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 107 年至 110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經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07 年 5 月 28 日第 4 屆第 4 次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緣起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於 89 年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結合各局處推

動婦女權益工作計畫，嗣後因應國際性別主流化趨勢，100 年起逐步推展性別主

流化工具。為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政策，105 年訂為新北性平年，將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更名為性別平等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全府總動員，各一級機關成立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透過各服務方案或活動融入性別觀點，落實性別平等政策。

106 年為性平精進年，各區公所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深入在地各行各業、各

社區和家庭。為使本府性別平等相關政策更貼近市民生活方式，107 年訂為性平

生活年，將性平的觀念落實到日常生活上，讓男女都能獲得平等發展機會。 

為持續應用性別主流化工具，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爰參酌「新北市政府推動

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 年至 108 年）」、「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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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除對婦女一切形式歧視

公約(CEDAW)教育訓練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及本府性平會秘書單位(社會局)自

105 年起協助各機關及各區公所推動之經驗，撰擬本計畫。 

貳、目標 

一、應用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提升政策推動品質及成效。 

二、發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確實將性平觀點融入業務中。 

參、實施對象：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區公所及所屬二級機關 

肆、實施期程：107 年至 110 年 

伍、辦理單位： 

一、主責管考單位 

（一）性別主流化工具主責管考單位 

1、性別平等專案/工作小組：社會局 

2、性別意識培力：人事處 



3、性別影響評估：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法制局 

4、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主計處 

5、性別預算：主計處 

6、性別平等宣導：新聞局 

（二）性別平等工作策略主責管考單位：社會局 

二、執行推動單位 

（一）各一級機關 

各一級機關依性平業務相關性進行分組，並重新調整本計畫實施內容。

第 1、2 組機關須發展具體的性別平等工作策略，第 3、4 組機關須強化

並提升內部同仁的性別敏感度。一級機關應督導並結合所屬二級機關推

動本計畫。(以下括弧數字係表示二級機關數) 

1、第 1 組(人文社會類)：勞工局(3)、社會局(3)、民政局(19)、教育局(2)、

文化局(5)、衛生局(1)、警察局(21)、經濟發展局(1)、原住民族行政局、

客家事務局共計 10 個一級機關 

2、第 2 組(環境類)：農業局(3)、交通局(1)、工務局(4)、水利局(1)、地政局

(9)、城鄉發展局(1)、環境保護局、觀光旅遊局、消防局、捷運工程局共

計 10 個一級機關 

3、第 3 組(工具類)：研考會(1)、人事處、主計處、法制局、新聞局共計 5

個一級機關 

(註：社會局已列為第 1 組，不重複分組)  

4、第 4 組(幕僚類)：財政局(1)、政風處、秘書處共計 3 個一級機關 

（二）各區公所 

各區公所均須依以下實施內容依循執行。 

陸、應用性別主流化工具 

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工作小組(以下稱性平小組) 

（一）召集人：各一級機關由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各區公所由區長擔任。 

（二）成員： 



1、各一級機關：包括各科室主管、性別聯絡人及外聘民間委員 2 至 3 人，

其中外聘民間委員至少 1 位為現任本府性平會委員。各一級機關有所屬

二級機關者，應選派至少1位二級機關首長擔任一級機關性平小組委員，

並從 107 年第 2 次會議起開始出席性平小組會議。 

2、各區公所：除不須外聘民間委員，其餘規定相同。 

（三）任務： 

1、協助訂定該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2、協助增修性別統計指標。 

3、檢視性別影響評估執行事宜。(各區公所暫不須辦理本項任務) 

4、推動性別預算執行事宜。 

5、協助研發與該機關核心業務相關具性別平等意識有關之教材或案例。 

6、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四）辦理單位：由各機關首長指派。 

（五）召開頻率： 

1、各一級機關：依據本府性平會會議時程，每 6 個月至少召開 1 次會議。 

2、各區公所：每年至少召開 1 次會議，並定期於 1 月份召開年度第 1 次會

議。 

二、性別意識培力 

由人事處依據「行政院消除對婦女一切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練及

成效評核實施計畫」及「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練計畫」統籌規劃，

各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執行辦理。 

（一）各機關/各區公所辦理內容 

1、各機關一般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至 6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練： 

課程目標在促使一般公務人員具備性別主流化之基本概念，並瞭解

CEDAW 條文及內涵，培訓課程以 CEDAW 為原則，包括法律平等與實

質平等、直接與間接歧視、暫行特別措施(含案例)。以講師授課方式進行，

亦鼓勵部分時數以案例進行分組討論，提升運用CEDAW於研擬計畫案、



法案及業務推動之能力。 

2、各機關主管人員(含簡任級以上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至 6 小時性別

主流化訓練： 

以工作坊、座談、研討方式進行培訓，針對各級政府機關主管人員、簡

任以上人員就主管業務與 CEDAW 之關聯性，進行討論或情境案例分組

討論，深入探討如何改善或避免性別歧視觀念，融入相關業務規劃。 

3、各機關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專責人員及其主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4 小

時課程訓練，其餘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須完成 6 小時進階課程，各區

公所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及性別議題聯絡人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6 小

