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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04年第 2次定期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10月 27日(二)下午 5時 30分 

貳、地點：本局 1101會議室 

參、主席：沈局長志修                                     記錄：鄭柔佑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性別影響評估案分享說明：(略) 

柒、工作報告： 

案由 1：104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落實情況：  

決定：因應本局人事異動及本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首長完成遴聘，本局性別平

等專責小組委員更新併會議紀錄發布，詳如附件一。 

案由 2：104年性別平權政策方針成果案：(略) 

一、出席人員意見： 

(一)嚴委員祥鸞： 

1.政策方針 1，統計本局(含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含決策者(股長以上人員)之

員工性別人數及性別意識相關訓練課程之受訓性別人數，建議可將薦、簡

任人員再區分，了解環保局中高階主管的百分比是否符合需求。 

2.政策方針 2，推動公廁文化很好，明年並持續推動。 

3.政策方針 3，建議將復興區的防災人員納入，屬容易高風險的災害區，女

性跟弱勢者的經驗，可調查瞭解女性或弱勢者在減災與調適計畫中的需求

與貢獻；另進駐災害應變中心輪班人員女性人員，是否全部的人員已進

駐。 

4.政策方針 4，綠色消費，提供學生食用安全的食物，且針對弱勢族群做起。 

5.政策方針 5，環境資訊公開的部分，有關室內空氣品質巡查的場次，或許

未來辦理時，可加入受益或影響人數的性別比例統計。 

6.政策方針 6，各委員會的比例符合任一性別人數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三分之

一之要求，未來或許可針對生物(生理)性別的委員審查差異性。 

7.政策方針 8，環保志工性別比例符合三分之一(39%)原則，仍可鼓勵男性

志工加入環保志工服務，環保志工可與其他志工團體比較性別的比例，該

部分或許可由社會局辦理；建立人才庫，可將性別的人才庫放入。 

8.有關黃委員伯弘的問題，委員會性別比例計算，女性三分之一無理由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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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之要求，聯合國 2015 年的目標，任一的委員會

單一性別均不得低於 50%，基礎的來源係因全球人口數男女性別比例約 50：

50 左右，故訂定 5015，要求委員會單一性別不得低 50%。實際運作上，

若機關的代表為男性，可建議由女性副手擔任機關代表，則可滿足任一性

別人數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三分之一要求。 

9.建議新移民服務推動組分工小組的 104 年成果也可加入政策方針 6 的內

容。 

(二) 張委員惠美： 

很認同嚴委員祥鸞的建議。 

(三)黃委員伯弘： 

1.有關於委員會性別比例的問題，委員會有多種不同性質，有些全部都是專

家學者，有些是個人代表或機關代表等，於籌組的過程中，為符合任一性

別人數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三分之一要求，因有些機關代表首長性別無法改

變，則於學者或個人代表遴聘時，必須敦聘合適性別的人選，才能符合任

一性別人數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三分之一要求。 

2.於性別比例計算上，是否可將機關代表的性別排除不予計算。 

(四)綜合規劃科： 

1.針對政策方針 1，後續補充本局(含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薦、簡任性別比

例。 

2.政策方針 3辦理機關包含消防局、桃園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已將本市境內

風災、火災、颱風災害人員傷亡之性別統計資料，以及本市的防災策略進

行性別影響評估、防災人員教育訓練性別統計、應變中心大樓設備是否友

善性別列入該局的 104年成果統計。另本局進駐災害應變中心輪班人員女

性人員，已全部進駐。 

3.政策方針4有關有機農業推廣，該政策方針辦理機關包含農業局、教育局，

且已全面推動全市中小學校營養午餐供應本市有機蔬菜，103學年度每週

2次，104學年度起擴大至每週 3次。 

4.政策方針 8，有關環境教育人員性別統計，因環保署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

統未有性別查詢欄位，故無法區分性別比例，建議刪除。 

5.依嚴委員祥鸞建議事項，將新移民服務推動組分工小組的 104年成果加入

政策方針 6的成果內容。 

二、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並補充嚴委員祥鸞建議區分本局薦、簡任人員性別統計及移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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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推動組分工小組的 104 年成果加入政策方針 6 的成果內容，另政策方針 8 刪

