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09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處長淑姿

紀錄：黃文香

肆、出席人員：本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成員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一：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109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工作成果報
告（如附件），報請鑒核。
會議討論情形：
一、 鄭委員妙君提出：有關附件二「臺南市 109 及 110 年度性
別預算彙計表」，地政局主要編列項目「類型 2：促進各種
職場性別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臺南市北安商業區市地重
劃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似乎與性平業務無
關，請業務單位提出說明或修正寫法。
二、 性別平等辦公室詹科員永誠建議：建請主計處自辦性別主
流化實體課程主題以結合本身業務內容為方向。
決議：
一、 有關地政局主要編列項目「類型 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平等
工作機會的預算─臺南市北安商業區市地重劃工程委託專
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會後請洽地政局提出說明或修正
寫法。
二、 有關自辦性別主流化實體課程主題將儘量配合以本處業務
內容為方向。
三、 修正後准予備查。
會後地政局修正寫法：將原「臺南市北安商業區市地重劃工程委託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採購」修改為「臺南市北安商業區市地重劃工程
透過完善公共設施規劃與公園、停車場及計畫道路開闢，建構安全
無虞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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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提案：無。
捌、散會時間：下午 2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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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109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工作
成果報告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109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工作成果報告
壹、 前言
為培養本處同仁性別意識、實踐性別平等，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本處
業務，強化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執行，本處於106年12月14日成立「臺南市
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並於同日會議決議通過「臺南市政府
主計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108年度）」、109年5月20日會議
決議通過「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9-112年度）」
，
以落實應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貳、 推動本處性別平等業務成果
一、 召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
本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由處長擔任召集人、副處長為副召集人，另
邀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科鄭科長妙君擔任外聘委員。本小
組109年12月18日置委員13人，其中男性委員5人、女性委員8人，
委員中任一性別比例均達三分之一以上。109年度召開會議情形說
明如下：
(一) 第1次會議
1. 召開日期：109年5月20日。
2. 報告事項：
(1)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108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工作成
果報告。
(2)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員名單更
換。
(3) 111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
業務輔導獎勵計畫。
3. 討論事項：
(1) 訂定「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09-112年度)」。
(2) 本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9年度工作項目。
(3) 本處110年度性別預算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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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2次會議
1. 召開日期：109年12月28日。
2. 報告事項：臺南市政府主計處109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工作成果報告。
二、 性別意識培力
(一) 依本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9-112年度），一般公務
人員每年需完成2小時以上性別意識研習課程，性別聯絡人及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需完成6小時以上性別意識研習進階
課程。本(109)年度截至12月18日本處在職職員49人（不含留
職停薪1人）、約聘僱人員（含職代）4人，共計53人，其性別
意識研習情形如下：
1. 一般公務人員：
(1) 應研習人數：男性12人、女性41人，總人數53人。
(2) 完成2小時以上性別意識研習人數：男性12人、女性41
人，總人數53人。
(3) 完成比率：男性100%、女性100%，總人數100%。
2. 性別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
(1) 應研習人數：本處置性別聯絡人1人及各科辦理性別
業務人員1人，共計6人（皆為女性）。
(2) 完成6小時以上性別意識研習人數：6人。
(3) 完成比率：100%。
(二) 本處為提升同仁性別平等觀念，除督導同仁透過數位課程學
