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6 年成果報告
壹、前言
一、依據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 至 108 年)。

二、目標
(一)加強使用各項性別主流化相關工具。
(二)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三)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在制定法令政策、方案計畫及
資源分配時，納入性別觀點。
(四)提升同仁性別平等意識，營造無性別歧視之環境及服務。

貳、重要成果
一、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訓練(主責單位：人事室)
依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本局自本(106)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辦理
「性別意識培力訓練」計 23 場次，其中實體訓練計 4 場次、數位訓練計 19 場次，
總計有 1,484 人次參訓(參訓人員除本局暨所屬機關職員外，亦包含約聘僱人員
及非編制人員)；至有關學習情形部分，本局暨所屬機關職員總計 204 人，業於
本年 6 月 30 日前均依規定完成學習時數，參訓率達 100%；謹就本局辦理性別意
識培力訓練情形說明如下：
(一)實體訓練：為提升本局員工性別意識培力，強化性別平等觀念，本局邀請
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4 屆委員暨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黃理事長瑞汝擔
任講座，分別於本年 5 月 16 日、6 月 2 日及 6 月 8 日進行 3 場次「性別主
流化進階課程」講授，其中第 3 場次針對本局主管層級人員授課，計 131
人次參訓(詳附錄 1)；另本局勞政專業訓練邀請就業安全科黃月英股長講
授「性別工作平等法講座」，針對勞工就業領域之性平概念，計 25 人次
參訓(詳附錄 1)。
(二)數位訓練：除前述實體訓練外，本局暨所屬機關亦規劃影片賞析方式進行
性平意識之深耕，於本年 6 月 30 日前以播放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 11 部
「性別平等微電影」並轉發前述微電影之作品影評供觀賞後思考探索影片
內涵、相關性別平等視聽分享影片等共 19 場次影片賞析，計 1,328 人次
參訓 (詳附錄 1)。
二、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主責單位：秘書室)

本局本年針對「就業服務處-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及「就業服務處促進就業服務業務計畫-新住民就業服務(新住民就業求職新動力服務計畫)」分
別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其成果如下：
(一)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
1.參與人員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1)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係協助尋職困難且畢(肄)業後連續 6 個月
以上仍未就業之初次尋職青年，除透過就業輔導服務，並提供尋職期間
之生活津貼，無特定性別之限制。
(2)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性別統計，105 年全國失業率達 3.92%， 15 至
24 歲青年失業失業率為 12.12%，其中男性 11.75%、女性 12.54%，25
至 29 歲青年失業失業率為 6.76%，其中男性 7.52%、女性 5.97%，另依
據新北市統計資料庫資料統計，104 年新北市 15 至 24 歲青年失業率男
性為 10.9%、女性為 9.5%，25 至 29 歲青年失業率男性為 6.5%、女性為
6.3%。在失業率上差異不大。
2.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參考新北市 104 年 15 至 29 歲青年，總失業人數約計有 32,000 人，男性佔
53%、女性佔 47%，無明顯差異；唯在本計畫 102 年 9 月開辦迄今(106 年 3
月 31 日止)實際申請民眾共計 2,770 人，其中男性佔 68%、女性佔 32%，兩
性間差異較大，推估係因本計畫申請身分限制為畢(肆)業連續 6 個月以上
仍未就業之初次尋職青年，目前男性畢業未再就學者仍需服義務兵役，延
後男性求職時間，此時男性多能符合申請本計畫資格，故較多男性申請本
計畫。
本計畫執行並無特別性別分析或限制，未來將參考性別影響，分析青年初
次尋職是否與性別有所差異，進而提供更適切的就業服務內容。
(二)促進就業服務業務計畫-新住民就業服務(新住民就業求職新動力服務計
畫)
1.參與人員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1)為協助新住民就業，105 年度提供就業諮詢及職訓諮詢共 2,118 人次，
受理求職登記 2,553 人次(男性 98 人，女性 2,455 人)，提供媒合服務
1,596 人次，推介就業 824 人(男性 26 人，女性 798 人)，穩定就業滿 3
個月 137 人次(男性 8 人，女性 129 人)，臨櫃服務無特定性別之統計。
(2)為提供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之新住民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與就業
機會。依入出國移民署公布「各縣市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
偶人數」統計資料顯示，全國之新住民人數統計資料結果，目前全國新

住民人數達 51 萬 5,601 人，以新北市為例，高達約 10 萬 1,250 人，
其本市新住民人數位居全國之冠。其中外籍配偶約有 2 萬 9,745 人(男
性 3,936 人；女性 2 萬 5,809 人)，而大陸（含港澳）地區配偶約有 2
萬 4,691 人(男性 2,745 人；女性 2 萬 1,946 人)。由數字可看出我國外
籍與大陸配偶的性別比例，外籍配偶女性佔 86.77%而男性佔 13.23%；
大陸配偶女性佔 88.88%而男性佔 16.12%，由此可知大多以女性佔絕大
多數。
2.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1)受理新住民求職登記、就業諮詢、工作媒合、陪同翻譯及面試等相關資
料建置。
(2)為提升失業及就業能力薄弱的新住民培養就業或轉業技能，促進其就業
意願，配合目前就業市場的趨勢及結合新住民之職涯興趣，辦理新住民
就業促進研習專班，提供新住民各項求職時所需資訊及應注意事項。唯
參考本計畫 105 年辦理 2 場次新住民職前準備班，實際報名 49 位，其
中男性佔 4.08%、女性佔 95.92%。雖本計畫執行並無特別性別分析或限
制，但仍可從新住民來台人數依母群體統計分析指出，來自大陸(含港
澳)配偶及外籍配偶女性約 4 萬 7,755 人、男性約 6,681 人，由人數來
看仍女性多於男性，服務性別比例然女性居多。本計畫未來執行將另納
入性別參與情形機制。
三、強化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主責單位：會計室)
(一)性別統計項目清單(指標)，於 106 年 2 月 24 日完成增修，共計新增 1 項、
修正 19 項。
(二)性別統計項目清單(指標)及其時間數列資料，已公布於新北勞動雲網站並
持續更新指標數據，截至 106 年止已公布 97 年至 105 年度資料。
(三)本年度於新北勞動雲網站公布性別統計專題分析計 4 篇，分別為「105 年
度新北市逃逸外勞性別統計之分析」、「新北市女性勞動參與率之現況分
析」及「100 年至 105 年新北市市民參加職業訓練之描述性分析」、「新
北市女性勞動參與率與托育關係(105 年)」。
(四)本年 8 月由育樂科及就安科撰擬二篇性別分析專題文章：「新北市勞工活
動中心性別友善廁所建置計畫」及「新北市勞工家庭照顧責任性別比例之
評估」，並於同年 11 月依主計處邀請之專家學者提供之審查意見修正完
成。
四、檢視編列性別預算(主責單位：會計室)

