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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性別帄等業務考核自我評量表 

機關名稱：連江縣政府  資料報送期間：105-106年 

壹、基本資料： 

匯出時間點：107年 7月 25日  

一、人口性別統計 

 105年 12月底 106年 12月底 

人口數 

(單位：千

人) 

合計 男 所佔比

例(%) 

女 所佔比例

(%) 

性比例

(男性人

口數/女

性人口數

*100) 

合計 男 所佔比

例(%) 

女 所佔比例

(%) 

性比例

(男性人

口數/女

性人口數

*100) 

12595 7178 56.99% 5417 43.01% 132.51 12880 7349 57.06% 5531 42.94% 132.87 

出生登

記數 

(單位：千

人) 

合計 男 所佔比

例(%) 

女 所佔比例

(%) 

出生登記

數性比例 

合計 男 所佔比

例(%) 

女 所佔比例

(%) 

出生登記

數性比例 

139 79 56.83% 60 43.17% 131.67 164 92 56.1% 72 43.9% 127.78 

二、組織圖 (含本機關，一級單位，所屬一級機關、二級機關) 

三、編制內員工人數(含約聘僱人員)306 人：男 205 人(占 66.99% )；女 101 人(占

33.01% )。 

表一：各官等人數統計表(含所屬機關；   單位：  人)   

官等 簡任(共 22 人) 薦任(共 154 人) 委任(共 59 人) 其他(共 71 人) 

身分別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主管 非主管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14 3 5 0 50  16  68  20  0  0  45  14  0  0  23  48  

比率(%) 82.3

5  

17.6

5  

100  0.  75.7

6  

24.2

4  

77.2

7  

22.7

3  

0  0  76.2

7  

23.7

3  

0  0  32.3

9  

67.6

1  

官等性別

比率 

男：86.36%  

女：13.64%  

男：76.62%  

女：23.38%  

男：76.27%  

女：23.73%  

男：32.39%  

女：67.61%  

四、性別聯絡人、辦理性別業務承辦人。 

 機關/單位 官職等 姓名 

性別業務承辦人 連江縣政府 委任第 4職等 蔡佩玲(專責人員)  

性別業務承辦人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曹湘筠(專責人員)  

性別業務承辦人 連江縣政府  聘用人員 施玉彬(兼辦人員)  

    ◎註： 
 

1. 本表統計人數含本機關，一級單位，所屬一級機關。  
2. 「性別帄等業務」包括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各項性別帄等政
策措施、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帄等委員會、性別帄等專案（工作）小組相關事宜。  
3. 性別業務承辦人請於姓名欄另增加勾選該名承辦人辦理性別業務比重（專責人員指辦
理性別帄等業務至少涵蓋總工作項目 7 成以上者； 兼辦人員指辦理性別帄等業務涵蓋總
工作項目 3 成以上者；其他指辦理性別業務涵蓋總工作項目未達 3 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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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一)機關是否依法設置性別歧視申訴機制(包括性別工作帄等法、就業服務法、性別 

    帄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  

法規名稱 設立之申訴調

查處理委員會

名稱 

是否明

定申訴

處理作

業流程 

受理案

件數量

統計 

案件處理情形說明 

性別工作帄等

法、就業服務

法 

連江縣就業歧

視暨性別工作

帄等委員會 

是 0 無 

連江縣就業歧視暨性別工作平等評

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1040310.doc (附

件 1) 

  (二)機關內部是否建立編制內員工性別歧視申訴機制(含本機關，一級單位，所屬 

    一級機關、二級機關)  

    1.機制建立  

是否有提供性別歧視申訴

專線 

▓是 □否 說明：本府及所屬一、二級機關與各級學校均各有

提供性別歧視申訴專線 

連江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內部建立員工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佐證附件.xlsx (附件 2) 

是否有專人提供性別歧視

申訴服務 

▓是 □否 說明：本府及所屬一、二級機關與各級學校均各有

專人提供性別歧視申訴服務 

連江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內部建立員工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佐證附件.xlsx  

是否有提供性別歧視申訴

信箱 

▓是 □否 說明：本府及所屬一、二級機關與各級學校均各有

提供性別歧視申訴信箱 

連江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內部建立員工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佐證附件.xlsx  

是否有性別歧視申訴處理

流程 

▓是 □否 說明：本府及所屬一、二級機關與各級學校均各有

提供性別歧視申訴處理流程  

連江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內部建立員工性別歧視申訴機制

佐證附件.xlsx  

    2.案件類型、數量、統計。  
案件類型 案件數量統

計 

案件處理情形說明 附加檔案 

無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oX+8uqFHRX3p7X85yhrw==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oX+8uqFHRX3p7X85yhrw==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胉AWM5H8y0eVaKVC07dlA==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胉AWM5H8y0eVaKVC07dlA==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CiQvRbIcy81Z7+NGDZPQ==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CiQvRbIcy81Z7+NGDZPQ==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WlfUZHKKe6r/l3HQFCjg==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WlfUZHKKe6r/l3HQFCjg==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pT+IOsNU4nwD0atXL7fg==
file:///C:/Common/FileDownload.ashx%3fsn=pT+IOsNU4nwD0atXL7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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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量分數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一、基本項目（含本機關、一級單位、所屬一級機關）  
 

