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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4-107年） 
107年度環境保護局執行成果表 

106年修正 

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07 年度執行成果(舉例) 備註 

一 

性別平等

專責小組 

(含性別

議題聯絡

人) 

1.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成立時間及會議召

開情形。 

2.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委員任一性別不得

低於 3 分之 1。 

3. 為推動該局 (處 )性

別業務，需穩定各局

處性別議題聯絡人

之持續性。 

1.本局已於 107 年 3 月 9 日及 10 月

23 日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

議，本年度共召開 2 次。 

2.本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共有

25 人，男性委員為 16 人，女性委

員為 9 人，性別比例為 16：9。 

3.本(107)年性別議題聯絡人：蘇振

昇，擔任期間：1 月至 12 月，穩定

度 100%。 

4.本局各委員會性別比率(請依各局

處情況自行增列) 

(1)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總人數

21 人，女性委員 6 人，女性性別

比率 28.57%。 

(2)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總

人數 25 人，女性委員 9 人，女性

性別比率 36%。 

(3)委員會名稱：桃園市第三屆環境

教育基金管理會；委員總人數 11

人，女性委員 4 人，女性性別比

率 36.3%。 

(4)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第二屆

環境教育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5

人，女性委員 5 人，女性性別比

率 33.3%。 

(5)委員會名稱：桃園市發展低碳綠

色城市推動小組第一屆諮詢顧

問，總人數 9 人，女性委員 3 人，

女性性別比率 33%。 

(6)委員會名稱：桃園市空氣污染防

制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總人數

11 人，女性委員 5 人，女性性別

1. 穩 定 度

算 法 為

1( 年 )/1(

人 )=100

% ；

1( 年 )/2(

人)=50%

，以此類

推。 

2. 女 性 性

別 比 率

計 算 公

式：女性

委員 /該

委 員 總

人數。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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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07 年度執行成果(舉例) 備註 

比率 45 %。 

(7)委員會名稱：桃園市第二屆水染

防制基金管理會；委員總人數 11

人，女性委員 4 人，女性性別比

率 36 %。 

(8)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土

壤及地下水推動小組；委員總人

數 30 人，女性委員 10 人，女性

性別比率 33.3 %。 

(9)委員會名稱：桃園市區域垃圾處

理廠場回饋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總人數 9 人，女性委員 4 人，

女性性別比率 44 %。 

(10)委員會名稱：桃園市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理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總人數 5 人，女性委員 2 人，女

性性別比率 40 %。 

(11)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106~107年度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理處機構許可審查委員

會；委員總人數 37 人，女性委

員 6 人，女性性別比率 16 %。 

(12)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

總人數 21 人，女性委員 8 人，

女性性別比率 38 %。 

(13)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

制費及回饋金基金委員會；委員

總人數 24 人，女性委員 7 人，

女性性別比率 29.17 %。 

(14)委員會名稱：考績委員會；委員

總人數 15 人，女性委員 6 人，

女性性別比率 40%。 

(15)委員會名稱：甄審委員會；委員

總人數 15 人，女性委員 6 人，

女性性別比率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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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07 年度執行成果(舉例) 備註 

(16)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性別歧視申訴處理委員

會；委員總人數 7 人，女性委員

4 人，女性性別比率 57%。 

(17)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勞工退休準備金監

督委員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

女性委員 5 人，女性性別比率 38 

%。 

(18)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勞資會議代表會；委

員總人數 30 人，女性委員 9 人，

女性性別比率 30 %。 

(19)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職業安衛生委員

會；委員總人數 19 人，女性委

員 9 人，女性性別比率 47%。 

(20)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性別歧視申訴處理

委員會；委員總人數 7 人，女性

委員 4 人，女性性別比率 57 %。 

(21)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考績暨甄審委員

會；委員總人數 11 人，女性委

員 5 人，女性性別比率 45%。 

(22)委員會名稱：桃園市政府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清潔人員考核委員

會；委員總人數 23 人，女性委

員 8 人，女性性別比例 35%。 

二 
性別意識 

培力 

1. 該機關一般公務員

(指編制內員工及約

聘僱人員)參與性別

意識培力人數與比

例。 

2. 該機關主管人員參

與性別意識培力人

數與比例。 

1.本局一般公務員(編制內員工及約

聘人員 )共有 374 人 (分別男性

51%，女性 49%)。主管人員共有

75 人 (分別男性 66.7%，女性

33.3%)。辦理性別業務人員(性別

議題聯絡人、性平會分工小組窗

口)共有 2 人(分別男性 50%，女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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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07 年度執行成果(舉例) 備註 

