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106年會計室室務會議 

日期：106年 1月 19日     性別比例→  男：3 女：12 

講解人：張玉蓮主任 

 

於會計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 CEDAW 

 

於會計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106年空保科模式模擬教學說明會 

日期：106年 2月 16日     性別比例→  男：16 女：7 

講解人：蘇科長振昇 

 

於空保科模式模擬教學說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於空保科模式模擬教學說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106年公關室室務會議 

日期：106年 3月 2日     性別比例→  男：7 女：4 

講解人：江育德主任 

 

於公共關係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 CEDAW 

 
於公共關係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106年 3月水質土壤保護科工作檢討會 

日期：106年 3月 14日     性別比例→  男：15 女：11 

講解人：葉簡任技正孟芬 

 

於工作檢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於工作檢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活動名稱：106年會計室室務會議 

日期：106年 3月 14日    性別比例→  男：1 女：9 

 

於會計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性別平等 

 



活動名稱：公共關係室室務會議 

日期：106.03.22     性別比例→  男：7 女：4 

於公共關係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性別平等 

 

於公共關係室室務會議向同仁宣導性別平等 

 



活動名稱：桃園市 106年空氣污染物減量監督查核執行計畫

二月份工作檢討會 

日期：106年 3月 30日       性別比例→  男：10 女：6 

 

於工作檢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性別平等 

 

於工作檢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性別平等 



播放「105年 CEDAW暨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桃園市 106年空氣污染物減量監督查核執行計畫

二月份工作檢討會 

日期：106年 3月 30日       性別比例→  男：10 女：6 

講解人：邱于珍科長 

 
於工作檢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於工作檢討會向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播放 104年性別平等微電影徵選活動-「誰來定義女子-人才」

及「牛奶鍋」 

活動名稱：新進人員職前訓練 

日期：106年 4月 27日               性別比例→ 男：10 女：4 

講解人：陳怡如科員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向本局及環境清潔稽查大隊新進同仁宣導 CEDAW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向本局及環境清潔稽查大隊新進同仁宣導 CEDAW 

 



活動名稱：106年「性別主流化：性別與環境」性別意識培力 

日期：106年 5月 24日       性別比例→ 男：44 女：76 

講解人：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嚴祥鸞教授 

 

參加人員簽到 

 

李副局長介紹講師 



活動名稱：106年「性別主流化：性別與環境」性別意識培力 

日期：106年 5月 24日       性別比例→ 男：44 女：76 

講解人：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嚴祥鸞教授 

 

嚴祥鸞教授講授「性別主流化：性別與環境」 

 

嚴祥鸞教授講授「性別主流化：性別與環境」 

 



播放「105年 CEDAW暨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106年度環境教育暨檔案管理教育訓練 

日期：106年 6月 1日       性別比例→  男：12 女：18 

講解人：蔡承憲技士 

 
於環境教育暨檔案管理教育訓練向本局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於環境教育暨檔案管理教育訓練向本局同仁及委外廠商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及

「105年 CEDAW暨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監督查核實務說明會 

日期：106年 6月 15日       性別比例→ 男：44 女：18 

講解人：沈志修局長 

 
於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監督查核實務說明會向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環評顧問公司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人員宣導 CEDAW 

 
於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監督查核實務說明會向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環評顧問公司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人員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及

「105年 CEDAW暨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監督查核實務說明會 

日期：106年 6月 15日       性別比例→ 男：12 女：18 

講解人：沈志修局長 

 
於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監督查核實務說明會向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環評顧問公司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人員宣導 CEDAW 

 
於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監督查核實務說明會向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環評顧問公司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人員宣導 CEDAW 

 



播放「105年 CEDAW暨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改造或汰換旅宿業、醫療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燃

油鍋爐補助辦法」說明會 

日期：106年 6月 16日       性別比例→ 男：33 女：16 

講解人：陳怡妏科員 

 
於「改造或汰換旅宿業、醫療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燃油鍋爐補助辦

法」說明會向旅宿業、醫療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人員宣導 CEDAW 

 
於「改造或汰換旅宿業、醫療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燃油鍋爐補助辦

法」說明會向旅宿業、醫療社會福利機構及學校人員宣導 CEDAW 

 



活動名稱：動物方城市-性別意識培力實體課程 

日期：106年 6月 29日       性別比例→ 男：16 女：29 

 

動物方城市影片賞析 

 

動物方城市影片賞析 

 



活動名稱：性別意識培力影片-「動物方城市」影片賞析 

日期：106年 7月 4日       性別比例→ 男：21 女：34 

 
劇情敘述溫馴動物小兔子，不因自己的性別及弱勢地位，勇於追求夢

想，最後擠身男性成員居多的員警行列，且表現出色優異 

 
同仁們目不轉睛地沉浸在影片的劇情裡 

 

 

 



活動名稱：環境人權與性別平權 

日期：106年 8月 4日       性別比例→ 男：5 女：17 

講解人：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顏秀惠兼任助理教授 

 

顏老師為我們解說聯合國主要人權文件 

 

顏老師為我們闡述國際法及國際公約 

 



播放「105年 CEDAW暨性別平等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說明會 

日期：106年 8月 11日       性別比例→ 男：20 女：3 

講解人：李孝軍副局長 

 
於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說明會向本市開發單位及環評顧問公司人員

宣導 CEDAW 

 
於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說明會向本市開發單位及環評顧問公司人員

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水污染/放流水技術規範說明會 

日期：106年 8月 16日       性別比例→ 男：31 女：4 

講解人：李孝軍副局長 

 
於水污染/放流水技術規範說明會向本市開發單位及環評顧問公司人員

宣導 CEDAW 

 
於水污染/放流水技術規範說明會向本市開發單位及環評顧問公司人員

宣導 CEDAW 

 

 



活動名稱：106年「玩轉性別－認識基本性別概念工作坊」性別意

識培力－南桃園場次 

日期：106年 9月 9日       性別比例→ 男：14 女：21 

講解人：國防醫學院白爾雅博士後研究員/兼任助理教授 

 

邱科長介紹講師 

 

白爾雅老師講授性別基礎概念 



活動名稱：106年「玩轉性別－認識基本性別概念工作坊」性別意

識培力－南桃園場次 

日期：106年 9月 9日       性別比例→ 男：14 女：21 

講解人：國防醫學院白爾雅博士後研究員/兼任助理教授 

 

白爾雅老師講授性別基礎概念 

 

 

參加學員與講師合影 



活動名稱：106年「玩轉性別－認識基本性別概念工作坊」性別意

識培力－北桃園場次 

日期：106年 9月 10日       性別比例→ 男：7 女：27 

講解人：國防醫學院白爾雅博士後研究員/兼任助理教授 

 

鄭股長介紹講師 

 

玩故事接龍遊戲 



活動名稱：106年「玩轉性別－認識基本性別概念工作坊」性別意

識培力－北桃園場次 

日期：106年 9月 10日       性別比例→ 男：7 女：27 

講解人：國防醫學院白爾雅博士後研究員/兼任助理教授 

 

白爾雅老師講授性別基礎概念 

 

白爾雅老師講授性別基礎概念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新進人員職前訓練 

日期：106年 11月 20日       性別比例→ 男：12 女：10 

講解人：陳怡如科員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向本局新進同仁宣導 CEDAW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向本局新進同仁宣導 CEDAW 



播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宣導影片」 
活動名稱：新進人員職前訓練 

日期：106年 11月 20日       性別比例→ 男：12 女：10 

講解人：陳怡如科員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向本局新進同仁宣導 CEDAW 

 
於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向本局新進同仁宣導 CED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