習，及配合市府辦理性別主流化研習課程薦送同仁參訓外，另
辦理12場性別主流化實體課程，其辦理情形如下：
1. 應用統計分析(含通報)暨性別統計研討會：
(1) 辦理時間：109年3月19日、109年5月19日、109年6月
23日、109年7月1日、109年7月21日、109年7月23日、
109年7月29日、109年8月26日、109年8月28日、109年
9月25日及109年10月27日，共計11場。
(2) 參加總人數：男性97人、女性146人，總計2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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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效益：經由本處長官及同仁對撰寫之性別統計分
析提出改善意見，建議包含文字敘述及相關性別統計
資料運用，以互相研討方式精進，提高性別統計分析
品質與參用價值，並提升性別統計資料之深化運用。
2. 我國性別平等發展概況：
(1) 辦理時間：109年9月2日。
(2) 參加人數：男性11人、女性37人，總計48人。
(3) 推動效益：邀請現任臺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蔣月琴秘
書長擔任主講，以案例探討我國性別平權之推展，瞭
解當前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並引導學員檢視
目前社會性別平等現況，是否還有歧視存在？思考如
何成為性平推動者？
(4) 成果分析：學員對課程滿意及非常滿意占全體學員人
數100%，顯示本次研習會成效極佳。
三、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依「111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獎勵計畫」有關「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評審項目，得排除列
計一級單位及一級機關（構）之人事、主計、政風等一條鞭單位，
爰本處109年度無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四、 性別統計與分析業務成果
(一) 辦理業務相關性別統計項目
a.104 年 9 月於市府本處網頁設立性別統計專區，內容包含
「性別圖像」
、
「性別統計指標」
、
「性別統計分析」
、
「性別
統計通報」及「性別資料庫」等五大項目，提供各界參考
運用，期望透過性別統計資料的長期觀察，探討性別資料
趨勢，觀測性別平等意識之落實。
b.105年8月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
7大核心議題，將「性別圖像」
、
「性別統計指標」及「性別
統計資料庫」內容架構分為「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就
業、經濟與福利」
、
「人口、婚姻與家庭」、
「教育、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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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
「人身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顧」及「環
境、能源與科技」等7大類，分類蒐集市府各機關性別統計
數據，並於每年8月底前更新資料。
1. 臺南市性別圖像
109年本處辦理108年臺南市性別圖像，原132中類，增訂
1中類、修訂2中類及刪除1中類，目前計7大類，132中類，
1,462項指標。
2. 性別統計指標
109年本處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建議辦理108年臺南市性
別統計指標增刪修訂，原404項，增訂4項，目前計408項
指標。
3. 性別統計資料庫
由性別統計指標同步更新性別統計資料庫，目前提供98
至107年資料查詢，共計405項指標。(資料僅更新至107年，
108年起改由性別統計指標查詢平臺更新)
4. 本市建置公務統計資訊系統已於109年正式上線，內容涵
蓋性別統計指標、性別統計分析及性別統計的相關次級
資料，並由性別統計指標同步更新性別統計指標查詢平
臺，目前提供100至108年資料查詢，108年原訂404項指標，
增訂4項，目前計408項指標。
(二) 辦理性別統計分析及性別統計通報
為提升性別統計資料之運用，本處每年蒐集中央各部會及地
方政府性別統計資料，酌選重要施政議題撰寫「性別統計分
析」與「性別統計通報」
，常見探討面向包含「勞動」
、
「人口」
、
「經濟」
、
「社會福利」
、
「教育」
、
「健康與醫療」
、
「人身安全」
、
「家庭與婚姻」等，以性別角度切入，藉以觀察性別統計資
料變化趨勢，瞭解不同性別之處境與待遇等現況，作為理性
探討性別差異及性別議題之重要參考依據。
性別統計分析（長篇）與性別統計通報（短篇）：
1. 本處計完成7篇性別統計分析及8篇性別統計通報，並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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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市府本處網頁；另輔導府內單位計完成4篇性別統計分
析。
2. 輔導市府所屬18個一級機關完成21篇性別統計分析、8篇
性別統計通報，分析及通報皆已上載各機關網頁。
3. 輔導本市37個區公所完成37篇性別統計分析，並已上載各
區公所網頁。
（詳附件一「109年度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及公所性別統計
分析及性別統計通報清冊」）
(三) 深化性別統計資料撰寫能力及增加性別統計資料面向
為提高本市統計服務效能，本處積極推動撰寫性別統計分析
及通報業務，並經由每月互動討論及團隊學習方式，提升同
仁撰寫統計分析能力。每篇「性別統計分析」均簽經首長核
定，
「性別統計通報」則簽經本處處長核定後，公布於市府本
處網站供各界參用，另外，統計分析報告亦會透過主管Line
平臺傳送提供各機關首長及主管參用，以提高性別統計分析
之效益。
五、 性別預算
(一) 本處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1.配合本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期望將性別平等觀
點納入業務推動計畫，自106年度起至110年度本處編列性
別預算金額分別為143萬8,988元、169萬7,988元、160萬
3,685元、194萬3,259元及194萬3,441元（計畫項目編列明
細如下表）。
2.110年度較109年度預算數增加182元，主要係酌增「性別講
習及宣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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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主計處106-110年度性別預算
計畫項目
辦理臺南
市性別統
計
辦理臺南
市家庭收
支訪問調
查
員工育嬰
留職停薪
期間，僱
用代理人
員
籌編性別
預算講習
及宣導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單位：元)
110年度

