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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協辦單位 活動連結網址 

1  

文化部 

臺灣女孩日影片欣

賞及座談（一） 

一、 為響應臺灣女孩日，打破性別歧視，並增進民眾對於

文化平權的認識與瞭解，辦理與女性權益相關的影片

欣賞及會後座談。 

二、 《北國性騷擾》（片長 126 分鐘)：改編自真實故事，

全片描述裘絲坎坷的人生以及艱苦的奮鬥，激發無數

人的良知，成功打贏美國史上第 1場性騷擾集體訴訟

案官司。 

三、 講師：本館研究典藏組 鍾文博副研究員。 

108 年  10 月  7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國立國父紀念館簡

報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 

https://www.yats

en.gov.tw/ 

2  
臺灣女孩日影片欣

賞及座談（二） 

一、 為響應臺灣女孩日，打破性別歧視，並增進民眾對於

文化平權的認識與瞭解，辦理與女性權益相關的影片

欣賞及會後座談。 

二、 《玫瑰的戰爭》（片長 52 分鐘)：4 個身份不同、身

處環境不同的女性，在遭遇性騷擾事件和面對龐大的

共犯結構之時，歷經相似的心路歷程，究竟性騷擾事

件反映出怎樣的性別權力關係和社會文化結構，從本

片中將窺見一二。 

三、 講師：慈濟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謝易達教授。 

10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國立國父紀念館簡

報室 
國立國父紀念館 

https://www.yats

en.gov.tw/ 

3  
翠湖服務區雪糕買

一送一優惠 

10 月 11 日當日，18 歲以下臺灣女孩至翠湖服務區購買雪

糕買一送一。 

108 年 10月 11日

上午 10時至下午 9

時 

翠湖服務區 國立國父紀念館 
https://www.yats

en.gov.tw/ 

4  

乘著掃把飛向月亮

--新住民參與博物

館的文學探索--臺

灣女孩日活動 

一、 為使臺灣女孩觸及更多國際人文視野，並讓國民都能

擁有多元評等的生活觀念，國立臺灣文學館與越南國

家大學下屬河內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文學系及越南金童

出版社合作，將越南傳統民間故事繪本《掃把的由來

（Bản dịch “Sự tích cái chổi”）》、《月亮上的阿

貴（Bản dịch Sự tích chú cuội cung trăng）》翻譯

成中文，並製作雙語（越南語、華語）故事繪本及朗

讀有聲書。兩本繪本均已於臺文館相關通路販售。 

二、 5《掃把的由來》呈現了越南人在春節期間通常不掃6

108年 10月 12日

上午 10時 30分-11

時 30 分（需報名，

請 1個月前見國立

臺灣文學館網站公

告)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

兒童文學書房（衛

塔木板區) 

國立臺灣文學館 www.nm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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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典故。《月亮上的阿貴》是越南中秋節的傳統民間

故事。臺灣人也過農曆春節與中秋節，藉由這本故事

書，提供國內大小朋友了解越南的傳統習俗和民間故

事，也可思索臺灣、越南在傳統節慶文化和民間故事

的相異和相似之處。 

三、 為讓親子將《掃把的由來》、《月亮上的阿貴》所蘊含

的語言與文化帶回家，臺文館邀請臺南市國小、幼兒

園參與，透過中、越雙語故事老師的解說和紙手偶的

遊戲，讓參與的朋友活動後可將故事傳承與交流給親

朋好友，鼓勵大家同來分享文學與博物館體驗。 

四、 中文講者／林秋霞（安娜)，臺南市葫蘆巷讀冊協會監

事；越語講者／蔡秋安（THAI THU AN)。 

五、 場次限20組親子（約50人)，提供之紙手偶每人到場限

領一份，現場發完為止。 

六、 活動訊息內容包括參與人數與報名方式等，皆依活動

現場及本館之網站與公告為準。 

七、 如有疑問請洽國立臺灣文學館06-2217201分機2506黃

小姐。 

5  
臺灣女孩日，女孩

來館好優惠 

一、 108年10月11日當日不限年齡之女性觀眾入館，即可享

優惠。 

二、 優惠措施：臺灣女孩日當日凡女性皆可享個人語音導

覽器材2臺150元，輕食區飲品95折，博物館商店95折

（特價品除外)。 

108年 10月 11日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https://www.nmth