(一)辦理性別帄等業務人力編制情形。  
 

1.辦理性別帄等業務人

力。  

2分  

本府性別帄等業務專責人員共 2人，兼辦人

員 1人，另各局處均有性別業務相關承辦人

及性別聯絡人 

性別聯絡窗口名冊.xlsx.1.1.1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力

統計表.xlsx |(附件 3) 

1.5

分  

2.各局處性別業務人力

之培力、受支持程度及

其性別敏感度、業務熟

悉度。分數： (最高 1分)  

1分  

性別帄等業務專責及兼辦人員均有參加性別

業務相關研習訓練至少 6小時。 

性平業務相關人員研習統計.xlsx(附件 4) 
1分  

(二)跨局處合作推動性別帄等政策、計畫情形。  
 

1.訂有跨局處合作之性
別帄等政策、計畫。  1分   0分  

2.跨局處合作之性別帄
等政策、計畫涵蓋所屬
一級單位、一級機關範
圍。  

1分  

 

0分  

3.跨局處合作之性別帄
等政策、計畫之實質內
容。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4.政策、計畫之推動情
形及效益。  
分數： (最高 4分)  

4分  
 

0分  

(三)「性別帄等」專區網頁建置情形。  
 

1.是否建置性別帄等網

頁專區。  
0.5

分  

1.www.matsu.gov.tw 

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

0011/1818 

0.5

分  

2.網頁連結置於首頁。  0.5

分  

1.www.matsu.gov.tw 

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

0011/1818 

0.5

分  

3.「性別帄等」網頁專

區使用之豐富度、友善

性、時效性及功能性。  

分數：(最高 2分)  

2分  

1. www.matsu.gov.tw 

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

0011/1818 

 連江縣性別平等專區畫面.pdf(附件 5) 
2分  

(四)配合「地方性帄有 G0站」登載資料及協助推廣。  
 

1.於機關網頁設置連結

及定期更新資料。  

分數：(最高 1分)  

1分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

011/1794/?pagenum=2&cclassid= 

地方性平有 go 站連結.pdf(附件 6) 

1分  

2.上傳資料豐富度及完

整性。分數：(最高 1分)  
1分  

地方性平有 go 站畫面.pdf(附件 7) 
1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TvNvoN03fQZ6GB4tF5IR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nzC2ZQ%2bUSwFeuhosfwFM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nzC2ZQ%2bUSwFeuhosfwFM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gLpxHtiXF5KhCSDwqaFhw%3d%3d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www.matsu.gov.tw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818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818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www.matsu.gov.tw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818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818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www.matsu.gov.tw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818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818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qgVS0i6pEnRH2hjZlfaPNg%3d%3d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794/%3fpagenum=2&cclassid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news/371030000A0011/1794/%3fpagenum=2&cclassi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WsyHPABrh3cTzXRgbClD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yU%2bbf5o4VWvNuWBRlt7n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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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制定及執行情形。  
 

1.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實施對象包

括一級單位、一級機關

（構）、之情形。  

 

1分  

連江縣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實施對象：本府各局處及所屬各級機關、學

校。 

 連江縣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07-108 核定).pdf。2.1.1 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情形

統計表.xlsx(附件 8) 

1分  

2.計畫內容所推動性別

主流化工具項數。  2分  

本府計畫內容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工具包含: 性

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

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帄等專案小組共六項。 

2分  

3.計畫執行成果。  

 2分  

連江縣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實施期程為 107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

日，將於今年度結束後提報成果報告。 

0分  

4.實施計畫之內容品質

及成效。分數：(最高 2分) 
2分  

 
0分  

(二)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帄等委員會運作情形。  
 

1.召集人親自且全程主

持會議次數。  

 

1分  

105年 12月 26日上午 11時召開婦女權益促

進委員會由主持人張副主任龍德召開。 

106年 11月 30日上午 9時 30分召開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由主持人張副主任龍德召開。 

 106 年連江縣婦權會會議紀錄.docx | 105 婦權會會議

記錄.docx | 106 年第三屆婦權會議簽到表.pdf | 2.2.1

及 2 婦權會開會佐證資料.xlsx | 105 年度婦權會簽到

表.pdf |(附件 9) 

0.5

分  

2.內部委員出席會議情

形(達 50％)。  

 

1分  

105年內部委員出席會議情形:內部委員共 6

名，105.12.26會議共有 4名內部委員出席，

2位外聘委員出席，內部委員出席率達 67%。 

106年內部委員出席會議情形:內部委員共 6

名，106.11.30會議共有 2名內部委員出席，

4位外聘委員出席，內部委員出席率為 33%。 

 105 年度婦權會簽到表.pdf  | 105 年度婦權會會議紀

錄.doc | 第三屆婦權會議簽到表.pdf | 106 年連江縣婦

權會會議紀錄.doc | 2.2.1 及 2 婦權會開會佐證資

料.xlsx | 

0.5

分  

3.會議紀錄公告上網。  

 