432,335

432,335

473,762

497,863

484,582

825,653

825,653

841,923

846,396

854,859

176,000

420,000

263,000

574,000

574,000

5,000

20,000

25,000

25,000

30,000

總計

1,438,988

1,697,988

1,603,685

1,943,259

1,943,441

(二) 市府各機關性別預算推動成果
市府各機關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13億3,193萬1,378元，較
109年度12億9,983萬3,829元，增加3,209萬7,549元，主要係
地政局辦理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開發，設置路燈及人行道等
公共設施增加7,281萬6,937元、教育局增加國民小學暨附幼、
專設幼兒創意遊戲設施改善計畫6,562萬元及增加校舍、廁所
整建及設施改善5,767萬800元、民政局增建活動中心設置男
女廁所及無障礙廁所720萬元、消防局增建辦公廳舍增加女性
備勤室及性別友善安全辦公廳舍等448萬9,000元、交通局減
少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計畫7,893萬6,000元及工務
局減少人行道工程等無障礙設施改善經費1億1,602萬5,000
元等。均已於網站上刊登性別預算編列情形，以達到資訊公
開化之效果（詳附件二「臺南市109及110年度性別預算彙計
表」）。
六、 辦理性別平等宣導
為加強同仁性別平等觀念，以多元方式進行，本處109年度辦理性
6

別平等宣導活動共6場，宣導情形如下：
(一) 主計處處務會議與人權兩公約教育訓練
1. 辦理時間：109年2月3日。
2. 參加人數：男性10人、女性38人，總計48人。
3. 推動效益：播放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政策宣導得獎
影片《家務齊分擔，幸福好簡單》，藉由影片傳達媽媽的
心聲，使同仁瞭解家事的參與，其實當中包含著關心與愛，
可視為家人互動表達愛意，以及增進夫妻與親子關係的一
部分，不管是父母或孩子，都應該一起參與家務，共同維
繫一個家庭，學習願意讓自己多分擔一點家務。
(二) 110年度單位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講習會
1. 辦理時間：109年5月22日。
2. 參加人數：男性11人、女性35人，總計46人。
3. 推動效益：宣導短片《平等的愛，一樣的家》係透由實際
採訪一些多元文化及單親的家庭，透由當事者心聲說出他
們生活經歷感受與想法，雖然外表看似有一點不一樣但能
給予孩子的愛是一樣的，也希望豐富而多元的文化不僅落
實在台灣的飲食上，也能突破性別與家庭的限制，讓同仁
們學習看見差異、認識多元、以實踐尊重。
(三) 109年臺南市統計業務講習會
1.辦理時間：109年9月9日。
2.參加人數：男性29人、女性87人，總計116人。
3.推動效益：使市府各機關單位及區公所主要辦理統計業務
人員，瞭解目前辦理情形及未來性別統計發展方向，以協
助探討兩性之現況差異及提高性別統計資料之運用效益。
(四) 性平文宣宣導系列活動
1.辦理時間：109年10月12日、109年10月20日及109年10月26
日。
2.參加人數：男性20人、女性71人，總計91人。
3.推動效益：每週提供一則性平議題文宣資料【國際女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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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女孩日＆臺南性平月】
、
【小一贈書「國王與國王」】
及【行政院多元性別宣導影片「XX的房間」】，供同仁閱
讀，以深化同仁性別意識。
(五) 性別讀書會─台北家族，違章女生
1.辦理時間：109年10月14日。
2.參加人數：男性6人、女性32人，總計38人。
3.推動效益：藉由書中內容探討台灣社會給予台灣女性之各
種性別標籤與枷鎖，並請不同年齡層同仁分享早期及現代
女性社會地位的不同，並對各性別相關議題作討論。
(六) 109年度決算編製實務研習
1.辦理時間：109年12月14日。
2.參加人數：男性31人、女性109人，總計140人。
3.推動效益：藉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平等篇」性別平面文
宣，傳達《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是全球共同遵
行的公約，世界共同的潮流，我國透過立法使婦女在政治、
社會、經濟、就業、文化、教育、健康、法律、家庭、人身
安全等各個領域，獲得充分的發展與保障，建立性別平等
的幸福社會。
七、 自製CEDAW教材案例
依109年8月7日「臺南市政府性別主流化推動小組109年第2次會議」
會議決議，CEDAW自製教材需製作為原委會、人事處、秘書處、教
育局、警察局、社會局、民政局、消防局、勞工局、農業局、衛生
局、交通局、財稅局、地政局、環保局等15個機關單位，爰本處109
年度無自製CEDAW教材。
八、 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
市府本處網頁於106年12月18日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使民眾透過
網路瞭解本處推動性別平等情形。本（109）年度賡續更新本處推
動性別平等成果、及公告本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性別統計指標、
性別圖像、性別統計分析等資料，以達到資訊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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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年度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及公所性別統計分析及性別統計通報清冊
府內單位
編號
機關別
統計專題分析題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人口轉型~108年臺南市人口結構與遷徙概況
108年臺南市人力資源分析
培育幼苗~幼兒教育不能等
主計處
緣定今生，彩虹人生~108年臺南市婚姻概況分析
108年臺南市兩性犯罪概況
吸一口新鮮空氣~108年臺南市空氣品質概況
108年臺南市家庭收支調查分析
民族事務委員會 臺南市西拉雅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性別統計分析
臺南市政府暨所屬一級機關106-108年檔案管理人員性別統計分
秘書處
析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108年度社區影像紀錄人才培訓班性別統計分析
法制處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107 年消費爭議申訴案件性別統計分析

