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新營區公所 108 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所 1 樓災害應變中心
叁、主席：魏區長文貴

記錄：蔡佳芬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來賓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本所 108 年 6 月至 11 月各課室性平工作成果報告：
課室

社會課

民政及人
文課

成果
1.108.06.03 王公社區端午佳節粽葉飄香關懷弱勢暨長照 2.0 活動宣
導性別平等-150 人 (男女比 3:7)
2.108.08.03 新營區慶祝父親節表揚活動宣導性別平等-400 人(男女
比 4:6)
3.108.09.06 王公社區中秋佳節暨長者行車交通安全活動宣導性別平
等-250 人(男女比 4:6)
4.108.09.08 永生社區居民健康暨愛心中秋聯誼活動宣導性別平等250 人(男女比 4:6)
5.108.09.11 興業社區中秋節聯誼活動宣導性別平等-300 人(男女比
5:5)
6.108.09.12 姑爺社區中秋晚會暨老人居家安全健康宣導性別平等150 人(男女比 6:4)
7.108.09.14 角帶社區中秋節趣味競賽及反詐騙活動宣導性別平等300 人(男女比 6:4)
8.108.10.03 太子社區關心老人健促活動暨節能減碳活動宣導性別平
等-250 人(男女比 5:5)
9.108.10.05 鐵線社區九九重陽敬老暨用藥安全宣導性別平等-100 人
(男女比 5:5)
10.108.10.16 性平月計畫-臺南市新營區 108 年度防災志工聯繫會報
暨教育訓練（含性別平等）-150 人 (男女比 4:6)
11.108.11.09 就業博覽會暨宣導性別平等-2000 人(男女比 5:5)
12.108.11.19 護鎮社區預防失能延緩課程宣導性別平等-35 人(男女
比 1:9)
1.108.06.01 民榮里一里一日清活動宣導性別平等-40 人(男女比
4:6)
2.108.06.01 南興里端午活動宣導性別平等-100 人(男女比 3:7)
3.108.06.01 興業里端午活動宣導性別平等-100 人(男女比 5:5)
4.108.06.01 中營里端午節聯誼餐會暨登革熱防治活動宣導性別平等
-100 人(男女比 4:6)
5.108.06.01 太北里端午節暨節約能源活動宣導性別平等-100 人(男
女比 5:5)
6.108.06.02 新北里歡慶端午暨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宣導性別平等-160
人(男女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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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課

7.108.06.05 忠政里端午節聯歡暨健康飲食與環境教育及治安政令活
動宣導性別平等-200 人(男女比 4:6)
8.108.06.16 忠政里中部觀摩活動宣導性別平等-82 人(男女比 4:6)
9.108.06.18 太南里交通宣導講習會家暴性平宣導-20 人(男女比 3:7)
10.108.07.06 新東里一里一日清活動宣導性別平等-30 人(男女比
5:5)
11.108.07.16 2019 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藝術季~戀戀姑爺活動宣導
性別平等-100 人(男女比 4:6)
12.108.08.13~108.08.15 福園中元法會宣導性別平等-1500 人(男女
比 5:5)
13.108.08.17 中營里一里一日清活動宣導性別平等-45 人(男女比 4
:6)
14.108.09.01 大宏里中秋團圓感恩惜福活動晚會宣導性別平等-900
人(男女比 4:6)
15.108.09.01 新南里中部觀摩活動宣導性別平等-43 人(男女比 4:6)
16.108.09.07 護鎮里一里一日清活動宣導性別平等-50 人(男女比
5:5)
17.108.09.07 新南里中秋節聯歡晚會活動宣導性別平等-900 人(男女
比 4:6)
18.108.09.08 南興里中秋節幸福團圓活動宣導性別平等-200 人(男女
比 5:5)
19.108.09.08 埤寮里中秋活動宣導性別平等-300 人(男女比 4:6)
20.108.09.12 忠政里中秋聯歡暨登革熱活動宣導性別平等-400 人(男
女比 5:5)
21.108.09.28 興業里重陽活動宣導性別平等-250 人(男女比 5:5)
22.108.10.06 忠政里重陽敬老聯歡暨健康促進政令宣導性別平等-350
人(男女比 5:5)
23.108.10.06 南興里重陽活動宣導性別平等-150 人(男女比 5:5)
24.108.10.06 新東里重陽節活動宣導性別平等-160 人(男女比 5:5)
25.108.10.13 新南里中部觀摩活動宣導性別平等-84 人(男女比 5:5)
26.108.11.09 三以里一里一日清活動宣導性別平等-50 人(男女比 5:
5)
27.108.11.17 南瀛綠都心籃球三對三活動宣導性別平等-500 人(男女
比 5:5)
1.108.09.06 課務會議宣導性別平等-20 人(男女比 4:6)
利用課務會議進行性別平等宣導，期盼藉此宣導能培養互相尊重，
消除過往舊有的印象:男主外女主內，同時減輕女性或男性在職場
上與家庭照顧之間的衝突。
2.108.10.03 防災教育暨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宣導性別平等-50 人(男女
比 5:5)
利用防災教育暨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場合宣導「平權來調味，性別相
處更美味」、「性別平等好觀念，家事分擔一起來」等觀念，讓性
別更加平等。
3.108.10.15 CPR 及 AED 急救技能訓練宣導性別平等-30 人(男女比
5:5)
參加人員為本所職員，於活動中播放自製性別平等 powerpoint 簡
報，其宣導內容為遇到民眾昏倒在公眾場合，如發生呼吸及心跳停
止時，請立即協助患者進行 CPR，不要因為對象是男性或女性因素
而不願施與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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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8.11.26 資安講習暨性別平等宣導-30 人(男女比 5:5)
利用本所資安講習機會進行性別平等宣導，宣導性別平等觀念「性
別主流化的最終目標，乃在實現性別平等。」
5.108.11.29 志工會議宣導性別平等-40 人(男女比 4:6)
為提升本所志工對於性別意識平等之認識，利用會議時宣導，臺灣
女性的地位，總體而言，已不斷進步，許多父母已沒有上一代那麼
重男輕女了，大專女生人數甚至已經超過男生。
政風室

