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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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議程表 

一、 時間：109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二、 地點：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03 會議室 

三、 主席：高副局長淑真 

四、 流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4：30~14：35 主席致詞  

14：35~15：55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二、 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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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二)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三、 討論案： 

(一)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110年跨局處推

動性平工作計畫 

(二) 研提「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修

正意見 

 

15：55~16：30 臨時動議  

16: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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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照顧組第照顧組第照顧組第照顧組第 4444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壹壹壹壹、、、、日期日期日期日期：：：：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101010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222 時時時時 33330000 分分分分。。。。    

貳貳貳貳、、、、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局本局本局本局 222203030303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参参参参、、、、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高副局長淑真高副局長淑真高副局長淑真高副局長淑真。。。。    

肆肆肆肆、、、、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    

伍伍伍伍、、、、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上次上次上次上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如附錄如附錄如附錄如附錄 1111））））確認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確認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確認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確認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本組第五屆第 3次會議總共有報告案 2案、討論案 1案及臨時動議案 1案，

相關局處與單位業依委員建議，修正參訓人員性別比例數據與文字表述方

式，並重新檢視更新與補充量化與質化內容。另有關臨時動議案部分已依

會議決議移至人口婚姻家庭組(109 年度由社會局主責，衛生局負責彙整相

關資料如附件 1)，各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下表所列：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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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

期期期期    

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有關健康、醫
療與照顧組
108 年跨局處
推動性平工作
成果報告。 

請教育局(家教中心)修正「年輕

世代親密關係」iLove 網站資源

推廣國高中職婚姻教育男女參

與人數之佔比數(會議資料第 18

頁)；有關本組 108 年跨局處推

動性平工作成果照案通過，後續

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教育局
(家教
中心) 

已依決議請教育局提

供資料，彙整後已於

109 年 4 月 9 日函復社

會局備查。【參與人數：1800 人次，男性 920 人次(原 50%修正為 51%)，女性880 人次(原 50%修正為49%)。】 

已完成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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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1. 有關委員建議本組工作重點

營造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醫

院督考計畫-輔導查核性別指

標附表表 6-4(會議資料第 52

頁)請醫事科評估是否可以加

入跨性別者。 

醫管科 

1. 有關為使就醫民眾

得到以病人為中心

的照護，相關處置過

程及照護重點對象

均涵蓋同性伴侶或

跨性別者。 

已完成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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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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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

期期期期    

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本組108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

策方針辦理情形同意通過，後

續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2. 又有關醫院督考性

別查核指標皆已標

註為性別指標，意即

提醒醫療人員在執

行業務時應提高對

性別的敏感度，以提

供妥適的醫療需求

及 友 善 的 就 醫 環

境，爰不另修訂查核

指標。 

3 

有關健康、醫
療與照顧組
109 跨局處推
動性平工作計
畫。 

1. 請檢視本組109年跨局處推動

性平工作計畫議題二名稱「兩

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是否

配合修正為「照顧者的多元喘

息服務使用」(會議資料第 69

及 73 頁)。 

2. 委員建議可在議題中放入更

多性別觀點，例如:加入「中

年女性個人對自己中年到老

年角色期待的性別意識」，甚

至透過教育，在仍是中年的時

候及可學習有哪些資源，讓家

庭照顧者從前端就開始減少。 

3. 有關性別覺察的意識培力是

性平的基礎核心內容，至於本

組2個 109年度的跨局處議題

重心―健康促進以及健康維

護則是依照本健康醫療照顧

組的核心所提出，亦均符合性

別概念元素。 

4. 請本組2個 109年度的跨局處

議題計畫書詳細陳述計畫依

據、性別目標及具體且聚焦各

局處工作內容;議題二有關安

心萬用包的設計概念很好，建

議可以增加法律機制面，例

如: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監

心衛科 
健管科 
高長科 

1. 第 1 項已將議題二

配合修正為「照顧者

的多元喘息服務使

用」。 

2. 其餘 4 項因今年疫

情影響建議依照本

年度蒐集的資料、可

能面臨的狀況及成

果再升級規劃 110

年度的計畫，滾動性

檢討修訂計畫。     

 

未完成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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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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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

期期期期    

列管列管列管列管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護制度等法治基礎常識。 

5. 整合健康實務上如何改善現

在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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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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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王委員兆慶所提出之問題

對應本府性別政策方針內容，較

偏屬人口婚姻家庭組，作討論比

較有延伸空間，亦可作具體策略

提議，爰建議會後可將此臨時動

議移至人口婚姻家庭組(109 年

度由社會局主責) 。 

衛生局 
社會局 
民政局 
文化局 
教育局
(家庭
教育中
心) 

已依本組 109 年 3 月
18 日會議紀錄於 109
年 3 月 27 日移至人口
婚姻家庭組，並依該組
會議決議事項辦理如
下(相關資料業提供該
組)    【【【【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1111 第第第第
7777----16161616 頁頁頁頁】】】】： 

1. 各局處參照委員建

議事項，再檢視更新

及補充量化及質化

部分，就本府整體提

升男性親職參與之

措施，提下半年第 2

次大會報告。 

2. 請相關局處與相關

醫學會合作，試辦雙

親教室之爸爸篇以

試成效。 

3. 有關男性育嬰留職

停薪拍攝短片宣傳

部分，如相關局處提

供適宜影音素材，新

聞局將運用多元管

道協助露出宣導。 

4. 本 案 如經審議 通

過，擬將資料移送人

口婚姻家庭組，並建

議該組解列管。 

已完成 

□ 

解除列管 

□ 

繼續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4 

陸陸陸陸、、、、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案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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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審議。（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說 明： 

一、 依據北市政府109年5月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90973295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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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 17-28 頁】。 

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請參閱附件 2 第 29-36 頁】。 

三、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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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函及本

組第五屆第 3 次會議討論案決議事項第五點辦理。 

二、 本組 109 年議題方向為「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由本局健管科及心衛科

主責及「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由本局高長科主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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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建議延續 109 年議題【【【【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3 第第第第 37-44 頁頁頁頁】】】】。 



 

5 

五、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案由三：研提「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修正意見，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本組幕僚單位） 

說  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9 年 5 月 28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 號及同年

6 月 4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1031543 號函辦理。 

二、 為配合本府滾動式修訂性平政策方針內容，使其合於目前政策變化，經

本局 109 年 9 月 1 日召開本局第三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決

議，建議由幕僚單位先參酌行政院版或臺北市及桃園市鄰近直轄市版建議由幕僚單位先參酌行政院版或臺北市及桃園市鄰近直轄市版建議由幕僚單位先參酌行政院版或臺北市及桃園市鄰近直轄市版建議由幕僚單位先參酌行政院版或臺北市及桃園市鄰近直轄市版

本本本本，，，，作幕僚檢視作業後作幕僚檢視作業後作幕僚檢視作業後作幕僚檢視作業後，，，，送請委員協助審查送請委員協助審查送請委員協助審查送請委員協助審查，，，，另經本組會請各相關局處另經本組會請各相關局處另經本組會請各相關局處另經本組會請各相關局處

(原民局原民局原民局原民局、、、、勞工局勞工局勞工局勞工局、、、、教育局及社會局教育局及社會局教育局及社會局教育局及社會局)提供意提供意提供意提供意見見見見，，，，目前均無局處提出修正目前均無局處提出修正目前均無局處提出修正目前均無局處提出修正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嗣經嗣經嗣經嗣經彙整後彙整後彙整後彙整後，，，，本組擬本組擬本組擬本組擬提修正建議表如附件提修正建議表如附件提修正建議表如附件提修正建議表如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請參閱附件 4 第第第第 45-47

頁頁頁頁】】】】。。。。 

三、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 4 案案案案、、、、新增和刪除各新增和刪除各新增和刪除各新增和刪除各 1 案案案案；【；【；【；【人口婚姻人口婚姻人口婚姻人口婚姻

與家庭組與家庭組與家庭組與家庭組】：】：】：】：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 1 案案案案已送請該組分工小組會議上討論已送請該組分工小組會議上討論已送請該組分工小組會議上討論已送請該組分工小組會議上討論；；；；至本組之至本組之至本組之至本組之

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 4 案案案案、、、、新增和刪除各新增和刪除各新增和刪除各新增和刪除各 1 案案案案，，，，如審議通過，擬提本府性平委員會

審議。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柒柒柒柒、、、、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捌捌捌捌、、、、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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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男性父職參與育兒資源 

 

 
項目 宣導內容 

辦理 

地點 

107 年場次與人

數(請填寫性別

統計) 

108 年場次與人數(請

填寫性別統計) 

109 年場次與人數(請填寫

性別統計) 預算執行率% 辦理局處 

孕前 

新婚健

康手冊 

辦理結婚登記時，發

送「新婚健康手

冊」，宣導新家庭分

工，提升性別平等意

識，促進親密關係，

達成永續經營幸福

家庭。 

戶政事

務所 

107年 1月至12

月結婚登記案

件數為 2萬

3,882 件，共計

服務約 4萬

7,764 人次。 

108 年 1 月至 12 月結

婚登記案件數(含同

性結婚登記)為 2 萬

4,062 件，共計服務約

4萬 8,124 人次，其中

男性 2 萬 3,876 人

(49.6%)，女性 2 萬

4,248 人)( 50.4%)。 

1. 有關「新婚健康手冊」

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自 105 年請各縣市戶

政事務所發放予新婚夫

婦。 

2. 查該署前次(107年 6月

中)配送數量係預估至

108 年底，本(109)年度

並無發放，目前各戶所

僅剩少量庫存。 

3. 經洽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本手冊嗣後將不

再發放，由民眾自行至

該署網站下載。 

4. 綜上，因本項新婚健康

手冊嗣後將不再發放，

爰建議刪除本項目。 

因本項新婚健康手冊嗣

後將不再發放，爰建議

刪除本項目。 

「新婚健康

手冊」係衛生

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印

製，民政局係

協助發放。 

親職講

座或活

動 

加強宣導分擔生育

照顧責任，強化家庭

成員照顧角色及親

職能力，維護家庭性

別平等。 

公共托

育中

心、居家

托育服

務中心 

、區公所

等 

107 年辦理 534

場次，23,576

人次參與，其中

男性7,996人次

(33.9%) 

，女性 15,580

人次(66.1%) 

108 年辦理 567 場

次，28,999 人次參

與，其中男性 10,457

人次(36.1%) 

，女性 18,542 人次

(63.9%) 

109 年 1-8 月公共托育中

心、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區

公所及早療團隊之親職講

座共辦理 183 場次，6,526

人次參與，其中男性 2,102

人次(32.2%)，女性 4,424

人次(67.8%) 

備註：109 年度 1-6 月份因

107107107107年年年年：：：：64萬元(執行率: 

100%) 

108108108108年年年年：：：：64萬元(執行率: 

100%)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預算 80 萬，執

行 69 萬(86%) 

社會局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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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相關

親子活動、親職講座皆停止

辦理，故預算執行率及受益

人數較低。 

產前 

親子教

室 

鼓勵爸爸參與提升

育兒衛教知識 

婦產科

醫療院

所 

107年度共計41

場次，參與人數

共計 1,092 人；

其中男：384 人

(35.2%)，女：

708 人(64.8%）。 

108 年度共計 47 場

次，參與人數共計

1,056 人;其中男：372

人(35.2%)，女：684

人(64.8%)。 

109 年度截至 8月底共計 8

場，參與人數共計 174 人；

其中男：91 人(52.3%)；

女：83 人(47.7%）。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預算 10 萬元

整，執行經費 10 萬元

整，執行率 100%。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預算 10 萬元

整，執行經費 10 萬元

整，執行率 100%。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預算 10 萬元

整，執行經費 10 萬元

整，執行率 100%。 

衛生局  

新北孕

育寶

APP 

各局處育兒資訊及

福利功能，如：爸媽

小鬧鐘提醒疫苗施

打時間等。 

無場地

限制 

1.下載數截至 109 年 8 月底共計 1萬 2,237 人。 

2.刻正規劃 APP 功能全面優化。 

107107107107年年年年：：：：預算15萬5,000

元整，執行經費 15 萬

5,000 元整，執行率

100%。。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預算 10 萬元

整，執行經費 10 萬元

整，執行率 100%。。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預算 80 萬元

整，執行經費 80 萬元

整，執行率 100%。 

衛生局 

產後 
親職教

室 

增進新手父母間的

婚姻及親密關係，溝

通及因應壓力的方

法;協助新手父母瞭

解幼兒發展及親子

依附關係，學會共同

合作教養子女。 

新北市

各公共

托育中

心、幼兒

園、親子

館、醫療

院所等 

107 年共計 24

場，參與人數共

計 695 人；其中

男：278 人

(40%)；女：417

人(60%)。 

 

108 年辦理 30 場次參

與人數共計 818 人；

其中男 303 人(37%) 

，女 515 人(63%)。 

109 年辦理 30 場次，參與

人數共計 900 人；其中男

396 人(44%)，女 504 人

(56%)。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預算 45 萬，執

行經費 35.6 萬，執行率

79%。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預算 45 萬，執

行經費 43.7 萬，執行率

97%。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預算 48 萬 

教育局(家庭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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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指

導 

到宅式育兒指導，指

導家長育兒知能、嬰

幼兒照顧、親子溝通

與引導等技巧 

到宅指

導 

107 年受益人次

達 3,625 人次；

其中男2,091人

次(57.7%)，女

1,534 人次

(42.3%)。 

108 年受益人次達

4,174 人次；其中男

2,525 人次(60.5%)，

女 1,649 人次

(39.5%)。 

109年 1月至 8月受益人次

達 2,708 人次；其中男

1,801 人次(66.5%)，女 907

人次(33.5%)。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695 萬(執行率: 

100%)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695 萬(執行率: 

100%)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361 萬元(執行

率 52%) 

