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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三三三三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222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本局 203 會議室。 

参、召集人：高副局長淑真。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曾淑華 

伍、確認本局第 3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陸、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 

(一) 本局第 3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二) 有關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 8案，除第 8案有關本局委員會未符合任ㄧ性別

比例不低於三分之ㄧ規定者，醫管科刻正簽辦「新北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正草案，以調整委員人數上限，俾納入更多女性專業人員參與，

預計於 110 年 1 月 1 日完成，爰本案建議持續列管外，其餘各案均已配合完

成，建議解除列管，辦理情形詳下表： 

本局第 3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    

109

030

1-1 

本局「108
年性平亮點
方案」1 至
12月執行成
果，報請公
鑒。 

1111、、、、 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
題特性而言題特性而言題特性而言題特性而言，，，，能擴大男能擴大男能擴大男能擴大男
性參與人數即屬符合性參與人數即屬符合性參與人數即屬符合性參與人數即屬符合
本亮點目標要求本亮點目標要求本亮點目標要求本亮點目標要求，，，，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使用統計圖表時以使用統計圖表時以使用統計圖表時以使用統計圖表時以能能能能
清楚表達占比為主清楚表達占比為主清楚表達占比為主清楚表達占比為主，，，，使使使使
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
計較無意義計較無意義計較無意義計較無意義。。。。另在目標另在目標另在目標另在目標
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
一年度時一年度時一年度時一年度時，，，，建議可於設建議可於設建議可於設建議可於設
定目標值時定目標值時定目標值時定目標值時，，，，以超過三以超過三以超過三以超過三
分之一性別目標人數分之一性別目標人數分之一性別目標人數分之一性別目標人數
或人次或人次或人次或人次、、、、場次增加做設場次增加做設場次增加做設場次增加做設
定定定定。。。。 

2222、、、、 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
圖表部分酌作修正圖表部分酌作修正圖表部分酌作修正圖表部分酌作修正，，，，並並並並
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
流化專區流化專區流化專區流化專區。。。。 

食藥科 
已配合修正圖表並依
限於 109 年 2 月 27 日
上傳。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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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030

1-2 

有關「性別
平等政策方
針」—本局
108 年 1 至
12月辦理情
形一案，報
請公鑒。 

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
點之執行成果點之執行成果點之執行成果點之執行成果，，，，提供執行提供執行提供執行提供執行
數占總數之百分比及數占總數之百分比及數占總數之百分比及數占總數之百分比及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俟修正完俟修正完俟修正完俟修正完竣再依限竣再依限竣再依限竣再依限
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
區網頁區網頁區網頁區網頁。。。。(以下省略以下省略以下省略以下省略) 

健管科 
醫管科 
食藥科 
心衛科 
高長科 

已修正並依限於 109
年 2 月 27 日上傳。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109

030

1-3 

有關本局
「108 年推
動性別主流
化成果報
告」一案，
報請公鑒。 

建議將需要連結網站才能建議將需要連結網站才能建議將需要連結網站才能建議將需要連結網站才能
檢視之資料檢視之資料檢視之資料檢視之資料((((例例例例::::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
及分析及分析及分析及分析))))印出並以摘要或印出並以摘要或印出並以摘要或印出並以摘要或
比較近比較近比較近比較近 2222 年新增項目或標年新增項目或標年新增項目或標年新增項目或標
註業務亮點方式作附件註業務亮點方式作附件註業務亮點方式作附件註業務亮點方式作附件，，，，
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
化專區化專區化專區化專區。。。。 

會計室 
已配合提供並依限於
109 年 2月 27 日上傳。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    

109

030

1-4 

有關本局

「108 年跨

局處議題」

一案，報請

公鑒。 

1111、、、、 議題一部分數據請再議題一部分數據請再議題一部分數據請再議題一部分數據請再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1)(1)(1)(1) 1111----12121212 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量量量量
化說明之參與人數計化說明之參與人數計化說明之參與人數計化說明之參與人數計
1000100010001000 是否無誤是否無誤是否無誤是否無誤((((衛生衛生衛生衛生
局局局局))))。。。。    