一級機關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機關別
民政局
教育局
經濟發展局
農業局
勞工局
觀光旅遊局
工務局
水利局
社會局
都市發展局
文化局
地政局
交通局
衛生局
環境保護局
警察局
消防局

統計專題分析題目
臺南市108年人口結構狀況分析與探討
臺南市99至108年戶長性別資料之分析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近5年校園性平事件性別分析
本市開發工業區各服務中心概況分析
臺南市漁會家政班成員概況性別統計分析報告
108年臺南市就業歧視暨性別平等工作分析
108年度米其林三星之旅參加導覽解說遊客性別統計分析
108年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管理供應系統專題分析
從污水下水道維護工作落實兩性參與情形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女性同仁參加防汛作業情形
長照居家照服員統計分析
線上申辦土地使用分區性別統計分析
108年度臺南文化中心35週年館慶系列活動性別統計分析
臺南市民閱讀力和閱讀興趣
男女購屋偏好
交通事件裁決中心-交通違規者性別統計分析
臺南市平均壽命與主要死因概況分析
108 年臺南市列管公廁設置概況
108年臺南市少年毒品案件統計分析
108年臺南市火災及天然災害傷亡分析
108年臺南市消防緊急救護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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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
編號

機關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新營區公所
鹽水區公所
白河區公所
柳營區公所
後壁區公所
東山區公所
麻豆區公所
下營區公所
六甲區公所
官田區公所
大內區公所
佳里區公所
學甲區公所
西港區公所
七股區公所
將軍區公所
北門區公所
新化區公所
善化區公所
新市區公所
安定區公所
山上區公所
玉井區公所
楠西區公所
南化區公所
左鎮區公所
仁德區公所
歸仁區公所
關廟區公所
龍崎區公所
永康區公所
東區公所
南區公所
北區公所
安南區公所
安平區公所
中西區公所

統計專題分析題目
新營區108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臺南市鹽水區108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臺南市白河區獨居老人概況分析
臺南市柳營區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後壁區人口統計分析及性別分析
臺南市東山區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麻豆區調解業務概況
臺南市下營區身心障礙者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六甲區獨居老人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官田區教育概況分析
臺南市大內區108年人口結構狀況及性別統計分析與探討
臺南市佳里區人口與婚姻狀況分析
臺南市學甲區獨居老人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西港區受教育程度分析
108年臺南市七股區獨居老人概況分析
臺南市將軍區108年度老年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北門區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新化區列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概況分析
人口統計概況分析
臺南市新市區108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臺南市安定區獨居老人概況
108年臺南市山上區人口結構狀況分析
臺南市玉井區 108 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臺南市楠西區獨居老人性別分布狀況分析
臺南市南化區108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左鎮區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108年仁德區悅齡親老-老人福利概況
臺南市歸仁區獨居老人分析
臺南市關廟區職員教育程度統計分析
臺南市龍崎區100年至108年獨居老人人口統計及性別分析
臺南市永康區獨居老人統計分析
臺南市東區人口結構與概況統計分析
臺南市南區108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臺南市北區108年人口結構及特性分析
臺南市安南區108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
安平區人口統計分析
臺南市中西區區公所108年度人口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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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各機關統計通報辦理情形
府內單位
編號
1
2
3
4
5
6
7
8