社會局 

愛在悅

讀．爸

比親子

共讀 

規劃說故事培訓方

案，鼓勵爸爸積極參

與親子共讀 

圖書館 

107 年辦理 11

場次，參與人數

415 人次；其中

男：145 人

(34.9%)，女：

270 人(65.1%)。 

有關「新北市政府男

性父職參與育兒資

源」文化局辦理「愛

在悅讀．爸比親子共

讀」計畫，本局 108

年無相關計畫執行。 

預計於 109 年 11 月辦理新

北市立圖書館「孕媽咪讀書

會」1場，擬與桂格愛之樂

媽媽教室或洽詢學會合

作，期望藉由閱讀提升孕期

教養並分享胎教音樂及孕

期營養及保健知識，積極鼓

勵孕媽咪帶著爸爸一起參

與學習。 

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預算 1萬 6,000

元，執行經費 1萬 6,000

元，執行率 100%。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無執行計畫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預算 4萬元，因

尚未執行，執行率 0%。 

文化局 

寶寶成

長手札 

準爸爸的話、爸爸分

擔角色等相關文章 

無場地

限制 

104-105 年印製

出生賀禮。 

無 無 無 
衛生局 

電子書 
準爸爸的話、爸爸分

擔角色等相關文章 

無場地

限制 

106 年度電子書

版本 

無 無 無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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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處各局處各局處各局處與相關醫學會合作與相關醫學會合作與相關醫學會合作與相關醫學會合作，，，，試辦雙親教室之爸爸篇以試成效試辦雙親教室之爸爸篇以試成效試辦雙親教室之爸爸篇以試成效試辦雙親教室之爸爸篇以試成效    

    

會議決會議決會議決會議決

議內容議內容議內容議內容    
回復單位回復單位回復單位回復單位    回復內容回復內容回復內容回復內容((((更新至更新至更新至更新至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請相關

局處與

相關醫

學會合

作，試辦

雙親教

室之爸

爸篇以

試成效。 

衛生局健管

科、社會局、教

育局、文化局、 

(衛生局主責)  

【【【【衛生局回復衛生局回復衛生局回復衛生局回復】】】】 

1. 本局業於 109 年 6 月 15日函請本市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辦理新手爸媽相關課程，並於課程中針對新手父親

加強育兒知能。 

2. 醫療院所舉辦親子教室時皆會宣導爸爸媽媽一同參與，截至 109 年 8 月底共辦理 8場，參加人數共計 174

人，其中男性 91 人(52%），女性 83 人(48%）。 

3. 詳參附表 1。    

【【【【社會局回復社會局回復社會局回復社會局回復】】】】    

1. 本市公共托育中心親子館為推廣父職參予育兒活動之重要性，於親子活動中增加「男性陪伴場次」，期許

有效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之活動人次。 

2. 詳參附表 2。 

3. <補充說明>本市持續推動親子館服務，總計 109 年截至 8月底，親子館服務人次達 35 萬 4,824 人(含男

性 11 萬 678 人及女性 24 萬 4,146 人)，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為 31%。另 109 年度 1-6 月份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相關親子活動、親職講座皆停止辦理，故總服務人次較前年低。。 

【【【【教育局回復教育局回復教育局回復教育局回復】】】】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於 109 年辦理「家有寶貝、新手父母」親職教育課程，其中規劃協助新手爸媽瞭解

幼兒發展及親子依附關係之課程，鼓勵爸爸與媽媽共同參與成長，讓新手父母攜手共同合作教養子女。 

【【【【文化局回復文化局回復文化局回復文化局回復】】】】    

新北市立圖書館預計於 109 年 11 月辦理「孕媽咪讀書會」1場，擬與桂格愛之樂媽媽教室或洽詢學會合作，

將 0歲閱讀植根的目標延伸至孕期共讀，期望藉由閱讀提升孕期教養並分享胎教音樂及孕期營養及保健知

識，積極鼓勵孕媽咪帶著爸爸一起參與學習。 



 

11 

編號 課程/活動名稱 辦理機構 日期 人數 男 女

與產科醫師有約－待産時醫生會用哪些方式幫助妳生產？

與兒科醫師有約－新生兒黃疸

2 超級奶爸訓練營－洗澡餵奶一把罩 8月22日 52 28 24

3 生產教育課程 6月20日 12 6 6

4 正念減壓 7月21日 4 2 2

5 母乳哺育相關問題評估方法 8月25日 15 6 9

懷孕後期護理指導(自然產及剖腹產介紹、產後如何餵母奶)

新生兒沐浴與臍帶護理

懷孕前期護理指導(孕期營養及注意事項及母乳哺育)

孕婦瑜珈(不提供瑜珈墊，需自行攜帶瑜珈墊，穿著褲裝)

孕期聰明飲食及體重控制

懷孕後期護理指導(自然產及剖腹產介紹、產後如何餵母奶)

合計 174 91 83

11 11

20

6

7

8

7月18日 22 11 11

附表1―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親子教室及活動場次

10 10

8月1日 27

1月11日 22

1
樂寶兒婦幼診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

8月22日

1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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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    

1111080808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    

一、 計畫依據（或緣起）： 

  為了扭轉照顧女性化的文化意象，期待透過本計畫的實施，

宣導男性亦可被賦予兒童照顧者角色，以打破既有的性別框架，

又期許經由本計畫之實施，提升男性參與親職講座及親子活動之

比例，宣導父職角色之重要性，並有助於延伸家庭照顧之性別分

工平衡。 

二、 問題概述： 

  過去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影響，女性被視為天生

的家務與照顧者，男性被賦予養家活口的養家者角色。然隨著教

育程度提高，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卻依舊負擔主要的家庭照

顧責任。 

三、 性別目標： 

1. 強化提升公共托育中心專職人員性別意識，其後續於規劃辦

理親子館活動時，可落實友善性別概念。 

2. 家長共同參與親子館活動課程時，體驗性別平等概念，提供

男性家長陪伴孩子的場域，鼓勵男女互相協助共同分擔家庭

照顧責任，平衡家庭之性別參與。 

3. 經由多元宣導管道，分享男性照顧幼兒之趣文及心得，宣導

男性亦可被賦予兒童照顧者角色，並打破既有的性別框架。 

四、 主辦單位：本市 72 家公共托育中心 

五、 辦理期間：108 年 4 月至 12 月 

六、 實施策略： 

1. 本市於 108 年兒童月至父親月結合 60 家公共托育中心及 12

家公共親子中心共同辦理「2019 新北親子幸福存摺集點大

fun 送活動」，本活動各中心共計辦理 6,785 場次，受益計

29 萬 4,204 人次(含男性 9萬 1,227 人次及女性 20 萬 2,977

人次)，其中包含男性專屬親子活動共辦理 883 場次，服務

人次達 2萬 7,193 人次;另 8至 10 月共計辦理 925 場次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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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親子活動，服務人次 1 萬 8,744 人次(含男性 6,163 人

次及女性 1萬 2,581 人次)。 

2. 總計 108 年度親子館服務人次達 107 萬 645 人(含男性 32 萬

9,392 人及女性 74 萬 1,253 人)，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

為 31%；相較於 107 年度服務總人次 84 萬 8,099 人，總人次

成長 26%，且男性參與人次由 107 年度之 27 萬 2,780 人成長

為 32 萬 9,392 人，成長比例達 20%；另女性成長比例為 44%，

顯示因積極推動親子活動，帶動家長共同參與，故除了男性

成長外，女性亦一起增加參與。 

<補充說明>本市持續推動親子館服務，總計 109 年截至 8 月底，

親子館服務人次達 35萬 4,824 人(含男性 11萬 678 人及女性 24

萬 4,146 人)，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為 31%。另 109 年度 1-6

月份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相關親子活動、親職講座皆停止辦

理，故總服務人次較前年低。 

七、 成果照片：  

108 年度新北市舉辦「親子幸福存摺集點大

FUN 送」  鼓勵父母多陪伴孩子成長 

108 年度新北市舉辦「親子幸福存摺集點大

FUN 送」  鼓勵父母多陪伴孩子成長 

 

本市公共托育中心辦理親子活動照片 本市公共托育中心辦理親子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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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新北市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新北市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新北市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 符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推動三合ㄧ政策之托育公共化」，結合托育公共化之場

域(如公共托育中心、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區公所等)辦理親職活動，並於各類活動設

計中加入 CEDAW 及性別平等觀念，引導參與民眾理解家庭照顧分工概念與操作，平衡

家庭之性別參與。 

二、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具體行動措施：「5、鼓勵家庭成員

共同分擔家務及照顧分工，以強化家庭內性別平等價值。」。 

貳、 問題說明 

一、 過去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影響，女性被視為天生的家務與照顧者，男性被

賦予養家活口的養家者角色。然隨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開始進入勞動市場，卻依舊

負擔主要的家庭照顧責任。依據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15 歲以上有

偶（含同居）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共計 3.81 小時，其丈夫(含同居人)僅為

1.13 小時，其中女性照顧子女、照顧老人、照顧其他家人計 1.54 小時，做家事時間 2.19

小時，仍反映傳統由女性扮演家務處理、教養子女的角色。 

二、 另依據本府社會局委託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辦理新北市公共托育現況與

需求調查研究案，有關「寶寶父親和母親的親職參與情形」之部分顯示，總計 21 項親

職參與調查中，「準備寶寶的膳食、點心、副食品」、「半夜起來照顧寶寶」、「購買寶寶

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照顧寶寶休息及睡眠」等 12 項的親職參與，傾向母親較多；

另外，在 9 項親職參與項目中，以「和寶寶從事戶外活動(如：運動)」、「清潔寶寶居

家環境(如：倒垃圾、洗廁所、拖地…)」、「陪伴寶寶參加活動(如：抓週、寶寶爬行比

賽、親子館等)」、以及「陪伴寶寶遊戲、玩玩具」等的親職參與，傾向父母各半，總

體而言，家長的親職參與情形，親職參與項目平均數皆介於父母各半及母親較多之間。 

三、 綜上所述，顯示現行家務及照顧工作未達性別平等，因此，為了扭轉照顧女性化的文

化意象，期待透過本計畫的實施，宣導男性亦可被賦予兒童照顧者角色，以打破既有

的性別框架，又期許經由本計畫之實施，提升男性參與親子館活動之比例，由 106 年

35%提升至 41%，並宣導父職角色之重要性，有助於延伸家庭照顧之性別分工平衡。 

參、 性別目標 

一、 強化提升公共托育中心專職人員性別意識，並具體策劃執行友善性別場域布置及辦

理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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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本市公共托育中心設置友善性別場域，如性別友善廁所、性別繪本共讀區…等 

三、 於親子館活動課程中加入 CEDAW 及性別平等概念，提供男性參與親子陪伴之方法

及場域，鼓勵男女互相協助共同分擔家庭照顧責任，平衡家庭之性別參與。 

四、 經由多元宣導管道，分享男性照顧幼兒之趣文及心得，以宣導男性亦可被賦予兒童

照顧者角色，並打破既有的性別框架。 

肆、 主辦單位：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伍、 執行單位：本市公共托育中心及公共親子中心。 

陸、實施期程：108 年 1月至 12月止。 

柒、執行內容 

一、 公共托育中心專職人員性別意識培力：經由多次討論會議強化專職人員性別意識，

例如編寫男性專屬活動場次之範例說明，培力專職人員之性別意識並得以具體策劃

執行。 

二、 友善性別之親子館場域布置：將本市各公共托育中心之親子館環境規劃為適合爸爸

和孩子共玩之場域，提升男性來館意願，例如設置性別繪本共讀專區，於繪本區規

劃性別專區，購置相關有含性別友善、平等的繪本圖書，鼓勵家長能於此陪伴孩子

共讀相關繪本；布置性別友善標誌、海報，於親子館內部遊戲區、公布欄或廁所等

場所，張貼相關性別友善的海報或標誌，如廁所男女廁標誌不用紅、藍等顏色做區

分，或於哺乳室張貼同時包含男、女性意象的標誌，而非僅用女性做為代表…等。 

三、 男性專屬親子活動：本市公共托育中心辦理之親子活動設計加入男性參與育兒觀

念，並特別規劃「新北親子幸福存摺集點大 fun 送活動」活動，本市 72 家親子館除

一般親子活動外，於 4-6月各規劃 10 場次之男性專屬親子活動，以提升男性參與率，

後續自 8 月份起，各親子館每月規劃 1 場次男性專屬親子活動，期許有效提升男性

參與親子館活動比例。 

四、 「爸爸育兒趣」經驗分享：經由記者會、本市育兒資訊網站及友善公托幸福新北

FaceBook…等多元管道，分享男性照顧幼兒之趣文及心得，以宣導男性亦可被賦予

兒童照顧者角色，並打破既有的性別框架。 

捌、宣傳策略或管道：包括本市 60 家公共托育中心親子館、12 家公共親子中心及其 FB、本局

FB 及新北育兒資訊網等管道。 

玖、執行期程甘特圖 

 107年 7-12月 108年 1-4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6 

一、 各 親 子館

現況盤點 
           

二、 專職 人 員

性 別意識

培力及 方

案規劃 

           

三、 活動設計            

四、 活動執行            

 

拾、經費概算及經費來源：由各場域自行編列預算執行。 

拾壹、預期效益 

一、 預計 108 年 4-6月 72 家親子館各辦理 10 場次，共辦理 720 場男性專屬親子活動，8-12

月，74 家親子館各每月辦理 1 場次，共辦理 370 場次，合計本市 4-12月共辦理 1,090

場次，預估服務人次達 2萬 1,800 人次。 

二、 預計 108 年度分享 60 篇文章，瀏覽人次達 50萬。 

三、 提升本市各公共托育中心親子館男性參與活動比例達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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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及照顧組」之「建立性別友善、女性健康與醫

療諮詢服務管道」工作重點。 

二、 新北市政府健康、醫療及照顧組分工小組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二「Women 

Talk 政策創新工作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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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小組第 2次會議決

