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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第三三三三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111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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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局第 2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同意備查。。。。    

陸、上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 

本局第 2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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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071

9-1 

本局「108 性
平亮點方案」
1至 6月執行
成果，報請公
鑒。 

本案請加上已辦理本案請加上已辦理本案請加上已辦理本案請加上已辦理 14141414 場場場場
次之統計成果及下半年次之統計成果及下半年次之統計成果及下半年次之統計成果及下半年
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未來本案請加未來本案請加未來本案請加未來本案請加
上下半年計畫上下半年計畫上下半年計畫上下半年計畫。。。。    

食藥科 

1. 有關 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
執行成果，詳如本次報告
案第一案。(附件 1) 

2. 該科業提供 108 年度所辦
理總計 50 場統計成果。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    

108

071

9-2 

有關「性別平
等政策方
針」—本局
108 年 1 至 6

月辦理情形
一案，報請公
鑒。 

請業務科檢視辦理情形請業務科檢視辦理情形請業務科檢視辦理情形請業務科檢視辦理情形
之執行成果並新增性別之執行成果並新增性別之執行成果並新增性別之執行成果並新增性別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若為單一性別或無若為單一性別或無若為單一性別或無若為單一性別或無
法統計法統計法統計法統計，，，，也請填覆也請填覆也請填覆也請填覆。。。。 
(以下省略以下省略以下省略以下省略) 

健管科 
高長科 

1. 有關「性別平等政策方
針」—本局 108 年工作計
畫辦理情形，詳如本次報
告案第二案。(附件 2) 

2. 本案已於會後請業務科檢請業務科檢請業務科檢請業務科檢
視辦理情形之執行成果且視辦理情形之執行成果且視辦理情形之執行成果且視辦理情形之執行成果且
新增性別統計新增性別統計新增性別統計新增性別統計，，，，倘為單一倘為單一倘為單一倘為單一
性別或無法統計性別或無法統計性別或無法統計性別或無法統計，，，，則酌作則酌作則酌作則酌作
文字修正文字修正文字修正文字修正。 

已完成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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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71

9-3 

有關本局 109

年「性別影響
評估檢視表」
一案，提請討
論。 

109 年度長者健康管理年度長者健康管理年度長者健康管理年度長者健康管理-

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

参参参参、、、、問題與需求評估項下問題與需求評估項下問題與需求評估項下問題與需求評估項下
之之之之 3-1 項項項項「「「「參考內政部戶參考內政部戶參考內政部戶參考內政部戶
政司政司政司政司……男性參與率較男性參與率較男性參與率較男性參與率較
低低低低」」」」需整段刪除需整段刪除需整段刪除需整段刪除。。。。 

健管科 已配合刪除。 
108 年 7 月

31 日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    

108

071

9-4 

有關本局
「109年性平
亮點方案計
畫」一案，提
請討論。 

本案請修改方案名稱本案請修改方案名稱本案請修改方案名稱本案請修改方案名稱，，，，刪刪刪刪
除除除除「「「「全民全民全民全民」」」」二字二字二字二字。。。。    

疾管科 

1. 有關「109 年性平亮點方案
計畫」，詳如本次討論案第
一案。(附件 8) 

2. 已配合刪除「全民」二字。。 

108年8月6
日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決議事項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列管建議    

108

071

9-5 

有關本局 108

年推動性別
主流化成果
報告架構(草
案) 一案，提
請討論。 

本案請高長科依據會議
資料第 131 頁，編號 9、
10 及 11 選定其中一項並
與以下4項具體措施作為
108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
果報告，爰請各主責科室
於下次會議依本架構提
供相關資料。 

高長科 

高長科業提「長照特約專
業服務」作為 108 年推動
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之具
體措施，詳如本次報告案
第三案。(附件 3) 

108年8月2
日 

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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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本次會議報告案本次會議報告案本次會議報告案本次會議報告案：：：：    