主計處

一級機關
編號
1
2
3
4
5
6
7
8

機關別

統計通報題目
臺南市酒後駕車概況
人口新力量～108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概況
臺南市殯葬概況
108年臺南市十大死因概況
108年臺南市不同性別經濟戶長家庭消費支出概況
勞動新力量~108 年臺南市外籍移工概況
文化拼盤～108學年臺南市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概況
從性別觀察臺南市移工現況

機關別

民政局
財稅局
社會局
警察局
消防局
勞工局
教育局
環境保護局

統計通報題目
臺南市環保葬人口數
臺南市使用牌照稅開徵概況
108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概況
108年臺南市警察機關辦理竊盜案件概況
109年1-7月火災統計
108年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志願服務概況
國中小女性擔任主管職務概況
108 年臺南市公廁設置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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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及110年度性別預算彙計表
單位:元

附件二

110年度主要編列項目
編號

機關單位別

合計

1 民政局主管

2 37區公所

3 地政局主管

4 消防局

5 財政稅務局

109年度
性別預算

110年度
性別預算

1,299,833,829

1,331,931,378

185,300

4,614,720

150,673,632

13,867,000

1,548,400

11,222,762

9,656,110

223,200,660

20,935,406

1,548,400

增減比較數

32,097,549

11,037,462

類型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 類型1-B：針對特定性別議 類型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 類型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
列的預算
題所編列的預算
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
響的一般預算
47,852,196

9,136,341

新建活動中心中設置男女廁 1.聯合婚禮婚前性別平等
所及無障礙廁所(自
講座100,000元。
治)7,200,000元。

245,156,382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2,650,377元。

1.母親節、父親節活動經費 1.鑽石婚表揚110,000元。 僱用人員代理員工育嬰留
3,190,000元。
2.性別主流化研習活動及 職停薪期間之費用
2.哺乳室設施設備改善維護 相關宣導287,200元。
5,256,590元。
5,041,390
及消耗品與非消耗品購置
40,000元。

主要增減原因分析

1,029,786,459
1.設置監視器500,000元
2.設置無障礙坡道600,000元

1.新建活動中心中設置男女廁所及
無障礙廁所(自治)7,200,000元。
2.增加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2,650,377元。
3.增加設置監視器500,000元
4.增加設置無障礙坡道600,000元

1.活動中心無障礙設施改繕350,000
元。
2.監視系統維護費用124,000元。
3.改善運動公園、街燈照明系統
60,000元。

1.依110年度實際情況編列，增加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之費用4,379,590
元。
2.增加母親節、父親節活動經費
560,000元。

地政事務所哺集乳室整修、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71,700
設施及用品、公廁維護
元。
224,996元。

臺南市北安商業區市地重 宣導財產繼承及贈與不分性別及土地
劃工程透過完善公共設施 所有權人不同性別均享有同等權利
規劃與公園、停車場及計 52,000元
畫道路開闢、建構安全無
虞生活空間221,800,000元

1.增加臺南市北安商業區市地重劃
工程透過完善公共設施規劃與公
園、停車場及計畫道路開闢建構安
全無虞生活空間221,800,000元。
2.減少臺南市麻豆工業區市地重劃
工程及新設鹽行國中暨附近地區區
段徵收採購增設人行道及路燈建構
友善環境148,983,063元。
3.減少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302,605元。

辦理所屬分隊辦公室廳舍、
車庫擴整建工程(女性備勤
室)4,086,700元。

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講座
及會議88,000元。

1.增加所屬分隊興建辦公廳舍、車
庫擴整建工程增加女性備勤室、無
障礙廁所、性別友善廁所之設置
3,069,500元。
2.增建消防辦公廳舍工程公共空間
，規劃建置性別友善及安全之辦公
環境4,489,000元。

性別主流化員工教育訓練(男 性別主流化員工教育訓練
性同仁)8,700元。
8,700元。

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僱
用代理人員1,531,000元。

72,527,028

7,068,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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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所屬分隊辦公室廳舍、車庫擴
整建工程(設置無障礙廁所及性別友善
廁所等複合型性別友善廁
所)1,362,800元。
2.辦公廳舍工程公共空間，規劃建置
性別友善、安全之辦公環境
15,044,600元。
3.常年訓練七項體技能測驗(兩性均需
參加測驗)213,400元。

