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男性女性 講師姓名 性別 現職 職稱 專長領域

1 105年4月20日
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

性別主流化教育

訓練─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導論-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國際發

展背景、條文內容 ）國

際發展背景、條文內容

及一般性建議

30 74 詳見附件 李芳瑾 女

財團法

人婦女

權益促

進發展

基金會

組長

性別與政策

性別與法律

性別與社會福利

性別與健康

CEDAW

2 105年5月26日

Why Gender

Matters?如何在

業務中融入性別

性別主流化教育

訓練─健康、醫

療與照顧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域

專案研討-健康、醫療與

照顧

31 56 詳見附件 李芳瑾 女

財團法

人婦女

權益促

進發展

基金會

組長

性別與政策

性別與法律

性別與社會福利

性別與健康

CEDAW

3 105年10月12日

「談性別友善就

醫環境規劃－以

臺中市推動性別

友善醫院為例」

演講

性別主流化教育

訓練─健康、醫

療與照顧

為使性別意識融入醫療

環境，推動並落實性別

友善措施，以臺中市推

動性別友善醫院為例，

作為未來規劃性別友善

就醫空間之參考。

10 47 詳見附件 黃瑞汝 女

中華民

國書香

關懷協

會

理事

長

性別與政策

性別與法律

性別與社會福利

性別、婚姻與家庭

性暴力與人身安全

（性侵害、家暴、

性騷擾防治）

性別與健康

CEDAW

相關照片
講師來源序

號
活動(訓練)日期 活動(訓練)名稱 課程類別 活動簡介

參加人數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05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 前言   

    在傳統父權社會下，社會對性別的認知一直存在著「男尊女卑」的觀念，致性別角

色的桎梏仍深植於整個社會，因此推動性別平等是現今社會重要的議題之一，新北市將

本年定為性平年，希望將性別平等的觀念落實到各施政方針及各工作計畫中，本局也配

合本府推動各項性別主流化項目，持續將此議題深入各機關及所屬人員，並將性別平等

融入各業務當中，讓隱藏其中的性別不平等或歧視被看見，從而改變過去的政策，以落

實推動性別主流化，創造性別平等的社會。 

貳、重要成果  

一、辦理性別意識培力 

(一)推動機制：透過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活動課程與演講，將性別敏感度融入到公部

門當中，進而產生對性別人權相關的省思，消除性別意識之歧見，幫助落實性別人

權。(請詳附件 1，p.16) 

(二)推動效益：本局藉由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活動課程，培養同仁具有性別敏感度，

幫助同仁對於性別平等有更深入的認識，進而融入並應用在業務之中，105年參加實

體課程人次共計 244人，女性受訓人次較去年成長 6.81倍，男性受訓人次較去年成 

 



2 

 

預算數 決算數

184,810,682 163,944,716

1.乳癌防治 2,484,000 2,484,000

2.HPV疫苗接種 52,775,550 52,614,515

3.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計畫 612,000 611,853

4.母乳哺育率改善計畫 500,000 500,000

5.子宮頸癌防治 3,468,000 3,468,000

1.婦女優生暨兒童保健計畫 87,610,200 69,276,610

2.青少年健康促進醫療資源服務分區計畫 1,210,000 1,210,000

3.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畫 10,481,932 10,157,309

4.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心理衛生及自

殺防治工作計畫)
329,500 329,500

5.新住民及原住民族衛生保健及婦幼健康

與事故傷害防制推動計畫
282,000 281,986

6.新北市長期照顧整合計畫 24,927,500 23,010,943

3
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

影響的一般預算
1.食品衛生管理提升計畫 130,000 0

4,447,000 3,508,382

1-A 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預算 1.婦女保健-免費乳房超音波檢查 973,000 932,080

1.新住民友善就醫通譯服務計畫 304,000 194,040

2.65歲以上老人健康檢查服務。 2,679,000 2,104,920

3.親子教室及母乳哺餵支持團體 58,000 20,142

4.兒童社交技巧與情緒管理訓練團體暨父

母親職技巧訓練團體
83,000 30,400

5.家庭照顧者經驗分享營 350,000 226,800

1-B
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

預算

1-B
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

預算

新北市醫療

作業基金

機關或基

金名稱
類  型 計畫項目

105年度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性別預算表 (含決算數)

1-A 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預算

一、單位預算部分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主管

二、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長 4.73倍(104年 8 月 27日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性別影響評估課程，女性參訓人次 26

人，男性參訓人次 15 人)。 

二、落實性別影響評估 

    本局於 105年共提報 2件性別影響評估案件，分別為健管科-市民健康檢查及心長

科-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工作計畫。(請詳附件 2，p.19) 

三、逐步推動性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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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辦理性別平等宣導 

    性別平等宣導乃是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項目之一，透過辦理活動、訓練、張貼海報、

文宣等向所屬人員或民眾宣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以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並將政策融入

性別平等，期盼改變傳統對性別的認知。因此本局除了於局內之局務會議、主管會談，

也於辦理各項訓練或活動時，宣導與性平相關之資訊。(請詳附件 3，p.33) 

五、辦理 105年性平亮點方案 

    新北市政府將今年訂為性平年，各局處皆推出「性平亮點方案」，本局也為積極推

動性別平等，共提報了 4項性平亮點計畫來落實性別主流化，分別為健管科-青少年知

「性」健康計畫、心長科-從心出發-新北市自殺個案關懷訪視計畫、心長科-互性互助-

新北長照服務整合計畫及醫管科-安心美~醫療機構督導考核，各計畫成果如後附件。(請

詳附件 4，p.44) 

  六、配合「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執行相關計畫 

(一)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計畫 

健康的母親與嬰兒，對任何文化的家庭而言，是極具意義的希望與夢想。生育階

段的女性，傳統上是從尋求產前照護開始，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受孕前改善或

促進婦女及夫婦健康，可以增進下一代的健康，如能在孕前階段透過適當檢查，針對

相關問題進行評估建議或預防，將有助於改善生育品質，降低懷孕時的風險。 

        孕前檢查重要性如下： 

1. 特定檢查應在孕前階段進行： 

例如德國麻疹抗體、水痘抗體、愛滋病、性病…等，若在孕前發現異常就可提早

防備。 

2. 孕前檢查專為生育準備所規劃： 

由於現行衛生政策並未對於此族群進行健康檢查，因此許多民眾在孕前不知道自

己的健康情形，尤其是無症狀的疾病，如能在孕前發現問題，亦能使懷孕不利因

素降到最低。 

3. 孕前檢查提供衛教諮詢及預防觀念： 

藉由檢查中可提供傳染性疾病、遺傳疾病、生育調節…等相關諮詢，對於建立正

確觀念有相關的裨益。有鑒於此，預備為人父母者，均需接受孕前檢查及諮詢服

務。除減少先天性缺陷的發生，也可以降低母親及胎兒於產前、產中、產後的風

險，保障家庭幸福及母子均安的理想。 

推動效益： 

1. 落實孕前健康篩檢制度，以達成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目的。 

2. 增進已婚孕前夫妻了解孕前健康篩檢重要性、雙方對彼此間健康的認識及提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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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調節常識。 

3. 促進民眾瞭解並善加利用衛生保健服務體系及相關服務措施。 

4. 建立孕前健康管理資料，以作為衛生保健施政依據，並對異常個案予以追蹤轉介

以確保服務品質。 

5. 105 年婚後孕前健康檢查服務人數共 3,526 人，其中男性 1,760 人(49.98%)、女

性 1,766人(50.01%)。 

(二) 優生保健減免計畫 

優生保健減免計畫乃依據優生保健法第 6條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辦理遺傳性疾

病檢查、精神疾病檢查、 特殊族群民眾生育調節及人工流產服務及未納健保孕婦產檢

補助。 

目前產前篩檢項目中，染色體檢查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尤其是高齡產婦或是流產

高發生群孕婦，約有 50%-60%的流產胎兒，是因為染色體上的異常導致。唐氏症是目

前最重要的染色體異常，也是造成智障最常見的原因。鑒於此，為避免染色體異常的

小孩出生造成家庭及社會的雙重負擔，鼓勵高危險群孕婦應該進行產前診斷，經由採

檢胎兒的絨毛或抽取羊水，可進行染色體分析，確保胎兒的正常。 

    為倡導優生保健之重要性，保護特殊族群生育健康，避免缺陷兒的誕生，減少個

人及家庭的不幸，強化生育保健觀念。尤其我國是日倡導男女平權的時代，了解特殊

族群接受生育調節之措施，男女是否有不同。 

推動機制:我國針對(1)患有精神疾病。(2)患有有礙優生疾病。(3)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4)列案低收入戶者等特殊族群提供生育調節措施，如：子宮內避孕器裝置、輸精

