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情形調查表 

評審項目四、(一) 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活動等）調查表 

填報機關：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統計期間：105年 1月至 106年 8月 

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方式 宣導場合 宣導人次 備註 

105.08.28 

105.09.25 

105.10.02 

105.10.15 

106.03.29 

106.04.22 

106.05.22 

106.08.06 

尊重性別，擁

抱多元 

認識性別主流化、性

別意識觀念，宣導

CEDAW相關法律制

度，促使瞭解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之內涵，引導認

識性別意識觀念，增

進性別敏感度，扎根

性別平等意識。 

各區原住民族

文化活動設置

攤位供民眾諮

詢、新莊區原住

民老人日間關

懷站接牌儀

式、106年社團

幹部研習活

動、三峽住戶大

會(海報宣導) 

林口區忠孝路籃球

場、鶯歌區尖山埔路永

昌里籃球場、辭修公園

(泰山區辭修路 9號)、

蘇府王爺廟、裕民活動

中心、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三峽文化部落、三

峽黃昏市場旁停車場 

共辦理 8場次，

宣導人次為

4,0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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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24 

105.11.12 

106.04.01 

認識性別平

等 

認識性別主流化、性

別意識觀念，宣導

CEDAW相關法律制

度，促使瞭解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之內涵，引導認

識性別意識觀念，增

進性別敏感度，扎根

性別平等意識。 

105年度原住民

青年躍動暨原

住民族文化研

習-樂舞培訓課

程中宣導、105

年度社團幹部

與志工研習、婦

女溝通平台

(PPT宣導) 

泰山原住民族文化活

動中心、蘭陽博物館、

新北市政府彭園 

共辦理 3場次，

宣導人次為 253

人次 

105.05.15 

105.05.24 

105.07.14 

106.04.01 

尊重性別，擁

抱多元 

1. 性別平等-家務分

工篇 

2. 育嬰留停-親愛的

小提琴 

透過電影或短

片扎根性別平

等意識 

新北市政府 26樓會議

是、汐止區厚德山光活

動、秀泰電影院 

共辦理 4場次，

宣導人次為 719

人次 



3. 性別平等電影賞

析-關鍵少數 

105.4~迄今 
性別主流化

專區 

落實使用各項性別

主流化相關工具。 
網站 

本局機關網頁設置性

別主流化專區 

截至 106年 8月

21日止，瀏覽人

次約673,475人

次 

小計  宣導方式計  4 類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註： 

1. 宣導主題與內容與性別平等無直接相關者不予計分。 

2. 本項以「對外」宣導為列計範圍(如：短片、廣播帶、研討會、海報、PPT…)。「對內」宣導不予列計(如：機關內部性騷擾防治宣

導、人事單位對機關內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訓練、利用電子郵件、簡報、人事簡訊或公告等對機關內部員工宣導性別平等)。 

  



評審項目四、(二) 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市府所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

企業、村（里）長、一般民眾等）調查表 

填報機關：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統計期間：105年 1月至 106年 8月 

辦理日期 宣導主題 宣導內容 宣導對象 宣導場合及方式 宣導人次 備註 

105.08.28 

105.09.24 

105.09.25 

105.10.02 

105.10.15 

105.11.12 

106.03.29 

106.04.01 

106.04.22 

106.05.22 

106.08.06 

尊重性別，

擁抱多元 

認識性別主流化、性

別意識觀念，宣導

CEDAW相關法律制

度，促使瞭解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之內涵，引導認

識性別意識觀念，增

進性別敏感度，扎根

性別平等意識。 

本市各原住

民協進會、

教會及同鄉

會等各社團

婦女幹部民

婦女意見領

袖、本市原

住民族青

年、志工及

對本議題有

興趣之原住

民族人等。 

林口區忠孝路籃球場、、泰

山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心、

鶯歌區尖山埔路永昌里籃球

場、辭修公園(泰山區辭修路

9 號)、蘇府王爺廟、蘭陽博

物館、新北市政府彭園、裕

民活動中心、金山青年活動

中心、三峽黃昏市場旁停車

場，設置性平諮詢及宣傳攤

位宣導。 

共辦理 9場次，

宣 導 人 次 為

4,04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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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迄今 
性別主流化