臺南市109及110年度性別預算彙計表
單位:元

附件二

110年度主要編列項目
編號

機關單位別

6 教育局主管

109年度
性別預算

767,649,650

110年度
性別預算

890,927,450

增減比較數

類型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 類型1-B：針對特定性別議 類型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 類型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
列的預算
題所編列的預算
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
響的一般預算

7 文化局主管

9,101,000

9,115,000

14,000

8 農業局主管

715,580

723,580

8,000

10 工務局主管

5,054

163,985,233

657,872

48,440,000 -

1.補助學校外聘專業調查人員進行性
平事件相關調查工作及製作調查報告
經費450,000元。
2.配合辦理中央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讓幼兒儘早接受適性學前教育，以利
幼小銜接616,261,000元。
3.辦理校舍、廁所整建及設施改善等
264,275,400元。
(1)九份子重劃區新設校計畫
28,350,000元。
(2)國民小學暨附幼、專設幼兒創意遊
戲設施改善計畫125,920,000元。
(3)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計畫
39,000,000元。
(4)109-111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54,005,400
元。
(5)國民中小學校園通道鋪面路平改善
計畫工程17,000,000元。

相關活動展覽及推廣(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性別電影欣賞，宣導性別 2,260,000元。
平等)4,010,000元。

1.文化園區無障礙木棧道改善及親子
廁所改善等1,500,000元。
2.採購性平議題相關圖書資料(含視聽
資料)325,000元。
3.辦理性平議題相關閱讀推廣資料
350,000元。

123,277,800

女性相關議題之展覽、講
座、影片欣賞50,000元。

9 水利局

1.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補助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相
會及教育訓練計畫265,000 關法令與議題等宣導活動
元。
經費50,000元。
2.「勇敢做自己」性別教
育及社區婦女教育計畫
916,000元。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700,000元。

1.增加國民小學暨附幼、專設幼兒
創意遊戲設施改善計畫65,620,000
元。
2.增加校舍、廁所整建及設施改善
等57,670,800元。

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外聘委員出席費及
交通費6,000元。

新建臺南市麻豆工業區市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5,054元。
地重劃抽水站設置週邊照
明及監視錄影系統652,818
元

652,818

主要增減原因分析

增加臺南市麻豆工業區市 地重劃抽
水站設置週邊照明及監視錄影系統
652,818元

1.人行道工程、各區路燈增設、更
減少人行道工程等無障礙設施改善
換、線路補助費等相關業務工程經費 經費116,025,000元。
38,990,000元。
2.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700,000
元。

115,54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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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9及110年度性別預算彙計表
單位:元

附件二

110年度主要編列項目
編號

機關單位別

11 交通局主管

12

13

觀光旅遊局主
管

經濟發展局主
管

14 社會局主管

109年度
性別預算

79,540,000

400,000

10,229,800

56,545,000

110年度
性別預算

1,108,996 -

974,000

14,462,000

57,456,000

增減比較數

類型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 類型1-B：針對特定性別議 類型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 類型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
列的預算
題所編列的預算
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
響的一般預算

78,431,004

辦理性平相關研習及活動
104,000元。

轄管風景區男、女廁所維護
574,000 修繕計畫400,000元。

16 衛生局主管

711,100

36,077,551

651,100 -

36,516,551

婦女優先停車經費500,000元。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574,000元

1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1,722,000元。
2.性別工作平等與職等性
騷擾防治講座20,000元。
3.促進性別平等，新增女
性研發機會100,000元

4,232,200

1.台灣女孩日、婦女節活動 1.建立新住民家庭服務網
400,000元。
絡604,000元。
2.未成年懷孕服務及後續追
蹤輔導方案583,000元。
911,000 3.弱勢家庭產婦及嬰兒營養
補助費144,000元。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100,000元。
15 勞工局主管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
504,996元

60,000

1.產前遺傳診斷補助
新住民健康促進113,000
22,675,000元。
元。
2.提升婦女預防保健癌症篩
檢服務使用率(子宮頸癌、乳
癌及大腸癌)2,030,000元。
3.公費HPV施打計畫
2,789,000元
439,000
4.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
1,600,000元。
5.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
療及輔導教育方案2,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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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助民間團體、事業單
位辦理托兒設施250,000
元。
2.特定對象創業推展
200,000元
3.臺南市五心職場徵選
40,000元