管結紮及輸卵管結紮手術補助。 

 推動效益： 

1. 發揮優生保健的功能，提供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市民優生保健措施補助，以 保護母

子健康，增進家庭幸福。 

2. 提供弱勢族群優生保健措施補助，減輕經濟負擔及壓力。 

3. 105年特殊族群接受生育調節服務共 37 人，其中有 5位( 13.5%)男性接受輸精管

結紮，女性有 16人(43.2 %)接受輸卵管結紮，接受子宮內避孕器 16人( 43.2 %)。 

(三) 105 年度新北市兒童發展早期療育講座 

1. 推動機制： 

早期療育服務是本局努力的方向，而實務上如何貼近兒童與家庭真正的需求，須

結合家長、教師、保母等，與兒童相處時間較長的人員共同努力，故於本年度本局

與民間相關團體、醫療法人團體及醫事團體合作，由專業講師進行兒童發展早期療

育講座，以加強家長、教師、保母等早期療育相關人員之知能，藉以提升療育品質。 

2. 於105年度辦理2場次兒童發展早期療育講座，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共計 176名參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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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76位、男性：0位)。 

(1) 105 年 9月 11 日上午 10時至 12時，辦理 2小時之講座，課程主題為「早期療

育介紹、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之運用」，講師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早期療育中心呂

雯鈺主任，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共計 72 名參與(女性：72位、男性：0位)。 

(2) 105 年 9月 24 日上午 10時至 12時，辦理 2小時之講座，課程主題為「早期療

育介紹、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之運用」，講師為長庚醫院兒童復健科陳嘉玲主任，

居家托育服務人員共計 104名參與(女性：104位、男性：0位)。 

3. 課程內容： 

自出生至 6歲進行 13次兒童發展檢核，分別為 4個月、6個月、9個月、1歲、

1歲 3個月、1歲 5個月、2歲、2歲 5個月、3 歲、3 歲 5 個月、4歲、5 歲及 6 歲，

課程包含 0-6歲兒童發展、疑似遲緩兒童通報與轉介、早期療育，以及本市早期療

育相關資源。 

4. 推動效益： 

105年針對居家托育服務人員，辦理早期療育課程共 2場，參與人數共計 176名

參與。 

(四) 身心障礙鑑定暨醫療輔具補助計畫 

1. 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依法於 101 年 7 月 11 日起全面實施，需經由醫事、社

工、特教職評等多元專業人員組成團隊，因此新制鑑定團隊由 1 位專業人員改為 2

位以上專業人員(含醫師、社工及職能治療師專業人員等），對其身體功能、活動參與

與環境因素進行評估。 

2. 新北市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療機構：共計 19 家醫院。 

3. 身心障礙鑑定人數(105 年 1~ 12 月執行成果)： 

成果  性別 人次 百分比 

一般鑑定 
男 15,917 57.3% 

女 11,824 42.7 

到宅鑑定 
男 358 54.8% 

女 299 45.2% 

4. 辦理 20 項醫療輔具相關費用補助，含醫療診斷證明書、評估報告開立、人工電耳手

術等費用。 

5. 醫療輔具核定人數(105 年 1~ 12 月執行成果) 

成果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醫療輔具 
男 3,173 73.8% 

女 1,127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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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北市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世界衛生組織預估到 2025年，60歲以上人口達 12億，是 2006 年的 2倍，到 2050

年將高達 20 億，為幫助城市因應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規劃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的

推動。新北市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計畫，係針對世界衛生組織(WHO)高齡友善城市八

大面向議題及本市長者需求調查結果，發展本市高齡友善城市 3年期行動計畫，同時

將本市推動成果參與國內評選及國際發表並進行交流。 

推動效益: 

1.跨局處整合健康城市各項資源，訂定高齡友善城市指標及追蹤達成率: 委託學術

輔導團隊協助滾動式修正本市高齡友善城市 3年期行動計畫，於 8月 5日辦理高

齡友善城市指標跨局處會議，針對 102-104年度成果及 105-107 年預定成果修訂。 

2.辦理「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及海報評選」工作坊，組織輔導團隊，輔導

投稿局處並給予建議與協助: 於 4月 28 日舉辦初階工作坊，於 5月 25日及 6月

13 日舉辦「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評選」進階工作坊；於 8月 10日辦理「健

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成果海報評選」工作坊。105年度「第八屆臺灣健康城市暨

高齡友善城市獎項暨成果海報評選」，分別於 7月 15日及 10月 14日完成 28篇獎

項評選及 19篇成果海報評選投稿，並經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公佈，本市獎項評選計

9篇榮獲創新成果獎，並由本市蘆洲區公所榮獲 1項健康城市卓越獎，海報展示榮

獲 3項優勝獎。 

3.參與國際發表並進行交流:於 8月 28至 9月 1日赴韓國原州參加第七屆西太平洋

健康城市國際研討會，共計入選 7篇海報(海報主題:「新北市偏鄉地區長者衰弱

症盛行狀況」、「移動診間．新北醫動，顧齒專車」、「無菸橋梁人人稱好．散步健

身空氣清新」、「綠色通道-聰明就醫-醫療照護垂直整合」、「偏鄉復健服務再升

級」、「新  北市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友善醫療戒除藥癮」)，其中「移動診間．

新北醫動，顧齒專車」主題脫穎而出，拿下創新發展獎，並於大會中分享本市健

康暨高齡友善城市的推動佳績。 

4.社區健康服務講座推動:辦理社區講座及進行健康促進議題推動輔導說明會，透過

29 區各類據點、團體並結合醫療院所之醫療專業人員共同推動，提供民眾預防保

健服務健康促進議題。 

5.105年輔導金山區及汐止區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on Community Safety Promotion，簡稱 WHO CCCSP)提出

國際安全社區認證及再認證，協助辦理實地評鑑及認證典禮相關事宜；其中汐止

區業於 10月 16日通過國際安全社區再認證，將持續輔導金山區進行國際認證。 

(六)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計畫 

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相關醫事人員之專業知能訓練，(含第一線醫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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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風險家庭、家庭暴力暨性侵害案件通報注意內容及特殊案件之特徵辨識)，以

提升受害個案之就醫品質，及醫事人員專業敏感度及縮短就醫處理速率。105 年辦理

5 場次，549 人次醫事人員參與，男性 120 人次、女性 429 人次。 

(七) 協辦兒少及成人保護各項會議及輔助方案 

協助本府建置橫向跨局處網路和做相關機制平台，參與或協助主持兒少保護及成

人保護各項工作會議。105 年共計參與 66 場跨局處網路會議，並協助主持 22 場家庭

暴力高危機各案討論會議。 

(八) 協助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方案 

為強化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之效能，本局每月定期協助主持新北

市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強化治療人員針對性侵害加害人之治療成效，105 年

主持 12 場次新北市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並針對性侵害加害人之結案評估原

則、處遇期程及不同意結案之案件處遇目標等，邀集處遇單位及評估小組委員召開 1

場次新北市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共識會議以取得共識。 

另邀請新北市相關醫療院所參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並協助借用新北市立聯

合醫院三重及板橋院區、新店耕莘醫院之處遇場地。以協助本市性侵害加害人完成相

關法定處遇治療。 

(九) 新北市衛生局所屬服務人員相關敘獎方案 

為激勵本局所屬員工，強化工作落實度，定期針對落實高風險家庭服務通報及協

助護送就醫之人員予以敘獎。105 年計敘獎 53 人次(男性 1 人，女性 52 人)。 

(十)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興建營運暨移轉(BOT)案(委託民間參與投資興建經營) 

    本案分為 3 期程，分別為興建設計規劃期、興建施工期及營運期，目前正值興建

施工期，各階段規劃內容如下： 

1.興建設計規劃期(103 年 7 月至 104 年 12 月)： 

(1)辦理本計畫案環境影響評估，並召開公開說明會，適時公布相關資訊。 

(2)建立本計畫網站專區，提供民眾相關資訊。 

(3)依相關規定，規劃設計哺乳室、男女廁所及夜間照明設備。 

2.興建施工期(105 年至 109 年)： 

  依設計規劃內容辦理施工作業。 

3.營運期(109 年 7 月自期滿) 

