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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112~113年婦女福利與權益工作計畫 

壹、願景   

    為營造性別友善城市，強化婦女權益保障、增進弱勢婦女福利保護，本府從婦女社會

參與、勞動與經濟、福利與脫貧、教育媒體與文化、健康與醫療、人身安全與性別友善環

境六大面向關注婦女福利與權益，促進本縣婦女自我意識、提升婦女福利服務品質、強化

弱勢婦女支持服務，實現「健康島嶼，幸福馬祖」的目標及願景。 

 

貳、連江縣婦女需求背景: 

一、人口結構 

連江縣至111年10月止總計有1萬3,976，女性人口共有5,896人(42.2)，屬男多於女城

市。 

 

111年連江縣人口統計(至 10月底) 

 合計 男 女 

人口

統計 

合計 13,976 8,080 5,896 

兒童及少年 

（0歲至未滿 18歲） 
1,722 919 803 

成年人 

（年滿 18歲至未滿 65歲) 
10,317 6,097 4,220 

老人 

（年滿 65歲及以上） 
1,937 1,064 873 

低收入戶 84 51 33 

特殊境遇家庭(戶) 57 12 45 

原住民 305 178 127 

新住民(外籍配偶) 613 100 513 

 

             

 

 

Highlight

女性比：
合計：42%
兒少：47%
成年：41%
老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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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別圖像分析                                            (資料來源為110年連江縣性別圖像)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一)民意代表 

110年底本縣民意代表人數按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分別觀察，立法委員計有1人，為男性；

縣議員計有9人，其中女性為1人（占11.11%），男性為8人（占88.89%），與106年底比較，女

性縣議員人數維持不變；110年底本縣鄉民代表計有22人，其中女性為7人（占31.82%），男性

為15人（占68.18%），與106年底比較，女性鄉民代表人數增加1人。 

 

(二)民選行政首長 

110年底本縣現有鄉鎮市長共計4位，其中女性為1人（占25.00%），男性為3人（占 

75.00%），與106年底比較，女性鄉鎮市長人數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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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教人員數 

110年底本縣公教人員數為621人，其中女性為240人（占38.65%），男性為381人（占 

61.35%)，兩性差距為22.70個百分點，與109年相較，女性人數不變，男性人數增加1人。近

五年來，女性公教人員占比有緩慢上升趨勢。 

 

(四）房屋稅及地價稅開徵概況 

歷年來開徵概況女性戶數比率均低於男性，雖近幾年差距日益減少，但仍可看出男女嚴

重失衡。110年本縣男性之房屋稅及地價稅開徵戶數比率分別為76.5%及75.6%，分別較109年

減少0.2個百分點及0.6個百分點；女性為23.5%及24.2%，分別較109年增加0.2個百分點及 

0.4個百分點。110年房屋稅開徵現值及地價稅開徵地價之比率，男性為70.0%及79.5%，分別

較109年下降0.4個百分點及0.7個百分點；女性為30.0%及20.5%，分別較109年增加0.4個百分

點及0.7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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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一)勞動力狀況 

110年本縣勞動人口總計有4,214人，其中女性為1,751人（占41.55%），男性為2,463人

（58.45%），與109年比較，女性人數增加2人(0.11%)，男性人數增加145人(6.26%)。若就勞

動力參與率觀察，男性為79.6%，女性為9.3%，兩性勞動力參與率之差距，由106年之10.6個

百分點降至110年10.3個百分點。 

另110年本縣失業率，男性為0.3%，女性為0.5%，與109年比較，女性失業率不變，男性

失業率減少0.3個百分點。 

 

(二)志願服務 

110年底本縣參與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志工人數98人，其中女性69人（占70.41%），男性29 

人（占29.59%），近五年來女性志工比率均高於男性；與109年底比較，110年底女性志工人數

減少5人(6.76%)，男性則增加19人(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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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公司登記家數(負責人性別) 

