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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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女孩日優惠活

動 

為響應 10 月 11 日臺灣女孩日，於 10 月 10 日參觀南科考

古館，現場贈送 20 歲以下女孩們考古館小禮物。 
10 月 10 日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 -南科考古

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 

南科考古館臉書 

https://www.facebo

ok.com/NMPArcha

eology/ 

2    文化部 
111 年臺灣女孩日-

上媠的查某囝仔 

運用官方 FB 活動，結合融入本館主展覽室展覽，展出傑

出女性藝術家孫傳莉老師於花東旅行所創作的系列作品，

並宣傳 10 月 11 日臺灣女孩日由來，表達性別的自主權，

並傳達性別平權的觀念，來展現臺灣不同性別的美麗與自

信。 

活動辦法：1.按讚及分享展覽活動貼文(如：我最喜歡的作

品是…)或 2.按讚並於活動貼文下方留言「我是最美的女孩

/男孩/人」或「我是上媠的查某囝仔/查埔囡仔/人」，完成

上述其中一項即可獲得精美限量小禮物。 

10 月 15 日～10 月

30 日(週二休館)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 

官方網站 

https://www.ttcsec.g

ov.tw 

官方臉書 

https://www.facebo

ok.com/ntlac.fans 

 

3   文化部 
臺灣女孩日優惠活

動 

凡未滿 20歲女孩於 10月 11日當日參觀卑南遺址公園展示

廳，前 50 名贈送紀念品。 
10 月 11 日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 -卑南遺址

公園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 

https://www.nmp.go

v.tw 

 

4   文化部 
臺灣女孩日購物優

惠 
亞熱帶紀念品店選購指定商品享 2 件 9 折優惠。 10 月 11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亞熱帶紀念品

店(大忠門廳)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亞熱帶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ksmh.g

ov.tw/ 

 

5   文化部 
臺灣女孩日購物優

惠 
靜思書軒購買淨斯淨皂享 2 件 9 折優惠。 10 月 11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靜思書軒 (大

忠門廳)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互愛人文志

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ksmh.g

ov.tw/ 

 

6   文化部 
臺灣女孩日購物優

惠 
699 元秋冬圍巾任選二條 1,000 元 (省 398 元)。 10 月 11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臺灣布衣 (中

央通廊)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 /臺灣布衣有

限公司 

 

http://www.cksmh.g

ov.tw/ 

 

7   文化部 「女孩藝起來」國國臺交的演出團隊證明女性在古典樂領域佔有重要的地 9 月 18 日 19:30 國臺交演奏廳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https://www.ntso.go

https://www.facebook.com/NMPArchaeology/
https://www.facebook.com/NMPArchaeology/
https://www.facebook.com/NMPArchaeology/
https://www.ttcsec.gov.tw/
https://www.ttcsec.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ntlac.fans
https://www.facebook.com/ntlac.fans
https://www.nmp.gov.tw/
https://www.nmp.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s://www.nts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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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交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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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日 14:30 

 

新竹縣新埔鎮 (地

點未定) 

v.tw/ 

 

8   文化部 
臺灣女孩日結合國

慶日票務優惠方案 

「臺灣女孩日」結合國慶日，辦理女孩、國慶之票務優惠，

於 10 月 10 日當日免費入館。 
10 月 10 日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9   教育部 

