和宣導例如：思考在目前疫情期間如何 E

化諮詢，有無 Q&A 可提供中高齡婦女自主健康學習，讓她們知道如何

自我保健、自主學習，思考更社區化、在地性以及可近性的策略。 

【局處補充】 

衛生局：針對整個議題的面向、數據人次將再作補充，也將與各局處討論強化

課程內容、講師群，例如針對超熟女再進化訂定一些識能標準、核心

目標，期待被知道的健康管理。【補充說明：經查新北市政府第五屆

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1次會議(召開日期：108

年 3月 12 日) 有關「Women Talk 健康講堂」當初的立意是想蒐集女性市民

對健康的建議、對話或討論，重點是主題定義以女性為主體政策目標。】 

有關觀旅局、文化局及經發局的資源或優惠活動資訊均已提供在本局

網頁，並提供 QR CODE。 

在目前婦女癌症篩檢上，我們是配合國健署，針對乳癌篩檢及子宮頸

癌篩檢一直都是有在宣傳的，謝謝李萍委員的建議，下次會把相關數

據還有跟這些議題結合的場次在下次資料呈現。 

 

勞工局：在職場上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是搭配工作平等宣導團，工作平等宣導

團原本就有要求一個場次必須有 20人報名參與，才能開這個課程。基

於這樣的條件，原本就已針對轄內較大型的事業單位進行推廣，為考

量課程屬性為中高齡婦女，爰係以事業單位自行評估其內部需求而報

名參與。至於委員提到可納入職福會及工會的部分，未來將參採研議

納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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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旅局：目前提供的優惠方案是深澳旅遊自行車的優先訂票權，是針對家庭照

顧者特別的專案；至於盤點的部分，已於 109 年盤點景點資訊提供衛

生局；至於旅宿業者因受疫情影響已告知衛生局不納入旅宿業，惟因

主席表達受疫情影響是否更可以提供優惠活動活絡業者生意，爰將再

次盤點旅宿業者提供優惠活動的意願。 

家照協會：建議上述相關優惠資訊管道應再普及。個人從事照顧者服務 20年經

驗裡，照顧者約 80%為女性，女性中又約 7成為中高齡，重視中高齡

婦女健康是很重要議題，希望照顧者可以重視自己，別因為照顧家

人而忽略自己的需求，常常是在結束照顧之後才有空正視自己的病

痛。所以協會本身也常辦理許多活動來宣導照顧者重視自己的需

求，不管是生理心理。針對議題一的分享，想建議各局處應該分工

進行，有宣導、活動課程、鼓勵措施等分階段、面向進行，而不是

全部都在辦課程或活動，容易流於形式，效果、受益均有限。另外

議題二是很適合跨局處合作的議題。照顧者很需要替代照顧，某些

家庭有此支持系統，但更多為無，因此辦理活動時，建議多替家庭

照顧者設想，提供他們喘息服務。 

針對提供給照顧者優惠或資源，建議可提供多元管道，非僅只是網

路(站)，或許現在因為少紙化，較少提供紙本，但還是要多設想如

何做才能讓照顧者知道，特別照顧者之中有許多是老老照顧，對網

路不熟悉。 

 

【討論案－案由三】 

許秀雯委員： 

建議在方針或政策的思考上，有時需要一些參照點作為 input。例如

聯合國的婦女發展署(UN Women)針對婦女的健康有許多既有的政策方

針，是否可能選擇一些 policy 翻譯或參考，例如 covid-19 就陸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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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表許多不同的參考資料，也有很多相關的研究；或許會耗費額外

的能量，不過如果要在政策思考有一些突破，還是需要從比較大的視

野去吸收新知，才可能開展新途徑。 

王如玄委員： 

這部分建議將研究案請專家學者把國際相關資料全部收集作

organize，或在我們性平專案小組邀請懂得衛生相關議題又具備性平

概念的專家，或找到適當的人去幫忙盤點目前中央的措施了解需要關

照的議題；將收集的文獻資料加以分析，透過參照國際經驗或中央政

府資訊，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相關視野，這部分建議將來可以在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慢慢去規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