110年底本縣現有公司登記家數共223家，其中公司為女性負責人有52家（占23.32%），公

司為男性負責人有171家（占76.68%），近五年來公司為男性負責人家數皆多於女性負責人家

數，性別差距為53.36個百分點；110年底公司為女性負責人家數較106年底增加16家(44.44%)，

公司為男性負責人家數增加29家(20.42%)，性別差距較106年底減少6.2個百分點。 

 

三、教育、文化與媒體 

(一)國小、國中及高級中等(高中、高職)學生數 

110學年度本縣國小女學生為237人（占48.17%），男學生為255人（占51.83%），性比例為 

107.59，110學年度平均每百名國小女學生相對之國小男學生人數比109學年度少7.69名；110 

學年度本縣國中女學生為114人（占46.15%），男學生為133人（占53.85%），性比例為116.67，

110學年度平均每百名國中女學生相對之國中男學生人數比109學年度多7.73名；110學年度本

縣高級中等女學生為97人（占41.81%），男學生為135人（占58.19%），性比例為139.18，110 

學年度平均每百名高級中等女學生相對之高級中等男學生人數比109學年度多15.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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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國中及高級中等（高中、高職）裸視視力不良學生數 

110學年度本縣國小祼視視力不良之女學生為111人（占48.90%），男學生為116人（占 

51.10%），兩性差距為2.20個百分點；與109學年度比較，分別增加13.27%及13.73%；110學年

度本縣國中祼視視力不良之女學生為80人（占49.38%），男學生為82人（占50.62%），兩性差

距為1.24個百分點，較109學年度，分別增加3.90%及減少6.82%；110學年度本縣高級中等祼

視視力不良之女學生為88人（占45.36%），男學生為106人（占54.64%），兩性差距為9.28個百

分點，較109學年度，分別增加1.15%及4.95%。 

 

（三）婚姻狀況 

110年底本縣15歲以上人口以有偶比率最高，女性與男性有偶比率分別為50.78%及 

51.27%，兩性差距為0.49個百分點。與106年底比較，110年女性有偶比率較106年減少1.42 

個百分點，男性減少2.87個百分點；另由兩性離婚比率觀察，女性與男性離婚比率分別為 

8.31%及9.90%，兩性差距為1.59個百分點，與106年底比較，110年女性離婚比率較106年增加 

0.87個百分點，男性增加0.59個百分點。 

與106年比較
有偶率是減少的
離婚比率是增加的
而再婚率也是減少的!
不過110年反轉為女性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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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婚率 

110年本縣女性再婚率為8.05‰，男性再婚率為7.46‰。106至109年男性再婚率皆高於女性

直至110年反轉為女性高於男性，性別差距為0.59個千分點；110年女性再婚率較106年減少 

8.40個千分點，男性再婚率減少18.55個千分點，性別差距較106年底減少8.97個千分點。 

 

五、人身安全與司法 

(一)全般刑案嫌疑犯及被害人數 

110年本縣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共計128人，其中為女性13人（占10.16%），男為115人

（占89.84%），較109年分別減少31.58%及增加23.66%；若以性比例觀察，110年為884.62（亦

即男性嫌疑犯約為女性之8.85倍），109年為489.47，代表110年平均每百名女性全般刑案嫌疑

犯人數相對之男性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比109年多395.15名。另110年本縣全般刑案被害人數

共計121人，其中女性為45人（占37.19%），男性76人（占62.81%），分別較109年增加50%及

18.75%。 

Highlight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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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察機關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 

110年本縣警察機關查獲毒品嫌疑犯人數共7人，女性0人(占0%)，男性7人(占100%)，近 

5年來男性人數皆高於女性人數。與109年相比，女性毒品嫌疑犯人數減少2人(100%)，男性毒

品嫌疑犯人數減少1人(12.5%)。 

           

（三）消防人力 

110年底本縣消防人力總計為46人，女性為3人(占6.52%)，男性為43人（占93.48%）；義

消人數總計為218人，女性為30人(占13.76%)，男性為188人（占86.24%），明顯可看出消防人

力及義消人數仍以男性為主力；與106年底相比，110年底女性消防人力增加2人(200.00%)，

男性消防人力增加13人(43.33%)；女性義消人數增加5人(20.00%)，男性增加36人(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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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醫療與照顧 