          (1)提供婦產醫療服務，以母嬰為中心理念，提供親切、溫馨、關懷及專業服務，提

升母嬰安全及優質之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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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癌症防治：特別提供婦女子宮頸抹片門診免收掛號費及快速子宮頸抹片門診，並

於門診提供各種癌症防治衛教宣導。 

          (3)舉辦相關性別意識課程並鼓勵各類醫事人員、行政人員修習性別學分，使性別意

識融入醫療環境，以利營造性別友善醫療環境。 

(4)推動職場性騷擾防治業務。 

(5)規範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應注意維護病人隱私，並於檢查及處置之場所，

設置適當的隔間(含屏風、布簾等)，以維護病人及性別隱私的保護。 

(十一)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服務計畫 

子宮頸癌為我國婦女常見的癌症之一，也為本市女性十大癌症死因之

一，根據本市主要癌症死因統計概況顯示，民國 99 年至 104 年子宮頸癌為

本市女性十大癌症死因第 6 或第 7 位。子宮頸癌與人類乳突病毒感染有密切

關係，尤其為第十六及第十八型人類乳突病毒，為避免子宮頸癌對於年輕一代

造成威脅，顧及醫療社會經濟成本及罹癌風險，推動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七年

級女生免費接種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之服務政策，並衛教安全性行為及子宮頸抹

片檢查對子宮頸癌防治之重要性。 

1.推動機制： 

(1)製作微電影衛教子宮頸癌防治重點，透過微電影內容宣導子宮頸癌之成因及提

供子宮頸癌防治衛生教育等內容，建立學童對子宮頸癌防治之重要概念及提供社

區可運用之防治資源。 

(2)提供本市七年級女生接種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之服務政策，校園及社區進行接種。 

2.推動效益: 

 (1)104年度本市共完成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96所國中校園接種服務，並於 46個社區

接種點進行接種，共計接種 50,446劑，接種完成率 95.72%。 

 (2)105年度本市共完成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96所國中校園接種服務，並於 55個社區

接種點進行接種，共計接種 29,427劑，接種完成率 96%。 

(十二) 新北動健康 Fit For Age 計畫 

新北市瑞平雙貢四區老年衰弱前期及衰弱症盛行概況調查指出：衰弱症前期盛行

率為 48.8%、衰弱症盛行率 13.3%，肌少症和衰弱症族群易產生肌肉流失、握力減弱、

跌倒等狀況，為積極預防長者衰弱，本府提出「新北動健康」計畫，推行於本市醫院、

衛生所、國民運動中心、社區等場域，提供多元方式供民眾選擇，以達預防及延緩本

市長者衰弱發生情形之效。 

1.推動機制： 

由老人健檢進行前測(握力測試、6 公尺步行及迷你營養問卷)、結合國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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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衛生所進行 1080 分鐘、為期 3 個月的運動介入及營養介入，並進行後測，

資料定期紀錄上傳管理。 

2.推動效益： 

 (1)執行狀況：本市老人健檢截至 12月 31日累計完成數：27,107 人，衰弱檢測數：

25,009人，異常個案(含衰弱與衰弱前期)：10,819人(43.26%）；已執行運動介入：

3,472人（32.09%）。 

 (2)運動介入成效上：前測為衰弱者經完成運動介入後，86.96%的人改善至衰弱前

期；前測為衰弱前期者介入後，46.43%的人能改善回復至正常檢測值；握力異常

者中 23.9%的人改善至正常檢測值，握力平均增加 1.9(男)-2.16(女)公斤；步行

速度異常者中 15.9%的人改善至正常檢測值，步行速度平均提升 0.03(男)-0.05(女)

公尺/每秒。 

(十三) 新住民健康篩檢計畫 

考量新住民健康問題、語言溝通及文化隔閡等因素，新住民在就醫權益上相對弱

勢。因此，本局透過新住民婦女健康檢查計畫的推動，來提昇新住民女性之就醫權。

透過健康篩檢建立新住民健康資料庫，了解新住民健康情形，提供健康照護，已達到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功效。 

1.推動機制: 

由各區衛生所藉由電訪或家訪了解新住民健康情形，給予建卡，同時提供新

住民適當的衛教及健康照護諮詢。針對未取得健保資格之懷孕新住民婦女提供產

前及產後護理指導，協助懷孕新住民申請產前檢查補助。另辦理新住民婦女健康

篩檢服務，如：血液肝功能檢查、糞便寄生蟲卵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胸部Ｘ

光檢查、問卷調查及一般性檢查等，並針對健康篩檢異常之新住民列入個案追蹤

管理，提供個案轉介服務。計畫配合新住民通譯員之服務，可促進新住民醫療利

用，提高健康相關知識、態度及行為改變，並提供社會支持協助新住民在生活及

文化上的適應，以增進新住民個人及家庭健康。 

2.推動效益: 

105年度於本市 29區衛生所辦理健康篩檢；共計服務 2,213 人，德國麻疹檢

查共 1,686人、肝功能檢查共 1,776人、糞便寄生蟲傳染檢查共 1,590人、子宮

頸抹片檢查 679 人、X 光檢查共 437人，追蹤轉介項目之異常案數共為 638 人次。

主要問題為檢出德國麻疹異常共計 152 人次、B型肝炎帶原為主共有 218人、糞便

寄生蟲及蟲卵檢查異常共計 267人等。 

(十四) 新北市慢性病長者憂鬱關懷計畫 

    為了早期篩檢出具有憂鬱傾向及自殺風險之 65歲以上長者，及早提供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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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避免其發生自殺行為，本局針對醫院門診或住院之慢性病長者，提供憂鬱篩

檢及高風險個案轉介之服務，105年計 1 萬 9,722人次，女性篩檢 10,099人次、男

性 9,623人次，其中女性佔 51.2%，並轉介高危 987名女性、791 名男性。 

   本局另針對社區民眾辦理自殺守門人宣導課程，以多面向方式深入社區，積極發

掘潛藏憂鬱個案，及早介入協助。105年辦理成果如下： 

1.校園：82場次、15,937人次參與。 

2.職場：64場次、3,004人次參與。 

3.社區：51場次、3,844人次參與，其中針對 65歲以上老人宣導 19場次、1211人

次參與。 

(十五) 婦女癌症篩檢(子宮頸癌/乳癌篩檢) 

威脅國人的頭號殺手癌症中，大腸癌、乳癌、口腔癌及子宮頸癌位居癌症死因的

第 3、4、5及第 10位。新北市從 98年開始每年癌症發生時鐘撥快 1分鐘，至 102

年平均每 32分鐘就確診一名癌症患者。又每 47分鐘就新增一名女性乳癌患者。定期

癌篩可早期發現及早把握黃金就醫時機。去年國人死於癌症有 4萬 6千多人，也就是

每 11.4分鐘就有 1人死於癌症。 

且隨著罹患率不斷的上升，好發的年齡層也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本市所轄多家醫

院內設有癌症檢快速通關站，縮短民眾看診等待時間；且運用乳房 X 光攝影巡迴車及

子宮頸抹片篩檢巡迴車深入社區、偏鄉及職場，造福醫療不足地區或是職場婦女。 

子宮頸癌篩檢：105年共計服務 39萬 1,371人，陽性個案追蹤率達 97%，陽性個

案數為 2,164人，確診癌症數為 750人。 

乳癌篩檢：105 年共計服務 16萬 2,617 人，陽性個案追蹤率達 91%，陽性個案數

為 13,043人，確診癌症數為 788人。 

(十六) 新住民配偶生育通譯員服務計畫 

為解決基層公衛護士在推動新住民配偶生育保健服務以及前往醫院就醫時，遭遇

語言溝通問題，而導致新住民使用醫療照護不平等情形，為此本計劃為提供此族群完

整性之照顧，故培訓新住民通譯員以協助新住民因語言及文化障礙，導致醫療認知不

足及就醫障礙之問題。 

1. 推動機制: 

為增進通譯員之通譯技巧及知能，提升新住民支持網絡，給予適宜的訓練，

從事衛生所及醫院生育保健、衛生保健及就醫等通譯工作，本局辦理新住民配偶

生育保健通譯員服務與人才培訓課程。於今年 9月辦理五場訓練課程共 32小時，

共 41位新住民通譯員參與課程，課程內容包含:社區醫療資源服務、嬰幼兒保健

及日常照護、婦女孕前產後保健、婦女及嬰幼兒篩檢服務、心理衛生、口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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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授課講師為各課程之專業領域人員，如：醫師、藥師、衛生所護理長、國