與社團法人台灣女

性影像學會合作女

孩日活動 

一、「台灣女孩日」專屬片單：於 2022 女性影展片單中，

精選 12 部影片，作為 2022 台灣女孩日專屬片單，影片觸

及到的主題涵括女性身心健康、教育、人身安全、多元性

別、性別認同、性別歧視等主題。片單介紹如下：他們的

房間、誰跟你同在一起、歡迎光臨荒漠小鎮、芭比的奇幻

仙境、我的 AI 戀人、膿、說好的新年快樂、一路有你、我

的起重機密、阿米盛典、悲傷男孩日記、森林奇遇記、我

的龐克老媽。 

二、本次活動將以校園推廣、紙本、電子海報及社群方式

進行宣傳，將透過此三種方式，宣導「臺灣女孩日」創立

精神。 

一、10 月 11 日辦

理特映會：選映 12

部影片中之《誰跟

你同在一起》作為

特映會影片，並於

放映後與觀眾進行

交流互動。 

二、10 月至 12 月--

全臺巡迴：於各巡

迴端點介紹「臺灣

女孩日」精神並推

廣女孩日專屬片。 

一、特映會地點未

定 

二、巡迴大專校

院、高中及國中等

學校 

教育部 /社團法人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合作 

「教育部性別平等

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

er.edu.tw）及「臺灣

女 孩 日 臉 書 」

（facebook）粉絲專

頁 

10  衛生福利部 

111 年歡慶臺灣女

孩日-「從前從前現

在現在以後以後」 

本年度以「情感教育」作為核心宣導概念，重點包括：1.

察覺自我與情緒管理，2.情感的表達與溝通，3.情感關係與

處理。協助少年認識情感關係，重視自己的特質、尊重同

理他人的需求。 

活動規劃以「從前從前現在現在以後以後」為題設計線上

情境體驗遊戲，邀請全國兒少參與線上體驗，透過情境遊

戲引導兒少反思自我情緒、溝通和內在情感關係的議題，

並學習在關係中成長，發展愛人愛己的能力。並於臺灣女

孩日當天播放世代對話座談會影片，片中邀請活動代言人

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兒少代表對談不同世代不同觀點的情感

教育及女孩權益議題。 

9 月 21 日～10 月

31 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臉書專頁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 /致樂創意

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

ok.com/sfaa.gov.tw 

 

https://www.ntso.gov.tw/
https://www.gender.edu.tw/
https://www.gender.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sfaa.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sf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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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隆市政府 
COPY 角色、活出

獨特-追夢女孩夏夢 

1.拍攝從少女的角度出發之採訪紀錄影片，以「COPY 角

色、活出獨特-追夢女孩夏夢」為採訪主題，以及「我是女

生，我是船長」女性職場體驗分享，由海科館潮境方舟的

女船長帶領少女體驗海洋工作，和分享身為女性在職場工

作面臨的優勢與挑戰。 

2.期待透過角色扮演的少女在追求自己的興趣時，逐漸發

展出自己能力與自信的經驗，激發其他少女追夢的勇氣，

並讓少女能感受身為女性的力量，進而打破傳統性別價值

的框架。 

1. 8 月 18 日辦理海

洋工作體驗活動，

並進行影片拍攝及

採訪。 

2. 10 月 11 日影片

上映。 

基隆海洋科技博物

館及女孩日影片上

傳至社會處處網、

臉書、Youtube 等社

群媒體宣導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基隆市青少年福

利服務中心 (環宇

國際文化教育基金

會環宇國際文化教

育基金會) 

基隆海洋科技博物

館 

影片上映後將於基

隆市政府社會處臉

書公布 

https://www.facebo

ok.com/social.klcg/ 

12   臺北市政府 
「STEM For Girls」

霓虹燈管創客體驗 

臺北市青發處於 10 月國際女孩日期間，推出「STEM For 

Girls」霓虹燈管創客體驗，藉由電子電路原理教導及創意

視覺發想等科學創客體驗，培養女孩多元興趣與學習的探

索發展，過程中也讓學員嘗試表達自我美感並展現魅力，

更鼓勵學員參與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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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追求自我理想。 

10 月 15 日 10:00～

12:00 、 14:00 ～

16:00 共 2 梯次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

處 9 樓創新學習基

地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

處 

https://www.tcyd.go

v.taipei/ 

13   臺北市政府 
臺灣女孩日-動物園

新聞宣導 

為響應臺灣女孩日活動，結合動物園的特色資源，透過動

物園新聞稿、YouTube 頻道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等媒體管

道，讓民眾從動物世界關注女性性別角色及性別互動的議

題，提升女孩性別意識及思考女力崛起的人類社會現象。 

10 月 10 日 

「Taipei Zoo 臺北

市立動物園」FB 粉

絲專頁 

臺北市立動物園 
https://www.facebo

ok.com/TaipeiZoo 

14  新北市政府 
111 年度新北女孩

培力活動 

本府社會局與環宇國際教育文化基金會合作辦理新北女孩

培力活動，該活動訂於 111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7 日假新

北市婦女中心舉辦女孩培力策展活動，透過影像、照片將

培力活動成果展現，並藉由邀請李信燕機師作為女力代表

與女孩們對話，分享突破性別框架，勇敢追夢的心路歷程。 

9 月 27 日～10 月 7

日 
新北市婦女中心 

新北市政府 /環宇

國際文化教育基金

會 

 