除環境教育人員性別統計。 

捌、提案討論： 

案由 1：有關本局預計 105年度新增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一、出席人員意見： 

(一)綜合規劃科： 

1.依據：本府主計處 103 年 4 月 14 日以桃主統字第 1030003922 號函，規

範本府業務機關逐年須新增 2-5 項性別統計指標項目，幕僚機關逐年須

新增 1-2項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2.建議 105 年度新增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為「水環境巡守志工性別比例」

及「環境教育志工」，填報表單除統計男女比例外，加入年齡層分析。 

3.本案主計處要求新增項目須於 105 年 9 月底前完成並公佈於主流化網

站。 

二、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填報表單先統計男女性別比例，逐年再討論擴大統計項目。 

案由 2：擇定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案，包含重大施政計畫案及施政計畫案 

一、出席人員意見： 

(一)綜合規劃科： 

1.本局重大施政計畫案擇定 105 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

工作執行計畫-(第一區)及(第二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案。本計畫執行單

位為噪管科。 

2.本局施政計畫案配合 105 年度新增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水環境巡守志

工性別比例」，擇定水環境教育及防治污染宣導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案。

本計畫執行單位為水保科。 

3.後續將計畫名稱提報至本府婦權會會議，核定通過後，並於 105 年 1 月

底前，完成性別影響評估程序並提報研考會。 

二、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並配合辦理。 

案由 3：性別平權政策方針明年度擬辦理之工作內容案 

一、出席人員意見： 

(一)綜合規劃科： 

1.政策方針 1，於 104年成果新增本局(含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薦、簡任性別

比例，其 105年工作內容則比照 104年統計項目持續辦理。 



4/5 
 

2.政策方針 2，新增(1)列管公廁每座每月至少檢查 1 次，並即時更新分級

及綠網系統；(2)於寒暑假前(以實際通知日期為主)完成複式動員檢查，

並登錄綠網系統；(3)普通級列管公廁為優先認養範圍。 

3.政策方針 3、5統計項目比照 104年統計項目持續辦理。 

4.政策方針 4 新增(1)辦理綠色消費樂購月活動成果；(2)結合學校辦理綠

色消費宣導活動；(3)鼓勵民間企業及團體實施綠色採購。 

5.政策方針 6，依嚴委員祥鸞建議，將新移民服務推動組分工小組的 104年

成果納入，其 105年工作內容則比照 104年統計項目持續辦理。 

6.政策方針 8，刪除環境教育人員，另於 105年度新增統計水環境巡守志工

性別比例。 

7.新移民服務推動組分工小組的 105 年工作內容則比照 104 年統計項目持

續辦理。 

二、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6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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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保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名單 

104年 10月 27日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現職 

1 召集人 沈志修 男 局長 

2 副召集人 胡春玉 女 副局長 

3 局內委員 劉建中 男 副局長 

4 局內委員 李孝軍 男 主任秘書 

5 局內委員 朱若君 男 專門委員 

6 局內委員 羅文林 男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大隊長 

7 
局內委員 

【性別議題聯絡人】 
邱于珍 女 綜合規劃科科長 

8 局內委員 梁開忠 男 環境永續科科長 

9 局內委員 蘇振昇 男 空氣品質保護科科長 

10 局內委員 葉孟芬 女 水質土壤保護科科長 

11 局內委員 呂明錡 男 一般廢棄物管理科科長 

12 局內委員 林錫聰 男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科長 

13 局內委員 林立昌 男 環境稽查科科長 

14 局內委員 黃伯弘 男 噪音管制科科長 

15 局內委員 管鳳珠 女 秘書室主任 

16 局內委員 張玉蓮 女 會計室主任 

17 局內委員 饒瑞恭 男 人事室主任 

18 局內委員 林宏德 男 政風室主任 

19 局內委員 江育德 男 公共關係室主任 

20 外聘委員 嚴祥鸞 女 實踐大學社工學系教授 

21 外聘委員 張惠美 女 中華民國婦女會總會秘書長 

22 外聘委員 柳瑞杏 女 桃園市水漾世代婦女協會理事長 

備註：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共計：男性 14 ；女性 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