時： 

課程目標在促使性別主流化（含 CEDAW）之理念、目標與操作架構與

業務工作相結合，包括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工具運用、實際案例討論、

工作坊等，亦以 CEDAW 為原則，其中 6 小時以上應為進階課程。 

4、各區公所主管(含區長)及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小時性別主流化

訓練，培訓課程以 CEDAW 為原則，授課方式及課程內容可參考前述

各機關辦理內容。 

5、各機關政務人員每年應施以課程訓練(含各類會議中納入性別課程)或參

與性別平等相關會議。 

（二）主責管考單位：人事處 

三、性別影響評估 

（一）各機關辦理內容 

1、每年選送施政計畫及制定、修正本市自治條例時，應蒐集相關性別統計，

諮詢性別平等專家，並完成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透過性別觀點檢視對

不同性別者的影響，評估不同性別使用者的受益程度。 

2、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施政計畫、本市自治條例之制（訂）定或修正，應經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提供意見後，方進行後續相關行政程序。 

3、各區公所暫不須辦理。 



（二）主責管考單位辦理內容 

1、研考會：計畫類及工程類性別影響評估之機制、教育訓練(包括評估內容、

案例介紹及填寫方式)。 

2、法制局：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之機制、教育訓練(包括評估內容、案例

介紹及填寫方式)。 

四、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一）各機關辦理內容 

1、滾動式檢討性別統計指標之內容，以及定期辦理指標增修事宜。 

2、將性別統計指標及其時間數列資料公布於機關網頁。 

3、新增性別統計分析專章並公告上網。 

4、新增性別分析專章並公告上網。 

（二）各區公所辦理內容 

1、滾動式檢討性別統計指標之內涵，以及定期辦理指標增修事宜。 

2、將性別統計指標及其時間數列資料公布於公所網頁。 

3、新增性別統計分析專章並公告上網。 

（三）主責管考單位：主計處 

1、每年度編印新北市性別圖像中英文版及公告上網。 

2、彙整各機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辦理情形。 

五、性別預算 

（一）各機關辦理內容 

每年 5 月擬編概算時，應注重主管業務範圍內各中長程個案計畫、法律

案之性別評估影響結果。經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屬直接受益須優先推動

之計畫，應於各該機關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基本額度內，優先編列概算

辦理。 

（二）各區公所辦理內容 

每年 5 月擬編概算時，配合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需求，檢視性別相關計

畫，並於所獲配年度歲出基本額度內，優先編列概算辦理。 



（三）主責管考單位：主計處彙整各機關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六、性別平等宣導 

（一）各機關/區公所辦理內容 

1、結合自身業務配合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時，以多元方式進行，包含平面、

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或活動等。 

2、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宜廣泛，包含各局處及各所屬機關(構)、學校所屬

教職員工生、區公所所屬員工、人民團體、民間組織、企業、里鄰長或

一般民眾等。 

（二）主責管考單位：新聞局。 

柒、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 

一、辦理單位及項目： 

（一）各一級機關依組別每年辦理項目如下： 

1、第 1 組：以下二、（一）至（三）項，每年至少 3 類，總計至少 5 項。 

2、第 2 組：以下二、（一）至（三）項，每年至少 3 類，總計至少 4 項。 

3、第 3 組：以下二、（一）至（三）項，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3 項。 

4、第 4 組：以下二、（一）至（三）項，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2 項。 

（二）各區公所以下二、（一）至（三）項，每年至少 2 類，總計至少 3 項。 

二、推展性別平等工作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 

（一）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狀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動規劃與推動性別平等措

施。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例如提升農/漁會女性

選任人員、工會女性之決策參與或幹部比例之具體措施。 

3、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並自製性平文宣或教材，

例如農曆春節、婦女節、兒童節、母親節、護理師節、父親節、臺灣女

孩日或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等。 



（二）結合企業、鄰里社區、區公所、所屬機關(構)與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金會、機構等）推動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 

1、一級機關將所屬機關納入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對象。 

2、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企業、鄰里社區、區公所、所屬機關(構)與民

間組織推動性別平等政策措施。 

3、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及評鑑企業、鄰里社區、區公所、所屬機關(構)

與民間組織之計畫或方案等，納入對象若有推動性別平等之事項得以加

額補助、優先補助、加分等積極獎勵作為。 

（三）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1、針對機關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性平或 CEDAW 之教材或案例，如醫護

人員、警察、消防人員、托育人員或居家服務人員等，並上傳所屬性別

主流化專區。 

2、針對機關業務研發一般性平意識概念或 CEDAW 之教材或案例彙編，並

上傳所屬性別主流化專區。 

捌、計畫擬訂及評估 

一、擬訂計畫 

（一）各一級機關：依各機關所管業務自行訂定，並需提報該機關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通過，於各機關網站上公告。 

（二）各區公所：依各區公所所管業務自行訂定，並需提報該機關性別平等工

作小組通過，公告各機關網站。 

二、計畫提報 

（一）各機關/區公所於每年 2 月底完成前一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提案至該機關

性別平等專案(工作)小組通過後，公告於各機關網站。（各機關） 

（二）彙整各機關每年度執行成果，提報本府性平會備查。（社會局） 

玖、獎勵措施 

研訂本府各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措施，獎勵推動性別主流化有具



體成效之方案以及有功人員。（人事處） 

拾、經費來源 

由本府各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或於相關預算項下勻支。（各機關） 

拾壹、預期效益 

一、加強本府同仁性別平等意識，落實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 

二、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本府各項政策、方案、計畫、預算及法案當中。 

三、具體展現本府性別主流化推動具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