(2)(2)(2)(2) 1111----12121212 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量量量量
化說明之執行經費應化說明之執行經費應化說明之執行經費應化說明之執行經費應
為誤繕為誤繕為誤繕為誤繕，，，，請提供正確請提供正確請提供正確請提供正確
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1111、、、、 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利用工作坊利用工作坊利用工作坊利用工作坊
之形式形成政策概之形式形成政策概之形式形成政策概之形式形成政策概
念念念念，，，，推動公共政策開推動公共政策開推動公共政策開推動公共政策開
放參與放參與放參與放參與，，，，短期聚焦並短期聚焦並短期聚焦並短期聚焦並
整合成跨局處議題整合成跨局處議題整合成跨局處議題整合成跨局處議題，，，，
立意不錯立意不錯立意不錯立意不錯，，，，建議可出建議可出建議可出建議可出
版成果版成果版成果版成果，，，，多辦場次並多辦場次並多辦場次並多辦場次並
普及參與對象普及參與對象普及參與對象普及參與對象。。。。    

    

衛生局心
衛科 
民政局 

1. (衛生局)增加「約」
字。 

2. (民政局)已配合修
正金額為總計 5 億
7,166 萬元。 

3. 相關資料已於同年
3月18日召開第五
屆性別平等委員會
分工小組健康、醫
療與照顧組第3次
會議討論完竣。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109

030

1-5 

有關本局

「109 年性

平亮點方案

本案請疾管科針對促進女本案請疾管科針對促進女本案請疾管科針對促進女本案請疾管科針對促進女
性參與增加具體策略及敘性參與增加具體策略及敘性參與增加具體策略及敘性參與增加具體策略及敘
述述述述。。。。 

疾管科 
已配合修正，詳如本次
報告案第一案。(附件
1) 

已完成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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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

案，提請討

論。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109

030

1-6 

有關本局

「新北市性

別平等政策

方針」109

年工作計畫

一案，提請

討論。    

1111、、、、 請業務科再次檢視工請業務科再次檢視工請業務科再次檢視工請業務科再次檢視工
作內容摘要作內容摘要作內容摘要作內容摘要，，，，新增性別新增性別新增性別新增性別
統計或論述統計或論述統計或論述統計或論述，，，，倘為單一倘為單一倘為單一倘為單一
性別或無法統計性別或無法統計性別或無法統計性別或無法統計，，，，則酌則酌則酌則酌
作文字修正作文字修正作文字修正作文字修正。。。。    

2222、、、、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與媒體文化與媒體文化與媒體文化與媒體
篇篇篇篇」」」」之之之之 2222----6666 工作重點為工作重點為工作重點為工作重點為
「「「「重視女孩運動權重視女孩運動權重視女孩運動權重視女孩運動權
益益益益，，，，研擬女孩及女學生研擬女孩及女學生研擬女孩及女學生研擬女孩及女學生
健康體能促進計畫健康體能促進計畫健康體能促進計畫健康體能促進計畫，，，，推推推推
廣廣廣廣女孩健康體位女孩健康體位女孩健康體位女孩健康體位觀觀觀觀
點點點點。」。」。」。」建議健管科建議健管科建議健管科建議健管科所所所所提提提提
報報報報之之之之「「「「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適適適適能計能計能計能計
畫畫畫畫」」」」對象應對象應對象應對象應側側側側重在女重在女重在女重在女
孩孩孩孩，，，，方符合本項工作之方符合本項工作之方符合本項工作之方符合本項工作之
性別目標性別目標性別目標性別目標，，，，爰爰爰爰請再請再請再請再予予予予以以以以
調調調調整整整整。。。。    

3333、、、、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幕僚幕僚幕僚幕僚單位針對新單位針對新單位針對新單位針對新
增項目作摘要性敘述增項目作摘要性敘述增項目作摘要性敘述增項目作摘要性敘述
或標示或標示或標示或標示。。。。    

 

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    

幕僚幕僚幕僚幕僚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1. 本次「新北市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109
年工作計畫 1-7 月
已配合新增性別統性別統性別統性別統
計計計計，，，，如無法提供性如無法提供性如無法提供性如無法提供性
別統計別統計別統計別統計，，，，亦亦亦亦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並於新增項
目作標示。 

2. 有關健管科所提報
之「健康體適能計
畫」，詳如本次報告
案第二案。(附件 2)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109

030

1-7    

有關本局

「109 年跨

局處議題」

一案，提請

討論。    

為行為行為行為行銷銷銷銷策略及策略及策略及策略及觀觀觀觀念念念念倡倡倡倡議議議議起起起起

見見見見，，，，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納入納入納入納入新新新新聞聞聞聞局為參與局為參與局為參與局為參與