.gov.tw/ 

6  
臺灣女孩日主題書

展 

配合「臺灣女孩日」辦理主題書展，展出美學圖書室內有關

女性文學家、女性藝術家、社會文化論述等書籍，邀請來館

民眾一同共享。 

108年 10月 9日至

108年 10月 16日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

館美學圖書室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

館 

https://www.tncs

ec.gov.tw/ 

7  優惠及宣導活動 

於館方出版品「雙月活動資訊折頁」宣導國際女童日、臺灣

女孩日之精神，為此該館提前於10月10日當日，凡未滿20

歲女孩入館參觀博物館予以免票優惠。 

108年 10月 10日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 
www.nm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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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女孩藝起來」國

臺交聽音樂 

一、 國臺交的演出團隊證明女性在古典樂領域佔有重要的

地位，鼓勵女孩們透過音樂展現自我，培育自信、活

力、勇氣、責任、知識等特質並勇敢展現自我內在。

我們推廣「女孩藝起來」國臺交聽音樂會，配合推廣

演出活動，現場贈送18歲以下的女孩們國臺交紀念品。 

二、 108年9月21日、10月20日（暫定)：「天籟之聲．聽見

幸福－921紀念音樂會」。 

三、 108年10月6日：「關懷與希望」系列秋季音樂會。 

108年 9月 21日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演奏廳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https://www.ntso

.gov.tw/home 108年 10月 6日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

館實驗劇場 

108年 10月 20日 
立法院中部辦公室

大草地 

9  

紀錄片導演談人權

「女生正步走-牽

手催生女主祭」 

「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係由蔡靜茹導演執導，紀

錄蕭昭君教授突破父權思想，爭取成為女主祭的歷程。本活

動先播放此紀錄片後，並由蔡靜茹導演座談。 

108年 10月 8日下

午 2時至 4時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演藝廳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https://event.cu

lture.tw/CKSMH/p

ortal/Registrati

on/C0103MAction?

useLan-guage=tw&

actId=90432&requ

est_locale=tw 

10  購物優惠 
為響應「臺灣女孩日」，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博物館商店

及閱趣活書店，提供民眾共11日消費指定商品2件9折優惠。 

108年 10月 10日

至 108年 10月 20

日 

中正紀念堂博物館

商店及委外賣店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於該處活動電子

看板刊登，並搭配

文宣宣傳。) 

11  
臺灣女孩日：繽紛

花兒—廚藝工作坊 

本活動邀請越南新住民女性與觀眾共同創作香蕉花和果凍

花特色料理，從植物學的角度出發，認識香蕉花的器官構造

和生長環境，以及分享越南女性在臺如何適應社會環境和文

化習慣，運用料理烹飪找到當代女性的新定位。 

108年 10月 11日 
國立臺灣博物館南

門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https://www.ntm.

gov.tw/ 

12  教育部 

「教育部 108 年度

臺灣女孩日－微電

影暨照片說故事比

賽」頒獎典禮 

教育部於108年度除持續透過學校教師於教學過程進行課程

融入，宣導女孩日的意義與精神外，並規劃辦理女孩日微電

影暨照片說故事比賽活動，鼓勵學生藉由創作表達國際女童

日核心觀念（充權女孩、培力女孩、投資女孩、平權女孩），

以提升學校及家庭重視女孩發展、強化女孩參與科技學習及

運動、健康概念，落實保障女孩權益。 

108年 10月 8日 教育部五樓大禮堂 
教育部/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 

「教育部性別平等

教育全球資訊網」

（ https://www.ge

nder.edu.tw ） 及

「臺灣女孩日臉

書」（facebook）粉

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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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衛生福利部 