議辦理。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一、 新北市政府健康、醫療及照顧組分工小組於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二「Women 

Talk 政策創新工作坊」中，透過公私部門的對話探討「如何促進更年期後婦女之身

心健康？」、「如何增加女性照顧者對於長照服務資源之使用意願？」、「如何提升高危

險妊娠婦女之健康管理？」3 項議題，並從中延伸 109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一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二、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際關係及職場生涯的變動等因素，容

易發生營養或運動不足、情緒困擾等問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一) 心理健康：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女性憂鬱症終身盛行率(25%)約為男性

(15%)的 2倍，並以經前症候群、孕產期憂鬱及更年期憂鬱最常見。 

(二) 生理健康：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研究結果顯示，50 歲以上女性三高（高

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的發生率高於男性。 

參、 性別目標： 

一、 提升身心健康識能：提升中高齡女性對於身心健康之重視，並了解情緒調適、充足營

養及規律運動等對自身所帶來的身心益處。 

二、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培養中高齡婦女進行自主健康量測，包含心情檢測、飲食、運動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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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數據記錄，鼓勵其增加自主健康管理之意願。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陸、 實施期程：109年 1月 1 日至 109年 12 月 31 日 

柒、 執行策略：依據本市中高齡婦女身心需求，規劃跨身心健康套裝課程，以中高齡婦女及

其家屬為對象加強宣導。套裝課程包含： 

一、 超熟女身心再進化：邀請醫師講授中高齡婦女應注意之身心健康議題。 

二、 超熟女心情再進化：邀請心理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何調適壓力、維持好心情。 

三、 超熟女營養再進化：邀請營養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何規劃營養、吃得更健康。 

四、 超熟女運動再進化：邀請運動指導員講授如何運動紓壓、動得更健康。 

五、 超熟女營養再進化加強版：邀請營養師及廚師實際操作示範，煮的美味又健康。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超熟女再進化」－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促進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

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

際關係及職場生涯的變

動等因素，容易發生營養

或運動不足、情緒困擾等

問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

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1. 創新度：本市首次針對中高齡婦女身心

需求整合網絡資源，提供全方位之健康

促進方案。 

2. 難易度:鑑於中高齡婦女身心需求複

雜，須透過跨局處資源盤點與服務整

合，以促進中高齡婦女健康。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促進中高齡婦女健康權益保障，推動醫

療、社福、教育、勞工等政策。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45-64歲中高齡婦

1. 辦理場次：預計下半年

與社會局合作 20 場

次、教育局合作 2 場

次、勞工局合作 15 場

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計): 

預計 2,000 人次參與 

(女性至少 80%)。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預計 30,000 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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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加強宣導，期能透過提升健康意識，

促進其身心健康。 

率至少 80%）。 

二、社會局 

方案名稱：中高齡婦女健康政策推廣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增強中高齡婦女重視自

我健康觀念。 

1. 創新度：過往各單位在健康議題推廣

多以普遍性的疾病為主題，較少鎖定

特定族群、特定議題的身心健康為推

廣主軸。 

2. 難易度:大多數女性對於步入中高齡

會面臨的健康狀況並不認識，以致不

重視且容易忽略可能發生的潛在危

機。 

3. 重要性：中高齡婦女是家中重要且核

心的人物，因此，中高齡婦女的健康

狀況對一個家庭的正常運作有較深的

影響。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45 歲至 64 歲之中

高齡婦女能更加了解不同生命階段需

關注的身心健康議題，並提升健康識

能及檢視自我健康狀態。 

1.辦理場次： 

(1) 預計於 9月至 11月

間辦理講座課程 20

場次。 

(2) 預計於11月辦理圓

桌論壇 1 場次。 

2.參加人數(性別統計)：

預計 2,000 人參與。 

3.執行經費：預計約

80,000元。 

 

三、教育局 

方案名稱：中高齡民眾成長團體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落實家庭教育之推動，提

昇本市中老年家庭生活

滿意度。 

1. 創新度：針對中高齡民眾舉辦成長團

體，透過手作課程與團體分享，使民眾

覺察及檢視中老年生活滿意度。  

2. 難易度：礙於參加之民眾年紀普遍年

1. 辦理場次：預計下半

年於淡水區辦理至少

1 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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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課程須顧及長者需求及身心狀況，

長者非能全程參與。  

3. 重要性：高齡化社會下，須重視長者心

理需求及家庭是否有良好互動，幫助其

成功老化，是現今刻不容緩的課題。 

4. 影響範圍：109下半年於淡水區執行本

案，預計 110 年拓點至其他行政區。 

計)：預計至少 30 人

次參與。 

3. 執行經費：150,000

元。 

方案名稱：樂齡學院中高齡婦女健康課程(暫訂)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提升中高齡者對婦女健

康管理之意識，建立中高

齡婦女自主管理健康習

慣，增進其身心健康。 

1. 創新度：以往樂齡中心所開設之健康管

理課程多屬跨年齡層的健康議題，較

少聚焦於中高齡之婦女進行規劃。 

2. 難易度：樂齡學員年紀普遍年長，課程

之進行須顧及長者需求及身心狀況。 

3. 重要性：樂齡中心之學員均為 55歲以上

之中高齡民眾，其議題涉及學員本身或

其伴侶之健康管理。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55歲以上之中高齡者

能更加了解婦女之健康管理。 

1. 辦理場次：預計秋季

班辦理 1 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預計至少 15人

次參與。 

3. 執行經費：無。 

 

 

四、勞工局 

方案名稱：職場中高齡勞工健康促進課程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提升中高齡勞工對健康

管理意識，自主管理健康

習慣，增進其身心健康。 

1. 創新度：本局所辦理之工作平等宣導

團，課程主題向來以防制就業歧視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為主，首次結合中高齡勞

工健康促進主題開設課程。 

2. 難易度:因事業單位不一定有中高齡勞

1. 辦理場次：預計辦理

15場次，視事業單位

實際報名情形而定。 

2. 參與人數(性別統

計)：預計 300 人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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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且主題類型未必符合需求，事業單

位報名情形較難預期。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促進中高齡勞工健康權益保障，提升中

高齡勞工對自我健康管理意識，以延緩

或改善因營養因素所產生之身體不適或

老化之問題。 

4. 影響範圍：本市轄內事業單位及勞工。 

與。 

3. 執行經費：無。 

五、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點)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透過婦女大學了解與促進社區中高齡婦女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社會局 

透過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中心了解與促進社區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的

身心健康。 

衛生局、教育局 

透過事業單位了解與促進職場中高齡勞工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勞工局 

 

玖、 預估經費： 預計 26萬元。 

壹拾、 預期效益：透過跨局處合作與資源整合，共同提升本市中高齡婦女的健康意識，以

保障中高齡婦女健康之權益，減少中高齡兩性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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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跨局處計畫執行成果 

跨局處議題：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局處 方案名稱與性別目標 計畫內容 

執行成果(109 年 1-8 月) 

質性(創新度、難易度、重要性、
影響範圍) 

量化(場次、人數、
執行經費) 

衛生局 

1. 方案：「「「「超熟女再進超熟女再進超熟女再進超熟女再進

化化化化」－」－」－」－中高齡婦女身中高齡婦女身中高齡婦女身中高齡婦女身

心健康促進計畫心健康促進計畫心健康促進計畫心健康促進計畫。。。。 

2. 目的：鑑於中高齡婦

女生理功能退化、賀

爾蒙變化、人際關係

及職場生涯的變動

等因素，容易發生營

養或運動不足、情緒

困擾等問題，爰擬透

過健康促進方案促

進其身心健康。 

一、 計畫目標：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

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際關係及

職場生涯的變動等因素，容易發生

營養或運動不足、情緒困擾等問

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方案促進其

身心健康。 

二、 辦理方式：依據本市中高齡婦女身

心需求，規劃跨身心健康套裝課

程，以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為對象

加強宣導。 

三、 參與對象：本市 45 歲以上 64 歲以

下之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 

四、 課程內容：套裝課程共含 5 個主

題、合計 6小時，由本局推薦上課

師資與設計認知問卷： 

(1) 超熟女身心再進化（1 小時）：

邀請醫師講授中高齡婦女應注

意之身心健康議題。 

(2) 超熟女心情再進化（1 小時）：

邀請心理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

何調適壓力、維持好心情。 

1. 創新度：本市首次針對中高齡

婦女身心需求整合網絡資源，

提供全方位之健康促進方案。 

2. 難易度:鑑於中高齡婦女身心

需求複雜，須透過跨局處資源

盤點與服務整合，以促進中高

齡婦女健康。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

等政策，促進中高齡婦女健康

權益保障，推動醫療、社福、

教育、勞工等政策。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45-64 歲

中高齡婦女加強宣導，期能透

過提升健康意識，促進其身心

健康。 

1. 辦理場次：已與

勞工局合作辦

理 2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

統計):已有 102

人次參與(其中

男性 55 人次、

女性 47 人次)。 

3. 執行經費:已執

行 4,000 元（執

行率 13%）。 

檢附內容： 1.請依據前述計畫內容實際執行結果修正計畫內容及最後執行結果（有評量者請提報評量結果） 2.提出本跨局處議題檢討及未來工作建議(包含對本計畫是否有助於對各局處對動計畫豐富度與完整度進行評估) 3.檢附工作及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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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熟女營養再進化（1 小時）：

邀請營養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

何規劃營養、吃得更健康。 

(4) 超熟女運動再進化（1 小時）：

邀請運動指導員講授如何運動

紓壓、動得更健康。 

(5) 超熟女營養再進化加強版（2小

時）：邀請營養師及廚師實際操

作示範，煮的美味又健康。 

社會局 

1. 方案：中高齡婦女健中高齡婦女健中高齡婦女健中高齡婦女健

康政策推廣計畫康政策推廣計畫康政策推廣計畫康政策推廣計畫。。。。 

2. 目的：增強中高齡婦

女重視自我健康觀

念。 

一、 計畫目標：增強中高齡婦女重視自

我健康觀念。 

二、 計畫依據： 

(1) 依性平會 2018 年統計資料，

「國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

45-64 歲女性脂肪過高比率為

87%，遠高於同年齡男性(60%)。 

(2) 依「臺灣鬱症防治基金會」資

料，107 年「憂鬱症人數」45-64

歲女性憂鬱症人數比率為

65% ，遠高 於同年 齡 男 性

(35%)；及 45-64 歲女性佔全年

齡憂鬱症人數比率 41%。 

(3) 憂鬱症常合併許多身體症

狀，呼吸不順、頭痛、頭暈等，

中高齡女性可能誤以為是更年

期症狀(熱潮紅、盜汗、暈眩、

胸悶、心悸、焦慮不安、煩躁、

情緒不穩定、失眠、憂鬱)而錯

失治療關鍵期；若能培養適當

運動習慣，運動時大腦分泌多

1. 創新度：過往各單位在健康議

題推廣多以普遍性的疾病為

主題，較少鎖定特定族群、特

定議題的身心健康為推廣主

軸。 

2. 難易度:大多數女性對於步入

中高齡會面臨的健康狀況並

不認識，以致不重視且容易忽

略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3. 重要性：中高齡婦女是家中重

要且核心的人物，因此，中高

齡婦女的健康狀況對一個家

庭的正常運作有較深的影響。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45 歲至 64

歲之中高齡婦女能更加了解

不同生命階段需關注的身心

健康議題，並提升健康識能及

檢視自我健康狀態。 

1.辦理場次： 

(1) 已於9月至11

月婦女大學

秋季班共同

課程排程辦

理講座課程

20 場次。 

(2) 預計於 11 月

辦理溝通平

台會議 1 場

次。 

2.參加人數(性別統

計)：預計 2,000

人參與。 

3.執行經費：預計約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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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胺對抗憂鬱激素，減緩憂鬱

情形。 

(4) 依上述數據，顯見中高齡女性

在生理、心理健康層面需高度

關切以提升健康識能及檢視自

我健康狀態，故推動辦理「中

高齡婦女健康政策推廣計

畫」，以促進此年齡層婦女之身

心健康。 

三、 辦理方式：透過辦理中高齡婦女健

康講座，讓社區間婦女能了解並重

視因不同生命階段，身心可能出現

的改變，進而更加重視自身的健

康。 

四、 參與對象：本市 45至 64 歲之中高

齡婦女。 

五、 課程內容：分成 2個主題課程，事

先調查學員需求後於秋季班共同

課程辦理： 

(1) 超熟女身心健康再進化課程(2

小時)：強化婦女對於身心健康

的重視，並提升其對於身心靈問

題的自我覺察與應對技巧。預計

提升婦女對於身心健康認知重

要性達 80%。 

(2) 超熟女運動、營養再進化課程(2

小時)：提升婦女對運動認識訓

練課程及加強婦女肌力、柔軟度

及骨盆肌運動相關課程，並搭配

健康飲食觀念，形塑健康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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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提升婦女對於運動訓練認

知重要性達 80%。 

教育局 

1. 方案：心約定-心悅

旅成（中高齡民眾成

長團體）。。。。 

2. 目的：落實婚姻及家

庭教育之推動，提昇

本市中老年家庭生

活滿意度。 

 