主要增減原因分析
減少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
78,936,000元。

增加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費用574,000
元

老舊工業區更新改善更具保障並增加
廠商進駐意願促進女性就業機會
12,600,000元。

1.增加育嬰留停薪期間費用
1,647,000元。
2.增加老舊工業區更新改善更具保
障並增加廠商進駐意願促進女性就
業機會2,470,000元。

1.特殊境遇家庭及設籍前新住民遭逢
特殊境遇扶助14,654,000元。
2.強化婦女服務中心1,125,000元。
3.遊民安置、醫療等相關費用及路倒
民眾醫療費用13,173,000元。
4.成人失依安置16,487,000元。
5.建立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
保護扶助措施7,007,000元。

1.增加未成年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
輔導方案583,000元。
2.增加性平辦公室宣導、訓練、研
習等相關費用350,000元。
3.減少特殊境遇家庭及設籍前新住
民遭逢特殊境遇扶助957,000元。
4.增加協助非老非殘人口有安置需
要給予基本照顧服務957,000元。

校園巡迴法令宣導(宣導就業平等法
規)30,000元。

減少補助民間團體、事業單位辦理
托兒設設施50,000元

1.僱用人員代理員工育嬰 提升哺乳家庭及醫護人員哺乳相關知
留停期間之費用4,234,151 能450,000 元。
元。
2.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
研習15,000元。

1.增加家暴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
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處遇個案增加
240,000元。
2.增加公費HPV施打計畫2,789,000
元。
3.減少產前遺傳診斷補助2,325,000
元(依實際生育人員推估預算)。

臺南市109及110年度性別預算彙計表
單位:元

附件二

110年度主要編列項目
編號

機關單位別

109年度
性別預算

110年度
性別預算

17 都市發展局

166,850

166,850

18 環境保護局

657,000

647,000 -

19 警察局

326,000

326,000

20 主計處

21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22 法制處

增減比較數

類型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 類型1-B：針對特定性別議 類型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 類型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
列的預算
題所編列的預算
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
響的一般預算
聘僱用人員代理員工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之費用
161,250元。

-

僱用人員代理員工育嬰留 臺南市績優公廁考核-最佳性別友善公 減少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
職停薪期間之費用574,000 廁獎勵金(表揚公廁管理建立優良性別 計畫經費10,000元。
元。
平等環境)20,000元。
無增減變動。
建立全民正確婦幼觀念326,000元。

1.辦理臺南市性別統計
484,582元。
2.辦理臺南市家庭收支訪
問調查854,859元。

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僱 籌編性別預算講習及宣導30,000元。
用代理人員574,000元。

-

1,943,441

182

22,700

331,200

308,500

250,000

250,000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及性平
小組委員出席費、交通費
等31,200元。

推動青年事務、彙集公民意見、體現
多元參與，間接促進性別平等300,000
元
推動主流化實施計畫250,000元。

性別平等教育訓練20,000
元。

23

民族事務委員
會

22,000

73,000

51,000

24

新聞及國際關
係處

50,000

50,000

-

25 政風處

10,000

11,000

1,000

26 人事處主管

37,000

37,000

-

辦理性別平等與職場性騷
擾防治講座10,000元。
哺集乳室設備維護及用品購
置19,000元。

CEDAW教育訓練18,000元。
單身宿舍修繕維護費
50,000元。

27 秘書處

500,000

500,000

無增減變動。

性別議題講座30,000元。
10,000

1,943,259

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之外聘委員出
席費4,000元。

主要增減原因分析

-

16

增加推動青年事務、彙集公民意
見、體現多元參與，間接促進性別
平等300,000元
無增減變動。

1.客家志願服務人員運用計畫20,000 籌辦相關課程及活動增加性別平等
元
觀點51,000元。
2.社會教育學習計畫-性別教育工作坊
30,000元
3.重建kuva活絡聚落計畫結合聚落辦
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3,000元
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50,000元。

無增減變動。

宣導品印製1000元

增加宣導品印製費1,000元。
無增減變動。

1.無障礙設施保養維護費230,000元。 無增減變動
2.監視錄影系統維護費150,000元。
3.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會議、審查等
7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