一、第一案：    

(一)案由：本局「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1 至 12 月執行成果，報請公鑒。【【【【請各委員參閱附請各委員參閱附請各委員參閱附請各委員參閱附

件件件件 1111----P12P12P12P12】】】】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108年 9月 5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81655755號函及 108年 7月 19日本

局第 2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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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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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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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1.1. 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題特性而言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題特性而言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題特性而言以銀髮族群及本次議題特性而言，，，，能擴大男性參與人數即能擴大男性參與人數即能擴大男性參與人數即能擴大男性參與人數即屬屬屬屬符合本亮點目標要求符合本亮點目標要求符合本亮點目標要求符合本亮點目標要求，，，，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使用統計圖表時以能清楚表達占比為主使用統計圖表時以能清楚表達占比為主使用統計圖表時以能清楚表達占比為主使用統計圖表時以能清楚表達占比為主，，，，使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計較無意義使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計較無意義使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計較無意義使用標準差在本議題統計較無意義。。。。另另另另在在在在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一年度時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一年度時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一年度時執行上如顯難超越前一年度時，，，，建議可於設定目標值時建議可於設定目標值時建議可於設定目標值時建議可於設定目標值時，，，，以以以以超過超過超過超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性別性別性別性別目標人數目標人數目標人數目標人數

或人次或人次或人次或人次、、、、場次增加場次增加場次增加場次增加做設定做設定做設定做設定。。。。    

2.2.2.2. 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圖表部分酌作修正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圖表部分酌作修正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圖表部分酌作修正本案請食藥科就統計圖表部分酌作修正，，，，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二、第二案： 

(一)案由：有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局 108 年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請請請請

各委員參閱附件各委員參閱附件各委員參閱附件各委員參閱附件 2222----P28P28P28P28】】】】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108年 9月 5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81655755號函及 108年 7月 19日本

局第 2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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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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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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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點之執行成果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點之執行成果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點之執行成果請業務科檢視各項工作重點之執行成果，，，，提供執行數占總數之百分比提供執行數占總數之百分比提供執行數占總數之百分比提供執行數占總數之百分比及及及及性別統性別統性別統性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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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計計計，，，，俟修正完竣再俟修正完竣再俟修正完竣再俟修正完竣再依限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依限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依限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依限上傳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 

1.1.1.1.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之之之之 2222----2222，，，，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優生保健減免計畫優生保健減免計畫優生保健減免計畫優生保健減免計畫」」」」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新生兒新生兒新生兒新生兒

先天性先天性先天性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代謝異常疾病篩代謝異常疾病篩代謝異常疾病篩檢人數檢人數檢人數檢人數與新北市新生兒與新北市新生兒與新北市新生兒與新北市新生兒人數做比人數做比人數做比人數做比較較較較((((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可清可清可清可清楚楚楚楚目標值之目標值之目標值之目標值之執執執執

行率行率行率行率高低高低高低高低，，，，並可作為下次目標值之設定參考並可作為下次目標值之設定參考並可作為下次目標值之設定參考並可作為下次目標值之設定參考。。。。    

2.2.2.2.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之之之之 2222----4444，，，，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108108108108 年度新北市兒童發展篩檢及評估鑑定年度新北市兒童發展篩檢及評估鑑定年度新北市兒童發展篩檢及評估鑑定年度新北市兒童發展篩檢及評估鑑定」」」」

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建議與新北市建議與新北市建議與新北市建議與新北市 0000 至至至至 6666 歲歲歲歲以下兒童以下兒童以下兒童以下兒童總總總總數做比較數做比較數做比較數做比較或或或或加入加入加入加入男女童之人數男女童之人數男女童之人數男女童之人數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之比較。。。。    

3.3.3.3.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婚姻與家庭篇」」」」之之之之 2222----4444，，，，高長高長高長高長科科科科「「「「身心障礙鑑定暨醫療輔具補助計畫身心障礙鑑定暨醫療輔具補助計畫身心障礙鑑定暨醫療輔具補助計畫身心障礙鑑定暨醫療輔具補助計畫((((延續延續延續延續 107107107107