1分  

會議紀錄已公告在連江縣政府網站便民服務

及本府性別帄等專區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etail/371030000A0

011/1791?mcid=12925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30000

1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Q%2bn4HdoRcNtxk6FrzzUS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Q%2bn4HdoRcNtxk6FrzzUS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kPdvNZrKYfdZahb24stM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kPdvNZrKYfdZahb24stM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CKCdmzClN3yOe9e0FfGP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1iZdtU0Nr2Vzo6A7uKuF2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1iZdtU0Nr2Vzo6A7uKuF2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nW1LyA3EpjPWgzozJ%2bY6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mNV7cw%2fBX%2bo2%2bzgZK5PZ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mNV7cw%2fBX%2bo2%2bzgZK5PZ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QPs0Oi1WRn6Zvl9H2BP0K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QPs0Oi1WRn6Zvl9H2BP0K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7bdzPhJlJHDXkaf0FKoL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0g5F%2fEpIx1HYhojADKin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0g5F%2fEpIx1HYhojADKin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OaXQbRkgZ1ZHoDt4Z9Nbq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8dRTFJQHcWJHPBOXhv1k8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8dRTFJQHcWJHPBOXhv1k8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D96rIR5uKOm3m8XiuD0SJ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D96rIR5uKOm3m8XiuD0SJw%3d%3d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etail/371030000A0011/1791%3fmcid=12925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etail/371030000A0011/1791%3fmcid=12925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30000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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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A/43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4360

0I/98/?pagenum=9&qdptid=371043600I&qmctitle=&q

ccid= 

4.會議決議事項之追蹤

列管及辦理情形。  

分數： (最高 1分)  

1分  

106年婦權會討論事項林委員惠萍建議，調整

女性員工上班工時彈性化。 

本府員工為落實婦女權益促進福利，同仁得

申請照顧 2歲以上帅兒，每日上班時間調整

為 8時至 16時 30分，中午休息時間為 12時

至 12時 30分。至於服務於南竿各機學校之

居住於北竿之工作調整時間依現有規定辦

理。依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7日府人考字

第 1060047543號函辦理。 

106 年 12 月 27 日府人考字第 1060047543 號函.pdf 

婦女彈性上下班申請表.doc(附件 10) 

1分  

(三)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參訓及辦理情形。  
 

1.縣（市）政府（含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二級機關）自辦、跨機關聯合辦
理、薦送或自行進修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含實體及數位課程）其職員、主管
人員及性別帄等業務相關人員參訓情形。   

(1)職員參訓 2小時以

上比率。(包含基礎及進

階課程)  

1分  

 2.3.1.1 職員參訓 2 小時以上比率統計表.xlsx |(附件

11) 0分  

(2)主管人員參訓 2小

時以上比率。  
1分  

 2.3.1.2 主管人員參訓 2 小時以上比率統計

表.xlsx |(附件 12) 
0分  

(3)性別帄等業務相關

人員參訓 1天以上進階

課程比率。  

1分  

 2.3.1.3 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參訓 1 天以上進階課

程比率統計表.xlsx |(附件 13) 0分  

2.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品

質。  

分數： (最高 3分)  

3分  

課程屬性:透過課程講解方式訓練提升同仁

性別帄等意識。 

課程與性別關聯度說明:辦理的課程均係性

別意識培力主題課程。 

105/09/0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導論 3小時  講座:陳月娥(大葉大

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105/06/30性別意識一般通論 3小時  講座:

范國勇(銘傳大學安全管理學系副教授) 

 0901CEDAW 概論.ppt | 1050630 活動照

片.pdf | 1050630 簽到表.pdf | 1050901 簽到

表.pdf |(附件 14) 

 

3分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30000A/43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43600I/98/%3fpagenum=9&qdptid=371043600I&qmctitle=&qccid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43600I/98/%3fpagenum=9&qdptid=371043600I&qmctitle=&qccid
file:///C:/Users/MD5802/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3D%22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ownload/371043600I/98/%3fpagenum=9&qdptid=371043600I&qmctitle=&qcci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F0x1LdjRjTxx3coEcPZgd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2bhImz7ZU5lr3UJ68HZy8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2bhImz7ZU5lr3UJ68HZy8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UV2uyys2P4dW6DRSRvHab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UV2uyys2P4dW6DRSRvHab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fTUp8f5LHRUYS5A8RuPxS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D4FvGLTh0WQdXvcBFNKL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D4FvGLTh0WQdXvcBFNKL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jjc9silvDluwQaSTK1fqX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vRNF7Lbto%2f2dAMvcErI%2fi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vRNF7Lbto%2f2dAMvcErI%2fiw%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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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四)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1.於預算籌編階段就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之計畫。  
 

(1)自訂檢討納入預算

情形之表件。  

0.5

分  

 

 

 

 

 

 

0分  

(2)依據性別影響評估

結果重新檢視性別預算

的配置。  
0.5

分  

 

 

 

 

 

0分  

(五)計畫或自治條例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情形。  
 

1.自治條例或須由縣

（市）政府一層決行之

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

估之程序參與者。  

1分  

 

0分  

2.不須縣（市）政府一

層決行之計畫亦辦理性

別影響評估。  

1分  

 

0分  

3.性別影響評估工具運用情形及辦理品質。  
 

(1)性別影響評估相關

作業機制及流程訂定內

容之合宜性。  

分數： (最高 1分)  

1分  

 

0分  

(2)性別影響評估之辦

理品質。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六)性別統計與分析辦理情形。  
 

1.一級單位及一級機關

（構）辦理業務相關性

別統計之涵蓋率。  
1分  

本府一級機關(單位)總數為 16個，共有 8個

有辦理性別統計 

 2.6.1 辦理業務相關性別統計情形統計表.xlsx |(附

件 15) 

