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度第 1 次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

時間：107 年 3 月 5 日 下午 2 時整
地點：本府教育局 15 樓會議室
主席：本局林副局長威志
紀錄：沈曉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
檢視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工作報告：
一、 本局 106 年度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
(詳手冊 P 9-18 )
發言摘要：
葉文健委員：
1. 建議可於桃園市強迫入學委員會後備註其未達任
意性別比率 1/3 以上之原因，係區長為派任制，
非選任制。
2. 在兩項性別影響評估案中，都面臨相同問題，因
相關統計資料較少，故無法判斷其和性別之相關
性，如遊樂設施雖因老舊而需修繕、更新，但針
對性別平等，我們應是評估哪一類的遊樂設施未
符合性別使用者，以因應遊樂設施屆臨汰換時，
做資源分配選擇；若無相關統計資料，即無法
判斷資源分配優先順序，以落實性別平等，因此
希望未來可蒐集遊樂設施使用率。
3. 性別預算增加之原因係因新的歸類項目造成預算
大幅增加，抑或是有更多的預算投入性別平等建
置上，請會計室做說明。
黃瑞汝委員：
1. 在桃園市強迫入學委員會中，區長只是佔有一小
部分，故應討論其為何未達性別比率 1/3 以上。
2. 教育審議委員會、桃園市特殊教育諮詢委員
會、桃園市政府教育設施審議小組及桃園市終
身學習推展會雖已達 1/3 以上，但性別比率仍
有落差，故可多加思考如何提升這些委員會的
女性參與率。

3. 應在業務當中融入性別考量，並評估哪些項目要
納入性別預算中。
4. 性別人才資料庫中，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皆有規定選擇標準，包含是
否擔任中央委員、縣市委員、是否擁有相關著作
及是否有相關推廣經驗等。
會計室：
1. 預算增加主要在於三項，包含「補助學校老舊廁
所及環境衛生改善計畫」(此項為新增項目)、
「補助國中小學經濟弱勢學生代收代辦費用」
(此項為新增項目)及「高中學生學費補助」(既
有項目)。
2. 性別預算項目總計 22 項，其中辦理性別影響評
估案有 3 項，包含「補助弱勢學生就學補助經
費」、
「增設公立幼兒園以及改善幼兒園環境設備
經費」及「老舊廁所環境衛生改善計畫」，這些
係經由研考會通過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部分。
體健科：針對遊戲設施修繕的部分，係配合教育部
規定，故在性別比率上並無相關資料，即依據學校
提報修繕年限做更新。
國中科：桃園市強迫入學委員會之委員係依據強迫
入學條例第三條：「直轄市、縣（市）為辦理強迫
入學事宜，設直轄市、縣（市）強迫入學委員會，
由直轄市、縣（市）長、教育、民政、財政、主
計、警政、社政等單位主管及鄉（鎮、市、區）長
組織之；以直轄市、縣（市）長為主任委員。」故
其為法規規定，而未達性別比率 1/3 以上。
主席：
1. 請體健科選定兩所學校做一學期的定時定點統
計(從遊具開始著手)，以得知學校遊戲設施的性
別使用率，作為學校修繕之建議。
2. 於今年度要改善性別人才資料庫推薦方式，不
可再為 0 人。
3. 有關資料呈現的部分，建議使用圓餅圖或表格，
將數據圖像化。
4. 於下次會議中檢視性別預算選擇項目，因其會影
響預算高低。
5. 依委員裁示意見作精進。