一、 計畫目標：落實家庭教育之推動，

提昇本市中老年家庭生活滿意度。 

二、 辦理方式：透過舉辦成長團體，以

「個人老化適應、夫妻互動及老年

期家庭生活調適」為主軸，規劃 6

個面向，提供互動分享的體驗學習

課程，重新建構健康愉快的中老年

家庭生活。 

三、 參與對象：對婚姻及家庭議題有興

趣之民眾。 

四、 課程內容：分成 2個主題課程，事

先調查學員需求後辦理： 

(1) 超熟齡身心健康再進化課程(3

小時)：強化婦女及其家屬對於

身心健康的重視，並提升其對於

身心靈問題的自我覺察與應對

技巧。預計提升婦女對於身心健

康認知重要性達 80%。 

(2) 超熟齡運動、營養再進化課程(3

小時)：提升婦女及其家屬對運

動認識訓練課程及加強婦女肌

力、柔軟度及骨盆肌運動相關課

程，並搭配健康飲食觀念，形塑

健康體態。預計提升婦女對於運

動訓練認知重要性達 80%。 

1. 創新度：針對中高齡民眾舉辦

成長團體，透過手作課程與團

體分享，使民眾覺察及檢視中

老年家庭生活。  

2. 難易度：礙於參加之民眾年紀

普遍年長，課程須顧及長者需

求及身心狀況，長者非能全程

參與。  

3. 重要性：高齡化社會下，須重

視長者心理需求及家庭是否有

良好互動，幫助其成功老化，

是現今刻不容緩的課題。 

4. 影響範圍：109 下半年於淡水

區執行本案，預計 110 年拓點

至其他行政區。 

1. 辦理場次：預計

下半年於淡水

區辦理至少 1場

次。 

2. 參與人數(性別

統計)：預計至

少 30人次參與。 

3. 執行經費：已執

行72,000元(執

行率 48%)。 

教育局 

1. 方案：樂齡學院中高

齡婦女健康課程(暫

訂) 

一、 計畫目標：提升中高齡者對婦女健

康管理之意識，建立中高齡婦女自

主管理健康習慣，增進其身心健

1. 創新度：以往樂齡中心所開設

之健康管理課程多屬跨年齡層

的健康議題，較少聚焦於中高

1. 辦理場次：預計

秋季班辦理1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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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提升中高齡者

對婦女健康管理之

意識，建立中高齡婦

女自主管理健康習

慣，增進其身心健康 

 

康。 

二、 辦理方式：透過辦理中高齡婦女健

康講座研習，增進樂齡學院學員對

婦女之健康意識。 

三、 參與對象：樂齡學院學員。 

四、 課程內容：分成 2個主題課程，事

先調查學員需求後辦理： 

(1) 超熟齡身心健康再進化課程(2

小時)：強化婦女及其家屬對於

身心健康的重視，並提升其對於

身心靈問題的自我覺察與應對

技巧。預計提升婦女對於身心健

康認知重要性達 80%。 

(2) 超熟齡運動、營養再進化課程(2

小時)：提升婦女及其家屬對運

動認識訓練課程及加強婦女肌

力、柔軟度及骨盆肌運動相關課

程，並搭配健康飲食觀念，形塑

健康體態。預計提升婦女對於運

動訓練認知重要性達 80%。 

齡之婦女進行規劃。 

2. 難易度：樂齡學員年紀普遍年

長，課程之進行須顧及長者需

求及身心狀況。 

3. 重要性：樂齡中心之學員均為

55 歲以上之中高齡民眾，其議

題涉及學員本身或其伴侶之健

康管理。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55 歲以上之

中高齡者能更加了解婦女之健

康管理。 

2. 參與人數(性別

統計)：預計至

少 15 人。 

3. 執行經費：無。 

勞工局 

1. 方案：職場中高齡勞

工健康促進課程。    

2. 目的：提升中高齡勞

工 對 健 康 管 理 意

識，自主管理健康習

慣，增進其身心健

康。 

一、 計畫目標：提升中高齡勞工對健康

管理意識，自主管理健康習慣，增

進其身心健康。 

二、 辦理方式：透過工作平等宣導團，

課程選項納入中高齡勞工健康促

進類型，供事業單位選擇，於事業

單位報名後，免費安排專業講師進

入職場對勞工講授課程，以提升中

高齡勞工對於身心健康之重視，落

實自主健康管理。 

1. 創新度：本局所辦理之工作平

等宣導團，課程主題向來以防

制就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為主，首次結合中高齡勞工健

康促進主題開設課程。 

2. 難易度:因事業單位不一定有

中高齡勞工，且主題類型未必

符合需求，事業單位報名情形

較難預期。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

1. 辦理場次：已辦

理 2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

統計):已有 102

人次參與(其中

男性 55 人次、

女性 47 人次)。 

3. 執行經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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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對象：本市轄內事業單位及勞

工。 

四、 課程內容：分成 2個主題課程，事

先調查事業單位需求後辦理： 

(1) 超熟齡勞工身心再進化課程(1

小時)：強化中高齡勞工對於身

心健康的重視，並提升其對於身

心靈問題的自我覺察與應對技

巧。預計提升婦女對於身心健康

認知重要性達 80%。 

(2) 超熟齡勞工營養再進化課程(1

小時)：協助中高齡勞工聰明規

劃飲食，遠離三高肥胖，落實體

位管理、強化自信與快樂。預計

提升婦女對於運動訓練認知重

要性達 80%。 

等政策，促進中高齡勞工健康

權益保障，提升中高齡勞工對

自我健康管理意識，以延緩或

改善因營養因素所產生之身體

不適或老化之問題。 

4. 影響範圍：本市轄內事業單位

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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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整合協商

與共同處理議

題 

透過婦女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中心、事業單位等，了解與促進社區、職場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的身心健康，並

於 109 年 3 月 3日、109 年 4 月 22日及 29日各召開 1 場次整合協商會議，共同商議以下事宜: 

1、 於 109 年 3 月 3日召開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議，為使本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重點

工作計畫運作順遂，整合各局處資源以利跨局處合作，爰召開旨揭會議將本組 109 年跨局處議題「中高齡婦女健康管

理」規劃提請研商，與會單位為社會局、教育局及勞工局；請社會局就本議題提供合作的課程、講座及活動相關資訊，

教育局協助盤點兩性關係議題的相關課程、講座以及活動並請勞工局就「勞工大學」及「中高齡職務再設計」辦理之

活動場次盤點是否有與本議題相關可合作之課程或活動。 

2、 於 109 年 4 月 22日召開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局內討論會議。 

3、 於 109 年 4 月 29日為進一步研商本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與局處合作模式，爰召開旨揭

會議，與會單位為社會局、教育局及勞工局；決議課程安排原則配合局處運作模式，開班前請各局處先協助調查學員

選課興趣及需求，嗣後由本局安排規劃課程及對應之講師。本局除安排心理師之外尚有營養師，屆時有實作課程教導

營養蒸煮，除食材費本局自付外，並自帶食材器材。 

社會局：婦女大學釋出 20 個課程時段，每次規劃 2小時。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課程安排對象不限性別，受眾為一般民眾，約 30 人，於原規劃課程(3-4週)中空一週(3 小時)

由本局安排講師進駐上課；教育局樂齡學習中心之課程以春秋兩季為單位由中心規劃課程，爰先詢問樂齡學習中心試

辦意願。 

勞工局：按計劃書原規畫協助本局宣導議題，惟效益有限，爰希望藉本次會議調整合作方向，改為協助調查有意願作

職場健康課程之企業或廠家，課程安排為 1 小時。透過勞工局之媒合，將本局之課程提供予事業單位選擇，配合可行

之時間、地點，由本局派講師並帶入資源，為有意願合作之企業員工授課。 

檢討與未來工
作建議(包含對
本計畫是否有
助於對各局處
對動計畫豐富
度與完整度進
行評估) 

109 年度與各局處試辦課程並收集學員需求，110 年度將視需求擴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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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務使用務使用務使用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及「消弭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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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小組第 2 次會

議決議辦理。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為台灣已逐步邁入高齡社會，為因應長輩或身心障礙者因年齡增長或疾病因素導致身

體退化、失能，所導致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長的必然趨勢，並考量失能者的受照顧型

態包含接受機構全日照顧、社區式照顧及居家式照顧或者全由家屬自行照顧等多元樣

貌，我國自 97 年開始推展長期照顧服務，逐年建置符合需求的各式服務資源，包含居

家服務、喘息服務、社區日間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等，以求提供完善的照

顧服務滿足受照顧者需求。 

隨著家庭照顧者已明確納入長期照顧服務法服務對象，與被照顧者同列為服務對象，

足見政府以將家庭照顧者之需求納入服務考量，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正視自身需求、

減輕家庭照顧壓力及照顧負荷。是長照服務推動所面臨的挑戰及目標。 

參、 性別目標： 

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總會 2007 年調查，家庭照顧者以女性居多，約佔七成。年齡介

於 51～60 歲間的家庭照顧者人數與比例較高，佔 32.9%，其次為 41～50 歲，佔 25.5%，

再其次為 61 歲以上，佔 24.4%。平均照顧時間 9.9 年，每天平均照顧長達 13.6 小時。

照顧者最感沮喪的，包括「失去自己的生活(28.3%)」、「工作與照顧難以兼顧(21.5%)」、

「經濟困難(20.3%)」等。針對全日全時自行提供照顧服務的家庭照顧者，長期下來，

易使照顧者陷入手足無措及孤單的困境，使其生理、心理、家庭生活及社會參與等方

面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對此，政府更應積極布建資源，提供支持服務措施，在照顧

的路上協助陪伴家庭照顧者。本計畫將透過縣市政府結合轄內在地家庭照顧者服務單

位共同推展，在既有的服務體系上同步帶動潛在服務資源的發展。逐步建立家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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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會與心理支持網絡，以建立完整的家庭照顧者服務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率，共

同關注家庭照顧者的需求、減輕其照顧負荷外，同步提升失能者照顧服務品質，達成

照顧者及被照顧者雙贏的目標。 

   建立一個完整的長期照顧服務系統，需要結合醫療衛生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的公、私

部門相關機構、組織等各項資源，藉由緊密結合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達成全人照顧、

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的長期照護服務目標。因此，如何有效發揮政府照顧民眾的

責任，連結民間照顧服務資源，提供完善良好的長期照顧服務，並給家庭照顧者更多

的支持與關懷，減輕民眾財務負擔，增進長期照顧服務可近性，是本市極欲努力的目

標。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新北市

政府文化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陸、 實施期程：109 年 3月 1 日-109 年 12月 31 日。 

柒、 執行策略： 

一、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針對「巡迴咖啡館計畫」、「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陪伴手冊」以及

「社區培力計畫的據點」盤點可合作的具體活動內容。 

二、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供轄內曾經宣導過的觀光景點、無障礙旅遊，小旅行或路

線等資訊；並盤點旅宿或民宿業者是否提供特別專屬時段之活動予家庭照顧者。 

三、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盤點文化局的講座、講座活動、DIY 活動或體驗性活動是否有本

議題相關之對應計畫，可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 

四、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供「中高齡續航中心-顧家好企業」的相關合作方案。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數）

及執行經費 

 

1. 目的：紓解照顧者的

照顧壓力。 

2. 內涵：結合公私部門

提供家庭照顧者多元

1. 創新度：全國首創，針對家庭照顧者

身心需求發展支持服務，並連結長照

單位，落實雙個管模式。 

2. 難易度: 提升社會網絡對於家庭照顧

1. 參與人數：109 年預

估服務 1,000 人。 

2. 執行經費：1,7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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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務，以協助照

顧者回歸正常生活品

質。 

者的意識，並提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的專業性及可近性。 

3. 重要性：讓有需要且符合資格的個案

均能順利使用服務。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29 區高負荷照顧

者提供個案管理及心理支持服務。 

二、社會局 

方案名稱：陪伴手冊-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數）

及執行經費 

  

增進家庭照顧者對長期

照顧資源的了解與運用。 更新「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陪伴手冊」相

關資訊服務，強化家庭照顧者的照顧知

能，冀此減少家庭照顧者的心理及生理壓

力，提升家庭照顧者身心健康，維護家庭

照顧品質。 

1. 場次：已請廠商印製陪

伴手冊 2,000 本完

成。 

2. 參加人數(性別統計)： 

(1)截至 109 年 8 月底

止，為給予婦女支持

照顧團體查詢參閱，

發放婦女中 心 30

本，另於第二季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聯繫會

報中，發放 219本及

其他有需求照顧者 6

本，共計 255本。  

(2)為提高照顧者能取得

相關照顧資訊，下半

年預計提供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 1,200

本、中高齡續航中心

100 本，通過相關單

位提供給有需求者。 

3. 執行經費：印製手冊經

費 8萬元。 

  

三、勞工局 

方案名稱：顧家好企業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數）

及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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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在職婦女照顧不離

職、中高齡者延緩退休穩

定就業，支持企業單位建

立友善員工制度，成為

「顧家好企業」。從勞動

市場供需兩端著手，解決

婦女及中高齡者職場與

生活困境，助其職場續

航。 

結合跨局處合作，包括提供社會局托育托

嬰、教育局的托幼、衛生局托老及長照服

務、勞工局企業托育以及婦女及中高齡者

職場續航中心企業輔導，共同支持企業建

置照顧友善措施，鼓勵加入「顧家好企業」

行列，提供彈性照顧接送、留職期間給予

半薪、彈性縮短工時、彈性排班等福利，

打造企業友善職場，鼓勵婦女及中高齡續

留職場。 

1. 辦理場次：預計邀請 50

家企業加入「顧家好企

業」，提供員工彈性工

時、彈性排班、照顧不

扣薪、托老或托兒津貼

補助、留職期間給予半

薪等福利。 

2. 參 加 人 數 ( 性 別 統

計)：企業的女性及中

高齡員工人數，此部份

為企業內部資料，另因

該人數亦為浮動數

據，無相關數字。 

3. 執行經費：新臺幣 42

萬元。 

  

四、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點)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1.整合各機關宣導內容、成果，協請新聞局發布。 
衛生局、社會

局、觀旅局、

文化局、勞工

局、經發局、

新聞局 

2.協調各機關於辦理時應聚焦性別差異的觀察、如何鼓勵女性參加及參加

人員性別平等觀念的轉變。 

3.推廣家庭照顧者喘息之重要性，並主動提供相對應家庭照顧者資源。 

4.每季提供家照者優惠方案資訊及實質優惠券、折價券等。 觀旅局、文化

局、經發局 

玖、 預估經費：新臺幣 1,700萬元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衛生局性別目標: 服務 1,000 戶家庭。 