(一) 粗出生率及粗死亡率 

110年本縣女性粗出生率為8.99‰，男性粗出生率為7.96‰，近5年來皆為女性高於男性。

110年兩性差距為1.03個千分點，相較於106年，兩性差距增加0.98個千分點。與106年相比，

女性粗出生率減少17.97%，男性粗出生率減少27.04%。另110年本縣女性粗死亡率為4.23‰，

男性粗死亡率為5.52‰，近5年來皆為男性高於女性。110年兩性差距為1.29個千分點，相較於 

106年，兩性差距減少2.42個千分點。與106年相比，女性粗死亡率增加44.86%，男性粗死亡

率減少16.74%。 

 

(二) 惡性腫瘤死亡率及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死亡率 

110年本縣女性之惡性腫瘤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88.1人，男性為每十萬人口166.9人，分

別較106年減少19.6%及13.4%；另110年本縣女性之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0人，男性為每十萬人口25.7人，分別較106年減少100%及53.4%。近5年來惡性腫瘤死亡率及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死亡率皆呈現男性高於女性。 

 

Highlight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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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 

110年本縣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共計24人，女性為13人，男性為11人，

性別比為84.62，亦即每100個女性就有84.62個男性。與106年相較，女性增加2人(18.18%)，

男性減少3人(21.43%)。 

 

(四)人口 

110年底本縣戶籍登記人口數為1萬3,645人，其中女性為5,735人（占42.03%），男性為

7,910人（占57.97%）。相較於109年底人口數，女性增加124人(2.21%)，男性增加242人

(3.16%)。另110年本縣原住民人口數共計275人，其中女性109人(占39.64%)，男性166人(占 

60.36%)。相較於109年底原住民人口數，女性增加12人(12.37%)，男性增加19人(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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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能源與科技 

(一)環保志義工人數 

110年底本縣環保志義工人數119人，其中女性為85人（占71.43%），男性為34人（占 

28.57%），性比例為40，亦即平均每100位女性環保志工就有40位男性志工；與109年底相較，

女性志工人數增加49.12%，男性志工人數增加21.43%。 

 

（二）旅行業從業人員 

110年底本縣旅行業從業人員共計53人，其中女性為26人（占49.06%），男性為 27 人

（占50.94%），性比例為 103.85，亦即平均每100位女性旅行業從業人員就有103.85位男性旅

行業從業人員；與109年底相較，女性旅行業從業人員增加4.00%，男性增加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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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有汽機車駕駛執照數 

110年底本縣領有汽車駕駛執照人數共計有5,342人，其中女性為1,731人（占32.40%），

男性為3,611人（占67.60%），明顯可看出男性領照數多於女性；與109年底相比，女性增加 

48人(2.85%)，男性增加62人(1.75%)。 

另110年底領有機車駕駛執照人數共計有5,835人，其中女性為2,080人（占35.65%），男

性為3,755人（占64.35%），兩性差距為28.70個百分點；與較109年底相較，女性增加34人

(1.66%)，男性增加38人(1.02%)。 

 

 

 

肆、連江縣婦女需求分析 

摘錄自本縣108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委託研究報告。 

一、托育照顧親職教養需求 

連江縣婦女期望政府應加強營造有利生育子女環境服務，33.3%無需求、31.8%推動托嬰

及托育措施0~2歲、28.4%推動學童課後照顧措施、27.7推動彈性友善工作環境；及有64.5%家

庭經濟壓力，次為43.6夫妻相處有爭執、37.4%教養小孩壓力是家庭生活工作方面遭遇的問題。

除了提供完善托育及幼兒照顧資源，可辦理親職講座及促進家庭關係活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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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身心健康需求 