專區 

落實使用各項性別

主流化相關工具。 
一般民眾 

本局機關網頁設置性別主流

化專區 

截至 106年 8月

21日止，瀏覽人

次約 673,475人

次 

小計  宣導對象計  5  類  

註： 

1. 本項以「對外」宣導為列計範圍。「對內」宣導（如機關內部員工）不予列計。 

2. 宣導主題及內容應以性別平等議題為主，比重須占 50%以上，未符合該項內涵則不予計分。 



評審項目四、(四) 對所屬公務人員或於公共場所或活動對民眾宣導 CEDAW辦理情形表 

填報機關：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統計期間：105年 1月至 106年 8月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宣導 CEDAW主題 宣導場合及方式 宣導 CEDAW時間 宣導人次 備註 

105.2.20 
本局策略執行-

團對成長課程 
性別意識探討 

金山活動中心結合本局策略執

行-團隊成長課程加強宣導 
約 30分鐘 4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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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5 

105 年度感謝伊

娜的日子暨健

康與我活動 

性別平等-家務分

工篇 

汐止區厚德山光活動中心母親

節活動以影片播放及有獎問答

方式進行宣導 

約 30分鐘 200人次 

105.5.24 職場性別平等 
育嬰留停-親愛的

小提琴 

本府行政大樓 2604 會議室辦理

線上課程觀賞與討論 
約 30分鐘 363人次 

105.6.19 

與族人真情相

約‧用心分享座

談會 

性別認識及推廣 

於新店區北新藝術廣場辦理「與

族人真情相約‧用心分享座談

會」設置攤位供民眾諮詢 

約 2小時 100人次 

105.7.14 住戶大會 
性別平等-家務分

工篇 
新店中正國宅之居民進行宣導 約 30分鐘 25人次 

105.09.10 
志工第 3次聯繫

會議 
性別認識及推廣 秀泰電影院領票處進行宣導 約 30分鐘 40人次 

105.09.24 

105 年度原住民

青年躍動暨原

住民族文化研

習-樂舞培訓 

很久沒有 CEDAW 了

你 

本局樂舞培訓課程加入性別平

等相關課程 
約 1小時 25人次 

105.08.28 各區原住民族 性別認識及推廣 於各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設置攤 約 4小時 3,750人次 



105.09.25 

105.10.02 

105.10.15 

106.08.06 

文化活動 位供民眾諮詢 

105.11.12 
105 年度社團幹

部與志工研習 

「翻轉性平-今天

你 CEDAW了嗎?」 

透過活動辦理「翻轉性平-今天你

CEDAW了嗎?」講座 
約 2小時 97人次 

106.04.01 婦女溝通平台 婦女經濟行不行 

透過公民咖啡館討論原住民婦女

就業議題與進行性平議題影片賞

析-「關鍵少數」創造共學環境及

機會，使女性願意走出家庭關心公

共議題，藉由共同參與座談，凝聚

共識並激盪符合女性或原住民族

人關心議題之火花。。 

約 8小時 131人 

小計 宣導 CEDAW 14場次  合計共 1,170分鍾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行列。 

註： 

1. 宣導應有明確 CEDAW主題，並講解至少 10分鐘，例如:於雇主座談會宣導 CEDAW第 11條工作權，辦理 3場次，每場次 30分鐘，共

計 280人次等。 

2. 跑馬燈、海報、電視牆、電子信箱等方式因無深入講解，不列計分數。 



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

說明會、記者會、活動等）調查表 

 

壹、宣導主題：尊重多元，擁抱多元(海報) 

活動日期 105年 8月 28日 (日) 

活動地點 林口區忠孝路籃球場 

  

活動時間 105年 9月 25日(日) 

活動地點 鶯歌區尖山埔路永昌里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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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05年 10月 2日(日) 

活動地點 辭修公園(泰山區辭修路 9號) 

 

活動時間 105年 10月 15日(六) 

活動地點 府王爺廟 

  

活動時間 106年 3月 29日(三) 

活動地點 裕民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6年 4月 22日(六) 

