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江縣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07年執行成果報告 

說明： 

一、 依據連江縣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7-108年)辦理。 

二、 計畫目標： 

(一) 培養本府各單位及附屬機關公務人員性別意識，實踐性別

平等。 

(二)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以下稱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

規劃、執行與評估，達到實質性別平等目標。 

(三) 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提升推動品質與擴大成

效。 

三、 連江縣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實施內容共計五大項

目:性別平等機制運作、強化性別意識培力、優先編列性別預

算、深化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及落實性別影響評估，107年執

行成果如下: 

實施內容 107年辦理情形及成果 

一、性別平等

機制運作 

1. 107年於 11 月 30 日召開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定期會，邀請 4 位外聘委員及本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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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中心首長兼任之內聘委員(1/2以上出

席)，討論各單位性別平等業務辦理情形並

將會議紀錄公告上網。 

2. 本縣 107 年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定期會由

王副縣長忠銘主持。 

3. 檢討及策進作為： 

提案一：因應本年度107年9月20日行政院辦

理各縣市推動性平業務實地訪視，會中委員

建議將縣內原設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爰配合中央政策及法令規格更名為「性別平

等委員會」以更符合其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

等設立宗旨。 

提案二：訂定「108年連江婦女福利施政計

畫」，以提升婦女權益促進為福祉打造兩性

平權，無歧視、尊重兩性差異，提供婦女培

力支持方案，共同創造和諧社會。 

二、強化性別

意識培力 

107 年度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訓練參訓率(%)：

目標值各項人員參訓率達成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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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府暨所屬機關主管人員總數有 173 人，

參加性別平等實體訓練課程+數位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比率:83.23%以上。 

2. 本府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 508 人參加性別

平等實體訓練課程+數位訓練課程 2 小時以

上比率:76.57%以上。 

3. 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員 20 人，參加性別平

等進階實體訓練課程+數位訓練課程 1 天以

上比率:75%以上。 

4. 檢討及策進作為： 

107年本府暨所屬機關完成性別主流化課程

培訓情形部分未達預期目標 80%以上，將於 

108 年度持續落實推動辦理性別主流化課

程，並督促鼓勵各鄉鎮市公所參加及辦理

相關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提升本縣性別敏

感度，利於將觀念融入業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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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先編列

性別預算 

1. 107年主計處規範各單位於預算編列時，將

性別觀點整合到預算編列過程，積極促進性

別平等，並填報「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2. 目前行政院性平處規範性別預算範圍為辦理

性別影響評估之案件的預算金額均可納入當

年度之性別預算，未來本府除依據行政院性

平處規範性別預算之實施範圍辦理之外，另

研擬納入本縣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各項辦理

內容之預算金額。 

四、深化性別

統計與性別分

析 

1. 從性別角度看連江縣促進就業策略 

(1) 106 年本縣男性勞動力參與率 76.21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65.61％，為自 

103 年來的次高水準。 

(2) 本縣 106 年男性失業率0.75％、女性失

業率 0.74％。 

(3) 目前本府促進就業策略與分析建議 

A. 積極招商引資，擴大勞動力需求。 

B. 多元職業訓練、提升就業媒合，強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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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競爭力。 

C. 建議提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及中高齡人

力資源活化，輔以友善育幼、職場環境

及建構完整長期照顧體系，讓女性在子

女養育、家庭照顧與工作就業等得以兼

顧。 

2. 性別統計圖像： 

(1)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06年底本縣縣議員人數共計9位，其中

女性1人(占11.1%)，男性8人(占

88.9%)。同年底本縣公教人員數561人，

其中女性207人(占36.9%)，男行354人

(占63.1%)，男性比率高於女性26.2個百

分點。 

(2) 就業、經濟與福利 

106 年本縣勞動力人口計有 3,092人，

其中女性 1,349人（占 43.63%），男性 

1,743人（占 56.37%）；男性勞動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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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76.21%，女性則為 65.61%。另從 

106 年失業率來看，女性為 0.74%，男

性為 0.75%；女性失業率低於臺灣地區

的 3.5%，可見本縣女性就業能力已有所

提升。 

(3) 人口、婚姻與家庭 

106 年底本縣戶籍登記總人口計 1 萬 

2,880 人，其中女性 5,531 人（占 

42.94%），男性  7,349 人（占 

57.06%），性比例為 132.87%。同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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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9%及 

47.94%，女性低於男性 2.65 個百分

點；另男性未婚比率 31.02%高於女性未

婚比率 27.05%。 

(4) 教育、文化與媒體 

106 學年度本縣國小男學生 254 人（占 

53.59%），女學生 220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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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1%），性比例 115.45%，為 103 年

來新低；同學年度，本縣國中男學生 

128人（占 56.39%），女學生 99 人（占 

43.61%），性比例為 129 %。106 學年度

本縣國小祼視視力不良之男學生 95 人

（占 49.48%），女學生97人（占

50.52%）；同期間，本縣國中祼視視力不

良之男學生 80人（占 54.79%），女學生 

66人（占45.21%）。 

(5) 人身安全與司法 

106 年本縣全般刑案嫌疑犯人數共計 59 

人，其中男性 52 人（占 88.14%），女

性 7 人（占 11.86%）；同年，本縣暴力

犯罪被害人數 65 人，其中男性 40 人

（占61.54%），女性 25 人（占

38.46%）。 

(6) 健康、醫療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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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 106 年

實際進住 25 人，其中男性 14 人（占

56%）、女性 11 人（占 44%）。 

(7) 環境、能源與科技 

106 年底本縣列管公廁之廁所個數計有 

405 個，其中男廁 252 個（占 

62.22%），女廁 153 個（占 37.78%）。

106 年度本縣環保志工人數計 64 人，

其中男性 21 人（占 32.81%），女性 43

人（占 67.19%），性比例為 48.84%。

106年底環保人員數計157人，其中男性 

87 人（占 55.41%），女性 70人（占 

44.59%），性比例為 124.29%。 

3. 檢討及策進作為： 

    為強化各單位於年度制定業務政策或計畫

時，能運用各項性別統計資料，將業務相關的性

別統計納入業務計畫思考，特制定各局處辦理性

別平等相關活動成果表，表格中設計有「與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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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本案相關的性別意識或理論

觀點」，供各局處訂定計畫或執行相關業務政策

時，能思考現況問題並運用各項性別統計資料與

性別統計分析，制定含性別目標的計畫或活動。 

五、落實性別

影響評估 

    為落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已於連江縣政府

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中，增列「各重要政策

計畫、自治條例及相關法規均須納入辦理，從性

別意識觀點來分析對不同性別之影響，各局處每

年至少提報性別影響評估一案以上」，透過性別

影響的檢視，更了解相關政策是否對不同性別造

成影響，並在外部學者專家程序參與中充分互動

交流，讓學者專家更能充分了解該計畫或法案，

使其檢視結果回饋至計畫，以落實性別影響評估

的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