人事室

1.政風室電子報第 9 期宣導性別平等
2.政風室電子報第 10 期宣導性別平等
1.108 年 6 月 28 日辦理性別讀書會─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
別教育，透過讀書會討論女性在傳統習俗中，例如在生育、婚姻、
年節、送終祭祀的習俗上所遭遇到的處境，並看見各習俗暗藏的性
別問題。讓同仁了解到生活中處處都有性別的議題，會中探討這些
習俗改變的可能性，期藉由觀念的改變，修正行為，以消除性別不
平等的現象。參加人數計男性 5 人、女性 7 人，共計 12 人。
2.108 年 7 月 25 日辦理性別電影院：我和我的冠軍女兒，透過電影賞
析與討論，藉由印度重男輕女、性別選擇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衡現象
使同仁了解基於性別差異，如給予不同的性別期待，則將影響每個
人的日後發展，應打破性別框架，避免因性別刻板印象而約束自
己，在任何運動或職場上，只要給女性同等機會和資源，並抹除偏
見，女性絕對能與男性公平競爭，只要興趣所在，勇敢追夢，每個
人均能盡情發揮潛力。參加人數計男性 2 人、女性 9 人，共計 11
人。
3.108 年 8 月 5 日辦理 108 年第 3 季員工月會，以培德路 9 號影片，
宣導性別平等相關觀念，期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消弭性別歧
視，面對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應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捍衛自身的
權益，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宣導人數計男性 40 人、女性 48
人，共計 88 人。
4.108 年 8 月 19 日與白河區公所合辦 108 年度員工協助方案之性別主
流化訓練─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研習，課程內容針對職場文化、性別
權力對員工身心健康的影響，了解多元性別族群，提升識別敏感
度，以營造對多元性別友善的職場。參加人數計男性 1 人、女性 4
人，共計 5 人。
5.108 年 8 月 21 日與學甲區公所合辦員工協助方案-心寬路更寬-性別
平權與尊重研習班，課程內容從社會上性別不平等現象與原因分
析，討論性別刻板印象與迷思，使同仁瞭解性別議題，進而提升性
別平等意識。參加人數計男性 0 人、女性 3 人，共計 3 人。
6.108 年 8 月 29 日辦理性別讀書會：不再模範的母親，透過讀書會討
論在傳統文化中─「好媽媽」的母職迷思，提供社會大眾對於女性
在家庭與社會角色上的另一種思考與不同的選擇，作者從日常生活
當中提出她深刻的性別觀察，讓同仁了解到生活中處處都有性別的
議題，會中探討這些文化的改變，強調性別平等的觀點重在日常生
活的實踐，期女性能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參加人數
計男性 4 人、女性 8 人，共計 12 人。
7.108 年 9 月 2 日辦理性別讀書會：北歐超完美丈夫的秘密─做家事
帶小孩不過是份內的事而已，透過讀書會討論從挪威的兩性平權觀
念與文化，反思現行台灣的性別平等推動。挪威藉由長期的教育與
社會福利政策，以落實性別平等觀念，我們應以其為借鏡，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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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課

