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2屆第6次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12 月 1 日（一）下午 2 時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
主席：曹局長愛蘭 代(本次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因公不克出席，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主席)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記錄：林琬禎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上次會議列管事項

執行
單位

辦理情形

1. 建 議 中 央 規 劃 獎 學 教育 有關本局鼓勵新住民就讀之現行措施
金，以提高新住民媽 局
如下：
媽漢字學習就讀率。
1.提供免費的課程。
2.提供子女臨時托育服務申請。
3.辦理學習成果競賽，增加學習興趣，
如辦理照片說真情作品甄選。
4.鼓勵學習滿 6 年以上，或學習精神良
好經學校教師推薦，獲選為本市終
身學習楷模，並公開表揚。
有關委員建議之獎學金制度，本局
業於 10 月 21 日函請教育部研議，
而教育部函復內容如附件(103 年 10
月 29 日臺教社(二)字第 1030155561
號函)。
2. 有 關 友 善 職 場 的 報 勞工 本局 103 年度已加強辦理各項宣導 22
導，例如企業托嬰托 局
場以上，消除勞雇雙方職業上性別隔
兒的服務、哺集乳
閡意識，鼓勵企業設置育兒措施、設
室、防止性騷擾環境
施，並針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工辦
改善、對懷孕婦女如
理後續追蹤，避免遭不利對待，103 年
已抽訪 211 件，以及辦理專案勞動檢
何給予適當的協
查 61 家，另工作報告將納入相關分析
助，以及職場性別區
報告，作為政策執行依據。
隔、混合動機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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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主席
裁示

請教育局 解除
及 社 會 局 列管
儘量尋找
民間資源
以規劃獎
學金。

建 請 勞 工 解除
局 辦 理 友 列管
善職場種
子訓練，使
各個種子
人員回到
各自職場
時，可擔任

歧視等，會請負責的
科室儘可能做分析
及提供資料補充。

3.

4.

5.

有關職場性騷擾法
令或相關措施，將考
慮向勞動部建議做
通盤整合。請勞工局
將委員意見反映至
中央。
婦權會開會前邀請
婦女團體提案，若有
提案，則請其提案團
體至婦權會列席。
有關委員分工運作
案，組別名稱改為
「就業及經濟」
、
「福
利服務」
、
「教育及文
化」、
「健康及醫療」
及「人身安全」等 5
組。委員可依專長跨
多組參加，由外聘委
員擔任各組組長。

種子師資
的角色，推
廣性別友
善職場。另
請勞工局
將專案勞
動檢查分
析報告提
供給委員。
勞工 有關職場性騷擾法令競合問題，本局
局
已於 102 年函請勞動釋示，該部已函
復未來做修法參考，未來將於相關聯
繫業務會報中提出。

解除
列管

社會 本局業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府社兒字
局
第 1030976136 號函，邀請婦女團體提
案，截至目前尚無提案。

解除
列管

社會 本案業經本局 103 年 9 月 24 日府社兒
局
字第 1030892879 號函行文請委員自由
選組，選組結果如提案一附件。

解除
列管

參、報告事項
一、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二、委員意見：
(一)王委員世智：因應移民署補助經費即將用罄，建請勞工局及社會
局提供相關技藝培訓專班計畫給與民間團體。
(二)周委員玟琪：針對勞工局提供的懷孕歧視的部分，建議下一次會
議的工作報告能補充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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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卓委員春英：
1.社會局工作報告中沒提及高齡婦女受暴情形，是否有相關資料可
提出。
2.有些新住民活動參加對象是重複的，但有些新住民婦女因受限於
家庭，無法獨立走出家庭，對於這些新住民該如何協助他們，建
議預算應該有些要傾注於新住民的家屬身上。
3.有些雇主對新住民有成見，或對法令不了解，或是社會歧視的部
分，相關單位應該在工作報告上補充說明。
(四)王委員世智：有關新住民普查是否能請里幹事協助調查籍在人不
在、就業等狀況，落實對新住民後續服務。
(五)洪委員秋蓮：新住民活動參與率低，不一定是家庭的阻力，有些
可能是經濟問題，應該重視問題背後的原因。並應鼓勵新住民走
出家庭，展現才能。
三、各局處回應：
(一)勞工局回應：將把每一個場次擴展到各地，並規定不能重複報名，
外陸配就業活動會邀請眷屬共同參加等，以解決重複一群人重複
參加活動的問題。
(二)教育局回應：新住民的未來性高，影響東南亞文化外交、族群發
展等，極需被重視。
(三)民政局回應：相關新住民調查表格將進行妥善研議。
四、主席裁示：
(一)請勞工局及社會局向中央了解清楚的資料，轉給市內民間團體，
讓民間團體來辦理，給新住民妥善的服務。
(二)請勞工局在下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將就業性別歧視、及其相
關申訴、處理情形作補充說明。
(三)有關受暴老年婦女此議題範圍列於其他委員會中，將會在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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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委員會中做處理，但也建議在下一次工作報告中做補充。
(四)有關新住民調查表格建議民政局彙集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及
衛生局等相關局處意見，研擬更妥適的表格。