健署核定之母乳哺育講師及臨床心理師等等。透過課程之講解，以培訓並增進通

譯員的能力，進而在面對新住民時，針對個別性之指導來減少新住民因語言困難

導致就醫障礙等問題，協助新住民婦女獲得平等的醫療照護，改善婦女健康。 

2. 推動效益: 

105 年度新住民通譯員在服務項目當中，以協助健診及預防注射共服務 36,080

人次，家庭訪視共服務 2,305 人次，協助翻譯相關資料共服務 3,620 人次，協助辦

理相關活動口譯服務共 6,858 人次，協助異常轉介人數共 4,342 人，新住民對於本

局培訓之通譯員服務滿意度高達 9 成。 

(十七) 性別比業務宣導計畫 

出生性別比所談的定義為:新生兒男嬰對女嬰之比數。通常在自然狀況下，男嬰

出生數略高於女嬰，且其正常範圍在 1.02~1.06，但若有性別選擇，使其範高於 1.06，

就會造成出生性別比的失衡。目前性別選擇性的人工流產被國際視為生命起點的性別

歧視，然而我國近年面臨少子化之問題，生育率逐年降低，台灣重男輕女的觀念雖然

在年輕一代已逐漸式微，但在上一輩仍舊存在，女性可能受到長輩或家庭的壓力，進

而施行性別選擇，醫師應懷孕婦女要求進行性別篩檢，或協助懷孕婦女墮胎，造成男

女性別比失衡。因此，倡導男女平權之重要性、尊重生命倫理，並保障胎兒生存權益

是一推動重點。 

1. 推動機制: 

本局及轄區衛生所辦理一般民眾相關健康促進活動時，以結合社區資源辦理

婦幼健康保健宣導時，併同張貼海報、發放衛教單張，加強宣導性別平等以及有

關性別失衡以及墮胎等倫理道德的問題，提醒預生育之夫妻，應該有正確的認

知，提倡一切順其自然，生男生女一樣好，健康都是寶之觀念和想法。 

2. 推動效益: 

本年度預計辦理至少 29場次。105 年共辦理宣導場次 56場，其中參與人數男

性 3,449 位(40.22%)人，女性 5,075 位(59.19%)。 

(十八) 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計畫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4年度縣市母乳哺育率調查計畫」結果顯示，本

市產後 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為 44.3%，相較 103年度 44.4%略為下降，仍低於世

界衛生組織對產後 6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之目標 50%，本市對於提升母乳哺育率仍

有努力空間。為鼓勵懷孕媽媽產後能哺餵母乳，故推動營造母嬰親善的哺乳環境計

畫。母乳哺育介入措施之實證顯示，於懷孕期、產期及產後階段，藉由多重策略之介

入措施，能有效增加總母乳哺育率、哺乳期間長度與純母乳哺育率。當產婦出院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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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中，社區的介入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社區母乳哺育率追蹤、建立友善社區哺乳

環境，給予出院後的媽媽支持。將透過產後關懷婦女母乳哺育情形，提供包括母乳哺

育諮詢、母乳哺育衛教，強化本市母乳諮詢轉介、支持團體運作與母乳志工服務，多

元介入以整合多方資源建構本市母乳哺育支持環境。 

1.推動機制: 

培育哺乳志工和母親支持團體是協助婦女能持續哺餵母乳的方法。其理由如

下：（1）哺乳志工和其個案通常是用共同的語言，相似的社經地位，瞭解社區的

健康信念和健康照護服務的不足，減少溝通上的障礙；（2）哺乳志工與個案是一

對一互動、教導及示範及有充裕的時間討論；（3）哺乳的諮商協助改變那些會影

響個人思想和行為的負面信念。因為與志工的互動可能被個案知覺是友善的，不

具威脅性而是賦權的。產後母親如有支持人員與團體，則有越高的母乳哺育。 

2.推動效益: 

105年度 1至 12月，共辦理 1場母乳志工研習，有 78位女性參與。母乳支持

團體活動共辦理 131場次，有 4,149人參與，其中女性 3,840 人(92.5%)，男性有

309人(7.44%)。 

(十九) 長期照顧整合計畫(復健服務) (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及互助團體委託服務) (機構

喘息) 

‧復健服務 

一、計畫目的： 

(一)居家復健： 

為能持續提供本市外出困難之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復健及無障礙環境改善

服務，使服務永續，增進服務提供之可近性及便利性。使失能者經積極復健而有

生活自理、功能改善的機會，維持功能不再惡化，並減輕失能者之家屬照顧負擔，

增加失能者的自主性，提高生活品質及安適感。 

(二)社區復健： 

為建構偏鄉復健醫療服務模式，需要復健者，能就近於社區得到復健服務並減

緩病情退化之速度，提升生活品質，並增加失能個案獲得復健服務之就近性，提

升個案及照顧者負荷，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避免往返醫院奔波之苦及交通費支

出。 

二、推動機制： 

(一)居家復健： 

1.服務地點：本市 29區。 

2.服務內容：由物理及職能治療師進行復健治療需求評估、擬定復健計畫進行物

理因子療法、體適能訓練、運動治療、徒手治療、個案及照顧者之物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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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諮詢與衛教等項目。 

3.服務對象：經醫師診斷證明有復健需求及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

核定復健服務之個案。 

(二)社區復健： 

1.服務地點：雙溪區、深坑區、貢寮區(僅職能治療)、萬里區(僅職能治療)。 

2.服務內容：由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提供本市偏遠且醫療資源缺乏地區之衛

生所，有復健需求之老人及身心障礙之民眾復健服務。服務項目為：物理

評估與治療、職能評估與治療、無障礙環境建議、針對社區民眾進行預防

失能或退化之衛教宣導及資源轉介。 

3.服務對象：經醫師診斷證明有復健需求及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

核定復健服務之個案。 

三、推動效益： 

105年 1~ 12 月執行成果： 

(一)居家復健辦理 3,078人次(男性 1,676 人次，佔 54.45%、女性 1,402人次，佔

45.55%)。 

(二)社區復健辦理 401場次、1,722人次(男性 399人次，佔 23.17%、女性 1,323

人次，佔 76.83%)。 

(三) 建構本市長照服務網，推動社區照護服務模式以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

連續服務為長期照顧服務原則，加強照顧服務的發展與普及。 

‧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及互助團體委託服務 

一、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及互助團體委託服務: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本市家庭照顧者

多元與多面向的支持關懷服務，紓解照顧者之壓力、提升照顧技巧，並提供相關

社福資源，增進家庭照顧者社會參與之機會，拓展社交網絡連結、增進自我探索，

減少照顧者之孤立感。 

二、105年 1~ 12 月執行成果： 

成果 場次 性別 人次 

照顧者支持活動 49 男 106 

女 966 

照顧者互(自)助團體 36 男 77 

女 287 

‧機構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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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機制： 

(一)結合民間資源，減輕家庭照顧者照護壓力，在照顧者必須暫時放下照顧責任

時，如：就醫、出國或覺得自己需要休息的時候，由專責照護機構或藉由受過訓

練的照顧服務員暫時取代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責任。 

(二)提供家庭照顧者從持續照顧事務中獲得休息機會，減少因過度疲累而提早放棄

家庭照顧，同時也讓被照護者獲得不同的社會接觸經驗。 

二、服務成果： 

(一)服務提供單位數：共 28家。 

(二)經費執行狀況及服務量：1-12月實際使用 6,358人日，共服務 626人，男性

337人(佔 53.83%)、女性 289人(佔 46.16%)，預算執行 94.16%。 

(二十) 競爭型計畫 (偏遠地區巡迴復健醫療服務計畫) 

1.計畫目的：針對長期照顧需求的性別差異、城鄉和部落需求，建立老人及長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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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推動機制：配合 2臺社區復健巡迴車一週 7天於本市 9區 17里提供服務，每天上

下午至少 1場次，民眾持有醫囑單即可接受復健服務，每一位個案服務次數 1

年 12次，經治療師評估有延案需求，則可再增加 6次服務。 

3.服務內容：由物理治療師及職能治療師提供本市偏遠且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有復健