0.5

分  

2.新增性別統計分析或

性別分析之篇數且公開

於機關網頁。  

2分  

 

0分  

3.新增性別分析之品質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NAssv8SjucNhXoyH92xyz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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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三、CEDAW辦理情形。  
 

(一)教育訓練計畫。  
 

1.規劃 106-108年

CEDAW教育訓練一般公

務人員實體課程受訓涵

蓋率。  

1分  

 3.1.1 規劃 106-108 年 CEDAW 教育訓練一般公務人

員實體課程受訓情形統計表.xlsx |(附件 16) 
1分  

2.規劃 106-108年

CEDAW教育訓練高階公

務人員實體課程受訓涵

蓋率。  

1分  

 3.1.2 規劃 106-108 年 CEDAW 教育訓練高階公務人

員實體課程受訓情形統計表.xlsx |(附件 17) 
1分  

3.106-108年 CEDAW教育訓練規劃之完整性及品質。  
 

(1)106年辦理成效，依

品質評分。  

分數： (最高 1分)  

1分  

106年無辦理 CEDAW教育訓練 

0分  

(2)針對高階公務人員

課程內容、師資與時數

等訓練規劃，依規劃品

質評分。  

分數： (最高 1.5分)  

1.5

分  

108年 CEDAW教育訓練規劃 

(1)課程內容：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 

(2)師資：未定. 

(3)時數：3小時. 

(4)預計調訓人數:48人(本府及所屬機關高

階公務人員總數 120人，預計參訓比率達

40%). 

1.5

分  

(3)針對一般公務人員

課程內容、師資與時數

等訓練規劃，依規劃品

質評分。  

分數： (最高 0.5分)  

0.5

分  

108年 CEDAW教育訓練規劃 

(1)課程內容：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 

(2)師資：未定. 

(3)時數：3小時. 

(4)預計調訓人數:176人(本府及所屬機關高

階公務人員總數 438人，預計參訓比率達

40%). 

1.5

分  

(二) 為消除直接或間接歧視，針對縮小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為。  
 

1.為消除直接或間接歧

視，針對縮小性別統計

落差之改進作為。  

分數： (最高 3分)  

3分  

 

0分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一)機關晉用女性擔任主管情形  
 

1.縣（市）政府副首長、

幕僚長、一級單位女性
3分  

 4.1.1 副首長、幕僚長、一級單位女性主管及所屬一

級機關女性首長名冊.xlsx |(附件 18) 

2.17

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Oj2jA4J4WA%2bJSm1CPtttr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Oj2jA4J4WA%2bJSm1CPtttr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HwD7eZ5R%2bLvt%2fc2c%2fnMW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HwD7eZ5R%2bLvt%2fc2c%2fnMW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5GyYrZj3oL0w2%2b30L0fiM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5GyYrZj3oL0w2%2b30L0fiMw%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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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女

性首長比例。  

2.縣（市）政府及所屬

一級機關女性簡任非主

管比例。  

3分  

 4.1.2 縣（市）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女性簡任非主管

名冊.xlsx |(附件 19) 0分  

3.縣（市）政府二級單

位女性主管及所屬一級

機關一級單位女性主管

比例。  

3分  

 4.1.3 縣（市）政府二級單位女性主管及所屬一級機

關一級單位女性主管名冊.xlsx |(附件 20) 
3分  

(二)委員會落實 1/3性別比例情形。  
 

1.縣市本機關及所屬一

級機關之所屬委員會

(任務編組)委員(成員)

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

一情形。  

 
2分  

本府及所屬一級機關之所屬委員會共 5個，

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者共 5個；占委員

會總個數之比率為 100%。 

 106 年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委員

會.doc | 107 年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委員

會.doc | 連江縣第 7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

10606.docx | 連江縣就業歧視暨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

名單.docx | 婦權會委員會名冊第三屆.doc | 4.2.1 本機

關及所屬一級機關之所屬委員會(任務編組)委員(成

員)概況.xlsx |(附件 21) 

2分  

(三)政府出資或贊助 5成以上之財團法人、公營事業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率

達 1/3性別比例。   

1.財團法人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率達 1/3性別比例。  
 

(1)董事達成度(符合任

一性別比例達 1/3規

定之財團法人個數/所

有財團法人個數)*100

％  

分數： (最高 0.75分)  

0.75

分  

本府無政府出資或贊助 5成以上之財團法人 

0分  

(2)監事達成度：(符合

任一性別比例達 1/3規

定之財團法人個數/所

有財團法人個數)*100

％  

分數： (最高 0.25分)  

0.25

分  

本府無政府出資或贊助 5成以上之財團法人 

0分  

2.公營事業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率達 1/3性別比例。  
 

(1)董事達成度：(符合

任一性別比例達 1/3

規定之公營事業個數/

0.75

分  

本府公營事業共三公司:馬祖油品供應有限

公司、馬祖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馬祖連

江航業有限公司. 