肆、專題報告：
一、單位：警察局
題目「婦女人身安全保護─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之一查訪工作現況報告」
(一)卓委員春英意見：
對警察局表示肯定，但經由電訪如何判定孩童有被妥善照顧？
(二)警察局回應：
先實施電話查訪為警政署制定的標準作業流程，相關紀錄都會載
明清楚，如果電訪未遇親屬或有疑點者，將會進行面訪，後續處
遇追蹤皆有進行管控。
(三)主席裁示：
如果能在電訪之後請當地派出所再做家庭訪視，將會更妥善。是
否能將查訪兒少的年齡層提高至 18 歲，將能確保更多兒少的安
全。
二、單位：衛生局
題目「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3 年婦女權益工作報告」
(一)委員意見：
1.曹委員愛蘭：建議補充婦女更年期相關問題，如荷爾蒙、骨質疏
鬆等。
2.卓委員春英：建議性侵害一站式服務目前拓展情形及其使用狀
況，在下一次的報告中能提出。建請規劃對醫師及醫事人員在
性別主流化方面的教育訓練。
3.周委員玟琪：建議對中高齡婦女進行健康促進相關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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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生局回應：
1.行動醫院有進行骨質密度檢測及宣導相關保健措施。
2.第二個設置一站式服務的醫院為麻豆新樓醫院，未來柳營奇美醫
院或安南醫院是否啟用尚在研議中。
(三)主席裁示：建議衛生局於下一次會議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補充報
告。

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局
一、案由：有關委員分工運作案，建請各組委員互推府外委員擔任組
長，各組並由業務相關之局處負責幕僚作業，各組幕僚建議名單
詳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二、說明：
(一)依據第 2 屆第 5 次本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議提案二決議，本局
以 103 年 9 月 24 日府社兒字第 1030892879 號函行文請委員自由
選組，選組結果如附件一。
(二)依據「臺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
「本
會應依權益業務分設分工小組，由府外委員擔任各組組長，並由
相關局、處、會負責幕僚作業。」故建請各組委員互推府外委員
擔任組長及由相關局處擔任幕僚作業。
(三)另各組運作方式為召開會前會、或各組委員自行進行資料蒐集
等，建請由各組自行決定。
三、決議：照案通過，各組組長及幕僚單位如下：
(一)就業及經濟組：由周玟琪委員擔任組長，勞工局擔任幕僚單位。
(二)福利服務組：由吳美滿或陳秀峯委員擔任組長，社會局擔任幕僚
單位。
(三)教育及文化組：由王世智委員擔任組長，教育局擔任幕僚單位。
(四)健康及醫療組：由卓春英委員擔任組長(卓春英委員新增入該
組)，衛生局擔任幕僚單位。
(五)人身安全組：由陳玉芬委員擔任組長，警察局擔任幕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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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席裁示：
(一)建議各組於每次婦權會正式會議之前至少自行召開一次會前會。
(二)各小組如果欲邀請其他專家學者列席會前會，請各小組自行決
定，由各組幕僚單位處理即可。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局
一、案由：為推展本局婦女福利，本局擬訂定 104 年婦女福利施政計
畫，計畫內容含施政目標及預算配置，作為本局 104 年執行婦女
福利之依據，提請討論。
二、說明：
(一)有關「訂定 104 年婦女福利或婦女權益年度施政計畫」
，現為中央
政策方向，且列為 104 年度各縣市社會福利考核婦女福利考核之
新增指標。
(二)本計畫經婦權會討論通過後，公布於本局官方網站，落實資訊公
開。
三、周委員玟琪建議：建議會議資料第 87 頁第 4 行的部分，在網絡體
系裡也應加上「勞政」。
四、決議：照案通過，並依委員建議修正。

陸、臨時動議：
提案人：卓委員春英
案由：
(一) 工務局的路平專案部分，核發設置騎樓之執照，請問騎樓的整平
狀況如何？或改善狀況是如何？有關本市男女廁的比例是否已
達標準？或改善情形為何？下一次工作報告中建議列出更詳細
資料。
(二) 本府的來賓停車場是否設有婦幼優先停車格？
相關局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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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務局回應：
1.騎樓整平案必須經住戶同意土地使用，因此有其難度；另設置騎
樓執照的核發是很嚴格把關的，必須騎樓平整達到標準才會予以
核發執照。
2.有關男女廁的比例部分，皆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皆進行嚴格
把關。
(二) 交通局回應：有關婦幼優先停車格位102年開始由交通局主管的
公有停車場開始推動，今年擴大輔導其他區域設置，目前公營停
車場是以百分之二的比例來設置婦幼優先停車格位，另在本府南
島路、府前路平面上也有設置，地下室的部分將找秘書處來加強。
主席裁示：請工務局及交通局下次開會請備齊相關資料。

散會：下午 4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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