年計畫年計畫年計畫年計畫))))」」」」::::請提供請提供請提供請提供最最最最新新新新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至至至至 12121212月月月月。。。。    

4.4.4.4.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照顧照顧照顧照顧篇篇篇篇」」」」之之之之 2222----2222，，，，心心心心衛衛衛衛科科科科「「「「社區長者社區長者社區長者社區長者憂鬱憂鬱憂鬱憂鬱篩檢及篩檢及篩檢及篩檢及關懷關懷關懷關懷」」」」::::建議提供符合建議提供符合建議提供符合建議提供符合

高高高高危險危險危險危險需要需要需要需要轉介轉介轉介轉介人數人數人數人數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以及以及以及以及轉介轉介轉介轉介成成成成功功功功之人數之人數之人數之人數，，，，以以以以便便便便於於於於策策策策略上略上略上略上作作作作檢檢檢檢討討討討及及及及改改改改善善善善。。。。    

5555....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醫療與照顧照顧照顧照顧篇篇篇篇」」」」之之之之 2222----5555，，，，高長科高長科高長科高長科「「「「長長長長照照照照特特特特約約約約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 : : 請提供請提供請提供請提供最最最最新新新新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至至至至

12121212月月月月。。。。    

6.6.6.6.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與文化與文化與文化與媒媒媒媒體篇體篇體篇體篇」」」」之之之之 2222----6666，，，，健管健管健管健管科科科科「「「「校園周邊校園周邊校園周邊校園周邊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飲飲飲飲食輔食輔食輔食輔導導導導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面面面面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可可可可增加輔增加輔增加輔增加輔導導導導以以以以後後後後之成果之成果之成果之成果，，，，例例例例：：：：原原原原本本本本不不不不符合家數符合家數符合家數符合家數，，，，以及輔以及輔以及輔以及輔導後導後導後導後符合健康符合健康符合健康符合健康早餐店早餐店早餐店早餐店之家數之家數之家數之家數，，，，

可可可可反映反映反映反映政政政政策策策策成成成成功功功功率率率率。。。。    

三、第三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108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一案，報請公鑒。【【【【請各委員參閱請各委員參閱請各委員參閱請各委員參閱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P43P43P43P43】】】】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9 月 5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81655755 號函及 108 年 7 月 19 

              日本局第 2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本案業於 109 年 1 月 22 日通報相關科室依限填復資料，茲將本局各科室資料彙整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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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將將將將需需需需要要要要連結連結連結連結網網網網站站站站才才才才能檢視之能檢視之能檢視之能檢視之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例例例例::::性別統計及分性別統計及分性別統計及分性別統計及分析析析析))))印印印印出出出出並以並以並以並以摘摘摘摘要或比較要或比較要或比較要或比較

近近近近 2222 年新增項目年新增項目年新增項目年新增項目或標或標或標或標註註註註業務亮點業務亮點業務亮點業務亮點方方方方式式式式作作作作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並依限上傳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 

四、第四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108 年跨局處議題」一案，報請公鑒。【【【【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4444----P63P63P63P63】】】】 

(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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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新北市政府108年 9月 5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81655755號函及 108年 8月 29日第

五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本健康醫療照顧組 108 年跨局處議題為：(一)為提升生育率及支持欲孕家庭，推動「好

孕包」行動方案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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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皆已達成階段性成果，爰已於 108 年 8

月 29 日第五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2 次會議決議 109 年不

再續推此兩議題。 

3. 本案業於 109 年 1 月 15 日通報 108 年度跨局處議題主責科室更新資料並彙整如後。 

4. 本案如同意備查，擬提報健康、醫療與照顧組會議。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1.1.1. 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部分數部分數部分數部分數據據據據請再請再請再請再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1)(1)(1)(1) 1111----12121212月月月月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量量量量化化化化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之參與人數計之參與人數計之參與人數計之參與人數計 1000100010001000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無無無無誤誤誤誤((((衛衛衛衛生局生局生局生局))))。。。。    