108 年歡慶臺灣女

孩日-「Girl Up！

女孩力」宣導記者

會暨校園巡迴影展 

活動以「Girl Up！女孩力」為標語，鼓勵女孩勇於發聲，

撕除刻板標籤，活出自我的獨特精彩。本次透過宣導記者會

與校園巡迴影展傳遞女孩日核心價值，邀請男孩、女孩以及

社會各界出席參與，並選擇7部青少年議題影片，於校園進

行巡迴放映及座談。 

108年 10月 8日下

午 1時至 5時 

光點華山電影館 1

廳（臺北市中正區

八德路一段 1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http://www.wmw.o

rg.tw/tw/categor

y/129 

14  臺北市政府 

108 年國際女孩日

「時尚 x 回憶－舊

衣改造」課程 

本計畫藉由手作舊衣改造活動，讓學員點石成金，將充滿回

憶的衣物換成嶄新的模樣，結合創意、環保、技能，嘗試表

達自我美感並展現魅力，以鼓勵學員參與社會，縮小性別差

距，使我國女孩能獲致更為平等發展、發揮潛能之成長環境。 

108年 10月 6日下

午 1時半至 4時半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

處 B1木作教室（臺

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段 17號 B1)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

處 

https://www.becl

ass.com/rid=2341

66d5d6767554545c 

15  新北市政府 

Girls’ Power Up! 

哨音響起  女孩給

力 

承襲 6 年來「Formosa 新北女孩培力計畫」的精神，108

年度延續舉辦名人講堂，並嘗試新增運動體驗會，促使青少

女體驗身體潛能突破傳統的框架，有機會感受內在力量的提

升，進而培養起自信與引發後續運動興趣，達到強健身心與

激發身體自主權之認同。除讓更多人能認識性別議題，同時

以培力更多在地青少女（年），期待能培力一群熱忱、具有

性別意識及影響力的新北女孩，並將新北市政府所扎根的性

別平等資源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108年 9月 8日 

新北市金陵女中厚

生廳（新北市三重

區重新路五段 656

號) 

勵馨基金會新北市

分事務所、新北市

政府社會局/新北

市金陵女中、新北

市政府體育處三重

國民運動中心等 

 

16  桃園市政府 

臺灣女孩日系列活

動─女性設計展

「 Eyes On 

Her:Girls 

Graphics」 

一、 女性設計展「Eyes On Her:Girls Graphics」策展概

念為對於性別平等之關注，從設計領域出發，指出外

界多關注男性設計師，卻忽略許多優秀女性設計師。

因此展覽以「讓更多人看見臺灣女性設計力」為核心，

邀請8位女性設計師參與策展，提升女性設計師作品的

能見度，以落實性別平等。 

二、 以「讓更多人看見臺灣女性設計力」為核心，運用舞

臺「前臺」與「後臺」的概念，邀集8位不同領域的女

性設計師共同參展。「前臺」展出設計師的經典作品，

呈現女力設計；「後臺」展出設計師的貼身物品，分享

創作的過程與生活脈絡。 

三、 聯絡方式: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黃婕 聯絡人電話：

108年 8月 30日至

108年 9月 30日 

桃園七七藝文町

（桃園市桃園區中

正路 77巷 5號)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http://qdymag.co

m/event-story/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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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322101*6260、626 

17  

臺灣女孩日系列宣

導-性別平等教育

趴趴 GO 

一、 以兒童劇演出形式，打破舞臺表演空間界限，結合旁

白主持串場人，使孩子們在看戲的同時，有更多的參

與機會，期盼在互動的過程中，傳達有關於性別平等

與尊重的正向觀念給孩子。 

二、 劇情以性別平等（如性騷擾防治、消除性別歧視等）

及家暴防治宣導之議題為宣導內容。  

三、 另配合每年10月11日臺灣女孩日，聚焦於女孩正向價

值，加強營造女孩的社會環境，使女孩有公平機會發

展及實現自我。 

四、 每場次預計約300位參與。聯絡方式: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彭股長韶竹、沈助理員曉玲  聯絡人電話：