局處局處局處局處。。。。另議題一另議題一另議題一另議題一中高齡婦中高齡婦中高齡婦中高齡婦女女女女

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先從婦先從婦先從婦先從婦女作女作女作女作

起起起起，，，，健管科提健管科提健管科提健管科提報報報報之方案之方案之方案之方案看看看看不不不不

出針對出針對出針對出針對中高齡婦中高齡婦中高齡婦中高齡婦女女女女;;;;    心心心心衛衛衛衛

科之科之科之科之質質質質性說明性說明性說明性說明----截截截截至至至至 101010109999年年年年

1111月本月本月本月本市市市市45454545----66664444歲中高齡婦歲中高齡婦歲中高齡婦歲中高齡婦

女計女計女計女計有有有有 666666664,494,494,494,492222 人與量化人與量化人與量化人與量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參與人數參與人數參與人數參與人數((((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

預預預預計計計計1111萬萬萬萬人人人人((((女性至女性至女性至女性至少少少少88880000%%%%))))

之數據請再確認之數據請再確認之數據請再確認之數據請再確認。。。。    

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    

心心心心衛科衛科衛科衛科    

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回復回復回復回復：：：：因更年期

影響婦女健康甚大，藉

由運動及健康管理以

舒緩更年期等症狀，為

中高齡婦女之健康管

理重點，爰此，推動「動

健康方案」。 

心心心心衛科衛科衛科衛科回復回復回復回復：：：：截至 109

年1月本市45-64歲中

高齡婦女計有664,492

人，參與人數預計 1 萬

人(執行率至少 80%約

8,000 人)。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109

030

1-8    

有關本局委

員會未符合

任ㄧ性別比

有關醫有關醫有關醫有關醫管科管科管科管科所所所所提提提提改改改改進方式進方式進方式進方式----

「「「「俟本俟本俟本俟本屆委員任屆委員任屆委員任屆委員任期期期期屆滿屆滿屆滿屆滿

後後後後，，，，修正修正修正修正組組組組成成成成規規規規定定定定，，，，以達成以達成以達成以達成

醫醫醫醫管管管管科科科科    

刻正簽辦「新北市政府

醫事審議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以調

預計110年 1月
1 日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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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低於三

分之ㄧ規定

者，提請討

論。    

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建議可提建議可提建議可提建議可提早早早早作作作作

業業業業，，，，或或或或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規規規規定以推定以推定以推定以推派派派派

代代代代表之可行性作表之可行性作表之可行性作表之可行性作調調調調整整整整。。。。    

整委員人數上限，俾納

入更多女性專業人員

參與。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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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本次會議報告案本次會議報告案本次會議報告案本次會議報告案：：：：    

  一、第一案： 

(一) 案由：本局「109 年性平亮點方案」1 至 7 月執行成果，報請公鑒。【【【【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P15】】】】 

(二) 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及 109 年 2 月 21 日

本局第 3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本局 108 年性平亮點計畫為食藥科提報之「『用藥安全衛生教育』宣導服務」，本案業

請食藥科填列 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截至 108 年 12 月底止)。 

3、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限(109 年 2 月 27 日)將資料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三三三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疾管科加請疾管科加請疾管科加請疾管科加強強強強以下論述以下論述以下論述以下論述。。。。 

1111、、、、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第七第七第七第七點請點請點請點請補補補補述述述述局如局如局如局如何何何何結合結合結合結合社社社社區藥局區藥局區藥局區藥局從從從從事事事事篩篩篩篩檢及檢及檢及檢及宣導宣導宣導宣導措施措施措施措施，，，，以以以以提提提提高高高高女性女性女性女性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2222、、、、 請提供各年請提供各年請提供各年請提供各年齡層齡層齡層齡層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或或或或實際發實際發實際發實際發放放放放的的的的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 

3333、、、、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所遇到的困境所遇到的困境所遇到的困境所遇到的困境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二、第二案： 

(一) 案由：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9 年 1 至 7 月辦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請

各委員參閱附件 2-P19】 

(二) 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及 109年 2月 21日

本局第 3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本局主責健康、醫療與照顧篇，並參與人口、婚姻與家庭篇、教育、文化與媒體篇以