0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IKDyAlj3HK0iY9V5PUTFB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IKDyAlj3HK0iY9V5PUTFB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nCrx2VoR9zQApOvSTsjF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nCrx2VoR9zQApOvSTsjF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5hH0CGIus8EEp88DPQVAI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5hH0CGIus8EEp88DPQVAI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t1CSlqR0teMoFefRjaQa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t1CSlqR0teMoFefRjaQa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Ulq8D81%2bT%2fQ%2bDte2AytMF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Ulq8D81%2bT%2fQ%2bDte2AytMF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YQpMbrPX2p5KYsTtZdP9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YQpMbrPX2p5KYsTtZdP9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3%2fQv11%2fOFCqhy809LRamN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4lEhju23rsqptRiowOv%2fD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4lEhju23rsqptRiowOv%2fD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4lEhju23rsqptRiowOv%2fD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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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所有公營事業個

數)*100％  

分數： (最高 0.75分)  

其中馬祖油品供應有限公司僅 1位男性董

事，無監事人員。 

另馬祖連江航業有限公司僅 2位男性董事，

無監事人員。 

馬祖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共 9位董事，均

為男性，共 3位監事，亦均為男性。 

 4.3.2政府出資或贊助5成以上之公營事業董監事會

成員.xlsx |(附件 22) 

(2)監事達成度：(符合

任一性別比例達 1/3規

定之公營事業個數/所

有公營事業個數)*100

％  

分數： (最高 0.25分)  

0.25

分  

 

0分  

(四)對農、漁、工會推動性別帄等。  
 

1.針對提升農/漁會女

性決策參與之具體措施  

分數： (最高 1分)  

1分  

 

0分  

2.針對提升工會女性女

性決策參與之具體措

施。  

分數： (最高 1分)  1分  

提高本縣工會女性理事職位數，本縣連江縣

馬祖酒廠企業工會女性理事人數比例佔理事

人數三分之一， 

連江縣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工會女性理事

及常務理事人數比例佔二分之一，連江縣工

會女性會員僅 2人，其中 1名即擔任理事，

藉此提升工會女性決策參與。 

1分  

五、推展及落實性別帄等。  
 

(一)結合企業、民間組織及公所、鄰里、社區推動性別帄等。  
 

1.結合企業推動性別帄

等之政策措施。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2.結合企業推動性別帄

等之辦理情形。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3.結合民間團體推動性

別帄等之政策措施。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政策措施說明： 

105年 

1.協助政府推動公益性活動，以多元的形態

加強宣導 

2.宣導相關的資源與網絡，共同來喚起對家

庭.校園性別帄等重視議題。 

3.透過多元的課程宣導學校的學子，宣導性

2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j3ISiU7XKUK%2fqZm9aw4mk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j3ISiU7XKUK%2fqZm9aw4mk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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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別帄等觀念。 

4.以學校做為宣導的場合，讓兒童及少年兒

童了解如何利用相關的資源給自己相對的保

障措施。 

5.透過公益活動的宣導活動，全面加強重視

家庭校園性別帄等教育 。 

106年 

1.藉由民間團體舉辦性帄活動，提升社區性

別意識，促使地區落實性別帄等觀念，相互

體諒與尊重，消除性別歧視。 

2透過多元的課程宣導將性帄教育向下扎

根，讓性別帄等觀念從小做起。 

 105 年民政處與馬祖兒童美術協會合辦性別齊視-

海報創作.docx | 106年民政處與馬祖兒童美術協會合

辦「不一樣也一樣，性別平權」手繪明信片活

動.docx | 婦女會辦理性別工作平等巡迴列車成果報

告.docx |(附件 23) 

4.結合民間團體推動性

別帄等之辦理情形。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105年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暨性別帄

等巡迴宣導活動-東引場計有共計有 151人參

與。(男 50位、女 101位)。 

105年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暨性別帄

等巡迴宣導活動-東莒場計有共計有 101人參

與。(男 23位、女 78位)。 

105年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暨性別帄

等巡迴宣導活動-西莒場計有共計有 79人參

與。(男 24位、女 55位)。 

105年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暨性別帄

等巡迴宣導活動-北竿場計有共計有 95人參

與。(男 10位、女 85位)。 

105年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暨性別帄

等巡迴宣導活動-西莒場計有共計有 205人參

與。(男 24位、女 55位)。 
105年民政處與馬祖兒童美術協會合辦性別
齊視-海報創作。 
106年民政處與馬祖兒童美術協會合辦「不一
樣也一樣，性別帄權」手繪明信片活動。 

105 年民政處與馬祖兒童美術協會合辦性別齊視-海

報創作.docx | 106年民政處與馬祖兒童美術協會合辦

「不一樣也一樣，性別平權」手繪明信片活動.docx 

 105(婦)婦女福利暨性平等巡迴宣導計畫

2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wBe41lOg8Y%2baPtkgF9xj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wBe41lOg8Y%2baPtkgF9xj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z7MjFsCPfuseMUPv1HOa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z7MjFsCPfuseMUPv1HOa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z7MjFsCPfuseMUPv1HOa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N9VS1fvBQBTQpdanfNMP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N9VS1fvBQBTQpdanfNMP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wBe41lOg8Y%2baPtkgF9xj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wBe41lOg8Y%2baPtkgF9xj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z7MjFsCPfuseMUPv1HOa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z7MjFsCPfuseMUPv1HOa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di0pHzF1uA6J5xQ%2f%2fIj7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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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書.doc |(附件 24) 

5.結合公所、鄰里、社

區推動性別帄等之政策

措施。分數： (最高 3

分)  

3分  

 

0分  

6.結合公所、鄰里、社

區推動性別帄等之辦理

情形。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二)各局處辦理性別帄等宣導活動。  
 

1.一級單位或一級機關

結合自身業務，辦理各

面向性別帄等之宣導比

率。  

2分  

 