03-3322101分機7457 

108年 9月至 10月 

桃園市 13 區各小

學、桃園區公所、

中壢區公所及平鎮

區公所 

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桃園市政府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國內具實

際演出經驗之劇團

及區公所 

 

18  
桃園市 108 年臺灣

女孩日系列活動 

一、 團體工作坊：透過多元媒材（如：手作、桌上遊戲、

體驗教育等，可擇一形式辦理)以活潑生動的內容進行

性別意識培力，讓青少女（年)於單次性的工作坊中，

學習尊重及接納多元性別議題及性別差異性，培養正

確的生理、心理及性態度，打破傳統性別刻板印象，

學習於團體中勇於表達及互助合作。 

二、 校園巡迴講座：主動出擊走入校園，與青少女（年)

們共同探討女孩的未婚懷孕、權力與性、身體健康權、

人身安全、傳統文化禮俗枷鎖及職業探索等相關議

題，透過與學校合作，讓青少女（年)可透過講師的分

享，建立正確的觀念，並刺激及啟發多元思維，打破

性別框架，認識以及關注該議題的重要性。 

三、 校園電影院：結合學校辦理，簡介何謂臺灣女孩日，

並透過播映影片及映後座談，討論女孩的未婚懷孕、

權力與性、身體健康權、人身安全、傳統文化禮俗枷

鎖及職業探索等相關議題，讓兒童、青少女（年)有機

即日起至 108年 11

月 15日止（依網站

公告) 

依網站公告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桃園愛馨人-勵馨

桃園分事務所 

https://www.face

book.com/events/

43056107088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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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接受多元議題刺激。 

19  

臺中市政府 

2019 飛行女孩性別

影展 

一、 活動緣起：歡慶2019臺灣女孩日暨臺中女兒館成立四

周年特映會活動，特與飛行國際影片代理商合作，精

心挑選符合本館推動性別平權及培力女孩之目標之影

片或紀錄片，以電影欣賞及映後座談的形式，除讓民

眾可以在本館舒適環境中觀賞電影以外，也於放映後

邀請專業講師親自主持映後座談，帶領所有參與民

眾，一同在女兒館經歷一場豐富的知性之旅。 

二、 辦理時間：  

(一) 共計六場次。 

(二) 每場次前段時間為影片播映，後半段時間規劃為

交流與分享時間，並邀請適當與談講師人選擔任。  

場次 片名 主題 

10/12（六)午 擊出心人生 性別氣質與性別

霸凌 

10/12（六)晚 壁花女孩夢遊中 女孩自我成長 

10/13（日)午 大大噠 外貌迷思 

10/13（日)晚 女孩青春紀事 女孩自我成長 

10/17（四)午 RBG-不恐龍大法

官 

司法議題 

10/19（六)午 我是馬拉拉 女孩培力 
 

如左 

臺中女兒館（臺中

市北區太平路 70

號)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http://www.twtcg

irls.com/edconte

nt_d.php?lang=tw

&tb=4&id=434 

20  圓夢成果特展 

108年，女兒館正式開館邁入第四年，圓夢計畫也辦理至第

四屆，每年的夏天都是女孩們盡力揮灑自己夢想的時刻。今

年的圓夢女孩執行的主題有協助老人圓夢、去除網路霸凌、

以自製動畫消除親子間隔閡、消除對性侵害受害者的衣著迷

思、推廣蔬食新生活…等，女孩於8/14-9/28至館內進行布

展，並於9/28正式開展，同步在今年臺灣女孩日記者會活動

上宣傳展覽，呼籲民眾珍視女孩價值、關注女孩現正關注的

議題與需求。  

108年 9月 28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 

臺中女兒館一樓大

廳延伸至二樓會議

室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臺中女兒館 

http://www.twtcg

irls.com/edconte

nt_d.php?lang=tw

&tb=4&id=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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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女孩抱抱不受暴社