（一）提高照顧者的照顧技巧，以改善案家的整體生活品質和強化家庭支持系統。 

（二）保障高風險家庭的社會資源介入。 

（三）降低家庭照顧者就業或喘息旅遊之困難性。 

二、 衛生局性別目標之影響人次:達成 50場紓壓活動；服務 1,000 人次；男女比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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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跨局處計畫執行成果 

跨局處議題： 

局處 
方案名稱與
性別目標 

計畫內容 

執行成果(109 年 1-8 月) 

質性(創新度、難易度、重要性、影響範
圍) 

量化(場次、人數、執行經費) 

衛生局 

1.方案:家庭

照顧者支持

性服務創新

型計畫。 

2.目的：紓解

照顧者的照

顧壓力。 

 

一、計畫目標：透過支持

課程、互助團體及照

顧者工作坊，提升照

顧者的照顧知能、健

康促進及社會參與。 

二、辦理方式：協助照顧

者連結到家庭照顧者

支持據點，藉由個案

管理、到府技巧指

導、到宅心理支持、

團體心理諮商及個人

心理協談服務，及連

結長期照顧資源緩解

照顧壓力。 

1.創新度：全國首創，針對家庭照顧者

身心需求發展支持服務，並連結長照單

位，落實雙個管模式。 

2.難易度:預計提升社會網絡對於家庭

照顧者的意識，並強化家庭照顧者支持

服務的專業性及可近性，惟男性家庭照

顧者較難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3.重要性：讓有需要且符合資格的個案

均能順利使用服務，減少照顧悲劇的發

生。 

4.影響範圍：讓本市家庭照顧者得到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並針對高負荷照顧

者提供個案管理及心理支持服務。 

1.場次及參加人數: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九大創新支持性服務(統

計至 109 年 8 月底) 

(1)個案管理服務:396 案。 

(2)照顧者自我健康管理團體:31 場 347 人次。 

(3)提供照顧知能訓練:12 場 231 人次。  

(4)安排心理協談服務:38 人次。 

(5)辦理支持團體:2 梯 10 場 109 人次。 

(6)辦理紓壓活動:20 場 300 人次。 

(7)提供喘息服務:105 人次共提供 339.5 小時。 

(8)提供電話關懷:609 人次 

(9)家庭照顧協議:目前媒合需要的人使用中。 

2.性別統計：截至 8 月，家照收案共 595 人，

男性 144 人(24.2%)、女性 451 人(75.8%)。 

3.執行經費:新臺幣 1,700 萬元。 

 

 

檢附內容： 1.請依據前述計畫內容實際執行結果修正計畫內容及最後執行結果（有評量者請提報評量結果） 2.提出本跨局處議題檢討及未來工作建議(包含對本計畫是否有助於對各局處對動計畫豐富度與完整度進行評估) 3.檢附工作及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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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1. 方案：給給給給

照 顧 者照 顧 者照 顧 者照 顧 者

的 第 一的 第 一的 第 一的 第 一

本書本書本書本書----陪陪陪陪

伴手冊伴手冊伴手冊伴手冊。。。。    

2. 目的：增

進 家 庭

照 顧 者

對 長 期

照 顧 資

源 的 了

解 與 運

用。 

 

一、計畫目標：增進家庭

照顧者對長期照顧資

源的了解與運用。 

二、辦理方式：印製陪伴

手冊並透過新北市家

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勞工局之「顧家好企

業」之方案計畫及其

他有長期照顧需求之

市民。 

三、參與對象：本市具有

長期照顧需求之民

眾。 

1.創新度：整合社政、衛政、勞政等相

關資源，製作陪伴手冊，使家庭照顧者

可從單一手冊找到所需資源。 

2.難易度: 

(1) 潛藏的案源難尋覓。 

(2) 男性家庭照顧者較難尋求社會資

源協助。 

(3) 每年資源福利需持續更新。 

3.重要性： 

(1) 減輕照顧者壓力，提供並媒合相關

照顧資源。 

(2) 降低照顧者因照顧壓力過大而對

受照顧者傷害或自殺等情形。 

(3) 鼓勵男性照顧者尋求資源協助。 

(4) 降低照顧者因照顧而離職情形。 

4.影響範圍： 

(1) 陪伴手冊將分送給新北市家庭照

顧者關懷協會及勞工局，透由「顧

家好企業」之方案計畫，提供陪伴

手冊給有需求之企業勞工。 

(2) 另針對本市有照顧需求之民眾提

供相關照顧資源並同時也能尋找

相關支持服務。 

5.將印製 2,000 本陪伴手冊，預計受益

人數 2,000 人。 

1.場次：109 年 3 月已請廠商印製陪伴手冊

2,000 本。 

2.參加人數(性別統計)： 

(1)為給予婦女支持照顧團體查詢參閱，發放婦

女中心 30 本，使有照顧需求的婦女，在照顧

的過程中，習得照顧技巧與照顧知識，另於

第二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聯繫會報中，發放

219 本及其他有需求照顧者 6 本，共計 255

本，對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中，可能具有前

在獨自面對照顧負荷的家庭照顧者，對於提

供此手冊與以閱讀，更能得知相關照顧資

源，增長其知識，並透過書中相關照顧單位

得知照顧者支持互助團體，促進照顧者之交

流。 

(2)為提高照顧者能取得相關照顧資訊，下半年

預計提供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1,200 本、中

高齡續航中心 100 本，通過相關單位提供給

有需求者，使照顧知識更人讓大眾知悉，幫

助更多家庭照顧者。 

3.執行經費：印製手冊經費 8萬元。 

勞工局 

1.方 案 名

稱：顧家好

企業  

一、 計畫目標：協助在職婦

女照顧不離職、中高齡

者延緩退休穩定就

1.創新度：107 年 9 月推出針對中高齡在

職勞工照顧不離職服務，109 年 3 月起

擴大服務在職婦女，整合跨局資源，將

1.辦理場次：共 43 家企業加入，提供員工彈性

照顧接送、留職期間給予半薪、彈性縮短工

時、彈性排班、照顧不扣薪、托老或托兒津貼



 

35 

2.性 別 目

標：協助在

職 婦 女 照

顧 不 離

職、中高齡

者 延 緩 退

休 穩 定 就

業，支持企

業 單 位 建

立 友 善 員

工制度，成

為「顧家好

企業」。從

勞 動 市 場

供 需 兩 端

著手，解決

婦 女 及 中

高 齡 者 職

場 與 生 活

困境，助其

職場續航。 

業，結合跨局處合作，

包括提供社會局托育

托嬰、教育局的托幼、

衛生局托老及長照服

務、勞工局企業托育以

及婦女及中高齡者職

場續航中心企業輔

導，共同支持企業建置

照顧友善措施，鼓勵加

入「顧家好企業」行

列，提供彈性照顧接

送、留職期間給予半

薪、彈性縮短工時、彈

性排班等福利，打造企

業友善職場，鼓勵婦女

及中高齡續留職場。 

二、 辦理方式：社會倡議。 

三、 參與對象：本市轄內企

業。 

家庭照顧者支持方案從家庭延伸至職

場，鼓勵轄內企業響應加入友善職場行

列，支持員工不再因家庭照顧而提前離

職。 

2.難易度:企業為求營運獲利最大化以及

追求降低成本等考量，對於員工有家庭

照顧等需求，若配合調整人力安排，則

會增加管理成本而不願配合，另員工擔

憂若因家庭照顧因素請假，相關可能會

造成同事及雇主困擾，也因請假不支薪

也不願意向企業提出相關照顧需求。 

3.重要性：臺灣 1,153 萬就業人口中，每

年因照顧家人而「減少工時、請假或彈

性調整上班時間」約 17.8 萬人、「因照

顧離職」約 13.3 萬人，面臨工作與長

期照顧間「蠟燭兩頭燒」的情形。 

4.影響範圍：本市轄內企業。 

補助等福利，打造企業友善職場，鼓勵婦女及

中高齡續留職場。 

2.參與人數(性別統計)：有關企業的女性及中高

齡員工人數，為企業內部資料，且該人數為浮

動數據，爰無相關統計。 

3.執行經費：42 萬元。 

重要整
合協商
與共同
處理議
題 

本局於 109 年 3 月 3日及 109 年 4 月 8日各召開 1 場次跨局處整合協商會議，共同商議以下事宜: 

1、 為使本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運作順遂，整合各局處資源以利跨局處合作，於 109 年 3 月 3日召開健康、醫療與照顧

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議，針對本組 109 年跨局處議題「兩性照顧者的喘息服務使用」(按按按按: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組第五屆第組第五屆第組第五屆第組第五屆第 3333 次分工小組會議正式提出並定名為次分工小組會議正式提出並定名為次分工小組會議正式提出並定名為次分工小組會議正式提出並定名為::::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規劃提請研商，與會單位為社會局、勞工局、觀旅

局及文化局；協請各局處提供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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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局:針對「巡迴咖啡館計畫」、「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陪伴手冊」以及「社區培力計畫的據點」盤點可合作的具體活動內容。 

(2) 觀旅局:請提供轄內曾經宣導過的觀光景點、無障礙旅遊、小旅行或路線等資訊;並盤點旅宿或民宿業者是否提供特別專屬時段

之活動予家庭照顧者。 

(3) 文化局:請盤點文化局的講座、館舍活動、DIY活動或體驗性活動是否有本議題相關之對應計畫，可以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

並請就議題一提供相關之講座資訊。 

(4) 勞工局:請提供「中高齡續航中心-顧家好企業」的相關合作方案。 

2、 復為進一步將各局處提供資源建置於單一資訊網站，於 109 年 4 月 8日召開本組 109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

務使用」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議，與會單位為社會局、勞工局、觀旅局、文化局及經發局，本次請經發局、文化局及觀

旅局協力從各局處既有活動中收集優惠活動資訊等事項，並統一活動優惠資訊期間，相關資訊整理如下: 

(1) 單一入口網站：本局將建立單一入口網站，請各局處以季(註：3個月)為單位，第 1輪先收集本(109)年 9 月至 12 月相關活動

優惠資訊，另考慮需要充分時間進行宣傳，請於本(109)年 7 月 10日以前透過 e-mail提供予本局窗口。 

(2) 提供資訊類型：結合各局處目前既有之市民活動，例:購物節、館設、優惠活動、特殊性文化活動等，保留部分優惠名額或優先

報名權予家庭照顧者報名參與，爰請各局處盤點今年下半年(9 月-12 月)或明年常態性相關活動、可提供或開放優惠之數量、名

額、領取地點或官網，俾便事先以公告方式揭露優惠資訊，屆時若有行銷、媒體宣傳或記者會再邀請各局處一同參與。 

(3) 使用者識別：本局將設計類似關懷小卡之識別卡，發送予使用對象，供身分識別用。請協助登記或追蹤使用情形，半年回報一

次，也可幫助我們知道使用情形。 

檢討與
未來工
作建議
(包 含
對本計
畫是否
有助於
對各局
處對動
計畫豐
富度與
完整度
進行評
估) 

視 109 年度辦理成效，110 年度將視需求擴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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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0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及照顧組」之「建立性別友善、女性健康與醫

療諮詢服務管道」工作重點。 

二、 新北市政府健康、醫療及照顧組分工小組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二「Women 

Talk 政策創新工作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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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小組第 4 次會議

決議辦理。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一、 新北市政府健康、醫療及照顧組分工小組於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二「Women 

Talk 政策創新工作坊」中，透過公私部門的對話探討「如何促進更年期後婦女之身

心健康？」、「如何增加女性照顧者對於長照服務資源之使用意願？」、「如何提升高危

險妊娠婦女之健康管理？」3 項議題，並從中延伸 109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一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二、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際關係及職場生涯的變動等因素，容

易發生營養或運動不足、情緒困擾等問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一) 心理健康：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女性憂鬱症終身盛行率(25%)約為男

性(15%)的 2 倍。 

(二) 生理健康：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研究結果顯示，50 歲以上女性三高（高

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的發生率高於男性。 

參、 性別目標： 

一、 提升身心健康識能：提升中高齡女性對於身心健康之重視，並了解情緒調適、充足營

養及規律運動等對自身所帶來的身心益處。 

二、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培養中高齡婦女進行自主健康量測，包含心情檢測、飲食、運動

等數據記錄，鼓勵其增加自主健康管理之意願。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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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 

陸、 實施期程：110 年 1月 1日至 110 年 12月 31日 

柒、 執行策略：依據本市中高齡婦女身心需求，規劃跨身心健康套裝課程，以中高齡婦女

及其家屬為對象加強宣導。套裝課程包含： 

一、 超熟女身心再進化：邀請醫師講授中高齡婦女應注意之身心健康議題。 

二、 超熟女心情再進化：邀請心理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何調適壓力、維持好心情。 

三、 超熟女營養再進化：邀請營養師講授中高齡婦女如何規劃營養、吃得更健康。 

四、 超熟女運動再進化：邀請運動指導員講授如何運動紓壓、動得更健康。 

五、 超熟女營養再進化加強版：邀請營養師及廚師實際操作示範，煮的美味又健康。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超熟女再進化」－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促進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

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

際關係及職場生涯的變

動等因素，容易發生營養

或運動不足、情緒困擾等

問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

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1. 創新度：本市首次針對中高齡婦女身心

需求整合網絡資源，提供全方位之健康

促進方案。 

2. 難易度:鑑於中高齡婦女身心需求複

雜，須透過跨局處資源盤點與服務整

合，以促進中高齡婦女健康。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促進中高齡婦女健康權益保障，推動醫

療、社福、教育、勞工等政策。  

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45-64 歲中高齡婦

女加強宣導，期能透過提升健康意識，

促進其身心健康。 

1. 辦理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計):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二、社會局 

方案名稱：中高齡婦女健康政策推廣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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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中高齡婦女重視自