及人身安全與環境篇。本案業請健管科、醫管科、心衛科、高長科及食藥科提供資料，

總計填具 21 項，彙整如後。 

3、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賡續辦理，並於下次會議提報 1 至 12 月執行成果。 

((((三三三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11、、、、 各篇各篇各篇各篇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應確應確應確應確實填寫實際實填寫實際實填寫實際實填寫實際統統統統計計計計各各各各類類類類性別性別性別性別之人數之人數之人數之人數，，，，除未除未除未除未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者外者外者外者外，，，，不能以無法統計不能以無法統計不能以無法統計不能以無法統計回回回回

復復復復；；；；補填補填補填補填經費執行經費執行經費執行經費執行((((數數數數))))及執行及執行及執行及執行率率率率。。。。未編未編未編未編列列列列預算預算預算預算之工作計畫之之工作計畫之之工作計畫之之工作計畫之寫寫寫寫法可參酌法可參酌法可參酌法可參酌心心心心衛科衛科衛科衛科「「「「本本本本案為案為案為案為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行政業務行政業務行政業務行政業務((((聯繫聯繫聯繫聯繫))))，，，，未有支未有支未有支未有支出出出出預算預算預算預算」」」」之之之之寫寫寫寫法法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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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另另另另針對各篇請針對各篇請針對各篇請針對各篇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科科科科室室室室針對以下針對以下針對以下針對以下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確認或確認或確認或確認或補補補補正正正正：：：： 

(1)(1)(1)(1) 「「「「人人人人口口口口、、、、婚姻婚姻婚姻婚姻與與與與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篇篇篇篇」」」」之之之之 2222----2222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生育生育生育生育保保保保健健健健措施減免措施減免措施減免措施減免及及及及服服服服務計畫務計畫務計畫務計畫」」」」辦理情辦理情辦理情辦理情

形形形形：：：：二二二二、、、、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二二二二))))新生新生新生新生兒先天兒先天兒先天兒先天性性性性代謝異常代謝異常代謝異常代謝異常疾疾疾疾病篩病篩病篩病篩檢人數檢人數檢人數檢人數 3333 萬萬萬萬 22225555 人人人人，，，，請再確認數據請再確認數據請再確認數據請再確認數據

或增加人數說明或增加人數說明或增加人數說明或增加人數說明。。。。    

(2)(2)(2)(2) 「「「「人人人人口口口口、、、、婚姻婚姻婚姻婚姻與與與與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篇篇篇篇」」」」之之之之 2222----3333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友善孕婦友善孕婦友善孕婦友善孕婦育育育育兒措施兒措施兒措施兒措施，，，，提提提提高高高高生生生生養養養養育育育育

子子子子女意女意女意女意願願願願。。。。」」」」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孕婦孕婦孕婦孕婦」」」」二字二字二字二字，，，，本項本項本項本項係係係係屬新屬新屬新屬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性別政策方針內容性別政策方針內容性別政策方針內容性別政策方針內容，，，，爰爰爰爰將另行提將另行提將另行提將另行提

案案案案「「「「人人人人口口口口、、、、婚姻婚姻婚姻婚姻與與與與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組組組組」」」」修修修修改改改改。。。。    

((((3333)))) 「「「「肆肆肆肆、、、、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與媒體文化與媒體文化與媒體文化與媒體」」」」::::無無無無。。。。    

((((4444)))) 「「「「伍伍伍伍、、、、人人人人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與與與與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無無無無。。。。    

((((5555)))) 「「「「陸陸陸陸、、、、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醫療醫療醫療與與與與照顧照顧照顧照顧」」」」之之之之 2222----2222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心心心心衛科衛科衛科衛科「「「「社社社社區區區區長者憂鬱篩長者憂鬱篩長者憂鬱篩長者憂鬱篩檢及檢及檢及檢及關懷關懷關懷關懷」」」」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建議人數統計建議人數統計建議人數統計建議人數統計寫寫寫寫法法法法微微微微作作作作調調調調整整整整((((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其中含其中含其中含其中含各性別各性別各性別各性別人數人數人數人數))))；；；；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婦婦婦婦女女女女癌症篩癌症篩癌症篩癌症篩檢檢檢檢((((子宮子宮子宮子宮