15  桃園市政府 111 年桃園女孩日 

為讓女孩認識數位性別暴力、提升預防及尋求協助之能

力，並促進社會大眾對於數位性別暴力防治之關注，111

年桃園女孩日擇定「以數位性別暴力」為主要議題，以貼

近女孩的活動形式辦理。 

10 月 8 日 中壢銀河廣場 社會局 規劃中 

16  桃園市政府 111 年兒美館臺灣結合桃園市兒童美術館「美術館探密—藝術家駐館計畫」 暫定 10 月 2 日及 桃園市兒童美術館 桃園市立美術館 活動露出於報名平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klcg/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klcg/
https://www.tcyd.gov.taipei/
https://www.tcyd.gov.taipei/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Zoo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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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日教育推廣活

動(暫) 

展舉辦臺灣女孩日主題教育推廣活動。 

預計由慢島劇團辦理相關工作坊。 

10 月 15 日 台 

https://event.culture.

tw/TMOFA/portal/I

ndex/IndexAction 

17  桃園市政府 
女力報到(女性專屬

活動)-女孩運動週 
女性來館報名指定類別「單堂課程」享半價優惠 

10 月 10 日～10 月

16 日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 規劃中 

18   新竹市政府 

111 年度新竹市女

孩日活動計畫「成

為妳自己的 Shero」 

2011 年聯合國指定每年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童日」，本

（111）年本府以「成為妳自己的 Shero」為主題辦理工作

體驗及系列講座活動，辦理系列活動包含：女性消防員工

作日常體驗、立式划槳體驗，鬆動文化教育對職業性別刻

板的形塑，鼓勵女孩不受性別影響，選擇生涯發展方向！

並與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合作辦理二場「女孩職人講座」，

邀請各種領域的傑出女性，分享其學習與職涯發展經歷，

以作為新竹年輕女孩的性別典範，預計 240 人次參與。 

呼籲各界重視投資及培力女孩，降低性別刻板印象及歧

視，鼓勵女孩勇敢做自己，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 

10 月 2 日～11 月

30 日 

1.新竹市消防訓練

基地 

2.青草湖水域遊憩

中心 

3.國立清華大學 

4.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 

新竹市政府 /財團

法人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https://m.facebook.c

om/societyhsinchu/ 

19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推廣女孩日

系列活動：校園社

團幹部交流工作坊 

針對校園社團開設社團經營、公關行銷、媒宣設計、成發

辦理、活動與課業間平衡等主題性課程，並於每場次邀請

1 位具備社團相關經驗人員進行引導或分享，藉以精進青

年學子參與各式社團活動興趣及能力，建構出專屬學生社

團活動交流平台。 

預計於 10 月～12

月辦理 

於新竹縣選擇適合

辦理活動之場地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https://www.facebo

ok.com/awesomehsi

nchu 

20  新竹縣政府 
家簡塵除-親子工作

坊 

親子衝突的關鍵因素，除課業輔導、行為輔導外，「家務整

理」也名列前茅，而透過親子共同做家事，不只增加親子

關係，也增加親代與子代的因應生活的自立能力，本活動

透過推廣 CEDAW 概念及家事分工等觀念，破除傳統家事

由媽媽做的刻板印象，讓全家人一起共同規劃、分配家務

的概念，將性別平等由家庭出發，建立良好的性平觀念。 

9 月 18 日、9 月 25

日、10 月 2 日、10

月 16 日、10 月 23

日、10 月 30 日 

09:00～17:00 共 6

場次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

二路 620 號(新竹縣

婦幼館) 