(一)「104~106 年度性別預算表」業已公布於網站，分列為「104 年度性別預
算表」、「105 年度性別預算表」及「106 年度性別預算表」。
(二)「107 年度性別預算表」已提送本府主計處彙整，並於 106 年 5 月 22 日提
請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5 次會議協助檢視後，公布於網站。
五、辦理性別平等宣導(主責單位：秘書室及就業安全科)
(一)辦理性別工作平等法入廠宣導成果
針對近年就業歧視申訴案比例較高的產業類別，進行標靶式宣導，並適時
提供講師較新案例及熱門時事等資訊，使事業單位更能掌握法令修法脈動
以避觸法，並提升授課效益。106 年共辦理 114 場次入廠宣導，參與人數
為 4,483 人，性別比例女性佔 60%、男性佔 40%。另針對自行辦理工作平
權教育訓練之事業單位，給予課程經費補助，106 年共計補助 10 家事業單
位，受益人數為 995 人。
(二)辦理 106 年度防制就業歧視法令研習會及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治研習會成
果
本年度研習會共辦理 6 場次，於本府 0511 會議室辦理，場次時間分別為：
3 月 21 日、4 月 19 日、5 月 23 日、7 月 26 日、8 月 22 日、9 月 20 日，
每場次辦理期間為 1 天，特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課程內容涵蓋托兒設
施措施經費補助說明、就業歧視法令及實例案例分析、就業歧視之態樣解
析、性別工作平等法實務、職場性騷擾案例分析及事業單位性騷擾防治機
制之建立，藉由理論與實例之研討，使與會人員對就業歧視有深入認識，
參加對象為本市轄內各事業單位之代表，參加人數共計 518 人，其中性別
比例女性 71%、男性 29%。
(三)協助企業設置哺集乳室及托兒設施措施成果
為鼓勵事業單位辦理托兒服務，建立友善職場環境，及因應性別工作平等
法第 23 條規定於 105 年 5 月 18 日修正為 100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即需設置
哺集乳室及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特於 6 月 22 日辦理企業托育宣導暨
補助說明會，會中說明法令修正內容、托兒服務及哺集乳室辦理方式、經
費補助申請及托育機構媒合等資訊，同時邀請轄內已辦理托兒服務之企業
與會，分享職場友善育兒環境之推動歷程及經驗分享，期望帶動其他事業
單位效法，藉此增加辦理意願，參加該說明會之事業單位計有 102 家，參
加人數共計 110 人。106 年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規定應辦理托兒設
措施及哺集乳室之事業單位計有 982 家，經本局輔導、稽催後，已提供托
兒設措施者有 877 家，哺集乳室 887 家，設置比率分別已達 89.3%及 90.3%。

(四)106 年度「補助企業辦理托兒設施措施對勞工就業安定之影響」委託研究
本案委託「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辦理，已於 10 月 31 日完成，研究
報告結論摘要如下：
1.勞工對我國現行托兒設（措）施政策規定具有一定支持度，尤以對企業托
兒津貼之措施為最。另年齡位於 30 至 39 歲的勞工，以及家內有 2 位 12
歲以下、需被扶養子女的勞工，對政府托兒設施的規定表現明顯高於其他
勞工的支持度。
2.較多受測勞工為托兒津貼受領者，使用企業托兒設施之勞工則較少，其中
同時具有津貼請領經驗與托兒設施使用經驗的勞工於 116 名受測者中占有
20 名。
3.受測勞工對公司辦理托兒設（措）施能否促進員工工作家庭平衡之效果多
半持保留態度，然女性勞工明顯較男性勞工容易感覺到因此更能專注於工
作；青壯年勞工較一般勞工容易感覺因此更能因應公司人力調度安排，同
時降低離職意願；至於家內有 2 名就業人口的勞工，則較一般勞工容易因
此感受到照顧子女的身心負荷與經濟壓力減輕，家庭關係與工作家庭失衡
狀況也較能獲得改善。
4.多數受測勞工認為企業設置托兒設（措）施之政策規定能促進因子女照顧
因素離職者的二度就業，同時強化職場員工的工作安定，並促進整體就業
市場的性別平等情況。
5.相較於勞工，受測企業對政府現行托兒設（措）施政策規定的支持度偏低，
尤其是在托兒設施設置方面。
6.經常性僱用員工在 501 至 1000 人的大型企業，對托兒設施規定有較為明
顯的支持態度。
7.對實施托兒設（措）施之企業而言，職場性別平等與勞資關係狀況有獲得
改善與促進，但對員工缺勤率與育嬰留職停薪方面的管理並無太大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