頸癌頸癌頸癌頸癌////乳癌篩乳癌篩乳癌篩乳癌篩檢檢檢檢))))」，」，」，」，請於請於請於請於會後會後會後會後提供提供提供提供身身身身心心心心障障障障礙礙礙礙者篩者篩者篩者篩檢比例檢比例檢比例檢比例。。。。    

(6)(6)(6)(6) 「「「「陸陸陸陸、、、、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醫療醫療醫療與與與與照顧照顧照顧照顧」」」」之之之之 2222----8888項目項目項目項目，，，，101010109999年年年年預算預算預算預算資料資料資料資料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請再修正請再修正請再修正請再修正。。。。    

三、第三案： 

(一) 案由：有關本局 109 年跨局處議題進度一案，報請公鑒。【【【【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PPPP33334444】】】】 

(二) 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90973295號函及同年7月 17日新北

府社綜字第 1091363911 號函辦理。 

2、 本局主責健康醫療與照顧組，109 年跨局處議題為：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衛生局) (主

責科室:心衛科，協辦科室:健管科)【【【【參與局處參與局處參與局處參與局處::::社會社會社會社會局局局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勞勞勞勞工局工局工局工局】】】】及及及及及及及及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

的的的的多多多多元喘息服元喘息服元喘息服元喘息服務使用務使用務使用務使用(衛生局) ((((主主主主責責責責科科科科室室室室::::高長高長高長高長科科科科))))【【【【參與局處參與局處參與局處參與局處::::社會社會社會社會局局局局、、、、勞勞勞勞工局工局工局工局】【】【】【】【資資資資

料提供局處料提供局處料提供局處料提供局處::::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經經經經發發發發局局局局、、、、觀旅觀旅觀旅觀旅局局局局】】】】。。。。 

3、 本案前應本府性平會於 109 年 8 月 12 日召開分工小組會前會議，調查分工小組跨局處議

題執行情形，故業於 109 年 7 月 20 日通報相關科室及參與局處填復資料，並彙整如附。 

4、 本案如同意備查，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109 年度跨局處議題並提報健康、醫療與照顧組會

議(預計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 

((((三三三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同同同意意意意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四、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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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由：有關「研提『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修正意見」一案，報請公鑒。【【【【請各請各請各請各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PPPP44440000】】】】 

(二) 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6 月 4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1031543 號函辦理。 

2、 市府為提升本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品質，爰依據本府性平委員會委員建議之指標，檢視

各機關 108 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並將檢視結果彙整為「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

方針 108 年辦理情形及檢視結果(節錄本局部分)」(附錄 4)，供本局於未來研擬性別平

等政策方針相關計畫時參酌。 

3、 本查本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9 年工作計畫總計填具 21 項，茲分述如下： 

(1) 人口、婚姻與家庭：填報 5 項；填報科室：健管科、高長科。 

(2) 教育、文化與媒體：填報 1 項；填報科室：健管科。 

(3) 人身安全與環境：填報 4 項，填報科室：食藥科、心衛科。 

4、 為配合本府滾動修訂性平政策方針內容，使其符於目前政策變化，本室業於本年 6 月 28

日請相關科室檢視對應之性別政策方針工作重點，檢視結果均為維持原案，無須修改。  

5、 本案如同意備查，擬提報健康、醫療與照顧組會議審議(預計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召開)。 

((((三三三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由人事由人事由人事由人事室室室室先先先先參酌行政參酌行政參酌行政參酌行政院院院院版或版或版或版或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及及及及桃園市鄰桃園市鄰桃園市鄰桃園市鄰近近近近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版本版本版本版本，，，，作作作作幕僚幕僚幕僚幕僚檢視作檢視作檢視作檢視作

業業業業後後後後，，，，送送送送請請請請委員協助審查委員協助審查委員協助審查委員協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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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本次會議討論案本次會議討論案本次會議討論案本次會議討論案：：：：    

一、第一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0 年工作計畫規劃一案，報請公鑒。【【【【請請請請

各各各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PPPP44442222】】】】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辦理。 

2. 本局主責健康、醫療與照顧篇，並參與人口、婚姻與家庭篇、教育、文化與媒體篇以及

人身安全與環境篇。本案業請健管科、醫管科、心衛科、高長科及食藥科提供資料，總

計填具 21 項，彙整如後。 

3. 原健康、醫療與照顧篇提報 2-7 計畫「機構喘息服務」因喘息服務不只機構，尚包括日

照、居家、夜間住宿、巷弄長照站等，故 110 年名稱更改為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喘