會劇體驗表演 

一、 活動緣起：全球女權鬥士 Eve Ensler 訪談過200名以

上的女性後，將他們的性事、身體、受暴與性虐待的

經驗寫成劇本，－陰道獨白，這齣戲劇1997年在美國

演出後引起巨大回響，勵馨基金會自2005年將陰道獨

白引進臺灣，連續公演十年，期待透過這齣戲劇，和

民眾分享陰道的喜怒哀樂。 

二、 2015年開始，勵馨演出「拾蒂首部曲」，了解女人的性

別故事，演出臺灣在地性別文化的劇本。今年臺灣女

孩日系列活動，結合勵馨基金會「拾蒂」的劇本，以

及「臺灣心理劇學會」的專業導演，藉由戲劇引導、

親身表演，帶領我們用肢體、用情緒、用表情，演出

家庭暴力、目睹暴力、性侵害或性騷擾等的生命故事

裡。 

108年 9月 1日下

午 2時 

臺中女兒館二樓木

地板教室 

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臺中女兒舘、

勵馨基金會、臺灣

心理劇學會 

 

22  

臺南市政府 

108年「臺南性平月

~『公私同心．性平

同行』」系列活動 

臺南市政府為實踐「破除性別刻版印象」、「打破傳統家庭性

別分工」、「尊重多元」之性別友善精神以及響應「臺灣女孩

日」，特將10月訂為「臺南性平月」，以「公私同心·性平同

行」為活動主軸，並與臺南市各民間團體於愛國婦人會館辦

理【性平好神‧破除魔咒】展覽、【像我這樣的女子】系列

講座及【女力展現】等活動；本次活動更深入社區，與10

個區公所合作辦理【社區行動電影院】，讓性別平權觀念深

入大臺南地區，讓市府與市民都成為性平推手，共同營造平

權城市。 

108年 10月 1日至

31日 

臺南愛國婦人館

（臺南市中西區府

前路一段 195號） 

臺南市政府 

https://www.face

book.com/%E8%87%

BA%E5%8D%97%E6%8

0%A7%E5%B9%B3%E6

%9C%88-100651757

988176/ 

23  
臺灣女孩日宣導性

別平等活動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至臺南市下營區麻豆國民中學

宣導「臺灣女孩日」活動，運用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平小

學堂」多元媒體資源，透過淺顯易懂的互動遊戲及機智的有

獎徵答活動，加深同學們對性別平等的認識及自我保護的觀

念。 

108年 8月 30日 
臺南市下營區麻豆

國民中學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麻豆分局 
 

24  基隆市政府 
「活力基隆女孩

日 – 女孩女力自

一、 宣導投資女性之力量，以提升學校及家庭重視女孩發

展，落實保障女孩權益以及兩性平權議題，讓女孩能

請洽基隆市政府社

會處陳小姐：
同左 

基隆市政府、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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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喝采」 提升女孩