工務課

會計室

落實性別平等，應從教育、文化、福利政策等各面向著手，改變觀
念並修正行為，才能消除社會上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參加人數計男
性 2 人、女性 8 人，共計 10 人。
8.108 年 9 月 18 日辦理員工協助方案暨為民服務宣導，以你是最棒的
影片，宣導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不分性別而限制就業的選擇，
打破性別框架，只要興趣所在，勇敢追夢，每個人均能盡情發揮潛
力，如願追求人生夢想。宣導人數計男性 11 人、女性 29 人，共計
40 人。
9.108 年 10 月 8 日與麻豆區公所合辦人權與性別認知研習，課程內容
從兩公約人權談起，並討論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檢視日常生
活中隱藏的各類歧視，性別議題就在你我身邊，培養性別意識須從
日常生活做起，以落實性別平等意識。參加人數計男性 1 人、女性
4 人，共計 5 人。
10.108 年 10 月 24 日與下營區公所合辦員工協助方案(生活面)─
「淺談家庭中的情緒教育」性別平等講座，課程內容討論家庭中情
緒教育的重要性，並探討多元性別議題，從多元性別再討論未來家
庭組成的模式，而「尊重」是面對多元性別議題最好的處方箋。參
加人數計男性 0 人、女性 4 人，共計 4 人。
11.108 年 10 月 30 日辦理性別讀書會：一起煮飯吧，透過讀書會討論
家事分擔與女性參與公共事務議題，深化性別平等觀念；繪本故事
脈絡循著父親帶領孩子共同煮食，母親參與社區發展協會幹部會
議，以推廣性別平等、家人共同分擔家務、強化女性公共參與等觀
念，期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性別平等。參加人數計男性 5 人、女性 7
人，共計 12 人。
12.108 年 11 月 20 日辦理性別讀書會─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
的邂逅，透過讀書會討論因文化與結構性因素，造成女性進入建築
設計領域的障礙；建築無關乎性別，但以女性性別特質所發展出的
設計美學與照顧倫理的想像，卻可讓建築設計的初衷回歸到使用者
身上─讓使用者說話，回歸到建築是活生生的人在這個空間裡有溫
度的生活的總和，而不只是冰冷的線條與大師光環的設計。參加人
數計男性 2 人、女性 10 人，共計 12 人。
1.108.07.12 大台南商圈物產展宣導性別平等-200 人(男女比 5:5)
2.108.08.11 舊廍好蘆節-鬥陣來七逃宣導性別平等-200 人(男女比
5:5)
1.108.06.25 課務會議宣導性別平等-5 人(男 4 女 1)
利用開會場合進行性別平等宣導，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之家務篇「性
別平等好觀念，家事分擔一起來」。
2.108.11.28 課務會議宣導性別平等-7 人(男 6 女 1)
為提高相關職員能將「性別」加以運用及融入業務之敏感度，藉由
開會場合進行性別平等宣導，宣導性別平等觀念「少一分性別歧
視，多一分平權共識。」
1.108 年 6 月編製「新營區 107 年人口結構與特性分析」(附件 1)
2.108 年 8 月 14 日舉辦性別平等宣導暨研討會-9 人(男 1 女 8)
舉例以實例說明：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男女公廁比例最低應為
1：3。使其性別之差異性，由法規面來規範下更趨於平等。

二、第 1 季至第 3 季列管表格(附件 2)及臺南市政府各機關單位推動性別主流化
工具執行成果一覽表(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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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半年度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108 年第 1 季、第 2 季、第 3 季列管表格暨相關資料均於期限內完成報送。
2、第 4 季(10 月至 12 月)請各課室於 109 年 1 月 6 日(星期一)前將列管表及附
件資料(照片、實施計畫、簽到表...等)，上傳本所內網表格下載區/社會
課/性別平等-列管表格/ 108 第 4 季列管表格資料夾，俾利於期限內繳交。
3、108 年 10 月份性平月活動，本所已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辦理完成。
本所聘請翁程祥校長擔任性平教育講師，解說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以
建立無性別歧視的環境，藉由深入探討並導入性平觀念，將性平融入日常
，互相尊重多元性別，精闢絕倫之演講讓防災志工受益良多。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配合辦理 109 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請各課室整理好各項資料依期程
提報成果，提請討論。
說明：為配合性平辦公室辦理 109 年性平業務預評，請各課室依「性平考核自評
表」填寫 108 年性平成果，並將電子檔及相關資料(如照片、簽到表...等)於
109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前將相關資料上傳本所內網表格下載區/社會課/性
別平等-108 年度性平考核自評表資料夾中。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新建公設或修繕公設空間設計請納入性平觀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如有新建公設或修繕公設於設計時納入性平觀點，考量不同性別需求，如設
立身障廁所、性別友善廁所、哺乳室等。
二、現有或新增停車場請規劃身障停車格及婦幼停車格。
魏召集人：請工務課提供三民路停車場之身障停車格、婦幼停車格、身障廁所及天
鵝湖之身障停車格、婦幼停車格、身障廁所之照片以利報送成果。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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