息服務，其餘內容皆無更動。 

4.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請各科持續推動，並於下次會議提報 1 至 6 月辦理情形。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除除除除「「「「人人人人口口口口、、、、婚姻婚姻婚姻婚姻與與與與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篇篇篇篇」」」」之之之之 2222----3333項目項目項目項目，「，「，「，「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友善孕婦友善孕婦友善孕婦友善孕婦育育育育兒措施兒措施兒措施兒措施，，，，

提提提提高高高高生生生生養養養養育育育育子子子子女意女意女意女意願願願願。」。」。」。」其中其中其中其中「「「「孕婦孕婦孕婦孕婦」」」」二字二字二字二字，，，，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予予予予以以以以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餘餘餘餘俟俟俟俟委員審查委員審查委員審查委員審查結果辦理結果辦理結果辦理結果辦理。。。。    

請各科請各科請各科請各科持續持續持續持續推動推動推動推動，，，，並於下次並於下次並於下次並於下次會會會會議提議提議提議提報報報報 1111 至至至至 6666 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月辦理情形。。。。    

二、第二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委員會未符合任ㄧ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ㄧ規定者，提請討論。【【【【請各請各請各請各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PPPP55552222】】】】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及 109 年 2 月 21 日

本局第 3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另依據市府 105 年 5 月 9 日新北人企字第 1050824782 號函及同年 12 月 30 日新北人企

字第 1052567421 號函重申，針對未符合性別比例標準之委員會，於召開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會議時提案討論，逐一檢討委員會未達性別比例標準之原因，研提改善意見後，列

入會議紀錄並確實執行。 

3. 本局 109 年委員會總數共 19個，已符合任ㄧ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ㄧ規定者有 17個，

未符合者計有「新北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及勞資會議共 2個，業逐一檢討委員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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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例，並研提改進意見如附表。 

4.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持續列管並將紀錄報送人事處彙整。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新新新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政政政政府醫府醫府醫府醫事事事事審審審審議議議議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刻刻刻刻由由由由醫醫醫醫事科事科事科事科簽簽簽簽辦辦辦辦「「「「新新新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政政政政府醫府醫府醫府醫事事事事審審審審議議議議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設設設設置置置置辦法辦法辦法辦法」」」」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草草草草案案案案，，，，以以以以調調調調整整整整委員委員委員委員人數上限人數上限人數上限人數上限，，，，俾納入更俾納入更俾納入更俾納入更多女性專業人多女性專業人多女性專業人多女性專業人員員員員參與參與參與參與，，，，預估預估預估預估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規規規規定日期為定日期為定日期為定日期為 110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勞勞勞勞資資資資會會會會議將俟本議將俟本議將俟本議將俟本屆委員任屆委員任屆委員任屆委員任期期期期屆滿後屆滿後屆滿後屆滿後，，，，重行重行重行重行改選改選改選改選以達成性別以達成性別以達成性別以達成性別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預估預估預估預估符合符合符合符合規規規規定日期為定日期為定日期為定日期為 109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爰爰爰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審審審審議議議議通通通通過過過過，，，，並並並並持續持續持續持續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三、第三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 110 年性別影響評估一案，提請討論。【【【【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1111----P5P5P5P54444及及及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2222----PPPP66663333】】】】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辦理。 

2. 本局 110 年性別影響評估案為醫管科「建立醫療友善安全執業環境計畫」及高長科「新

北市長期照顧十年 2.0 整合計畫-日間照顧中心(公共托老中心)」2 案。 

3.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由衛企科依限函送本府研考會。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11、、、、 醫醫醫醫管科管科管科管科「「「「建立建立建立建立醫療友善安全醫療友善安全醫療友善安全醫療友善安全執業執業執業執業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本案本案本案本案主主主主旨旨旨旨涉涉涉涉及及及及就業就業就業就業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及及及及醫療改革醫療改革醫療改革醫療改革，，，，牽涉牽涉牽涉牽涉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大大大大，，，，建議重新建議重新建議重新建議重新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擬案重點擬案重點擬案重點擬案重點。。。。    

