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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二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8日(星期四)下午 3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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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缺席人員：林副召集人美娜、薛委員承泰、林委員惠萍(由陳技正欣蓉代表)、

許委員玉芬(由林專員逸蓁代表)、楊委員時豪(由龔技正漢芸代表)、楊委員

舒秦(由林技正吟霙代表)、劉委員君豪(由石技士玲蘭代表)、劉委員淑玉(由

柯股長珮雯代表)、林專員嘉惠、傅委員浩青。 

陸、確認本局第 1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7次會議紀錄： 

    同意備查。 

柒、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 

本局第 1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7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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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092

8-1 

有關本局

「106年性平

亮點方案」1

至 8月成果 

本案 1-8 月成果照案

通過。另請醫管科思考本

案是否可與健管科及心

長科合作及建議可以收

集開放性之資料，例如請

各醫院提報執行性別友

善環境之成果等，以增加

本案之質性成果。 

醫管

科 

1.有關 106 年性平亮點方案執

行成果，詳如報告案第一案。 

2.有關營造性別友善就醫環

境，已納為 107年新北市性別

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

「陸、健康、醫療與照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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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已於局內醫院督考

 

納入 107年

新北市性別

平等政策方

針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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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會議中，請各業務科就所

管業務重新檢視及訂定可促

進性別友善之指標，並協同健

管科及心長科，針對上揭政策

方針研擬相關指標，包含加強

就醫隱私及權益維護、提供友

善之婦癌篩檢環境、推廣家暴

性侵防治等共同推廣。 

主席裁示：本案納為 107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4項工作重點計畫，持

續追蹤辦理情形。 

106

092

8-2 

有關民眾投

訴歧視的台

灣圖書館，托

育環境不友

善一案 

本案請健管科針對國

立台灣圖書館之哺(集)

乳室，先行瞭解環境後，

再思考可以如何做空間

規劃，並可納入本局 107

年性平亮點方案。 

健管

科 

1.公共場所哺(集)乳室管理標

準，係指婦女以乳房哺餵嬰幼

兒或收及母乳哺餵嬰幼兒之

行為。使用哺給乳室應以母乳

哺育行為為優先。 

2.因應現今以雙親養育嬰幼

兒，故本局已有輔導建置規畫

友善親子哺育環境，以營造親

善的育兒環境。 

 

納入本局

107年性平

亮點方案列

管 

主席裁示：本案納為本局 107 年性平亮點方案，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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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次會議報告案： 

  一、第一案： 

  (ㄧ)案由：有關本局「106 年性平亮點方案」1 至 12 月執行成果ㄧ案，報請公鑒。 

(二)說明： 

    1.依據新北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2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61841337 號函辦理。 

    2.本局 106 年性平亮點方案為醫管科之醫院督考工作計畫-輔導醫院營造性別友善就醫環

境，有關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1-「106 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 

(三)決議：本案性平指標項次 4 及 10 達成率過低，請於策進作為說明原因並研提改善作法，

另策進作為應以性平指標改進為重點，請心長科及健管科針對達成率過低之性別

指標項次予以說明，並交由醫事科彙整。 

 

 二、第二案： 

  (ㄧ)案由：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6 年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 

  (二)說明： 

    1.依據新北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2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61841337 號函辦理。 

    2.本局參與人口、婚姻與家庭篇、人身安全與環境篇及健康、醫療與照顧篇，各篇具體行

動措施之計畫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2。 

(三)決議：本案請各科再次檢視執行成果之正確性並更新至最新數據，另執行率低於 50%之

計畫，請於執行成果內提檢討說明或說明過低之特殊原因。 

1.「人口、婚姻與家庭篇」第 10 項具體行動措施，健管科「老人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執行率 37.61%。 

2.「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1 項具體行動措施，健管科「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服

務計畫」執行率 0%。 

3.「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2 項具體行動措施，健管科「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

計畫」執行率 43.1%。 

4.「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3 項具體行動措施，健管科「新住民健康篩檢計畫」，請

確認子宮頸抹片檢查人數等數據。 

5.「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9 項具體行動措施，高長組「長期照顧整合計畫(機構喘

息)」執行率 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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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10 項具體行動措施，高長組「長期照顧整合計畫(新北

市長期照護醫事人力 LevelⅠ共同訓練課程)」未填寫執行率。 

7.「健康、醫療與照顧篇」第 12 項具體行動措施，健管科「青少年健康促進網絡委託

醫療機構服務計畫」執行率 30%。 

 

 三、第三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106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一案，報請公鑒。 

  (二)說明：  

    1.依據 106 年 9 月 28 日本局第一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7 次會議決議及新北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2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61841337 號函辦理。 

    2.本案業依上次會議決議之報告架構，請相關科室提供資料，經彙整後，本局 106 年推動

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3。 

    3.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規定於本(107)年 2 月 27 日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三)決議：成果報告第四項「持續辦理性別平等宣導」，縮小出生性別比差距改善計畫第 2

點將性別平等觀念推廣至新住民，修正為將性別平等觀念推廣至新住民家庭；第

六項執行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市所轄 29 區衛生所在職人員教育順練計

畫」性別統計分析結果部分，請人事室協助補充衛生所男女人數及性別比。修正

後，再行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四、第四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7 年工作項目辦理期程」一案，報請公鑒。 

  (二)說明：  

    1.依據新北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2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61841337 號函辦理。 

    2.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三)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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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本次會議討論案： 

一、第一案： 

  (ㄧ)案由：有關本局「107 年性平亮點方案計畫」一案，提請討論。 

  (二)說明： 

    1.依據新北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2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61841337 號函及上次會議(本局第 1

屆性平專案小組第 7 次會議)決議辦理。  

    2.依上次會議決議略以，「請健管科提報與哺(集)乳室相關之計畫作為本局 107 年之性平亮

點方案計畫」，健管科業提報「營造親善的育嬰環境計畫」，規劃情形、性別推動方案檢

視表及計畫書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5。 

    3.本案如審議通過，請健管科持續辦理，並於下次會議提報 1 至 6 月辦理情形。 

(三)決議：本案照案通過，另請健管科可參考委員建議規劃或作跨局處之合作。 

 

二、第二案： 

  (ㄧ)案由：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7 年工作計畫一案，提請討論。 

  (二)說明： 

    1.依據新北市政府 106 年 9 月 22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61841337 號函辦理。  

    2.本局參與人口、婚姻與家庭篇、教育、文化與媒體篇、人身安全與環境篇及健康、醫療

與照顧篇，各篇工作重點已請各科提報執行計畫，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6。 

    3.有關人身安全與環境篇第 7 項工作重點「推動環境與交通之公民參與和審議之機制，確

保相關資訊的公開透明」，經本室 107 年 1 月 22 日簽准提至本小組審議，刪除本局為該

項工作重點之參與單位，如審議通過，擬將提案單備具提報原因提送市府性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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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育、文化與媒體篇」第 6 項工作重點，因本局無針對女孩及女學生辦理

相關健康體能計畫，請人事室詢問教育局提報何項計畫後，再請健管科提報相關

協助或合辦之計畫。另，「人身、安全與環境篇」第 7 項工作重點「推動環境與

交通之公民參與和審議之機制，確保相關資訊的公開透明」所述環境與交通，與

本局權管業務無涉，建議刪除本局為參與單位，同篇第 5 項工作重點「推廣無害

環境的農業技術，支持有機小農之發展，鼓勵綠色消費；由公部門與學校做起，

使用在地食材，以減少食物里程並提高食物安全」，與本局業務(例如：惜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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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相關，建議新增本局為參與單位，爰填具提案單，提送市府性平會。 

  

拾、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