二、 桃園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教育、文化與媒體面
向分工表「教育局 106 年 1-12 月辦理成果及 107 年
工作內容」。(詳手冊 P19-34；政策方針 1-6、8、
10)
發言摘要：
黃瑞汝委員：
1. 在填列這些政策方針時，業務單位是否面臨一些
困難。
2. 建議在填列政策方針時，應更為具體，以得知進
一步的精進方向。
3. 有關性別觀點之領導力培訓課程，教育局有那些
培訓課程。
4. 桃園各級學校教師是否知道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
孩日。
葉文健委員：欲了解每年推動時，是否有可精進的
部分，例如：以手冊第 28 頁為例，親職教育活動男
性參與比率是否可提升，有什麼方式可增進男性參
與比率。
校安室：
1. 需填列政策方針之科室，其填列資料是否與性別
相關，係我們目前彙整時所面臨的問題。
2. 有關性別觀點之領導力培訓課程，學校於自治市
長的培訓過程中有納入性別觀點。
3. 關於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孩日的部分，今年有函
至各校廣為宣傳，且有推動關於國際女孩日之劇
場於各校演出，迴響熱烈。
主席：依委員裁示意見作精進。
三、 本局 106 年府決行計畫-「106 年度補助本市所屬
學校老舊廁所及環境衛生改善計畫」辦理性別影響
評估之性別觀點執行成果。(詳手冊 P35-40)。
發言摘要：
設施科：
1. 106 年編列 42 所老舊廁所改善工程，預計於 107
年 9 月底全數完工。
2.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規定，其衛生
設備屬其「女用大便器數：男用大便器數」為
5：1，本局在審核各校編列修繕廁所時，已請各

捌、

校注意需符合建技規則辦理修繕事宜。
3. 若學校廁所數量不足，則會建議學校融入性別友
善廁所，但因其並非現有法規規定，故只能作推
廣。
葉文健委員：應該將執行過程及具體成果附於性別
影響評估檢視表後面，才是一個完整報告。
設施科：
1. 執行成果冊會於學校完工後製作。
2. 會轉知各校，請學校校長於召集會中向師生說明
改善廁所之原理。
主席：依委員裁示意見作精進，並請設施科於下次
會議中作執行成果報告。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局 108 年度府決行施政計畫擇定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研考會請各機關配合重大計畫先期審查作
業，提報 1 項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二) 檢附本局 107 年度 1,000 萬以上施政計畫彙
整表 1 份(詳手冊 P41-44)，擇定 1 項 (108 年度
延續辦理) 計畫進行性別影響。
辦法：擇定府決行施政計畫 1 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決議：有關本局 108 年度府決行施政計畫，擇定高中科
之「桃園市高中學生學費補助實施計畫」進行性別影響
評估。
案由二：有關本局 107 年度非府決行施政計畫-「國民小
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專班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局 106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會議決議「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礙
專班計畫」提報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教育、文
化與媒體組」分工小組會議討論。
(二) 復經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06 年度第 3 次
「教育、文化與媒體組」分工小組決議本計畫辦
理性別影響評估。
(三) 本案已於 107 年 1 月完成程序參與委員審

查，相關資料如附(詳手冊 P45-52)。
辦法：經本專責小組討論後依程序提送本府研考會。
發言摘要：
葉文健委員：手冊第 52 頁，男性身心障礙學生人數較女
性多，但參與課後照顧身心障礙專班學生數，卻是女性
參與率高於男性，故我們應仔細思考造成男性參與率低
之原因。
特教科：男性參與率低之原因為家長另有安排，如：安
親班、課後照顧等。
決議：洽悉，依委員建議作精進。
案由三：有關教育局 105-106 年縮小性別統計落差改進
作為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07 年度性別考核項目明定需積極改進縮小性
別統計落差。
(二) 檢附本局 105-106 年度縮小性別統計落差改
進作為彙整表 1 份。(詳手冊 P63-66)
辦法：經本專責小組檢視後提送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決議：先行提報，如各科室有更好的資料，可再作提
報。
玖、

臨時動議
黃瑞汝委員：可於夜光天使及課後照顧人員中，加入 23 小時的性別意識培訓課程。
主席：夜光天使及課後照顧人員 2-3 小時的性別意識培
訓課程，請小教科及學習科規劃辦理。
壹拾、
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