(2)(2)(2)(2) 1111----12121212月月月月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辦理情形----量量量量化化化化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之執行之執行之執行之執行經費應經費應經費應經費應為為為為誤繕誤繕誤繕誤繕，，，，請提供正請提供正請提供正請提供正確確確確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2.2.2.2. 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議題二::::利利利利用工作用工作用工作用工作坊坊坊坊之形之形之形之形式式式式形成政形成政形成政形成政策策策策概念概念概念概念，，，，推動公共推動公共推動公共推動公共政政政政策開放策開放策開放策開放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短期聚焦短期聚焦短期聚焦短期聚焦並整合成並整合成並整合成並整合成

跨跨跨跨局局局局處處處處議題議題議題議題，，，，立立立立意意意意不錯不錯不錯不錯，，，，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可可可可出版出版出版出版成果成果成果成果，，，，多多多多辦場次辦場次辦場次辦場次並並並並普普普普及參與及參與及參與及參與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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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本次本次本次本次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討論討論討論討論案案案案：：：：    

 一、第一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109 年性平亮點方案計畫」一案，提請討論。【【【【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5555----P71P71P71P71】】】】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9 月 5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81655755 號函及 108 年 7 月 19               

日本局第 2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本局 109 年性平亮點計畫為疾管科提報之「性病篩檢服務計畫」，檢附 109 年規劃情形、

性別推動方案檢視表及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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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請疾管科本案請疾管科本案請疾管科本案請疾管科針對針對針對針對促進促進促進促進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參與增加具體參與增加具體參與增加具體參與增加具體策策策策略略略略及及及及敘敘敘敘述述述述。。。。    

二、第二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09 年工作計畫一案，提請討論。【【【【請各請各請各請各

委員參閱附件委員參閱附件委員參閱附件委員參閱附件 6666----P77P77P77P77】】】】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8 年 9 月 5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81655755 號函及 108 年 7 月 19      

日本局第 2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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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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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1. 請業務科請業務科請業務科請業務科再次再次再次再次檢視檢視檢視檢視工作內工作內工作內工作內容摘容摘容摘容摘要要要要，，，，新增性別統計新增性別統計新增性別統計新增性別統計或或或或論述論述論述論述，，，，倘為單一性別或無法統計倘為單一性別或無法統計倘為單一性別或無法統計倘為單一性別或無法統計，，，，則則則則

酌作文字修正酌作文字修正酌作文字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2.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文化與文化與文化與文化與媒媒媒媒體篇體篇體篇體篇」」」」之之之之 2222----6666 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為為為為「「「「重視女重視女重視女重視女孩運動權益孩運動權益孩運動權益孩運動權益，，，，研擬研擬研擬研擬女女女女孩孩孩孩及女及女及女及女學學學學生健生健生健生健

康體能康體能康體能康體能促進促進促進促進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推廣推廣推廣推廣女女女女孩孩孩孩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位觀位觀位觀位觀點點點點。。。。」」」」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健管科所所所所提提提提報報報報之之之之「「「「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適適適適能能能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對象應側對象應側對象應側對象應側重在女重在女重在女重在女孩孩孩孩，，，，方符合本項工作方符合本項工作方符合本項工作方符合本項工作之性別目標之性別目標之性別目標之性別目標，，，，爰爰爰爰請再請再請再請再予予予予以以以以調調調調整整整整。。。。 

3.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幕僚幕僚幕僚幕僚單單單單位位位位針對針對針對針對新增項目作新增項目作新增項目作新增項目作摘摘摘摘要要要要性性性性敘述敘述敘述敘述或標或標或標或標示示示示。。。。 