需求之老人及身心障礙之民眾復健服務。服務項目為：物理評估與治療、職能

評估與治療、無障礙環境建議、針對社區民眾進行預防失能或退化之衛教宣導

及資源轉介。 

4.推動效益： 

(1)105年 1-12 月辦理 1,360場次、7,376 人次(男性 1,904人次，佔 25.81%、女性

5,472人次，佔 74.19%)。 

(2)使需要復健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能就近於社區得到復健服務並減緩病情退化

之速度，提升生活品質。 

(3)增加失能個案獲得復健服務之就近性，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避免往返醫院奔

波之辛苦及交通費支出。 

參、未來加強方向   

    於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過程中，某些政策可能礙於資源、既定觀念等問題，造成執行

上的困難，組織文化、主管支持及同仁的認同，更是努力的目標，如何改變深植心中的

意識乃是重要的課題，但長久累積的觀念並非短期即可推翻，根深蒂固的想法仍須要時

間慢慢改變。 

    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發展，傳統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雖會隨時代進步而改變，惟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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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者不斷追求兩性平等，雖然多有成效，但也出現了一些矯枉過正的情形，反而因為

注重女性而忽略了男性，為此政府各應於推動各項政策時，考量各性別之需求，除應消

除性別間之差異，更應覺察性別內之不平等，以達性別平等之目標。 

    性別平等是新興的重要議題，我們仍然可以做得更好更全面，惟更重要的還是端賴

各人員的配合與推動，於每年的檢討改進與持續落實，希望未來能夠於更多政策中融入

性別平等的觀念，以藉此推動性別主流化，並將性別平等深入於生活中。 

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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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含所屬機關) 

105 年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活動辦理成果 
  

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 

(一) 活動簡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導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國際發展背景、條文內容 ）國際發展背景、條文內容及一般性建議 

(二) 日期：105年 4月 20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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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 

(一) 活動簡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域專案研討-健康、醫療與照顧 

(二) 日期：105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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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談性別友善就醫環境規劃－以臺中市推動性別友善醫院為例 

(一) 活動簡介：為使性別意識融入醫療環境，推動並落實性別友善措施，以臺中市推

動性別友善醫院為例，作為未來規劃性別友善就醫空間之參考。 

(二) 日期：105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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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人姓名：胡紹賢                                                                   

 

職稱：衛生企劃師             e-mail：AI2690@ntpc.gov.tw 

 
電話：02-2257-7155#1669   

壹、計畫名稱 市民健康檢查 
□府一層決行計畫                                                

■非府一層決行計畫 

貳、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參、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V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   本市幅員遼闊，共計 2052.56 平方公

里，人口總數為 3,966,052 人、戶數更高

達 1,503,844 戶（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

民政局 104年 6月底），里別數達 1,032。

在 29區人口分佈有明顯之城鄉差距，人口

最多的板橋區較人口最少的平溪區多 55

萬餘人（2015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

此外，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多數集中於都

會及副都會區域，在諸多偏遠地區如坪

林、石碇、平溪等區，除無可用之醫療資

源外，因屬山區地形，對內及對外交通亦

十分不便。金山、萬里、三芝、石門等北

海岸居民亦至 94 年底才有台大醫院金山

分院可利用。由於上述等因素，本局及所

屬衛生所在推動公共衛生社區健康業務

上，常有捉襟見肘之憾。 

  社區健康活動除仰賴衛生單位的齊力合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

題與需求。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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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外，更重要是民眾的參與意願，為因

應龐大的社區健康檢查需求，如何設計一

個可近性、民眾接受性高的篩檢活動，方

便民眾參與，進而提升對活動之使用率，

衛生局有責無旁貸的行政與實務規劃責

任。故本局自民國 91年度起開始著手研擬

相關方案，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

中央健康保險署積極推動各項疾病篩檢活

動，透過不斷地評估、研擬、執行、評值

及再修正，有效地逐步建置一套最適合、

最符合本市社區特性的社區整合式健康篩

檢辦理模式及標準作業流程。 

  爲整合鄰近醫療院所及建構篩檢服務體

系，並建立完整便利之後續轉介就醫服務

系統，本局積極結合大台北地區地區級以

上醫療機構，參與本市社區整合式健康篩

檢活動暨轉介就醫服務，其內容包括專

人、專車、專診、免掛號費的服務，透過

綠色通道以增加篩檢陽性個案後續就醫之

意願及便利性，為民眾的健康確實把關，

以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效。 

4-2 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 

壹、 依據本巿十大死因資料顯示除惡性腫

瘤外，與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三

高)相關之疾病死因如心臟疾病、腦血

管疾病、糖尿病皆名列死因的前茅。 

考量本市醫療資源分佈不均，為方便

市民就檢及兼顧篩檢品質，104年由

衛生所主動連結轄區內醫療院所共同

參與社區巡迴設站，提供市民方便性

及就近性之篩檢服務。 

貳、 性別統計： 

依 104年本市 29區衛生所辦理整合式

健康篩檢服務情形，依年齡及性別分

層如下： 

一、 20歲至 39歲身心障礙者：男

性：25人、女性：14人，男女性

別比 64.1%:35.9%。 

二、 40歲至 54歲原住民：男性服

務：7人、女性服務：11人，男

1. 透過相關資料庫等各

種途徑蒐集  

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 

2.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應儘量顧及不同性

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者之年齡、族群、地區

等面向。 

3. 若無相關統計資料及

統計資料有不足之

處，說明需要強化的性

別統計類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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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別 38.9%:61.1%。 

三、 55歲以上原住民：男性服務：

14人、女性服務：27人，男女性

別比 34.1%:65.9%。 

四、 40歲至 64歲民眾：男性服務：

4,321 人、女性服務：6,787 人，

男女性別比 38.9%:61.1%。 

五、 65歲以上民眾：男性服務：2,966

人、女性服務：2,705人，男女

性別比 52.3%:47.7%。 

六、 總計服務：16,877 人，其中男

性服務：7,333 人、女性服務：

9,544人，男女性別比

43.4%:56.6%。 

參、 性別差異分析： 

104年於社區進行之整合性健康檢查

可以發現接受篩檢服務之男女百分比

為 43.4%:56.6%；相差 13.2%(而 104

年人口數顯示 40歲以上男女比為

47.4%:52.6%；相差 5.2%。再者，根

據新北巿 104年勞動參與率(勞參率)

顯示男性勞參率為 67.9%，女性為

51.0%；相差 16.9%)，因此考量人口

組成後，發現女性接受篩檢服務高於

男性。其原因如下： 

(1)可能來自 65歲以下男性勞參率較

女性為高，因工作關係較無暇顧及

健康檢查。 

(2)男性對於健康意識的過於自信。

(3)女性較關心自身健康也可能是男 

   女篩檢差異之因素。 

伍、 敘明計畫目標及性別

目標概述 

1. 新北市 104年度市民健康檢查服務方案，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提供成人預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服務項目為主，內容包

含：身體檢查、健康諮詢、尿液檢查、生化檢查(血糖、總膽固

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GOT、GPT、肌酸酐、腎

絲球過濾率計算、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計算)及四大癌症篩檢。 

2. 本計畫服務對象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規定辦理，接受服務

對象並無性別限制，故將積極邀請勞動人口參與社區篩檢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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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篩檢率，進而縮小性別比。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

法（計畫於研擬、決策、

發展、執行之過程中，

不同性別者之參與機

制，如計畫相關組織或

機制，性別比例是否達

1/3） 

本計畫係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方針訂定，並執行之。故其

計畫過程之研擬、決策、發展皆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決定。

執行過程透過本巿各區衛生所辦理，故無性別歧視問題。 

柒、受益對象 

1.若 7-1至 7-3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及「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 

2.如 7-1至 7-3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程

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9-5「計畫/政策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

修正第一部分「陸、受益對象」7-1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 

3.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6-1 7-1 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為受益對象 

 V 

本計畫服務對象依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規定辦
理，接受服務者無性別限
制。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以

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或個
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容涉
及一般社會認知既
存的性別偏見，或
統計資料顯示性別
比例差距過大者 

 V 

本計畫所設定服務對象並
無性別區別。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
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偏見、性別
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評
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對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者 

 V 

無公共建設之規劃。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或
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
者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經費配置 免填 計畫如何透過預算配置，回應不同性

別需求並達成性別目標。 

8-2執行策略 免填 1. 計畫如何針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差異設計執行策

略，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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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提

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8-3宣導傳播及性別友善措施  免填 1.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

的方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

標對象採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

計。 

2.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

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 落實法規政策 免填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基

本精神，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免填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

限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

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

會。 

免填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8-8空間與工程效益 免填 軟硬體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考量到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

