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108 年度第 2 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縣府 304 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委員孟安(吳副主任委員麗雪代)

記錄：社工員黃珮婷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林委員夙慧、高委員珠鈴、楊委員幸真、張委員麗玉、王委員介言、
馬委員秀辛、蔡委員順柔、施委員丞貴、李委員怡德(梁副處長精恆
代)、劉委員美淑、江委員國樑、林委員德輝。
請假委員－游委員美惠、楊委員江瑛。
列席人員－詳見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詳見會議手冊第 3 至 6 頁)：確認。
参、歷次會議列管事項：
案由一 屏東縣 107-108 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執行
情形

決議

執行
單位

詳如會議手冊第 7 頁、第 15 頁至第 33 頁。
1.以中央五類性別預算分類方式為主，並參考台北市性別預算特色後於
本府性別預算第 5 類「其他類」加入本縣地方特色的性別預算。
2.學校辦理性別友善相關經費皆列為性別預算。
3.人事處 9 月 9 日辦理之性別預算課程中請相關單位瞭解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藉此修正性別預算填報情形。
4.計畫中的性別相關措施皆為性別預算，而非填入整項計畫費用。
5.例如本次設計展哺集乳室即為性別預算、行政處於縣府的公廁性別比
例改善情形也屬性別預算；若考慮到男性的需求也屬性別預算的一種。
6.解除列管。
主計處

肆、幕僚單位工作報告：各小組召開會議時間及出席委員名單(詳見會議手冊 8
頁)。
決定：一、請各局處固定承辦同仁參與小組會議，以利會議運作。
二、張委員麗玉有出席 6 月 28 日健康醫療小組會議，請修正資料。
1

伍、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
一、108 年行政院推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訪視輔導作業：洽悉。
二、屏東縣建置在地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詳見會議手冊 35 至 36 頁。
決定：同意備查。
陸、五大小組亮點計畫報告：
組別一
計畫名稱

決定

組別二
計畫名稱

決定

組別三
計畫名稱
決定
組別四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
育有學齡前兒童的身心障礙婦女之福利促進與權益提昇跨局處整合
計畫(詳見會議手冊 37 至 47 頁)
1.須思考育有學齡前兒童的身障婦女就業工作上需求為何，以及依
兒童年齡對應到身障婦女的就業需求不同，策略可再評估調整，
以提供適切服務。
2.缺乏工作動機可能是缺乏對工作的想像力，針對身障婦女的就業
需求建議勞工處可於就業訓練或就業輔導時從就業型態做各種思
考，很多工作不一定要離開居住地，可依據障別思考在家工作的
可行性。
3.請持續針對育有學齡前兒童的身心障礙婦女的需求再釐清。
4.請小組再掌握需求後持續進行本計畫。
教育、文化及傳播組
「學原住民運動 Kicauwan ta kinacalisiyanan」
(詳見會議手冊 48 至 51 頁)
1.學原住民運動主要是族群主流化，欲併入性別主流化，建議原住
民處注重部落大學或原住民會館課程或活動如何放入性平概念。
2.請再思考計畫目的使其聚焦，並思考要產出的效果為何。
3.希望亮點計畫是連結各單位的跨局處整合計畫，將各局處的專長
及主管項目列入，是可以產出亮點的。
人身安全組
「強身運動、性別非阻力」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108 年暑期青少年柔
道訓練營(詳見會議手冊 52 至 59 頁)
可以找委員訓練討論帶領者，持續辦理後帶領的能力會提升。
健康及醫療組

計畫名稱 愛之提醒(詳見會議手冊 60 至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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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組別五
計畫名稱

決定

1.在民團合作上可再補充結合的資源。
2.感染檢測不應集中於同志，擔憂汙名化的問題。
3.亮點建議可著墨於女性主動積極篩檢及簡便篩檢方式(非到醫院篩
檢，而是透過自我篩檢試劑)，或再思考如何更突顯亮點之處。
4.本縣 15-24 歲愛滋感染者比例高，建議教育處校園性平宣導時參考
運用。
環境、科技及能源組
推動觀光景點及相關公共休閒場所性別友善措施
(詳見會議手冊 66 至 69 頁)
1.友善措施檢查表請依照法令規範與用語設計，如「婦幼停車位」
應為「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
。
2.檢查項目應盤點與更細緻，例如尿布臺設置位置是否分列男、女
廁或標誌指引的明確性，語言使用及改善期程都可列為考慮內容。
3.請參考「推動公共空間公廁友善措施」亮點計畫的公廁檢查表。
4.請交旅處向監理站反映低地板公車問題，日本的公車為利民眾上
下車會有升降設施，但監理站卻表示若公車加裝相關設施會導致
檢查不合格，再請交旅處續處。
5.請持續修正本計畫使其完善。