在傳統社會中婦女背負了許多照顧責任與壓力，尤其是本縣婦女無論是照顧小孩還是老

人，有超過2成婦女從事家庭照顧工作，顯現照顧支持與喘息服務上是有需求的，故須提出有

效的減輕照顧壓力對策，而連江縣身心健康面向所需服務福利，其中有48.6%有定期健康檢查

的需求，其次為40%有舒壓活動及課程需求。 

三、家務分工之提倡 

連江縣有39.3%婦女認為家事都是自己在做，其次是家人共同負責38.3%，及婆婆或母親

14.30%，家務仍以女性為主，且在幼兒及老人照顧上皆為女性為主，仍須提倡家庭內性別分

工。 

四、強化婦女經濟安全 

連江縣有64.5%婦女認為家庭經濟壓力是家庭生活工作方面遭遇的問題；收入級距新台幣

30,000~39,999為21.7%，次為20,000~29,999為21.4%，期待政府加強的就業服務42.4%為加強

第二專長培訓，次為加強職業訓練，可透過第二專長培力及女力講堂等提升婦女生活品質、

協助弱勢婦女改善生活環境，及心理、生理、和社會適應生活能力。 

五、提升婦女社會參與 

連江縣婦女曾參與過社會團體活動部分，受訪者中以沒有參與為55.2%，有參與為44.8%，

而參與社會團體性質分析可知，以參加社區發展協會的活動為最多29.1%，社會服務及慈善團

體18.7%及體育及運動類團體16.9%次之，及政府應加強的社會參與及成人教育服務，最多為

46.1%加強婦女成長課程、41.3加強手工藝課程。亦表示有成長課程的需求，本縣可辦理婦女

成長、康健講座及研習等方案，積極培植婦女、婦女團體或女性領導人，鼓勵婦女投入公共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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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施政目標 

    透過連江縣人口結構、110年連江縣性別圖像、108年度連江縣婦女生活需求調查及委託

研究報告，了解不同特性之婦女生活現況、需求及期待，分析婦女對現有福利之了解程度及

使用情形，作為現有福利措施宣導之參考並且規畫適切、具可近性的福利方案及措施，達到

以需求為基礎的婦女福利。提供多元且連續性的婦女服務網絡，透過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提供

本縣婦女多元化、全方位的場所，充實精神生活並辦理婦女各項活動，以達婦女自我成長加

強婦女團體資源及資訊之整合，結合民間參與力量，倡導性別平權，促進性別和諧，喚醒女

性意識，激發女性潛能，促進女性成長，鼓勵社會參與。 

一、減緩婦女照顧壓力及維護身心健康 

(一)提供完善托育及幼兒照顧資源 

(二)規劃婦女維護身心健康喘息服務 

(三)提供婦女健康保健服務  

(四)辦理促進婦女家庭工作、育兒平衡之方案。 

二、建構完善多元家庭福利服務 

(一)特境家庭友善支持 

(二)新住民家庭照顧支持 

(三)脆弱家庭支持方案 

(四)一般家庭照顧支持 

三、辦理婦女權益/福利服務與性別平等相關方案 

(一)提供依據不同生命週期、族群、處境的婦女需求，辦理相關支持性服務。 

(二)辦理婦女就業成長及數位行銷培力團體活動。 

(三)進行婦團培力暨婦女福利專業人才培訓。  

(四)翻轉性別刻板印象，透過社區或校園宣導方案，對縣民廣植性平概念。 

(五)提供家庭經濟安全，強化婦女經濟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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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動策略與工作重點:  

 (一)專題宣導講座/活動: 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局自行辦理計 10場次(不包含外展)，針對

打破傳統家庭性別分工、身心障礙者婦女權益、新住民婦女權益、原住民婦女權益、

中高齡婦女權益、懷孕婦女權益、性別意識培力等議題，每個議題針對對象僅辦理

一次為限。 

(二)婦女支持成長方案: 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局自行辦理計 7 場次，運用婦女相關實證研