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

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標，並

且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

督計畫的影響程度。 

免填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

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

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點」、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

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業計畫及

辦理施政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族

群、地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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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玖、程序參與：至少應徵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專家學者資料請至台灣國

家婦女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9-1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5年 3月 25日至 105 年 3月 25日 

9-2專家學者 

姓名：薛承泰 

職稱：教授 

服務單位：台灣大學 

專長領域：社會，人口，行政院政務委員（性別業務為督導項目之一） 

9-3參與方式 □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9-4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 

相關資料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

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且具性別目標 

■有，但無性別目標 

□無 

9-5計畫/政策與性別關聯

之程度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任

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7-1至 7-3均可評定「否」

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

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建議事項並以條例式說明。 

9-6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

宜性 

需說明是針對 104年本市 29區衛生所辦理整合式健康篩檢服務

情形，計畫完成後的性別評估，還是針對新年度計畫的性別評

估？內容應為前者。 

9-7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服務對象性別比例以及按年齡與族群加以分類，合宜。 

9-8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之合宜性 

比較 103與 104年度的差異，可以持續跨年比較。 

9-9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合宜 

9-10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可考慮增加 29區的統計。也許性別分布在地區上有差異。 

9-11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9-12給予機關改善綜合建議事 

項 

可長期建立趨勢資料，短短兩年的統計很難進行解釋。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政策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薛承泰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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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拾、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綜合建議事項填列。 

10-1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本計畫服務對象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規定辦理，接

受服務者雖無性別限制，但本局未來將依委員意見在性別

議題上進行年齡別、區域別及長期趨勢等分析。 

10-2參採情形 

 

 

10-2-1 

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政策調整 

(條例式說明) 

執行及擬定未來計畫時在性別分析上

進行年齡別、區域別及長期趨勢等分

析。 

10-2-2 

說明未參採之 

理由或替代規 

劃(條例式說明) 

 

10-3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政策的評估結果（請勿空白） 

已於 105年 3月 25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9-5「計畫/政策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第三

部分－評估結果」10-1 至 10-3免填外，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完

整填列「第三部分－評估結果」10-1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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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人姓名：林宣旭                                                                          

 

職稱：約聘人員              e-mail：AL4937@ntpc.gov.tw 

 
電話：(02)22577155分機2833   

壹、計畫名稱 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工作計畫 
□府一層決行計畫                                                

■非府一層決行計畫 

貳、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參、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V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     自殺是世界性的公共衛生問

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 估

計，西元 2000 年全世界約有 100

萬人自殺身亡，而每一起自殺死

亡事件代表有 10 至 20 起自殺企

圖行為發生。另平均 1 個自殺案

件會使 6 個家人和朋友的生活深

受影響，若自殺發生於學校或者

工作場合，更會對數百人造成影

響，爰我國在 94年成立全國自殺

防治中心推動全國之自殺防治工

作。  

    為有效降低本市自殺死亡

率，本市於 94年 12月 11日成立

「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推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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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服務等

重點工作。在各局處的共同努力

下，本市自殺標準化死亡率已 95

年每 10萬人口 18.1人下降至 103

年之每 10 萬人口 11.1 人，由自

殺高盛行率地區降至中盛行率地

區。 

    惟就以往自殺防治經驗顯示

自殺原因與社會、經濟問題息息

相關，例如社會福利身分被取

消、補助金之刪減、長期失業…

等因素，與個人心理健康程度環

環相扣，而隨著失業、經濟困窘

逐漸成為個案之長期性問題，往

往會導致其情緒不穩、具憂鬱傾

向，甚至被無望感纏繞，進而產

生自殺行為，爰本市將持續加強

落實自殺防治工作，深化自殺防

治服務內容，俾防不幸情事發生。 

4-2 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 

   104 年新北市自殺通報計

8,561人次，其中女性通報 5,406

人次，男性通報 3,155 人次，女

性通報人次為男性通報人次 1.7

倍。全國自殺通報計 29,914 人

次，女性通報 18,962人次，男性

通報 10,952人次，女性通報人次

為男性通報人次 1.73倍。 

    104 年新北市自殺死亡率每

十萬人口為 14.8人低於全國之自

殺死亡率每十萬人口為 15.7人。

104年新北市自殺死亡人數計 589

人，男性 381 人，女性為 208 人。

全國自殺死亡人數計 3,675 人，

男性 2,426 人，女性 1,249 人。

觀察全國自殺死亡人數的性別差

異，男性皆約為女性的 2 倍，新

北市與全國各縣市的性別差異趨

勢一致。 

    比較自殺通報及死亡數據，

4. 透過相關資料庫等各種途徑蒐集  

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5.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顧及

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

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6. 若無相關統計資料及統計資料有

不足之處，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

統計類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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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自殺死亡比例約為 1.8:1，然

依據自殺意念及未遂通報資料，

男女通報比例約為 1:1.8，顯見男

性較不易開口求助及一旦自殺即

採高致死方式為之。 

    另，新北市自殺死亡人數隨

著年齡的增加而升高，這種隨年

齡增加自殺死亡的情形，在男女

是相同的，如表 1。若以自殺人數

的分布來看，男性及女性工作年

齡層(25-44歲、45-64歲)的死亡

人數，分別約占全市自殺人數的

70.34、77.40。 

 

表 1、104年新北市自殺死亡人數 

年齡別 男性  女性 

14 歲以下 2 - 

15-24 歲 24 12 

25-44 歲 117 71 

45-64 歲 151 90 

65-74 歲 42 21 

75-84 歲 31 10 

85 歲以上 14 4 

總計 381 208 
 

伍、敘明計畫目標及性別目

標概述 

1. 擬依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提供之自殺死亡及通報數據，進行性別統

計與分析，更進一步瞭解性別對自殺死亡、企圖、方式及原因之影

響。 

2. 依據上述性別統計與分析結果，針對特定性別或年齡層，擬訂合適

之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相關策略。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

法（計畫於研擬、決策、

發展、執行之過程中，

不同性別者之參與機

制，如計畫相關組織或

機制，性別比例是否達

1/3） 

1. 依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提供之自殺死亡及通報數據，進行性別統

計與分析。 

2. 研擬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相關策略時，利用性別統計及性別

分析結果進行。 

3. 辦理生命教育、心理衛生相關議題講座及活動，提升民眾對自身

及周遭親友情緒轉折之警覺及關照，並注意性別差異，及早給予

協助或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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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受益對象 

1.若 7-1至 7-3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及「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 

2.如 7-1至 7-3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程

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9-5「計畫/政策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

修正第一部分「陸、受益對象」7-1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 

3.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6-1 7-1 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為受益對象 
 V 

受益對象無性別限制。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以
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或個

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
「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容涉
及一般社會認知既
存的性別偏見，或

統計資料顯示性別
比例差距過大者 

 V 

本計畫所設定宣導對象並
無性別區別。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
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偏見、性別
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評
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對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者 

 V 

無公共建設之規劃。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或
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
者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經費配置  計畫如何透過預算配置，回應不同性

別需求並達成性別目標。 

8-2執行策略  3. 計畫如何針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差異設計執行策

略，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

標。 

4. 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提

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8-3宣導傳播及性別友善措施   3.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

的方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

標對象採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

計。 

4.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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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 落實法規政策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基

本精神，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

限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

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

會。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8-8空間與工程效益  軟硬體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考量到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

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

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標，並

且透過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

督計畫的影響程度。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

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

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點」、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

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業計畫及

辦理施政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族

群、地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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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玖、程序參與：至少應徵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專家學者資料請至台灣國

家婦女館網站參閱（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9-1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5 年  3  月 10  日至 105 年 3 月  14  日 

9-2專家學者 

姓名：王作仁 

職稱：副院長 

服務單位：嘉南療養院 

專長領域：精神醫療、 性平教育 

9-3參與方式 □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9-4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 

相關統計資料 相關統計資料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

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法 補

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9-5計畫/政策與性別關聯

之程度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任

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7-1至 7-3均可評定「否」

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

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建議事項並以條例式說明。 

9-6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

宜性 

自殺防治是全面性且不分性別。但由自殺防治統計資料可見不同

性別常用自殺方式不盡相同。 

9-7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現有資料未見，可考慮更具體呈現。 

9-8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之合宜性 

可 

9-9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可 

9-10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現有資料未見說明 

9-11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現有資料未見說明 

9-12給予機關改善綜合建議事 

項 

可由自殺關懷訪視統計資料中，不僅針對不同性別常用自殺方式

作防範，也可考慮依照不同性別自殺企圖者常見自殺相關議題，

更細膩規劃不同自殺防治策略，以期有更佳成效。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政策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王作仁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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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評估結果】：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拾、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綜合建議事項填列。 