我健康觀念。 

1. 創新度：過往各單位在健康議題推廣

多以疾病為主題，較少有以特定族群

的身心健康為重點。 

2. 難易度:大多數女性對於步入中高齡

會面的健康狀況並不認識，以致不重

視且容易忽略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3. 重要性：中高齡婦女是家中重要且核

心的人物，因此，中高齡婦女的健康

狀況對一個家庭的正常運作有較深的

影響。 

4. 影響範圍：讓本市 45 歲以上 64 歲以下

之中高齡婦女能更佳了解自己，愛護

自己的身體。 

1. 辦理場次：  

2. 參與 人數 ( 性 別 統

計):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三、教育局 

方案名稱：民眾親職、婚前與婚姻教育課程及諮詢輔導措施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發揮志工之專業能力，落

實婚姻及家庭教育之推

動，提昇本市中老年家庭

生活滿意度。 

1. 創新度：針對中高齡民眾舉辦成長團

體，透過手作課程與團體分享，使民

眾覺察及檢視中老年婚姻生活。  

2. 難易度：礙於參加之民眾年紀普遍年

長，課程須顧及長者需求及身心狀況，

長者非能全程參與。  

3. 重要性：高齡化社會下，須重視長者心

理需求及家庭是否有良好互動，幫助其

成功老化，是現今刻不容緩的課題。 

4. 影響範圍：109 上半年培訓志工於淡水

區示範推廣，下半年預計增加 5 個行政

區拓點服務。 

1. 辦理場次：  

2. 參與 人數 ( 性 別 統

計):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四、勞工局 

方案名稱：勞工大學之中高齡婦女健康促進課程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提升中高齡勞工對健康

管理意識，自主管理健康

1. 創新度：本局所辦理之工作平等宣導

團，課程主題向來以防制就業歧視及

性別工作平等法為主，首次結合中高

1. 辦理場次：  

2. 參與 人 數 ( 性 別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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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增進其身心健康。 齡勞工健康促進主題開設課程。 

2. 難易度:因事業單位不一定有中高齡勞

工，且主題類型未必符合需求，事業單

位報名情形較難預期。 

3. 重要性：配合國家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促進中高齡勞工健康權益保障，提升中

高齡勞工對自我健康管理意識，以延緩

或改善因營養因素所產生之身體不適或

老化之問題。 

4. 影響範圍：本市轄內事業單位及勞工。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五、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 點)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透過婦女大學了解與促進社區中高齡婦女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社會局 

透過家庭教育中心了解與促進社區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屬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教育局 

透過勞工大學或中高齡續航中心了解與促進職場中高齡婦女的身心健康。 衛生局、勞工局 

 

玖、 預估經費：  

壹拾、 預期效益：透過跨局處合作與資源整合，共同提升本市中高齡婦女的健康意識，以

保障中高齡婦女健康之權益，減少中高齡兩性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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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跨局處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0 年跨局處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二二二二：：：：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第一部分：跨局處計畫書 

壹、 計畫依據： 

一、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及「消弭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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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小組第 4 次會

議決議辦理。   

貳、 問題說明/計畫緣起： 

為台灣已逐步邁入高齡社會，為因應長輩或身心障礙者因年齡增長或疾病因素導致身

體退化、失能，所導致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長的必然趨勢，並考量失能者的受照顧型

態包含接受機構全日照顧、社區式照顧及居家式照顧或者全由家屬自行照顧等多元樣

貌，我國自 97年開始推展長期照顧服務，逐年建置符合需求的各式服務資源，包含居

家服務、喘息服務、社區日間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等，以求提供完善的照

顧服務滿足受照顧者需求。 

隨著家庭照顧者已明確納入長期照顧服務法服務對象，與被照顧者同列為服務對象，

足見政府以將家庭照顧者之需求納入服務考量，如何協助家庭照顧者正視自身需求、

減輕家庭照顧壓力及照顧負荷。是長照服務推動所面臨的挑戰及目標。 

參、 性別目標： 

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總會 2007年調查，家庭照顧者以女性居多，約占七成。年齡介

於 51～60 歲間的家庭照顧者人數與比例較高，佔 32.9%，其次為 41～50 歲，佔 25.5%，

再其次為 61 歲以上，佔 24.4%。平均照顧時間 9.9 年，每天平均照顧長達 13.6小時。

照顧者最感沮喪的，包括「失去自己的生活(28.3%)」、「工作與照顧難以兼顧(21.5%)」、

「經濟困難(20.3%)」等。針對全日全時自行提供照顧服務的家庭照顧者，長期下來，

易使照顧者陷入手足無措及孤單的困境，使其生理、心理、家庭生活及社會參與等方

面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對此，政府更應積極布建資源，提供支持服務措施，在照顧

的路上協助陪伴家庭照顧者。本計畫將透過縣市政府結合轄內在地家庭照顧者服務單

位共同推展，在既有的服務體系上同步帶動潛在服務資源的發展。逐步建立家庭照顧

者社會與心理支持網絡，以建立完整的家庭照顧者服務資源，提高資源的使用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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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關注家庭照顧者的需求、減輕其照顧負荷外，同步提升失能者照顧服務品質，達成

照顧者及被照顧者雙贏的目標。 

   建立一個完整的長期照顧服務系統，需要結合醫療衛生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的公、私

部門相關機構、組織等各項資源，藉由緊密結合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達成全人照顧、

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的長期照護服務目標。因此，如何有效發揮政府照顧民眾的

責任，連結民間照顧服務資源，提供完善良好的長期照顧服務，並給家庭照顧者更多

的支持與關懷，減輕民眾財務負擔，增進長期照顧服務可近性，是本市極欲努力的目

標。 

肆、 主責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伍、 執行機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觀旅局、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陸、 實施期程：110 年 1月 1日-110 年 12月 31日。 

柒、 執行策略： 

一、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針對「巡迴咖啡館計畫」、「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陪伴手冊」以及

「社區培力計畫的據點」盤點可合作的具體活動內容。 

二、 新北市政府觀旅局：提供轄內曾經宣導過的觀光景點、無障礙旅遊，小旅行或路線等

資訊；並盤點旅宿或民宿業者是否提供特別專屬時段之活動予家庭照顧者。 

三、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盤點文化局的講座、講座活動、DIY活動或體驗性活動是否有本

議題相關之對應計畫，可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 

四、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供「中高齡續航中心-顧家好企業」的相關合作方案。 

捌、 實施內容：各局處工作內容 

一、衛生局 

方案名稱：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1. 目的：紓解照顧者的

照顧壓力。 

2. 內涵：結合公私部門

提供家庭照顧者多元

支持服務，以協助照

顧者回歸正常生活品

質。 

1. 創新度：全國首創，針對家庭照顧者

身心需求發展支持服務，並連結長照

單位，落實雙個管模式。 

2. 難易度: 提升社會網絡對於家庭照顧

者的意識，並提升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的專業性及可近性。 

3. 重要性：讓有需要且符合資格的個案

均能順利使用服務。 

1. 辦理場次：  

2. 參與人數 (性別統

計):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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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響範圍：針對本市 29區高負荷照顧

者提供個案管理及心理支持服務。 

二、社會局 

方案名稱：陪伴手冊-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增進家庭照顧者對長期

照顧資源的了解與運用。 更新「給照顧者的第一本書-陪伴手冊」相

關資訊服務，強化家庭照顧者的照顧知

能，冀此減少家庭照顧者的心理及生理壓

力，提升家庭照顧者身心健康，維護家庭

照顧品質。 

1. 辦理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計):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三、勞工局 

方案名稱：顧家好企業  

性別目標 規劃內容 
受益對象（含場次與人數）

及執行經費 

  

協助在職婦女照顧不離

職、中高齡者延緩退休穩

定就業，支持企業單位建

立友善員工制度，成為

「顧家好企業」。從勞動

市場供需兩端著手，解決

婦女及中高齡者職場與

生活困境，助其職場續

航。 

結合跨局處合作，包括提供社會局托育托

嬰、教育局的托幼、衛生局托老及長照服

務、勞工局企業托育以及婦女及中高齡者

職場續航中心企業輔導，共同支持企業建

置照顧友善措施，鼓勵加入「顧家好企業」

行列，提供彈性照顧接送、留職期間給予

半薪、彈性縮短工時、彈性排班等福利，

打造企業友善職場，鼓勵婦女及中高齡續

留職場。 

1. 辦理場次：  

2. 參與人數(性別統計): 

3. 執行經費(執行率): 

  

四、跨局處整合性合作與分工(請至少提列 3-5 點) 

重要整合協商與共同處理議題 執行機關 

1.整合各機關宣導內容、成果，協請新聞局發布。 
衛生局、社會

局、觀旅局、

文化局、勞工

局、經發局、

新聞局 

2.協調各機關於辦理時應聚焦性別差異的觀察、如何鼓勵女性參加及參加

人員性別平等觀念的轉變。 

3.推廣家庭照顧者喘息之重要性，並主動提供相對應家庭照顧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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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季提供家照者優惠方案資訊及實質優惠券、折價券等。 觀旅局、文化

局、經發局 

玖、 預估經費：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衛生局性別目標: 服務 1,000戶家庭。 

（一）提高照顧者的照顧技巧，以改善案家的整體生活品質和強化家庭支持系統。 

（二）保障高風險家庭的社會資源介入。 

（三）降低家庭照顧者就業或喘息旅遊之困難性。 

二、 衛生局性別目標之影響人次:達成 50 場紓壓活動；服務 1,000 人次；男女比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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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修修修    正正正正    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    現現現現    行行行行    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 1.依據不同地區、族群、性別、年齡之

健康世代需求，規劃符合具性別觀

點、自主性及可近性之健康方案。【衛

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局、社

會局、勞工局】 

2. 1.依據不同地區、族群、性別、年

齡之健康世代需求，規劃符合具

性別觀點、自主性及可近性之健

康方案。【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

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 

維持原案。 

3. 2.加強推動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

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能。

【衛生局】 

 2.加強推動中老年婦女身心健康及

疾病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

理知能。【衛生局】 

酌修文字。 

   3.培力在地婦女團體，使其具備健

康醫療與照顧議題之性別視角，

積極參與監督本市婦女健康政策

之發展。【社會局、衛生局】 

1. 本項刪除。 

2. 僅培力在地婦

女團體觸角不

夠延伸，且婦

女健康政策議

題涉及專業恐

難 以 落 實 監

督，建議予以

刪除。 

 3.對經濟、文化、區域、族群發展等不

利條件下之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

老人、女性、原住民、新移民、多元

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等，必須定期諮

詢與結合民間團體，以瞭解其健康醫

療需求。【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

經濟發展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1. 本項新增。 

2. 參考行政院政

策綱領(六)健

康、醫療與照

顧 第 四

(四)1，結合多

元族群參與，

以溝通瞭解其

健康醫療需求

為訴求爰制訂

此規定。 

9. 4.擴大性別友善醫療及照顧服務之獎勵 4.營造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提供 參考臺中市性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46 

 

 

 

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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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社會局、教育局、

勞工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醫事人員友善工作環境，及尊重

不同性別者的就醫權益。【衛生

局】 

平等政策方針重

點工作【第 5 組

健康與醫療組】

(二)修訂，對象推

廣至衛生局所、照

顧與養護機構、社

區、部落、職場與

校園等。 

5.針對長期照顧需求的性別差異、城

鄉和部落需求，建立長期之照護體

系，發展適切可近之策略，朝向社區

為服務提供單位之目標邁進。【衛生

局、社會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5.針對長期照顧需求的性別差

異、城鄉和部落需求，建立長期

之照護體系，發展適切可近之策

略，朝向社區為服務提供單位之

目標邁進。【衛生局、社會局、原

住民族行政局】 

維持原案。 

6.提升並促進社區多元文化觀點之醫

療照護人力，補充高齡化社會所需之

長期照顧服務人力，並促進男性參與

照顧服務。【衛生局、社會局、勞工局】 

6.提升並促進社區多元文化觀點

之醫療照護人力，補充高齡化社

會所需之長期照顧服務人力，並

促進男性參與照顧服務。【衛生

局、社會局、勞工局】 

維持原案。 

7.建立家庭支持系統，提供照顧者相

關教育、培力、諮詢、輔導及喘息服

務等支持性措施。【衛生局、社會局】 

7.建立家庭支持系統，提供照顧者

相關教育、培力、諮詢、輔導及

喘息服務等支持性措施。【衛生

局、社會局】 

維持原案。 

8.加強各類醫事/健康/照顧人員繼續

教育之性別課程品質，持續發展性別

敏感度核心課程教材與評量工具。【衛

生局】 

8.加強各類醫事/健康人員繼續教

育之性別課程品質，持續發展性

別敏感度核心課程教材與評量工

具。【衛生局】 

參考臺中市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重

點工作【第 5 組

健康與醫療組】

(一)酌修文字新

增照顧二字。 

9.宣導正確、健康的體適能觀念，避

免美貌迷思與過渡醫療化行為。【衛生

局、教育局】 

9.宣導正確、健康的身體自主與身

體意識，避免美貌迷思與過渡醫

療化行為。【衛生局】 

參考臺中市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重

點工作【第 5 組

健康與醫療組】

(七)修訂，新增體

適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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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人口婚姻與家庭組人口婚姻與家庭組人口婚姻與家庭組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修修修    正正正正    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    現現現現    行行行行    規規規規    定定定定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3.推動友善育兒措施，提高生養育

子女意願。【衛生局、社會局】    

3.推動友善孕婦育兒措施，提高生

養育子女意願。【衛生局、社會局】    

育兒措施已不侷

限孕婦為主體，刪

除孕婦二字，俾符

合性別平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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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新北市政府第新北市政府第新北市政府第五五五五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工小組工小組工小組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照顧組第照顧組第照顧組第照顧組第 3333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壹壹壹、、、、日期日期日期日期：：：：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1010109999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1118888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整時整時整時整。。。。    