權益行動方案 

獲致更為平等發展、發揮潛能及安全自由之成長環境。  

二、 提升青少女性別敏感度、開啟青少女性別眼，並培養

青少女成為擁有「知識、責任、自信、勇氣、活力」

特質並有影響力的領袖。 

三、 提升青少女獨立思考的能力，提供自我及對性別關照

的機會，以開啟少女對性別平等的視野、破除性別刻

板印象，並使其從中理解與尊重差異。  

四、 透過討論協助青少女澄清自我的身體界限，了解自我

界限之圖像，達到具體化自身界限之策略。  

五、 藉由優勢觀點的角度出發，在團體課程中學習透過與

他人的互動及對話交流，從中理解到支持她人與被支

持體驗之感受，刺激青少女思考，深化性別概念，提

升與他人論述及對話的能力。 

六、 邀約基隆市在地的傑出女性，來分享基隆未來就業趨

勢及在地工作前瞻性分析，擴展青少年對家鄉有更深

一層體認，進而擴大規劃新的學習機會，以表達自我

並展現女孩魅力，從而重視自己，找到女性的自我定

位，讓女孩傳遞女性價值，分享做自己的快樂。 

七、 提供參與本次活動之青少年，能夠提升女孩自身的身

心維護議題意識；透過人身保護課程之技能培養與訓

練，能提供參與活動之女性民眾對於保護自身技巧及

能力有顯著性的提升；打破學科及運動上的限制，讓

參與活動之女性民眾能對於自身未來學習及發展能夠

不受侷限，並發展自己所長；藉由課程的分享、回饋

及意見交流，提升所有參與本次活動之民眾提升其對

女性價值意識；透過活動培力之學習與體驗過程，引

導女孩認識發聲平臺，提升對女孩權益之瞭解。  

八、 連絡窗口：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陳品瑄辦事員

02-24201122*2203 

02-24201122*2203 社會福利協會 、基

隆市青少年福利服

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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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臺灣女孩

日」系列宣導及慶

祝活動-Day of the 

Girl青春好給力 

一、 《嘉義女孩大聲說》臉書留言抽獎活動：凡設籍、居

住、就讀或於嘉義縣工作之女性上嘉義縣婦女暨青少

年福利服務中心粉絲專頁，於指定貼文留言處留下關

於自己的個人特色、夢想或是對自己的看法，最後標

註「我是嘉義女孩我驕傲」，即可參加抽獎。 

二、 活動聯絡人：嘉義縣婦女暨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袁

怡菁社工員，電話：05-362-1765 

即日起至 108年 10

月 7日 
 嘉義縣政府社會局 

https://www.face

book.com/Chiayi.

WACC/ 

26  

嘉義縣「臺灣女孩

日」系列宣導及慶

祝活動-青春白皮

書暨「守護女孩」

行動宣示記者會 

一、 青春白皮書暨「守護女孩」行動宣示記者會。 

二、 活動聯絡人：嘉義縣婦女暨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袁

怡菁社工員，電話：05-362-1765 

108年 10月 8日 
嘉義縣政府 201 教

室 
嘉義縣政府社會局  

27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臺灣女孩日

宣導活動之馨光夜

跑 

一、 舉辦第三屆女孩馨光夜跑活動，期待投資女孩、教育

女孩、關心女孩權益議題能持續受到大眾的關注，讓

女孩內在的力量繼續滋長，以建立更友善的環境與空

間。將臺灣女孩日的精神與意義放送給縣內民眾廣為

周之，加深一般民眾性別平等觀念，藉由辦理路跑活

動，號召民眾一齊關注女孩權益，以建立更友善的環

境與空間。 

二、 藉由辦理攤位宣導攤位，辦理「性別體驗」、「暴力走

開」、「NO Means No」、「性別小學堂」等趣味活動，來

引導大眾去除性別刻板印象、尊重他人意願、反暴力，

學習了解並尊重自己與他人。  

三、 活動內容中規劃有：  

（一） 攤位區宣導：於現場設攤舉辦性別平等、反暴

力、性侵害防治暨社會福利宣導活動，讓參與

的民眾在可操作、互動的情境中，去體察辨識

「性別」對本身的限制與影響、「暴力」對生活、

家庭的傷害、「性侵害」對尊重他人意願、自我

108年 9月 7日 
南投縣中興新村大

操場 

南投縣政府、財團

法人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南投分

事務所 

https://bao-ming

.com/index-373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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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預防，並認識縣內社會福利資源。  