2222、、、、 高長高長高長高長科科科科「「「「新新新新北市長北市長北市長北市長期期期期照顧十照顧十照顧十照顧十年年年年 2222....0000 整合計畫整合計畫整合計畫整合計畫----日日日日間照顧中心間照顧中心間照顧中心間照顧中心((((公共公共公共公共托老中心托老中心托老中心托老中心))))」」」」一案一案一案一案，「，「，「，「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受受受受益對象無特定區別與限益對象無特定區別與限益對象無特定區別與限益對象無特定區別與限制制制制，，，，預預預預計參與人計參與人計參與人計參與人員員員員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男男男男：：：：11113333,754,754,754,754人人人人；；；；女女女女：：：：11117777,,,,838383830000

人人人人。。。。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性別比例：：：：男男男男：：：：5555....1111%%%%；；；；女女女女：：：：5555.45%.45%.45%.45%」」」」((((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2222 第第第第 66664444 頁頁頁頁))))，，，，其中其中其中其中性別比例應修正為性別比例應修正為性別比例應修正為性別比例應修正為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性別性別性別性別率率率率，，，，餘照餘照餘照餘照案案案案通通通通過過過過。。。。    

四、第四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 110 年「性別預算表」一案，提請討論。【【【【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P7P7P7P72222】】】】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辦理。 

2. 有關本局 110 年度性別預算表係會計室彙整本局有關科室所提報 110 年度性別預算，請

各委員協助檢視並確認所提符合性別預算範疇。 

3.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由會計室上傳局網「政府公開資訊-衛生統計-性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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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會後會後會後會後請依請依請依請依「「「「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平等平等平等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政策方針工作計畫政策方針工作計畫政策方針工作計畫」」」」為為為為基基基基準將準將準將準將「「「「性別性別性別性別預算預算預算預算表表表表」」」」之計畫之計畫之計畫之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類類類類別及別及別及別及預算金額等調預算金額等調預算金額等調預算金額等調整至一整至一整至一整至一致致致致，，，，俟修正完竣俟修正完竣俟修正完竣俟修正完竣送送送送請請請請委員委員委員委員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五、第五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 109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草案)，提請討論。【【【【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9999----P7P7P7P76666】】】】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107年6月26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71211258號函轉之新北市政府107年至110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說明會會議紀錄及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90973295 號函辦理。 
2. 本局 109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須於 110 年 2 月底前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爰本室擬提「109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草案)」，請本局性平專案小組協助檢視

並建議 3 大類至少 5 項具體措施於成果報告呈現。 

3.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請各主責科室於下次會議提供本年度成果資料。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幕僚幕僚幕僚幕僚單位提出單位提出單位提出單位提出優先順優先順優先順優先順序序序序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表供參酌表供參酌表供參酌表供參酌，，，，再依案再依案再依案再依案選選選選出出出出 3333大大大大類類類類至至至至少少少少 5555項具體項具體項具體項具體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送送送送請請請請委員委員委員委員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六、第六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110 年性平亮點方案計畫」一案，報請公鑒。【【【【請各請各請各請各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參參參參閱閱閱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101010----PPPP99990000】】】】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辦理。 

2. 本室前於 109 年 8 月 13 日通報各科室提報「110 年性平亮點計畫」規劃情形調查表、「性

別推動方案檢視表」及計畫書，於同年月 17 日回復，惟均無科室提報。 

3. 嗣於 24 日本局晨報結束後，請各科室主管共同商議，初步決定以醫管科醫院督導考核

業務為 110 年度亮點方案，納入高長科及心衛科營造照顧者友善支持環境作為督導端指

標工具。 

4. 復於 27 日召集三個科室進一步商議，決定邀請旨揭議題相關倡議學者文化大學社會福

利系陳教授正芬參與本次會議，藉以指導本次亮點之規劃。 

5.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請主責科室(醫管科)及協辦科室(心衛科及高長科)依期程持續推動

本項計畫，並由專案小組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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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屬本案屬本案屬本案屬創創創創新亮點新亮點新亮點新亮點，，，，作法上作法上作法上作法上須考須考須考須考量本量本量本量本國國國國國國國國情情情情，，，，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考慮醫院實施考慮醫院實施考慮醫院實施考慮醫院實施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並並並並採鼓勵採鼓勵採鼓勵採鼓勵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導引醫院導引醫院導引醫院導引醫院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玖玖玖玖、、、、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拾拾拾拾、、、、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05050505 分分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