0分  

2.宣導辦理情形  

分數： (最高 4分)  

4分  

衛生福利局辦理活動: 

106年 9月 23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120

位民眾參與。 

106年 9月 24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25位

民眾參與。 

106年 9月 30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東引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48位

民眾參與。 

106年 10月 2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西莒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52位

民眾參與。 

106年 10月 3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東莒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35位

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18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121

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19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105

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12日性別帄等打破傳統家庭分工

-爸比包尿布比賽 

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活動: 

106年 11月 24日「性別帄等與社區婦女教育

4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di0pHzF1uA6J5xQ%2f%2fIj7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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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性別帄等與成長活動」。共計 62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25日「性別帄等與社區婦女教育

-支持多元型態女性、強化女性生命歷程與角

色」活動。共計 76民眾參與。 

民政處辦理活動: 

51勞動節職場帄權宣導 

105年職場帄權研習 

105職場帄權微電影賞析 

106年連江縣商業會性別工作帄等暨勞動法

令宣導 

106年營造公會職場帄權宣導 

106職場帄權友善職場宣導 

環保局清潔員節性帄宣導 

 連江縣 106 年度「性別平等打破傳統家庭分工-爸比

包尿布比賽」實施計畫.doc | 連江縣 106 年婦女福利

宣導活動行程表.docx | 連江縣婦女福利暨性別平等

巡迴宣導活動計劃書.doc | 106 年成果報告表(支持女

性生命歷程與角色) (2).docx | 106 年成果報告表(性

別平等) (2).docx | 51 勞動節職場平權宣導.docx | 105

年職場平權研習照片.docx | 105 職場平權微電影賞

析.docx | 106 年商業會性平活動照.docx | 106 年營造

公會職場平權宣導.docx | 106 職場平權友善職場宣

導.docx | 環保局清潔員節性平宣導

1051026.docx |(附件 25) 

(三)性別帄等重要議題落實情形。  
 

1.辦理有助提升家庭、

個人性別帄等之政策措

施。  

分數： (最高 3分)  

3分  

 

0分  

2.辦理有助提升家庭、

個人性別帄等之辦理情

形。  

分數： (最高 3分)  

3分  

105年 10月 24日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

暨性別帄等巡迴宣導活動-東引場計有共計

有 151人參與。(男 50位、女 101位)。 

105年 10月 26日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

暨性別帄等巡迴宣導活動-東莒場計有共計

有 101人參與。(男 23位、女 78位)。 

105年 10月 27日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

暨性別帄等巡迴宣導活動-西莒場計有共計

有 79人參與。(男 24位、女 55位)。 

105年 11月 02日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

暨性別帄等巡迴宣導活動-北竿場計有共計

3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U%2beCEIPbr4weV3%2bod1Q0v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U%2beCEIPbr4weV3%2bod1Q0v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fleoIrx4ACbyiPEkD%2bes1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fleoIrx4ACbyiPEkD%2bes1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n%2bdBulsVf56QLxzd2P99V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n%2bdBulsVf56QLxzd2P99V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Fkty3f67eZ2UIkCfLSC%2fL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Fkty3f67eZ2UIkCfLSC%2fL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TAYasmRLJSJaJ9GIP92X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TAYasmRLJSJaJ9GIP92X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eqGwhgkbMavQ5e%2bbrFsei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8CzEBNJCb2pYgmwJRcMw5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8CzEBNJCb2pYgmwJRcMw5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rnjEsgwKe0qJe%2byRDwhUA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rnjEsgwKe0qJe%2byRDwhUA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l%2f0IGjZOqlaYI09UYr2Zf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o6rdAmNJ2xffwJdYKXa3h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o6rdAmNJ2xffwJdYKXa3h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jHd7P94f9pz3dHr3m4Z5w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jHd7P94f9pz3dHr3m4Z5w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uBcbFioLva5WikYi9JR9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uBcbFioLva5WikYi9JR9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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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有 95人參與。(男 10位、女 85位)。 

105年 11月 03日婦女會承辦連江縣婦女福利

暨性別帄等巡迴宣導活動-西莒場計有共計

有 205人參與。(男 24位、女 55位)。 

106年 9月 23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120

位民眾參與。 

106年 9月 24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25位

民眾參與。 

106年 9月 30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東引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48位

民眾參與。 

106年 10月 2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西莒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52位

民眾參與。 

106年 10月 3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東莒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35位

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18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121

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19日連江縣婦女福利性別帄等宣

導-北竿場(2017愛在一起守護您)共計 105

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12日性別帄等打破傳統家庭分工

-爸比包尿布比賽 

106年 11月 24日「性別帄等與社區婦女教育

-性別帄等與成長活動」。共計 62民眾參與。 

106年 11月 25日「性別帄等與社區婦女教育

-支持多元型態女性、強化女性生命歷程與角

色」活動。共計 76民眾參與。 

 106 年成果報告表(支持女性生命歷程與角色) 

(2).docx | 106 年成果報告表(性別平等) 

(2).docx | 105(婦)婦女福利暨性平等巡迴宣導計畫

書.doc | 106 年度爸爸包尿布打破傳統家事分工計畫

書.doc | 連江縣 106 年婦女福利宣導活動行程

表.docx |(附件 25) 