內政部移民署、新

竹縣政府 /主辦單

位：新竹縣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 /承

辦單位：新竹市基

督教女青年會 /協

辦單位：社團法人

臺灣翔愛公益慈善

https://www.facebo

ok.com/512895585

429262/posts/pfbid0

24eza5X14HTip7o

GMJVfqKgk7tyuX

SdbHhBjoPeRLpcT

z88PaKenuh8cKVS

A2XeBil/ 

https://event.culture.tw/TMOFA/portal/Index/IndexAction
https://event.culture.tw/TMOFA/portal/Index/IndexAction
https://event.culture.tw/TMOFA/portal/Index/IndexAction
https://m.facebook.com/societyhsinchu/
https://m.facebook.com/societyhsinchu/
https://www.facebook.com/awesomehsinchu
https://www.facebook.com/awesomehsinchu
https://www.facebook.com/awesomehsinchu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https://www.facebook.com/512895585429262/posts/pfbid024eza5X14HTip7oGMJVfqKgk7tyuXSdbHhBjoPeRLpcTz88PaKenuh8cKVSA2Xe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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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  

21   苗栗縣政府 

2022 台灣女孩日 

苗栗女孩月  

Girl's Power 行動方

案成果發表記者會 

一、藉由成果發表，增進大眾性別平權之意識，並瞭解尊

重性別差異之重要性。 

二、透過機關首長、公私部門共同響應支持，透過媒體傳

播影響力，引導大眾關注新興性別議題。 

三、連結與創造苗栗縣對於重視女孩價值與力量的社會氛

圍。 

四、成果發表內容： 

(一)這是我的 Hashtag  CEDAW 公眾教育計畫書 

1.辦理 CEDAW 線上活動，讓社會大眾更瞭解 CEDAW 理

念。 

2.將數位性別暴力媒材運用於 CEDAW 公眾教育，讓民眾

正視數位性別暴力議題。 

3.邀請在地議員及公眾人物參與行動，共同為數位性別暴

力防治發聲。 

(二)8 號探心所 X 親密關係民主化－性別培力計畫書 

1.透過遊戲帶領學生思考親密關係中的性別議題，取代單

向說教之情感教育。 

2.讓學生學習「親密關係民主化」概念，培養在親密關係

中應具備的平等溝通能力。 

(三)衛生棉補給站苗栗服務讚計畫 

1.提供苗栗縣婦女友善職場及友善措施，救「急」不分性

別皆可登記領取衛生棉。 

2.藉由友善服務措施及宣導，喚起大眾關注月經貧窮及不

平等相關議題。 

3.鼓勵公部門、公司及店家響應活動，營造苗栗縣性別友

善環境。 

4.透過宣導行銷策略，提升男性對於女性生理期照顧重

視，翻轉大眾對於月經隱晦避談的刻板印象。 

10 月 7 日 10:00 
苗栗縣政府第一辦

公大樓一樓大廳 

苗栗縣政府 /辦理

單位：無雙設計國

際有限公司 /協辦

單位：勵馨基金會

苗栗分事務所 

苗栗縣政府官網 

https://www.miaoli.

gov.tw/ 

苗栗縣政府性別平

等專區 

https://www.miaoli.

gov.tw/ge/ 

勵馨基金會 -苗栗

愛馨人臉書 

https://zh-tw.facebo

ok.com/gohmiaoli/ 

苗栗福利讚臉書 

https://www.facebo

ok.com/miaolisw 

生命之愛文教基金

會臉書 

https://www.facebo

ok.com/LoveinMiao

Li 

https://www.miaoli.gov.tw/
https://www.miaoli.gov.tw/
https://www.miaoli.gov.tw/ge/
https://www.miaoli.gov.tw/ge/
https://zh-tw.facebook.com/gohmiaoli/
https://zh-tw.facebook.com/gohmiaoli/
https://www.facebook.com/miaolisw
https://www.facebook.com/miaolisw
https://www.facebook.com/LoveinMiaoLi
https://www.facebook.com/LoveinMiaoLi
https://www.facebook.com/LoveinMi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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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投縣政府 
里山女孩日─草地