貳貳貳貳、、、、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局本局本局本局 203203203203 會會會會議室議室議室議室。。。。    

参参参参、、、、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高副局長淑真高副局長淑真高副局長淑真高副局長淑真。。。。    

肆肆肆肆、、、、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如簽到表。。。。    

伍伍伍伍、、、、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陸陸陸陸、、、、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五屆第 2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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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關本組
108年1-7月
跨局處性平
議題辦理情
形及檢視成
果報告。 

本案審議通過，另請兩議題
主責科室補齊工作計畫暨
成果報告第二部分，提報社
會局性平會議備查。    

健管科 
心衛科 

會後依決議請相關科
室提供資料，彙整
後已於 108 年 9月
26 日函復社會局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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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提有關本
組 109 年跨
局處性平重
點工作一案。 

1. 經會議討論結果，本組
109 年議題方向為「更年
期婦女健康管理」由本局
健管科及心衛科主責及
「兩性照顧者的喘息服
務使用」由本局高長科主
責。 

2. 請本局主責科室將工作
坊議題成果彙整，交至人
事室，俾便通知各局處提
供相關策略或方案。 

健管科 
心衛科高長
科 

本組 109 年度跨局
處性平重點工作提
案經本室於 108 年
9月 17日書面調查
及 109 年 3月 3日
召開由陳專門委員
育則主持之跨局處
性平議題工作圈討
論會議盤點各局處
資源，提報計畫如
后(詳本次會議討
論案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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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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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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ㄧ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一、 案由：有關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報告，提請

審議。 

二、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3 月 13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80421067 號函辦理。 

（二） 本分工小組 108 年跨局處議題分別為：議題一「為提升生育率及支持欲孕

家庭，推動『好孕包』行動方案」及議題二「提升女性的健康意識，藉由

培力與建立對話平台，擴大婦女健康政策參與，推動『Women Talk 健康講

堂』」2 大議題。。。。    

（三）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三三三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教育局請教育局請教育局請教育局((((家教中心家教中心家教中心家教中心))))修正第修正第修正第修正第 18181818 頁男女參與人數之佔比數頁男女參與人數之佔比數頁男女參與人數之佔比數頁男女參與人數之佔比數；；；；有關本組有關本組有關本組有關本組 108

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照案通過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照案通過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照案通過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成果照案通過，，，，後續將資料提報社會局後續將資料提報社會局後續將資料提報社會局後續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第二案：                                         

一、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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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提請

審議。 

二、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9 月 5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81055755 號函轉 109

年度會議行事曆規定時程及配合事項辦理。 

（二） 本組負責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總計彙整由本局、

原住民族行政局、社會局、教育局及勞工局提報 24 項 108 年度工作計畫。。。。    

（三）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 

三三三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有關委員建議第有關委員建議第有關委員建議第有關委員建議第 52525252 頁醫院督考計畫頁醫院督考計畫頁醫院督考計畫頁醫院督考計畫----輔導查核性別指標請醫事科評估是否輔導查核性別指標請醫事科評估是否輔導查核性別指標請醫事科評估是否輔導查核性別指標請醫事科評估是否

可以加入跨性別者可以加入跨性別者可以加入跨性別者可以加入跨性別者。。。。 

(二二二二) 本組本組本組本組 108 年年年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同意通過同意通過同意通過同意通過，，，，後續將資料提報社後續將資料提報社後續將資料提報社後續將資料提報社

會局會局會局會局。。。。 

捌捌捌捌、、、、本次會議本次會議本次會議本次會議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案案案案：：：：    

一、 案由：有關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09 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提請審議。 

二、 說明： 

六、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9 月 5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81055755 號函轉 109

年度會議行事曆規定時程及本組第五屆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七、 本組 109 年議題方向為「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由本局健管科及心衛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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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及「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由本局高長科主責。 

八、 為利跨局處合作，本組前於 109 年 3 月 3 日召開由陳專門委員玉澤主持之

跨局處性平議題工作圈討論會議盤點各局處資源，提報計畫如后，，，，並初擬

計畫書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4444。。。。    

九、 議題一提報局處除本局，尚有社會局、教育局及勞工局；議題二提報局處

除本局，尚有社會局、勞工局，另觀旅局、文化局及經發局暫無配合計畫，

爰各提供資料－本市旅館【102 年以前取得建造執照】無障礙客房改善完

成清冊(觀旅局提供─第 62 頁)、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桌遊館藏清單(文

化局提供─第 63 頁)及本市觀光工廠列表(經發局提供─第 64 頁)供參。 

十、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三三三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請檢視第請檢視第請檢視第請檢視第 69696969 及及及及 73737373 頁的頁的頁的頁的「「「「兩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兩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兩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兩性照顧者喘息服務使用」」」」是否配合修正為是否配合修正為是否配合修正為是否配合修正為「「「「照照照照

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二二二二)))) 委員建議可在議題中放入更多性別觀點委員建議可在議題中放入更多性別觀點委員建議可在議題中放入更多性別觀點委員建議可在議題中放入更多性別觀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加入加入加入加入「「「「中中中中年女性個人對自己年女性個人對自己年女性個人對自己年女性個人對自己

中年到老年角色期待的性別意識中年到老年角色期待的性別意識中年到老年角色期待的性別意識中年到老年角色期待的性別意識」，」，」，」，甚至透過教育甚至透過教育甚至透過教育甚至透過教育，，，，在仍是中年的時候及可在仍是中年的時候及可在仍是中年的時候及可在仍是中年的時候及可

學習有哪些資源學習有哪些資源學習有哪些資源學習有哪些資源，，，，讓家庭照顧者從前端就開始減少讓家庭照顧者從前端就開始減少讓家庭照顧者從前端就開始減少讓家庭照顧者從前端就開始減少。。。。 

((((三三三三)))) 有關性別覺察的意識培力是性平的基礎核心內容有關性別覺察的意識培力是性平的基礎核心內容有關性別覺察的意識培力是性平的基礎核心內容有關性別覺察的意識培力是性平的基礎核心內容，，，，至於本組至於本組至於本組至於本組 2 個個個個 10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的跨局處議題重心的跨局處議題重心的跨局處議題重心的跨局處議題重心─健康促進以及健康維護則是依照本健康醫療照顧組的健康促進以及健康維護則是依照本健康醫療照顧組的健康促進以及健康維護則是依照本健康醫療照顧組的健康促進以及健康維護則是依照本健康醫療照顧組的

核心所提出核心所提出核心所提出核心所提出，，，，亦均符合性別概念元素亦均符合性別概念元素亦均符合性別概念元素亦均符合性別概念元素。。。。 

((((四四四四)))) 請本組請本組請本組請本組 2 個個個個 109 年度的跨局處議題計畫書詳細陳述計畫依據年度的跨局處議題計畫書詳細陳述計畫依據年度的跨局處議題計畫書詳細陳述計畫依據年度的跨局處議題計畫書詳細陳述計畫依據、、、、性別目標及性別目標及性別目標及性別目標及

具體且聚焦各局處工作內容具體且聚焦各局處工作內容具體且聚焦各局處工作內容具體且聚焦各局處工作內容;;;;議題二有關安心萬用包的設計概念很好議題二有關安心萬用包的設計概念很好議題二有關安心萬用包的設計概念很好議題二有關安心萬用包的設計概念很好，，，，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可以增加法律機制面可以增加法律機制面可以增加法律機制面可以增加法律機制面，，，，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監護制度等法治基礎常監護制度等法治基礎常監護制度等法治基礎常監護制度等法治基礎常

識識識識。。。。 

((((五五五五)))) 整合健康實務整合健康實務整合健康實務整合健康實務上如何改善現在狀況上如何改善現在狀況上如何改善現在狀況上如何改善現在狀況，，，，建議先針對生理及心理層面精緻地規建議先針對生理及心理層面精緻地規建議先針對生理及心理層面精緻地規建議先針對生理及心理層面精緻地規

劃一年度的計畫劃一年度的計畫劃一年度的計畫劃一年度的計畫，，，，再依照前一年度蒐集的資料再依照前一年度蒐集的資料再依照前一年度蒐集的資料再依照前一年度蒐集的資料、、、、可能面可能面可能面可能面臨臨臨臨的狀況及成果再的狀況及成果再的狀況及成果再的狀況及成果再升升升升

級級級級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次次次次年度的計畫年度的計畫年度的計畫年度的計畫，，，，滾滾滾滾動性檢動性檢動性檢動性檢討討討討修修修修訂訂訂訂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玖玖玖玖、、、、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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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說明： 

（一） 我國嚴峻的少子女化問題，主流觀點往往歸因於低薪、高房價等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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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口學家指出，婚育後「家內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亦不可忽視。若女性

婚育後必須負擔主要育兒責任，甚至被迫成為「假性單親」，將令青年女性

寧可選擇不婚、不生。 

（二） 根據優生保健法，衛生主管機關應實施「孕前、產前、產期、產後衛生保

健服務及指導」，「嬰、幼兒健康服務及親職教育」。惟主流的媽媽教室、孕

婦手冊，似乎都是以女性為訴求對象，男性僅僅是「支持性角色」。因此，

我國似應檢討孕產期「準爸爸」的教育、諮詢資源與環境。根據優生保健

法，衛生主管機關應實施「孕前、產前、產期、產後衛生保健服務及指導」，

「嬰、幼兒健康服務及親職教育」。惟主流的媽媽教室、孕婦手冊，似乎都

是以女性為訴求對象，男性僅僅是「支持性角色」。因此，我國似應檢討孕

產期「準爸爸」的教育、諮詢資源與環境。 

三、 辦法：請衛生局協助說明，現有公共資源，如何推動孕、產前與產後衛生保健之

諮詢與教育。以及就現有資源，未來如何強化新北市之男性父職參與。 

四四四四、、、、    本組本組本組本組回覆回覆回覆回覆意意意意見見見見：：：：    

（一） 本案已盤點針對本府提升男性父職參與與各項育兒資源提供之方案與政策

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5555。 

（二） 另查人口、婚姻與家庭組之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其工作重點第 1 點，第 2

項:「推動具有性別意識的生育保健計劃，並符合多元族群與不同樣態家庭

之需求」，第 3 項「推動友善孕婦育兒措施，提高生養育子女意願」，更為

符合本案性別目標，爰本案建議移請人口、婚姻與家庭組卓處。 

五五五五、、、、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王王王王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兆慶兆慶兆慶兆慶所提出之所提出之所提出之所提出之問問問問題對題對題對題對應應應應本本本本府府府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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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屬較偏屬較偏屬較偏屬人人人人口口口口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家庭組家庭組家庭組家庭組，，，，作作作作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比比比比較較較較有有有有延伸空間延伸空間延伸空間延伸空間，，，，亦可作具體策亦可作具體策亦可作具體策亦可作具體策略略略略提議提議提議提議，，，，爰爰爰爰建議會後可將建議會後可將建議會後可將建議會後可將

此臨此臨此臨此臨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移移移移至人至人至人至人口婚姻口婚姻口婚姻口婚姻家庭組家庭組家庭組家庭組(1(1(1(100009999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由由由由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主責主責主責主責))))    。。。。    

拾拾拾拾、、、、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 時時時時 2222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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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參與委員 

 

分工小組 

(秘書單位) 
跨局處性平議題-109 年規劃議題 目前參與委員 

1.1.1.1. 社會參與組社會參與組社會參與組社會參與組 

(人事處) 

提升弱勢性別參與志願服務(社會局主責) 黃瑞汝(民間召集人)、李萍、陳艾懃、黃鈴翔、劉梅君 促進婦女與民間團體的國際交流(客家局主責) 2.2.2.2.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與福利組與福利組與福利組與福利組    
(勞工局) 

辦理翻轉職業刻板印象之職業訓練(如女性水電班) (勞工局

主責) 
郭玲惠(民間召集人)、王如玄、王兆慶、李萍、劉梅君、顏玉如 打造企業友善職場，促進勞工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勞工局主

責) 3.3.3.3.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婚姻婚姻婚姻

與家庭組與家庭組與家庭組與家庭組    
(社會局) 

促進身心障礙家庭性平服務方案(教育局主責) 劉梅君(民間召集人)、王珮玲、陳保仁、徐慧怡、顏玉如、鄭瑞隆、許秀雯 多元性別服務宣導措施(民政局主責) 4.4.4.4.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與媒體組與媒體組與媒體組與媒體組    
(教育局) 

為消除性別刻板印象，破除女性偏文史、男性偏理工之性別

隔離現象，積極鼓勵女孩(7-15 歲)對科學、科技、工程、藝

術及數學(STEAM) (教育局主責) 

范國勇(民間召集人)、李萍、郭玲惠、陳艾懃、黃瑞汝、黃鈴翔、、許秀雯 結合新北市民眾生命禮儀手冊，融入社會領域教學，發展性

別平權文化課程(民政局主責) 5.5.5.5. 人身安全及人身安全及人身安全及人身安全及

環境組環境組環境組環境組    
(警察局) 

推動新北市老人福利，加強老人保護，提供多元需求服務(社

會局主責) 
王珮玲(民間召集人)、王如玄、祝春紅、范國勇、 鄭瑞隆、顏玉如 性別議題在災害防救之因應處理(消防局主責) 6.6.6.6.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醫療醫療醫療

及照顧組及照顧組及照顧組及照顧組    
(衛生局)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衛生局主責) 祝春紅(民間召集人)、王兆慶、陳保仁、徐慧怡、許秀雯 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衛生局主責)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222    



 

54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新北市政府 107年 7月 1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71356454號函修正 

陸陸陸陸、、、、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與照顧醫療與照顧醫療與照顧醫療與照顧 

一、性別目標 

（一）推動性別友善就醫與照顧環境 

（二）消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二、工作重點 

（（（（一一一一））））建立性別友善建立性別友善建立性別友善建立性別友善、、、、女性健康女性健康女性健康女性健康與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諮詢服務管道諮詢服務管道諮詢服務管道諮詢服務管道 