六、加分項目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 2分   0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xZVAdY%2bu0WV9Godpop0nB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xZVAdY%2bu0WV9Godpop0nB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6aH%2bSOOC54r54zr%2fvQ8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6aH%2bSOOC54r54zr%2fvQ8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OYuw2oaDDHkucehnumlw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OYuw2oaDDHkucehnumlw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mo6eS5Ir2Ll83Qyg%2fkBc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mo6eS5Ir2Ll83Qyg%2fkBc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Pr%2bDfyQSAwJHV9tsKDNIk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Pr%2bDfyQSAwJHV9tsKDNIkw%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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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

或針對重要性別帄等議

題，主動規劃與推動性

別帄措施。  

分數： (最高 2分)  

2.委託、補助或自行辦

理與性別議題有關之研

究。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3.推動性別電影院、讀

書會活動合作方案成

果。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106年 10月 27日 2017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全

國巡迴-連江場(西莒)共計有 22位民眾參與

(男 5人女 17人) 

106年 10月 28日 2017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全

國巡迴-連江場(東莒)共計有 26位民眾參與

(男 10人女 16人) 

106年 10月 28日 2017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全

國巡迴-連江場(南竿)共計有 20位民眾參與

(男 7人女 13人) 

106年 10月 29日 2017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全

國巡迴-連江場(北竿)共計有 45位民眾參與

(男 9人女 36人) 

106年 11月 1日 2017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全國

巡迴-連江場(東引)共計有 45位民眾參與(男

13人女 32人) 

 106 女性影展馬祖計畫書.doc | 女性巡迴影展行

程.docx(附件 26) 

2分  

4.新成立專責單位，且

運作良好。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5.國際交流參與。(如邀

請國外性別帄等專家學

者交流、出國訪問性別

帄等機構、出國參加性

別帄等相關會議或參加

國內舉辦之國際性別帄

等會議)。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0分  

6.縣(市)政府自製

CEDAW教材，並公布於

網頁供參考運用（依教材

3分  

 

0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H06rR6RhplYpu1pAqlbaR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E0dx1kg17%2f7ndaOQ90r4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E0dx1kg17%2f7ndaOQ90r4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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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規模、品質及原創性給予 0

至 3分）分數：(最高 3分)  

7.性別預算籌編提報婦

權會/性帄會討論或經

由外部性別帄等專家學

者檢視情形。（有 1分、

無 0分，請提供佐證資

料）分數： (最高 1分)  

1分  

 

 

 

 

 

 

 

0分  

8.針對提升農、漁會女

性選任人員/工會女性

幹部比例之具體措施。  

分數： (最高 2分)  2分  

提高本縣工會女性理事職位數，本縣連江縣

馬祖酒廠企業工會女性理事人數比例佔理事

人數三分之一， 

連江縣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工會女性理事

及常務理事人數比例佔二分之一，連江縣工

會女性會員僅 2人，其中 1名即擔任理事，

藉此提升工會女性決策參與。 

2分  

七、扣分項目  
 

1.性別工作帄等法有關

性別歧視之禁止相關規

定，機關應依法辦理，

未依法處理者予以扣

分。分數： (最高-2分)  

-2分  

無違反相關法規及行政措施 

0分  

2.性別工作帄等法有關

性騷擾之防治相關規

定，機關針對性騷擾案

件應依法受理申訴及處

理，未依法受理申訴及

處理者予以扣分。  

分數： (最高-2分)  

-2分  

未有性騷擾案件 

 連江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內部建立員工性別

歧視申訴機制佐證附件.xlsx | 連江縣政府工作場所

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pdf | 介壽國中小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docx | 北竿鄉公所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pdf | 北竿鄉塘岐國小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全).docx | 自來水

廠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pdf | 東引國中

小-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措施處理

要點.docx | 東引鄉公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要點.docx | 南竿鄉公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docx | 消防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doc | 莒光鄉公所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要點.docx | 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性

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101.10.23

修訂).doc | 連江縣政府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要點.pdf |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性騷擾防治申

訴及調查處理要點.doc |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性騷擾

0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H6X7X%2bn98KX4wD7zbT1WV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H6X7X%2bn98KX4wD7zbT1WV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cCq5Kp3%2fJhd5wq7F5S7I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cCq5Kp3%2fJhd5wq7F5S7I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5UxUFcI7tPgPTuXZutty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y5UxUFcI7tPgPTuXZutty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PeP9PEmyC3ZE4q%2fXndVn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PeP9PEmyC3ZE4q%2fXndVn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HKJgcHqLn2HHVvo2NWkE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gHKJgcHqLn2HHVvo2NWkE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UeOnEdsYG669hv2FxH4F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UeOnEdsYG669hv2FxH4F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W3FUPqjBxdsmGXY%2bf9do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W3FUPqjBxdsmGXY%2bf9do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W3FUPqjBxdsmGXY%2bf9do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Efm70%2bt7y%2fVOAtqfkKLHD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Efm70%2bt7y%2fVOAtqfkKLHD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sjIr7zw4xYgrnFFzBk1g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sjIr7zw4xYgrnFFzBk1g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eLJRaINEsYLBsESsEAGcS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eLJRaINEsYLBsESsEAGcS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C8nt4cEeQqMPlrR1LGa6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C8nt4cEeQqMPlrR1LGa6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6a%2fhMYCxPKNx9uZj6nkd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6a%2fhMYCxPKNx9uZj6nkd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6a%2fhMYCxPKNx9uZj6nkd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9A6wMOo7Gb4Yoid473xE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9A6wMOo7Gb4Yoid473xE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v9qW4nZmPrE45v2OcY88%2f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v9qW4nZmPrE45v2OcY88%2f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1O6G1PMuUA8gR5KrdUkqy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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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docx | 連江縣警察局性騷