10-1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為有效降低本市自殺死亡率，本局推動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

視服務等重點工作，提供自殺未遂及表達自殺意念之民眾

關懷訪視及立即性之服務，使其獲得適當支持關懷與協助， 

減少再自殺意念或再自殺行為，培養及增加問題解決之能

力，提升生活品質。 

10-2參採情形 

 

 

10-2-1 

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政策調整 

(條例式說明) 

1. 將參考專家建議，並依據全國自殺

防治中心提供之自殺死亡及通報數

據進行分析，瞭解不同性別常用自

殺方式及不同性別自殺企圖者常見

自殺相關議題。 

2. 依據上述性別統計與分析結果，針

對特定性別或年齡層，擬訂更細膩

規劃不同自殺防治策略，以期有更

佳成效。 

10-2-2 

說明未參採之 

理由或替代規 

劃(條例式說明) 

 

 

 

10-3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政策的評估結果（請勿空白） 

已於  105  年  3  月  15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9-5「計畫/政策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第三

部分－評估結果」10-1 至 10-3免填外，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完

整填列「第三部分－評估結果」10-1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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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性別平等宣導文宣 

 

文宣有具體宣導內容 

文宣主題 文宣形式 發送場合及方式 受益人次 

好孕貼紙 貼紙 

 

產檢機構及衛生

所，於門診時發放 

1 萬人次 

文宣僅標記有宣導標語無實質內容 

文宣主題 文宣形式 發送場合及方式 受益人次 

男孩女孩一樣好 杯蓋 提供衛生所，於門

診時發放 

5,000 人次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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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性別平等宣導 

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1/05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穀保家商 300 

105/01/08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埔墘國小 300 

105/01/09 
親子教室暨母乳哺餵 

支持團體 

新生兒篩檢與疫苗接種新政

策 
一般民眾 研習課程 市立聯合醫院 15 

105/01/13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篩檢活動暨出生性別比 

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林口區衛生所 20 

105/01/1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北峰國小 400 

105/01/1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中信國小 300 

105/01/15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沙崙國小 200 

105/01/15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埔墘國小 300 

105/01/17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篩檢活動暨出生性別比 

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烏來環山部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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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1/19 出生性別比宣導 
樹林區衛生所志工會議暨 

出生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宣導講座 

樹林區衛生所 

會議室 
53 

105/01/19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興華國小 50 

105/01/25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丹鳳國小 10 

105/02/01 出生性別比宣導 
門診候診區出生性別比宣導 

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烏來區衛生所 43 

105/02/17 出生性別比宣導 拒絕性別篩選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土城區衛生所 15 

105/02/20 
親子教室暨母乳哺餵 

支持團體 
母嬰親善醫院介紹 一般民眾 研習課程 市立聯合醫院 16 

105/02/23 出生性別比宣導 
樹林區衛生所所務會議暨 

出生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宣導講座 

樹林區衛生所 

會議室 
28 

105/03/01 出生性別比宣導 門診候診區出生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三重區衛生所 10 

105/03/02 出生性別比宣導 
心理衛生宣導講座暨出生 

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宣導講座 

樹林區山佳松鶴 

會館 
53 

105/03/03 出生性別比宣導 拒絕性別篩選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中和區衛生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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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3/04 出生性別比宣導 男孩女孩一樣好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土城區農會 202 

105/03/04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篩檢活動暨出生性別比 

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五股區衛生所 88 

105/03/05 
親子教室暨母乳哺餵 

支持團體 
孕期及哺乳期營養 一般民眾 研習課程 市立聯合醫院 15 

105/03/07 出生性別比宣導 
幼托園所業務說明會暨出生 

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說明會 

板橋區衛生所 

二樓會議室 
41 

105/03/08 出生性別比宣導 
幼托園所聯繫會議暨出生 

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會議宣導 

樹林區東昇活動 

中心 
54 

105/03/09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文化國小 50 

105/03/10 出生性別比宣導 大智通股份公司員工健檢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大智通股份公司 137 

105/03/1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頂溪國小 100 

105/03/15 出生性別比宣導 
樹林長老教會老人活動暨 

出生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樹林長老教會 62 

105/03/15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永福國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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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3/22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頂溪國小 80 

105/03/22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汐止國小 420 

105/03/25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篩檢活動暨出生性別比 

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五股區衛生所 82 

105/03/30 出生性別比宣導 老人共餐暨出生性別比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三峽圖書館 120 

105/04/06 主管會談-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 本局主管人員 會議宣導 本局 203會議室 50 

105/04/06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嘉寶國小 300 

105/04/08 出生性別比宣導 男孩女孩一樣好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30 

105/04/08 
105年度各區衛生所兼辦政風人

員業務聯繫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本局 203會議室 33 

105/04/09 
親子教室暨母乳哺餵 

支持團體 
產後憂鬱 一般民眾 研習課程 市立聯合醫院 15 

105/04/11 
105年度本局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第一梯次)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及性別平等觀念 
本局所屬人員 專題演講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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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4/13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正德國中 600 

105/04/14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篩檢活動暨出生性別比 

宣導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300 

105/04/14 
105年度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所屬

衛生所新進護理人員教育訓練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專題演講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17 

105/04/15 衛生所護理長會議-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 
衛生所護理長及

本局主管人員 
會議宣導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40 

105/04/16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小學堂暨男孩女孩一樣

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市民廣場 1500 

105/04/20 
CEDAW教育訓練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

推動，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

別敏感度 

本局所屬人員 專題演講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94 

105/04/26 
Why Gender Matters?如何在業

務中融入「性別」 

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

推動，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

別敏感度 

本局所屬人員 專題演講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90 

105/04/26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小學堂暨男孩女孩一樣

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文林國小 300 

105/04/29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小學堂暨男孩女孩一樣

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集美國小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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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5/1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水源國小 300 

105/05/13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小學堂暨男孩女孩一樣

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瑞芳國小 150 

105/05/13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保長國小 24 

105/05/14 
親子教室暨母乳哺餵 

支持團體 
母乳哺餵 一般民眾 研習課程 市立聯合醫院 15 

105/05/17 出生性別比宣導 園藝治療課程 一般民眾 宣導講座 
樹林區東昇活動 

中心 
48 

105/05/17 出生性別比宣導 
園藝治療課程暨男孩女孩一

樣好 
一般民眾 宣導講座 

樹林區東昇活動 

中心 
42 

105/05/18 出生性別比宣導 
長者活力秀暨出生性別比宣

導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馬工友誼文化廣場 300 

105/05/19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中正國民小學 30 

105/05/2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中角國小 30 

105/05/26 
Why Gender Matters? 

如何在業務中融入「性別」 

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

推動，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

別敏感度 

本局所屬人員 專題演講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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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5/27 出生性別比宣導 
長者活力秀暨出生性別比宣

導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新北市政府多功能

集會堂 
1200 

105/05/28 出生性別比宣導 
健康小學堂暨男孩女孩一樣

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新埔國中 250 

105/05/29 出生性別比宣導 
山佳老人會館整篩暨男孩女

孩一樣好 
一般民眾 活動宣導 

樹林區山佳松鶴 

會館 
431 

105/06/01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雙溪區衛生所 14 

105/06/02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長安國小 40 

105/06/07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汐止區衛生所 14 

105/06/07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貢寮區衛生所 13 

105/06/10 出生性別比宣導 男孩女孩一樣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萬里區衛生所 10 

105/06/13 出生性別比宣導 男孩女孩一樣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三重區衛生所 28 

105/06/13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柑園國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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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6/17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萬里區衛生所 11 

105/06/19 出生性別比宣導 男孩女孩一樣好 一般民眾 懸掛布條 萬里區衛生所 87 

105/06/21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金山區衛生所 14 

105/06/23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金龍國小 60 

105/06/27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石門區衛生所 11 

105/06/28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板橋區衛生所 29 

105/06/30 
105年度本局暨所屬各區衛生所

專案廉政法紀系列巡迴宣導 

廉政法紀、倫理及反貪活動 

（含性別平等觀念） 
衛生所所屬人員 座談會 三峽區衛生所 15 

105/09/06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華夏工專 60 

105/09/1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樹林國小 120 

105/09/1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永耕幼兒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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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09/1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文山國民中學 50 