究資料及進行供需差分析或婦女需求趨勢研究報告書，針對不同類別(全職媽媽、職

業婦女、弱勢婦女、新住民婦女、單身女性、孕產婦女、偏鄉婦女、未婚媽媽、原

住民婦女、新手爸媽、身心障礙婦女、二度就業婦女等…)為主軸，連續性支持成長

或就業及數位行銷培力方案，每個議題針對對象僅辦理一次為限。 

(三)性別平等舞台劇/影展: 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局自行辦理計 1場次， CEDAW相關舞台劇

/影展，藉此將性別平等意識向下扎根，營造友善互助的社會，激起討論與行動，傳

遞到連江縣地區各個角落。 

(四)婦女團體培力: 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局自行辦理計5場次(包含聯繫會議)，透過講座、

研習或喘息活動方式，培力本縣婦女及婦女團體領導人提昇參權能力及團體組織能

力，強化性別平等意識推廣內容，增進轄內婦女團體專業知能、促使婦女充權，避

免性別不平等及差別對待，創造婦女社會參與機會，使婦女融入社區，發揮所長，

提升成就感，進而回饋家庭及社區，提昇自我潛能。 

(五)提供完善托育及幼兒照顧資源:委託辦理四鄉五島公共托育中心暨親子館營運，提

供親子托育、活動空間服務，辦理親職教育內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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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因應三八婦女節或母親節辦理活動: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局自行辦理計 1 場次，致力

推動婦女福利業務，以「培育女力、性別友善、整合資源、保護母性、性別平權」

為願景，其中透過辦理各項婦女與性平宣導活動，培育女力及促進婦女社會參與，

期透過婦女節歡慶活動，促進市民共融與公民參與，並讓大眾經由活動參與看見本

局推動婦女權益及倡議宣導之行動。 

(七)因應台灣女孩日辦理活動: 補助民間團體或本局自行辦理計 1 場次，藉由節慶相關

服務活動，提升女孩權益願景及實施策略，全面建立支持充權、培力、投資及平權

女孩，重視女孩之生存權、身分權、就養權、就學權等權益保障，使女孩有公平機

會發展及實現自我。 

(八)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推廣:強化中心的親近性與便利性，提高婦女福利服務的能見度，

每 3 個月 1 次活化場館活動，並透過連江縣婦女福利粉絲團提供多元性婦女福利服

務資訊的管道，推展婦女福利服務政策，供縣民互動與瀏覽。 

(九)提供婦女健康保健服務辦理三癌篩檢站(乳癌、大腸癌、子宮頸癌)及國中女生施打

HPV疫苗預防服務。 

(十)社會福利津貼:婦女生育津貼、好孕連連孕婦營養品補助、人工生殖補助、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重大傷病婦女生活補助。及提供經濟補助及各項福利諮詢，建立個案

管理制度。 

(十一)針對有育兒或家務指導需求之家，提供到宅指導，提升案家家庭及照顧功能。 

(十二)提供脆弱家庭個案管理服務，針對案家需求提供經濟、就業、照顧、親職教育、

家庭功能等服務，以家庭為中心，支持家庭遠離脆弱性的負面環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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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辦理新住民相關服務措施：提供服務，整合不同領域，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

班，辦理家庭支持方案，鼓勵新住民及其家庭共同參加，減少家庭間因文化差異

造成之摩擦。辦理社區宣導，通譯人員培訓、個案管理、諮詢服務。 

(十四)服務窗口、業務承辦人員在職訓練：提升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在職能力及量能。 

(十五)落實弱勢婦家庭關懷政策: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弱勢婦女家庭訪視及關懷服務。 

柒、經費來源: 

111年連江縣公益彩卷盈餘分配基金婦女福利服務、弱勢家庭服務工作項下 

111年連江縣公務預算社政業務-婦女福利、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社會福利項下 

111年連江縣公務預算衛生保健業務-衛生業務-衛生保健項下 

捌、效益: 

落實計畫內容，並將性別觀點納入計畫及方案訂定及執行、預算編列及資源分配中，促進本

縣性別平等及提升婦女權益。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於最近一次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開會期程提交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