柒、五大小組執行事項報告(各組報告內容詳小組會議紀錄，略)
一、就業經濟及福利組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71 至 75 頁)
二、教育文化及傳播組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76 至 77 頁)
三、人身安全組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78 至 82 頁)
四、健康醫療組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83 至 89 頁)
五、環境科技及能源組報告(詳見會議手冊 90 至 91 頁)
決定：請各小組完成資料修正，俾利性平工作推動；同意備查。
捌、提案討論：
建請勞動部辦理職業重建服務相關課程融入性別意識主題，俾提升
案由一
第一線專業服務人員性別觀念，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就業、經
濟及福利小組）
目前勞動部所辦理之職業重建服務相關課程，皆為職重人員例
行性專業課程，為培養第一線服務人員具性別意識觀念，進而提升
說明
專業服務人員於服務個案過程中對多重身分、不同性別及障別身障
者就業特質與權利之認識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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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案由二

說明

決議
案由三
說明
決議

案由四

說明

請向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提案，建請勞動部辦理職業重建訓練納
入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為保障身障婦女權益及使本組「育有學齡前兒童的身心障礙婦女之
福利促進與權益提昇跨局處整合計畫」更完整，擬請「環境、能源
及科技小組」針對本府各公共空間建置身障婦女育兒無障礙設施設
備情形進行列管檢視，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就業、經濟及福利
小組）
1.本亮點計畫工作項目四「社會參與-無障礙設施設備」，為提供身
障婦女在使用公共設施育兒設備之便利性，小組決議先由本組盤
點本府各局處所轄公共空間設置哺集乳室及(可調降高度)尿布台
情形。
2.盤點資料如附件五(詳見會議手冊 93 至 94 頁)。
哺集乳室為衛生局業管，請衛生局針對該組建議瞭解目前哺集
乳室使用狀況進而改善。
請各局處性平業務窗口應為固定承辦人，勿每年更換。（提案單位：
就業、經濟及福利小組）
部分性平業務窗口異動頻繁，委員建議應固定承辦人以利會議
討論與運作。
請各局處指定性平業務承辦人員，非以科室輪辦性質辦理，避
免每次會議不同人員出席。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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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計畫評比項目有性平創新獎或故事獎，擬先選定欲參賽計畫，以
利準備，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性別平等工作專案小組）
1.109 年性平考核評比項目有性平創新獎或故事獎，依據 108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工作專案小組決議請各局處針對業務思考創新獎或
故事獎的 1 個案例。
2.性平創新獎提案計畫如下：
單位
計畫名稱
財稅局
加強宣導財產繼承男女平權觀念
社會處、勞工處 育有學齡前兒童的身心障礙婦女之福利促
進與權益提昇跨局處整合計畫
警察局
暑期青少年柔道訓練營
衛生局
國境之南愛滋篩檢
城鄉發展處、交
通旅遊處、傳播 2019 台灣燈會性別友善措施示範操作手冊
暨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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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3.性平故事獎提案計畫如下：
單位
計畫名稱
民政處
子女都是心頭肉
客家事務處
客家藍衫登大堂
行政處
子女探視權問題
文化處
「屏東之光」旅美女性設計師-江孟芝返鄉
辦個展：以藝術扭轉奇蹟的斜槓人生
農業處
女力撐起農會ㄧ片天
環境保護局
推動沼液沼渣還肥於田－女性撐起半邊天
4.無提案單位如下：主計處、消防局、政風處、水利處、人事處、
工務處、原住民處、教育處、研考處、地政處。
請各單位將計畫內容突顯性平關聯，並請各小組委員協助檢視
可調整之內容，例如：農業處「女力撐起農會ㄧ片天」及環境保護
局「推動沼液沼渣還肥於田－女性撐起半邊天」可導入新元素後參
賽。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辦理「性平大尋寶家有獎徵答」活動，請各單位
踴躍參加。（提案單位：人事處）

說明

1.本府 108 年 8 月 27 日屏府人考字第 10871654100 號函請各單位踴
躍參與性平處辦理之活動，如參與同仁完成尋寶任務且成績達 80
分者，可取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1 小時。
2. 109 年性平考核將以本活動機關組參與率列為加分項目。

決議

請同仁踴躍參加。

拾、散會：同日 16 時 30 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