活動地點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6年 5月 22日(一) 

活動地點 三峽文化部落 

  

活動時間 
106年 8月 6日(六) 

活動地點 三峽黃昏市場旁停車場 

  



貳、宣導主題：認識性別平等(PPT) 

活動日期 105年 9月 24日 (四) 

活動地點 泰山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5年 11月 12日(六) 

活動地點 蘭陽博物館 

  

活動時間 106年 4月 1日(六) 

活動地點 新北市政府彭園 

  



參、宣導主題：尊重性別，擁抱多元(短片宣導) 

活動日期 105年 5月 15日 (日) 

活動地點 汐止區厚德山光活動 

  

活動時間 105年 5月 24日(一) 

活動地點 新北市政府 26樓會議室 

  

活動時間 105年 7月 14日(六) 

活動地點 新店中正國宅 

  



活動時間 106年 4月 1日(六) 

活動地點 秀泰電影院 

 

 

肆、網頁 

 

 

 



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市府所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企業、村（里）長、一

般民眾等）調查表 

壹、宣導主題：尊重多元，擁抱多元(海報) 

活動日期 105年 8月 28日 (日) 

活動地點 林口區忠孝路籃球場 

  

活動日期 105年 9月 24日 (四) 

活動地點 泰山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5年 9月 25日(日) 

活動地點 鶯歌區尖山埔路永昌里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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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105年 10月 2日(日) 

活動地點 辭修公園(泰山區辭修路 9號) 

 

活動時間 105年 10月 15日(六) 

活動地點 府王爺廟 

  



活動時間 105年 11月 12日(六) 

活動地點 蘭陽博物館 

  

活動時間 106年 3月 29日(三) 

活動地點 裕民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6年 4月 1日(六) 

活動地點 新北市政府彭園 

  



活動時間 106年 4月 22日(六) 

活動地點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時間 106年 5月 22日(一) 

活動地點 三峽文化部落 

  

活動時間 
106年 8月 6日(六) 

活動地點 三峽黃昏市場旁停車場 

  



貳、性別主流化專區 

 

 

 



對所屬公務人員或於公共場所或活動對民眾宣導 CEDAW辦理

情形表 

活動名稱 本局策略執行-團對成長課程 

活動日期 105年 2月 20日(六) 

活動地點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活動名稱 105 年度感謝伊娜的日子暨健康與我活

動 

活動日期 105年 5月 15日(日) 

活動地點 汐止區厚德山光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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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職場性別平等 

活動日期 105年 5月 24日(二) 

活動地點 本府行政大樓 2604會議室 

  

活動名稱 與族人真情相約‧用心分享座談會 

活動日期 105 年 6 月 19 日(日) 

活動地點 新店區北新藝術廣場 

  
 



 

活動名稱 新店中正住戶大會 

活動日期 105 年 7 月 14 日(四) 

活動地點 新店中正國宅 

  

活動名稱 志工第 3 次聯繫會議 

活動日期 105 年 9 月 10 日(六) 

活動地點 秀泰電影院 

  

 



 

活動名稱 原住民青年躍動暨原住民族文化研習-樂舞培訓 

活動日期 105年 9月 24日 (四) 

活動地點 泰山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心 

  

活動名稱 各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活動日期 105年 8月 28日 (日) 

活動地點 林口區忠孝路籃球場 

  

 



 

活動名稱 各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活動時間 105年 9月 25日(日) 

活動地點 鶯歌區尖山埔路永昌里籃球場 

  

活動名稱 各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活動時間 105年 10月 2日(日) 

活動地點 辭修公園(泰山區辭修路 9號) 

 

 



 

活動名稱 各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活動時間 105年 10月 15日(六) 

活動地點 府王爺廟 

  

活動名稱 各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活動時間 106年 8月 6日(六) 

活動地點 三峽黃昏市場旁停車場 

  

 



 

活動名稱 105 年度社團幹部與志工研習 

活動時間 105年 11月 12日(六) 

活動地點 蘭陽博物館 

  

活動名稱 婦女溝通平台 

活動時間 106年 4月 1日(六) 

活動地點 新北市政府彭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