三、第三案： 

(一)案由：有關本局「109 年跨局處議題」一案，提請討論。【【【【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請各委員參閱附件 7777----P88P88P88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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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108年 9月 5日新北府社綜字第1081655755號函及 108年 8月 29日第

五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2. 本健康醫療照顧組 109 年跨局處議題係由健管科及心衛科主責—「更年期婦女健康管

理」、高長科主責「兩性照顧者的喘息服務使用」兩大議題，刻正規劃並邀集相關局處

參與。 

3.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依期程持續推動 109 年度跨局處議題並提報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為行為行為行為行銷策銷策銷策銷策略及略及略及略及觀念倡觀念倡觀念倡觀念倡議議議議起起起起，，，，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納納納納入新入新入新入新聞聞聞聞局為參與局局為參與局局為參與局局為參與局處處處處。。。。另另另另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議題一中中中中高高高高齡婦齡婦齡婦齡婦女健女健女健女健

康管理康管理康管理康管理，，，，建議先建議先建議先建議先從婦從婦從婦從婦女作女作女作女作起起起起，，，，健管科提健管科提健管科提健管科提報報報報之之之之方案方案方案方案看不出針對中看不出針對中看不出針對中看不出針對中高高高高齡婦齡婦齡婦齡婦女女女女;;;;    心心心心衛衛衛衛科科科科之之之之質質質質性性性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截截截截至至至至101010109999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本市本市本市本市44445555----64646464歲歲歲歲中中中中高高高高齡婦齡婦齡婦齡婦女計女計女計女計有有有有664664664664,,,,444499992222人人人人與與與與量量量量化化化化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參與人數參與人數參與人數參與人數((((性性性性

別統計別統計別統計別統計))))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1111萬萬萬萬人人人人((((女性至女性至女性至女性至少少少少 80808080%%%%))))之數之數之數之數據據據據請再請再請再請再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四、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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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參閱附件委員參閱附件委員參閱附件委員參閱附件 8888----PPPP99993333】】】】 

(二)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108 年 1 月 16 日新北人企字第 1080103267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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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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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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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會議紀錄並確實執行。 

3. 本局 108 年委員會總數共 18個，已符合任ㄧ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ㄧ規定者有 17個，

未符合者有 1個，請本局逐一檢討未符合之委員會性別比例，並研提改進意見如附表。 

4.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持續列管並將紀錄報送人事處彙整。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醫管科醫管科醫管科醫管科所所所所提改提改提改提改進進進進方方方方式式式式----「「「「俟本俟本俟本俟本屆屆屆屆委員委員委員委員任期屆滿後任期屆滿後任期屆滿後任期屆滿後，，，，修正修正修正修正組組組組成成成成規規規規定定定定，，，，以達成性別以達成性別以達成性別以達成性別

比比比比例例例例」」」」，，，，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可可可可提提提提早早早早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或評估修正或評估修正或評估修正或評估修正規規規規定以定以定以定以推派推派推派推派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之可行性之可行性之可行性之可行性作作作作調調調調整整整整。。。。 

五、第五案： 

(一)案由：有關「新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案，提請討論。【【【【請各委員請各委員請各委員請各委員

參閱附件參閱附件參閱附件參閱附件 9999----PPPP9595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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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 

1. 依據本局疾管科 108 年 12 月 12 日簽准及新北市政府制訂(修正、廢止)自治條例標準作

業程序辦理，並檢附草案條文、立法衝擊評估報告、草案總(逐條)說明及新北市自治條

例(制定/修正案)性別影響評估表各 1份。 

2. 本案如審議通過，擬由疾管科陳報本府法制局辦理後續事宜。 

(三)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照照照照案案案案通通通通過過過過，，，，並並並並請疾管科請疾管科請疾管科請疾管科陳報陳報陳報陳報本本本本府府府府法法法法制制制制局辦理局辦理局辦理局辦理後後後後續續續續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玖玖玖玖、、、、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拾、散會:下午 3時 2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