（二） 舞臺區活動：  

1. 邀請表演團體親臨會場，一同響應本次活動，

帶動現場氣氛，讓現 場活動進行充滿活力。 

2. 邀請貴賓於路跑開跑前，一齊上臺支持「提升

女孩權益行動」。 

3. 於開跑前安排暖身操活動，降低跑者受傷的風

險。  

（三） 路跑活動：辦理往返距離4.5公里的路跑活動，

於路跑行經路線處規劃補水休憩站與救護站，

使所有路跑者有充分的體力補充與安全保護。 

28  

宜蘭縣政府 

「我女孩 我驕傲 

宜蘭女孩驕傲月」

臺灣女孩日活動 

一、 繪出我的宜蘭女孩:辦理繪畫徵件比賽，活動對象主要

針對宜蘭國民義務教育學生（國中小)及大專高職生，

盼透過此活動增進自我認同，與自信心，盼宜蘭女孩

能夠在成長的過程中得到自信心，自我覺醒，破除傳

統社會性別角色之枷鎖，同時透過此活動強化宜蘭在

地自我認同感。（報名、投稿方式請參考連結之活動計

畫） 

二、 聯絡人：03-9328822分機436 林社工 

徵件時間:108年9月

24日至108年10月24

日止。 

 

評選日期（暫定): 

108年 10月 28日

至 108年 11月 1

日)。 

 

宜蘭縣政府、宜蘭

縣婦女暨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 

https://www.gend

er.ey.gov.tw/Loc

ality/System/New

s/DealData.aspx?

sn=oa8xEQOEl3KZN

yQ8EOJT3A%3d%3d 

29  

「我女孩 我驕傲 

宜蘭女孩驕傲月」

臺灣女孩日活動 

一、 我是驕傲女孩大聲說:臺灣女孩日當週於宜蘭縣婦女

暨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臉書進行宣導活動，並贈送精

美小禮物乙份。 

二、 聯絡人：03-9328822分機436 林社工 

108年 10月 9日至

108年 10月 13日 
  

https://ppt.cc/f

NzgXx 

30  臺東縣政府 

慶祝女孩日系列活

動「女孩好神 無限

可能」 

臺東縣政府為慶祝10 月 11 日臺灣女孩日及推廣性別平

等，於臺東縣藝文中心大廳辦理108年度慶祝臺灣女孩日系

列活動，歡迎父母親帶著孩子一同前來。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指出，首次與臺灣國家婦女館、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苑合作

辦理以女性議題為主的靜態展覽「魔法少女展」，踏入展場

彷彿進入一場變身的旅程」。展覽提出女性在社會上受到許

108年 9月 3日至

108年 9月 21日 
 臺東縣政府 

https://www.tait

ung.gov.tw/News_

Content.aspx?n=E

4FA0485B2A5071E&

s=FB89FB265BF2F0

2E 

https://ppt.cc/fNzgXx
https://ppt.cc/fNz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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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限制，但這些約束卻促使女性找到突破點，體現女性形象

並不只是符合大眾期待「白瘦美」，亦能有更多跳脫「常規

標準」的選擇，鼓勵女性尋找自信及自身價值為核心。 

 

31  

慶祝女孩日系列活

動-臺灣女孩日寫

生比賽 

於臺東美術館辦理臺灣女孩日寫生比賽，鼓勵不同年齡層年

輕學子，從繪畫譜出對性別的印象。 
108年 9月 7日 臺東美術館 臺東縣政府 

https://www.tait

ung.gov.tw/News_

Content.aspx?n=E

4FA0485B2A5071E&

s=FB89FB265BF2F0

2E 

32  

慶祝女孩日系列活

動-校園巡廻性別

影展 

校園巡廻性別影展喚起國高中生對女孩議題認識與重視。從

國小、國中、高中到社會人士，以多元活動引起民眾對女孩

處境瞭解認識、營造友善女孩的社會環境。 

108年 11月  臺東縣政府 

https://www.tait

ung.gov.tw/News_

Content.aspx?n=E

4FA0485B2A5071E&

s=FB89FB265BF2F0

2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