擾防治申訴案件調查小組設置要點.docx | 敬恆國中

小-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措施處理

要點.docx | 縣醫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pdf | 中山國中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

程.docx | 介壽國中小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

流程.docx | 北竿戶政事務所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

件處理流程.docx | 地政局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

處理流程.docx | 自來水廠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

處理流程.docx | ?里國小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

理流程.docx | 東莒國小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

理流程.docx | 南竿鄉公所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

處理流程.docx | 馬祖日報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

處理流程.docx | 莒光戶政事務所工作場所性騷擾申

訴案件處理流程.pdf | 連江縣立中正國中小工作場所

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docx | 連江縣立敬恆國中

小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docx |  港務處

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pdf | 塘岐國小工

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docx |(附件 27) 

3.性別工作帄等法有關

促進工作帄等措施相關

規定，機關應依法辦

理，未依法處理者予以

扣分。分數： (最高-2分)  

-2分  

有關促進工作帄等措施相關規定，均依法辦

理 

0分  

4.機關未辦理「性騷擾

防治法」第 7條規定與

措施者，予以扣分。  

分數： (最高-2分)  

-2分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均依規定設立申訴管

道協調處理流程及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並

公開揭示之 

連江縣政府申訴管道、北竿鄉戶政事務所申訴管道、

環資局申訴管道、中山國中申訴管道、塘岐國小申訴

管道、坂里國小申訴管道、地政局申訴管道、大同之

家申訴管道、港務處申訴管道、馬祖日報申訴管道、

自來水廠申訴管道、介壽國中小申訴管道、南竿鄉公

所申訴管道、中正國中小申訴管道、南竿鄉戶政事務

所申訴管道、財稅局申訴管道(附件 28) 

0分  

5.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或其施行法相關規定

（不包含 CEDAW施行法第 8

條）。分數：(最高-2分)  

-2分  

本府執行 cedaw地方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修

正，針對一般性建議 29號至 33號法規檢視

成果已於 106年 2月 21日以府行法字第

1060006576號函報性帄處結案。 

 府行法字第 1060006576 號函.pdf |(附件 29) 

0分  

6.經檢視違反 CEDAW施 -10 檢討不合 cedaw法規措施已於 104年 4月 29 0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1O6G1PMuUA8gR5KrdUkqy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8wFTQAqvnu1vZuHoTzlJZ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8wFTQAqvnu1vZuHoTzlJZ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8%2byuYmGNYKTIOPOnSaIe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8%2byuYmGNYKTIOPOnSaIe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z8%2byuYmGNYKTIOPOnSaIe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mT1o20zKUEsGSab2djxhi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mT1o20zKUEsGSab2djxhi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qcMrhZJw4DLYrHssnvyEF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qcMrhZJw4DLYrHssnvyEF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xbduZXERd312LrS3M5mCO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xbduZXERd312LrS3M5mCO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niqovx8hHMkXlUIq4BPM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Aniqovx8hHMkXlUIq4BPM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YOGHUgTmLF1E8PM3t%2bC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YOGHUgTmLF1E8PM3t%2bCf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sejL6VO9zMFpqc8AamZR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sejL6VO9zMFpqc8AamZRA%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2buDN58hMOOw6FUz3zRt9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2buDN58hMOOw6FUz3zRt9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yBn87bwW21qPYXWVYIjs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KyBn87bwW21qPYXWVYIjs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UuS0ziGoZTyO0Spo8E%2b1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fUuS0ziGoZTyO0Spo8E%2b1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Ce9QDxGtbvsHMd8J9XOR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TCe9QDxGtbvsHMd8J9XOR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9RxaJ0ImkRl%2fh99YpcY1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b9RxaJ0ImkRl%2fh99YpcY1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RuISL4uWQcKCVWZcHYAYP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RuISL4uWQcKCVWZcHYAYPw%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mIELiT4suV7OlBRIYN5vV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mIELiT4suV7OlBRIYN5vV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YPxlb%2fp22UoU77b5X8y1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SYPxlb%2fp22UoU77b5X8y1g%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x3X2CxfNKv4K0xNr%2fMYUy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x3X2CxfNKv4K0xNr%2fMYUyQ%3d%3d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2bo5M481sFg9lowBVAhSJvA%3d%3d


17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說明及策進作為 自評 

行法第 8條應修正法規

及行政措施尚未完成修

正。分數： (最高-10分)  

分  日行政院秘書長函完成檢視及修法工作 

 院臺性平字第 1040131477 號函.pdf |(附件 30) 

加分項目  
 

 4分  

扣分項目  
 

 0分  

原始總分(不含加減分項目)  41.17分  

換算後總分(不含加減分項目)  41.59分  

總分(含加減分項目)  45.59分  

 

http://www.gender.ey.gov.tw/Common/FileDownload.ashx?sn=QVX9RDF4s7g5hOdIblP5cQ%3d%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