野餐暨園遊會 

為積極落實各項促進女孩身心健康、教育、人身安全及改

善傳統禮俗、媒體內容性別刻板印象與歧視等重要事項，

預計透過多元傳播媒體的方式，宣導國際女孩日的核心觀

念，以促進女孩的健康成長。除了讓大眾更加了解台灣女

孩日的精神與意義外，也能讓女孩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學

習自我關照，肯定自我存在價值、發展多元興趣，甚而開

發前所未知的潛能，在日後成為可用的能量，達到培力女

孩目的。 

往年女孩日活動，均由各單位自行舉辦，規模較小。今年

嘗試由「南投區婦女服務中心」、「草屯區婦女服務中心」

合辦大型戶外活動，並邀請在地社福團體共襄盛舉。透過

遴選「南投縣卓越女孩」的主題，以採訪並拍攝影片、女

孩宣示儀式、成果展、園遊會、草地野餐日等呈現方式，

除了吸引民眾目光，並藉此方式知道何謂台灣女孩日，並

喚起南投縣民眾對青少女應有之基本尊重，以平等態度看

待性別在生命歷程重要階段之自主權、選擇權。 

9 月 24 日 15:00～

16:00 

南投市中興新村親

情公園 

南投縣政府、南投

區婦女服務中心、

草屯區婦女服務中

心 

南投區、草屯區婦

女 服 務 中 心 

FaceBook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

ok.com/Ntcwc/ （南

投區） 

https://www.facebo

ok.com/nantou.wom

en（草屯區） 

23   南投縣政府 
臺灣女孩日─勇敢

追夢安可人生 

為響應聯合國訂定「國際女孩日」與國際接軌，創造更友

善的成長環境，以積極推動「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透

過本會舉辦「台灣女孩日-勇敢追夢安可人生」培力推廣、

有獎徵答、連結在地相關社福資源辦理公益攤位宣導等活

動，讓民眾認識縣內社會福利資源及增強女力的培養共襄

盛舉，並廣邀在地婦女團體舞蹈表演、福利組織參與、本

會培力創意女力儀隊等活動演出、延伸女性意識公共參

與、以多樣形式展現少女的多元潛力和面貌，投資女孩，

實現夢想、突破性別框架、珍視自我價值，並接納多元差

異，展現內在的自信及外在的活力，促進女力各項權利，

並期待提供更多的機會、提高全世界對於女孩面臨的不平

等待遇的認知，讓女孩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顧。 

9 月 24 日 9:00～

12:30 

南投縣埔里鎮綜合

球場（南投縣埔里

鎮北安里六合路

228 號） 

南投縣政府、埔里

區婦女服務中心 /

社團法人南投縣新

住民產業協會、樂

活婦女關懷協會儀

隊、蒂卡中東肚皮

舞團教室、美樂蒂

舞蹈團、埔里親子

館…等。 

埔里區婦女服務中

心 FaceBook 粉絲

專頁 

https://reurl.cc/Qbjz

W5 

24   南投縣政府 女孩培力─情感學藉由心理師專業，帶領學員探索自我特質，尋覓與了解在 10 月 22 日 9:30～ 竹鹿區婦女服務中 南投縣政府、南投 竹鹿區婦女服務中

https://www.facebook.com/Ntcwc/
https://www.facebook.com/Ntcwc/
https://www.facebook.com/nantou.women
https://www.facebook.com/nantou.women
https://www.facebook.com/nantou.women
https://reurl.cc/QbjzW
https://reurl.cc/Qbj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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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這 Young 修 情感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引導成員思考情感關係對於自