105/09/2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三和國小 10 

105/09/23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坪林國中 35 

105/09/26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學校 
35 

105/09/26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

學校 
40 

105/09/27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新店龜山國小 10 

105/09/3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開明商職 100 

105/09/30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開明商職 100 

105/10/0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裕民國小 100 

105/10/07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新店國民小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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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105/10/07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野柳國小 15 

105/10/1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能仁家商 20 

105/10/14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能仁家商 20 

105/10/21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秀峰國小 180 

105/10/21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北新國民小學 40 

105/10/27 校園知「性」健康講座 情感教育及性教育 學生 校園講座 安坑國民小學 100 

105/10/12 

「談性別友善就醫環境規劃－

以臺中市推動性別友善醫院為

例」演講 

為使性別意識融入醫療環

境，推動並落實性別友善措

施，以臺中市推動性別友善

醫院為例，作為未來規劃性

別友善就醫空間之參考。 

本局所屬人員 專題演講 本局 8樓在職教室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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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新北性平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 

一、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性平亮點方案名稱：青少年知「性」健康計畫 

三、辦理期程：105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 

四、實施內容：本計畫藉由與學校合作辦理性別關係、性教育、未成年懷孕防制、

愛滋病及其他性病防治之相關講座，期能增進青少年對親密關係、身體自主

權及安全性行為的正確認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五、成果效益 

1、成果：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共辦理 41 場衛教講座，活動參與人數合計

5,444 人，其中男 2,705 人 (49.7%)、女 2,739 人(50.3%)。  

2、照片：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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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策進作為  

    因性教育較易涉及敏感議題，需事先與校方溝通教學內容及使用教材，

取得共識後俾利講座順利推行並減少爭議。另於校園講座結束後，學生後續

可能仍有相關問題欲作詢問，故規劃可由校內輔導老師協助提供諮詢服務，

或 引 導 學 生 使 用 國 民 健 康 署 - 性 福 e 學 園 諮 詢 信 箱

(https://young.hpa.gov.tw/mail.asp) 、 秘 密 花 園 - 青 少 年 線 上 會 談 服 務

(http://young.hpa.gov.tw/YMVC)或至本市青少年親善門診尋求更進一步的衛

教諮詢或診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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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新北性平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 

一、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性平亮點方案名稱：從心出發-新北市自殺個案關懷訪視計畫 

三、辦理期程：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實施內容： 

(ㄧ)政策背景：為提高一般民眾對自殺防治之警覺，並提供具有自殺未遂之民

眾關懷訪視及立即性之服務，使其獲得適當支持關懷與協助，減少再自殺意

念或再自殺行為，冀以降低本市自殺率之發生。 

(二)服務對象：新北市 29 區具自殺未遂之民眾。 

(三)辦理方式： 

1.辦理生命教育、心理衛生相關議題講座及活動，提升民眾對自身及周遭親

友情緒轉折之警覺及關照，並注意性別差異，及早給予協助或轉介。 

2.個案評估、關懷訪視、資源轉介服務、配合高風險家庭進行通報及訪視資

料之鍵入。 

五、成果效益 

（一）推展「生命守護天使」講座 

1、成果：深入校園、職場、社區辦理生命守護天使課程，推廣「正向思考」、

「轉念」，教導如何察覺自殺徵兆、警訊，察覺後給予聆聽與轉念，並且

結合人際網絡、社會網絡建立民眾幸福安全網絡，105 年月共辦 197 場次，

22,785 人次參與；其中男性 11,014 人次，女性 11,771 人次。 

2、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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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服務 

1、成果：落實自殺及高危險個案通報機制，由自殺關懷單位及 29 區衛生所

提供關懷訪視，給予心理支持及協助轉銜相關資源，增加個案及家屬問題

解決能力及連結社區支持網絡能力。105 年自殺通報人數為 7,412 人，其

中男性通報 2,929 人，女性通報 4,483 人。 

2、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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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策進作為  

    依據 105 年自殺通報資料分析，男女自殺通報比為 1:1.8；自殺死亡資料分

析，男女自殺死亡比為 1.8:1，由此可看出與男性較不易示弱之特質有關。另燒炭

及高處跳下分別為新北市自殺死亡者自殺方式之第二及第三高，故應由家庭及生

活周遭增強對男性之關懷並將針對高處跳下、燒炭及媒體效應等最新資訊及防制

策略趨勢，邀請自殺防治專家委員，規劃辦理自殺防治小型論壇，共同研討並擬

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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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新北性平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 

一、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性平亮點方案名稱：互性互助-新北長照服務整合計畫 

三、辦理期程：105年 1月 1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 

四、實施內容： 

(一) 政策背景：截至 104年底，本市總人口數為 3,970,644人，65歲以上

的老年人口數 429,175人，老年人口比率達 10.8%，老化指數為 83.01%，老

年人口依賴比為 14.19%，平均每 7位工作年齡人口需要負擔一位老年人口。

依照相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結果（在 65歲以上的長者族群中，女性失能比

都高於男性，而且隨著年齡越大，差異越高）。 

(二) 參與對象：設籍於本市且實際居住之失能者及家庭照顧者。 

(三) 辦理方式：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受理民眾申請各項長期照顧服務，並予以

評估失能者照顧服務需求，據以擬定照顧服務計畫，提供 18項長期照顧服務。 

五、成果效益 

（一）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與互助團體 

1、成果：  

  (1)活動名稱：家庭照顧者支持活動與互助團體 

   (2)活動日期：105年 5月至 7月 

   (3)活動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數： 

i. 活動辦理場次：已辦理支持活動 17場；互助團體 1梯共 6場。 

ii. 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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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人數 

支持活動 互助團體 總計 

總參加人次 

1072 

(女性:966 人; 

男性:106人) 

364 

(女性:287 人; 

男性:77人) 

1436 

(女性:1253 人; 

男性:183人) 

iii.喘息服務：提供參與活動之家庭照顧者替代照顧人力，申請喘息服

務為 104人，使用總時數為 520小時。 

iv.電話問安：共提供 2279位家庭照顧者電話問安服務。 

2、照片： 

 

 

 

 

 

 

 

 

 

 

 

 

（二）瑞齡學堂暨支持團體活動 

1、成果：  

  (1)活動名稱：瑞齡學堂暨支持團體活動 

   (2)活動日期：105年 4月至 7月 

   (3)活動辦理場次及參與人次： 

i. 瑞齡學堂(長者)：168場次、1,637 人次、242 人數(女性：130 人；男性 112 人) 

ii. 支持活動(家屬)：168場次、1,755 人次、363 人數(女性：290 人；男性 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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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照片： 

 

 

 

 

 

 

 

 

（三）本年度長照新申請案量 

   統計 105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長期照顧服務新申請案總計達 9,002 

案，女性佔 51%；4,591案，男性佔 49%；4,411案。 

六、策進作為  

    一直以來活動參與者以女性為多，而現今社會已越來越多男性擔任家庭照顧

者，在傳統的價值觀及性別刻板印象之影響下，男性較女性更不易向外求助，故

本局擬定於 105年 9月 4日至 10月 19日與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辦理「照

顧路上 男的不孤單-男性照顧者團體」之課程活動，預計共辦理 6場次，規劃將

針對男性照顧者設計專屬活動內容，以吸引更多男性照顧者參與，讓男性照顧者

也能透過活動紓解照顧壓力，並增加男性照顧者接觸照顧相關資源及服務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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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新北性平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 

一、機關名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性平亮點方案名稱：安心美~醫療機構督考計畫 

三、辦理期程：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366 天)。 

四、實施內容：結合年度醫院及診所督考，輔導訪查轄內有提供美容醫學服務之

醫療機構落實病人安全。 

五、成果效益 

1、成果： 

(1)業於 105 年 4 月 14 日函文宣達本市 135 家醫美診所相關規定，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執行美容醫學之診所(135 家)及醫院(5 家)實地輔導。 

(2)邀請美容醫學領域之專家撰擬相關文稿「愛美之道~安心美」，刊載於本

局「健康生活家電子報」，向民眾宣導正確、健康之醫療資訊，計有約

16 萬人接受宣導。 

2、照片：(請貼上 2~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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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策進作為 

    依查核結果輔導醫療機構限期改善及追蹤執行結果，另輔導機構如有執行美

容醫學手術、美容醫學針劑注射或美容醫學光電治療，應依醫療法第 62 條第 2

項及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登記後，始得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