1、依據不同地區、族群、性別、年齡之健康世代需求，規劃符合具性別觀點、自主性及

可近性之健康方案。【衛生局、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 

2、加強推動中老年婦女身心健康及疾病篩檢，提高高齡女性健康管理知能。【衛生局】 

3、培力在地婦女團體，使其具備健康醫療與照顧議題之性別視角，積極參與監督本市婦

女健康政策之發展。【社會局、衛生局】 

4、營造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提供醫事人員友善工作環境，及尊重不同性別者的就醫權

益。【新增】【衛生局】 

（（（（二二二二））））推動性別友善推動性別友善推動性別友善推動性別友善照顧照顧照顧照顧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5、針對長期照顧需求的性別差異、城鄉和部落需求，建立長期之照護體系，發展適切可

近之策略，朝向社區為服務提供單位之目標邁進。【衛生局、社會局、原住民族行政局】 

6、提升並促進社區多元文化觀點之醫療照護人力，補充高齡化社會所需之長期照顧服務

人力，並促進男性參與照顧服務。【衛生局、社會局、勞工局】 

7、建立家庭支持系統，提供照顧者相關教育、培力、諮詢、輔導及喘息服務等支持性措

施。【衛生局、社會局】 

（（（（三三三三））））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具性別敏感度具性別敏感度具性別敏感度具性別敏感度之各類健康宣導與教育之各類健康宣導與教育之各類健康宣導與教育之各類健康宣導與教育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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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強各類醫事/健康人員繼續教育之性別課程品質，持續發展性別敏感度核心課程教材

與評量工具。【衛生局】 

9、宣導正確、健康的身體自主與身體意識，避免美貌迷思與過渡醫療化行為。【衛生局】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
(衛生局主責)

參與局處:
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

議題⼀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計畫依據
 本組工作重點「建立性別友善、女性健康與醫療諮詢服務

管道」
 本組108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議題二「Women Talk 政

策創新工作坊」
 本組第5屆第2次會議決議 如何促進更年期後婦女之身

心健康？
如何增加女性照顧者對於⻑
照服務資源之使用意願？

如何提升高危險妊娠婦女之
健康管理？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問題說明
鑑於中高齡婦女生理功能退化、賀爾蒙變化、人際關係及
職場生涯的變動等因素，容易發生營養或運動不足、情緒
困擾等問題，爰擬透過健康促進方案促進其身心健康。
 心理健康：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女性憂鬱症終身盛行率
(25%)約為男性(15%)的2倍，並以經前症候群、孕產期憂
鬱及更年期憂鬱最常見。
 生理健康：
依據衛⽣福利部國⺠健康署研究結果顯示，50歲以上女
性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的發生率高於男性。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計畫目標
 提升身心健康識能：
提升中高齡女性對於身心健康之重視，並了解情緒調適、
充足營養及規律運動等對自身所帶來的身心益處。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培養中高齡婦女進行自主健康量測，包含心情檢測、飲食
、運動等數據記錄，鼓勵其增加自主健康管理之意願。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執行策略

身心再進化 心情再進化 營養再進化

營養再進化加強版運動再進化

超熟女再進化
中高齡婦女身心健康促進計畫

• 邀請醫師
主講

• 預計1小時
• 邀請心理

師主講
• 預計1小時

• 邀請營養
師主講

• 預計1小時

• 邀請運動指
導員主講

• 預計1小時
• 邀請營養師/

廚師主講
• 預計2小時



• 婦女大學共同課程20場次
• 溝通平台會議1場次社會局社會局

教育局教育局 勞工局勞工局

衛生局
超熟女再進化

• 事業單位15場次• 家庭教育中心1場次
• 樂齡學院1場次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分工規劃



7月
身心健康1場次77人次

(勞)

9月
身心健康2場次
運動營養5場次

(勞、社)

11月
身心健康3場次

(社)

8月
運動營養1場次25人次

(勞)
10月

身心健康4場次
運動營養8場次

(勞、社)

12月
身心健康1場次
運動營養1場次

(教)

身心健康
共11場次
運動營養
共15場次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執行成果



中高齡婦女健康管理-課程紀錄

學員認真聽講

講師分享
幸福感曲線

講師帶領
伸展運動

學員踴躍回應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二二二二
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衛生局主責衛生局主責衛生局主責衛生局主責))))

參與局處參與局處參與局處參與局處::::

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社會局、、、、勞工局勞工局勞工局勞工局、、、、觀旅局觀旅局觀旅局觀旅局、、、、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經發局經發局經發局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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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及社區照顧居家及社區照顧居家及社區照顧居家及社區照顧

34,86634,86634,86634,866人人人人

27%27%27%27%

機構式照顧機構式照顧機構式照顧機構式照顧

20,030人人人人

15%

聘僱外籍看護聘僱外籍看護聘僱外籍看護聘僱外籍看護

33,363人人人人

26%

自行照顧自行照顧自行照顧自行照顧

40,848人人人人

32%

失能人口使用服務推估

居家及社區照顧機構式照顧聘僱外籍看護自行照顧
N=129,107N=129,107N=129,107N=129,107人人人人

統計數據:109年8月家屬自行照顧者仍有家屬自行照顧者仍有家屬自行照顧者仍有家屬自行照顧者仍有約約約約40,84840,84840,84840,848人人人人



家庭照顧者樣態

平均照顧
9.9年

自行照顧者
32,304人

女性:24,551人
男性:7,753人

平均照
顧13.6
小時

約20%
罹患憂
鬱症 約65%

有憂鬱
傾向

約87%有
慢性精神
耗弱

自行照顧者男女比例係依照行政院

老人狀況調查結果推估:女女女女76767676%%%% 男男男男24242424%%%%

108108108108年度主動來電求助家庭照顧者之性別統計年度主動來電求助家庭照顧者之性別統計年度主動來電求助家庭照顧者之性別統計年度主動來電求助家庭照顧者之性別統計

女性 男性 合計

人數 608 175 783

人次 1,557 479 2,036

資料來源: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109109109109年度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年度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年度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年度照顧者的多元喘息服務使用

方案目標

•提供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減輕家庭照顧者
之心理壓力與情緒困擾。

•提供人力、財力、物力、社會制度或福利設
施及個案工作人員等協助，使其恢復正常的社
會生活。

方案策略

•藉由跨局處資源提供新手照顧者【安心家照
包】，整合家照資源及新北旅遊相關優惠。



家庭照顧者支援中心
(銀光食堂)

高風險個管
喘息教室創新服務
顧家好企業高風險

⻑照

社區互助與支持
家照
據點Social Care衛生

所Health   Care
社區支持網

A
+

C
+

企
業

• 新手照顧先修班(巡迴咖啡)
• 社區互助圈(互助喘息)
• 社區見守員(發掘需求)

新北家照創新方案架構
Stage 1. 

2018~2019

Stage 2. 2020~

三級預防 & HQ

初級與次級預防 & 社區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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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照
個管

照顧
計畫

新北家照網核心架構
•顧家好企業

•職場續航中心

•就業服務站

•友善職場表揚

勞工職場

•居家喘息

•復能服務

•輔具超音速

•失智支持團體

長照服務

•經濟補助

•社區據點

•公共托老
社福資源

實踐策略
(1)教育訓練、(2)個案研討、(3)資源整合
(4)共訪共照、(5)資源開拓、(6)公私協力

評估/服務

發掘/轉介



高風險個案管理暨輔導團高風險個案管理暨輔導團高風險個案管理暨輔導團高風險個案管理暨輔導團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A區家照據點 B區家照據點 C區家照據點 D區家照據點 E區家照據
點

家照

據點

C
C

C

CC

C

C

A

B

C

非
正
式
資
源

公
部
門
資
源

(
例

:
就
業
服
務
處

)

民間企業

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

顧家好顧家好顧家好顧家好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

1.高風險個案管理員

2.培力五家家照據點輔導團

(由輔導團擬定服務規範及課程主

軸，並進行品質監控、定期督導、

課程設計等)

家照據點服務項目家照據點服務項目家照據點服務項目家照據點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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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2222

44443333

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家庭照顧者九大服務1.家庭照顧協議2.個案管理服務照顧者自我健康管理團體3.照顧知能訓練4.心理協談服務5.支持團體6.紓壓活動7.喘息服務8.電話關懷
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家庭照顧者心理支持方案1.培訓專業人力-網絡教育訓練2.心理支持員培訓3.賦能家庭照顧者-互助團體4.到宅心理支持陪伴5.個人心理協談及團體心理諮商

顧家好企業顧家好企業顧家好企業顧家好企業1.顧家專員個案管理2.顧家好企業宣導3.顧家工具包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新北市家庭照顧者巡迴服務計畫1.畢業家庭照顧者沖泡飲品及分享自身故事及使用經驗2.家照個案管理員駐點諮詢服務3.專業講師帶領家照相關講座課程

新北市家庭照顧者服務項目

由輔導團擬定課程主軸及服務規範，並進行品質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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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家照包



文化局 勞工局1.1.1.1.照顧者電影院照顧者電影院照顧者電影院照顧者電影院

2.2.2.2.無障礙文化場館無障礙文化場館無障礙文化場館無障礙文化場館
1.1.1.1.顧家工具包顧家工具包顧家工具包顧家工具包

2.2.2.2.顧家好企業顧家好企業顧家好企業顧家好企業

溫馨溫馨溫馨溫馨RB RB RB RB 社福力量社福力量社福力量社福力量
1.1.1.1.無障礙旅遊指引無障礙旅遊指引無障礙旅遊指引無障礙旅遊指引

2.2.2.2.旅遊折扣優惠旅遊折扣優惠旅遊折扣優惠旅遊折扣優惠

照顧者陪伴手冊照顧者陪伴手冊照顧者陪伴手冊照顧者陪伴手冊
1.1.1.1.長期照顧服務手冊長期照顧服務手冊長期照顧服務手冊長期照顧服務手冊

2.2.2.2.家庭照顧者支持課程家庭照顧者支持課程家庭照顧者支持課程家庭照顧者支持課程



家庭照顧者識別-安心吊牌



新北市家照者喘息活動
局處 活動名稱 優惠卡優惠 連結網址 備註

文文文文

化化化化

局局局局

府中15主題影展放映活動
憑安心吊牌免費

入場

http://web.fuzhong1

5.ntpc.gov.tw/films/i

ndex.aspx

1.請攜帶有效證件，憑身障
手冊、愛心小卡即可免費入
場，每場次共有10個名額。
2.本優惠不包含樂齡族、聽
視界、嬰兒車電影院場次。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假日體
驗活動

9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間出示安心
吊牌，可免費參
與本館假日體驗
活動1次。

https://www.sshm.n

tpc.gov.tw/

體驗活動每季不同，煩請參
考官網資訊。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明信
片送暖

憑安心吊牌可兌
換精美明信片乙

份

https://www.tshs.nt

pc.gov.tw/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紅城
小舖自營商品8折

憑安心吊牌於紅
城小舖購買自營
商品享8折優惠

https://www.tshs.nt

pc.gov.tw/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文化
商品店優惠

憑安心吊牌消費
滿500元，享95

折優惠

https://www.ceramic

s.ntpc.gov.tw/



新北市家照者喘息活動
局處 活動名稱 報名費用 連結網址

經經經經

發發發發

局局局局

手信坊創意和菓子文化館「創意和菓子DIY」
A組-材料費 150元

( 製做內容: 桃小町*1顆 +綠豆糕*1顆 )

B組-費用499元(A組2份+2杯飲品+1盒麻吉燒10入)  

http://www.3ssf.com.tw/factory/i

ndex.html

坪林茶產業文化館參觀及DIY體驗
參訪免費；

DIY體驗280元
http://pinglin.tpcgo.org.tw/_file/

2549/upload/tea/index.html

台灣農林大寮茶文館參訪 免費參觀 https://www.daliaotea.com/tw/

玉美人孕婦裝觀光工廠參訪及DIY體驗
參訪：100元；

參訪+DIY體驗150-350元

http://www.ymr.com.tw/%E8%A7

%80%E5%85%89%E5%B7%A5%E

5%BB%A0/action-factory.htm

連淨綠色科技概念館參訪及DIY體驗 150元
http://www.aconpure.com/zh/inf

o/Index.aspx

琉傳天下琉星花園參訪及DIY體驗 200元
http://glastory.blogspot.com/p/bl

og-page_1.html

吳福洋襪子故事館DIY體驗
一般人100元；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50元；

身高未滿100公分者免費

http://www.socksmuseum.com/v

isit.php

宏洲磁磚觀光工廠參訪及DIY體驗
一般民眾：100元；

滿65歲以上：90元；

持身心障礙手冊可享門票5折優惠

http://www.hjtilemuseum.com.t

w/index.aspx

亞洛美精靈國度參訪及DIY體驗 250元至350元
https://www.wonderland-

aromate.com/index.php

安美得傷口照護產業文化館參訪 免費參訪
http://www.amed.com.tw/tw/su

b-categories/subcategory/55



新北市家照者喘息活動
局處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報名費用 優惠卡優惠 連結網址

觀觀觀觀

光光光光

旅旅旅旅

遊遊遊遊

局局局局

溫馨RB 社福力
量

1. 藉由深澳鐵道自行車自10月份起
每週二下午2時的1個班次，由八斗
子車站出發2台車，4位名額，提供
照護者優先騎乘深澳鐵道自行車，
邊欣賞山海景色以及透過踩踏自行
車運動，促進身心靈壓力調適。

2. 訂票辦法：於搭乘前一週的週二
下午5點前致電深澳鐵道自行車票
務(02) 2723-0000轉82趙小姐，說明
搭乘優惠方案(優先訂票權)，由票
務進行人工訂票，現場憑證付款搭
乘。

150元/次

憑安心吊牌
可優先訂票
權(4位限量
名額)

https://www.r

ailbike.com.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