3. 辦理性別業務人員

(含性平會分工小組

主責局處窗口人員

及主管、性別議題聯

絡人及代理人)參與

性別課 程受訓人

數、比例、及平均時

數。 

2.一般公務員，參與性別意識培力課

程為 354 人(分別男性 52%，女性

48%)，參加實體課程受訓為 167

人(分別男性 48%，女性 52%)，參

加數位課程受訓為 221 人(分別男

性 44%，女性 56%)。受訓比率較

前年減少 4.7%。 

3.主管人員，參與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為 73 人 (分別男性 66%，女性

34%)，參加實體課程受訓為 29 人

(分別男性 41%，女性 59%)，參加

數位課程受訓為 54 人(分別男性

74%，女性 26%)。受訓比率較前

年減少 0.6%。 

4.性別業務人員，參與性別課程為 2

人(分別男性 50%，女性 50%)，平

均受訓時數 24 小時，參訓 1 日以

上性別工作坊為 2 人。 

三 
性別影響

評估 

該機關進行性別影響

評估之填寫情形、邀

請程序參與之學者 

1. 本局制定或修正本市自治條例進

行性別影響評估之件數，共有 0

件，分述如下： 

(1) 法案名稱：____。 

(2) 程序參與之學者：____。 

(3) 法案與性別關聯程度： 

有關：___件；無關：___件。 

(4) 較前年減少 0 件。 

2. 本局重大施政計畫等進行性別影響

評估共有 1 件，分述如下： 

(1) 計畫名稱：107 年度空氣、水污

染稽查管制及緊急應變計畫；程

序參與之學者：嚴祥鸞。 

(2) 計畫與性別關聯程度： 

有關： 1 件；無關： 0  

(3) 較前年減少 2 件。 

本府制定

或修正本

市自治條

例、研擬重

大施政計

畫 等 初

期，即應進

行性別影

響評估機

制。 

四 

性別統計 

與 

性別分析 

1. 增進性別統計資料

與分析之完備性。 

2.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

1. 本局於上(106)年的性別統計項目

共有 11 項，本(107)年的性別統計

項目共有 13 項，新增 2 項，項目

性別統計

與分析之

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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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執行項目 107 年度執行成果(舉例) 備註 

責小組應定期檢討

性別統計指標之増

加或修正。 

分別為： 

(1) 本局非編制內員工人數及性別比

例。 

(2) 本局非編制內員工參與性別意識

訓練人數及性別比例。 

2. 本局已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性別平

等專責小組會議定期檢討性別統

計指標之增加或修正。 

應納入性

別平等專

責小組會

議討論。 

五 性別預算 

1. 該機關年度經完成

性別影響評估機

制，法案及計畫案之

性別預算。 

2. 該機關於編列預算

時，應檢視性別相關

預算之編列，並請各

機關性別平等專責

小組協助檢視。 

3. 每年由本府主計處

彙整各機關填覆之

性別預算表，並請性

別主流化推動組協

助檢視。 

4. 逐年落實發展性別

回應預算之目標 

1.本局經性別影響評估機制之法案

及計畫案之性別預算，總計 18,000

千元，占該局處全年預算 4,829,022

千元 (局 1,919,587 千元，大隊

2,909,435 千元) 0.37%，較前年減

少 0.35%。 

2.本局年度性別預算總計 18,150 千

元，較前年減少 9,729 千元。 

3.本局會計室每年度將彙整各科室

性別預算表後，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檢視

後，再交由本府主計處。 

4.本局本年實際執行之性別經費

18,067 千元，較本年性別預算減少

83 千元，較前年減少 11,120 千元。 

請依性別

預算之定

義填寫。 

六 
性別人才

資料庫 

每2年由各局(處)推薦

在地性別師資，再彙

總為性別人才資料

庫。 

本局本年共推薦 0 位性別人才師

資，較前年度減少 4 位。 

配合本市

性別平等

辦公室辦

理程序每

2 年推薦 1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