我的意義，以適切的態度表達、接受或拒絕情感，提升處

理情感挫折的能力，進而發展優質平等與負責的情感關係

及生活。 

12:30 

10 月 29 日 9:30～

12:30 

心（南投縣竹圍里

大禮路 50 號 2F） 

縣竹鹿區婦女服務

中心 

心 FaceBook 粉絲

專頁 

https://reurl.cc/pMD

OpZ 

25   南投縣政府 

2022 台灣女孩日之

馨光夜跑暨公益彩

券形象宣導活動 

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假中興新村辦理女孩馨光夜跑活動，

鼓勵社會大眾將台灣女孩日的精神與意義放送全國廣為周

之，以「投資女孩，並讓女孩參與影響自身的決策，對於

促進經濟發展、消除貧窮、打破性別歧視與暴力循環，是

相當重要的」為主軸，加深一般民眾性別平等的觀念與認

知，並藉辦理路跑活動，號召民眾一齊關注女孩權益，建

立更友善的環境與空間。 

10 月 1 日 15:00～

19:00 
中興新村親情公園 

南投縣政府、勵馨

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 

https://www.goh.org

.tw/latest-news/gohr

un2022/ 

報名網站 

https://bao-ming.co

m/eb/content/5234#

25356 

26   臺中市政府 

2022 臺灣女孩日—

臺中女性公益伴跑

計畫 

一、為鼓勵女孩運動及突破性別框架，以消除性別落差及

創造友善運動環境為核心宗旨，結合陪伴視障盲友路跑的

公益行動，鼓勵身處不利處境或關心女孩權益的女孩們朝

向行動力、領導力和潛力的未来加速奔跑，展現臺中年輕

女子力。 

二、女孩「伴」市集：與臺中女子市集共同聯名，邀請臺

中市對擺攤有興趣或有經濟就業需求之女性到場擺攤，另

也規劃互動遊戲關卡進行性別議題倡議，促進民眾性別敏

感度。 

10 月 8 日 13:00～

18:00 
臺中火車站前廣場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中女

兒館 (委託傳動經

營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協辦

單位：台中馬拉松

扶輪社、中華視障

運動路跑協會  台

中團 

臺中女兒館官方網

站： 

http://www.twtcgirl

s.com/ 

27   臺中市政府 
臺中山海屯女孩—

臺灣女孩日記者會 

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灣世界展望會及麗寶樂園共同響

應臺灣女孩日，並提供 100 位女孩免費進入麗寶樂園，一

齊為女孩權益鼓勵、加油。 

10 月 9 日 10:00～

12:00 

麗寶樂園渡假區  

休息站廣場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單位：臺中山

海屯區女孩培力據

點 (委託財團法人

臺灣世界展望會辦

理)/協辦單位：麗寶

樂園渡假區 

臺中山海屯女孩臉

書專頁： 

https://www.facebo

ok.com/txgshanhait

ungirl/ 

https://reurl.cc/pMDOpZ
https://reurl.cc/pMDOpZ
https://www.goh.org.tw/latest-news/gohrun2022/
https://www.goh.org.tw/latest-news/gohrun2022/
https://www.goh.org.tw/latest-news/gohrun2022/
https://bao-ming.com/eb/content/5234#25356
https://bao-ming.com/eb/content/5234#25356
https://bao-ming.com/eb/content/5234#25356
http://www.twtcgirls.com/
http://www.twtcgirls.com/
https://www.facebook.com/txgshanhaitungirl/
https://www.facebook.com/txgshanhaitungirl/
https://www.facebook.com/txgshanhaitun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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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彰化縣政府 

「Yes Girl~You Can 

Make it!」慶祝女孩

日系列活動 

2022 年聯合國將以「此刻，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權利、我

們的未來」作為主題，表達出即使遭遇疫情衝擊、氣候變

遷等生活變化，仍然不忘初衷，爭取女孩權利與表達想法

的訴求。為呼應聯合國主題，彰化縣政府 111 年度慶祝台

灣女孩日將以「百變女孩」、「勇敢女孩」、「自信女孩」、 

「彰化挺女孩」四面向為主題，辦理以下系列活動： 

一、百變女孩，秀出來！ 慶祝台灣女孩日 遊行踩街活動 

(一) 以「女孩不一樣」為理念，結合彰化縣國慶遊行踩街，

以實際行動響應 10 月 11 日台灣女孩日、宣導兒童權利

公約四大原則及兒少相關權益，並搭配手舉牌及口號，傳

遞女孩日所表達的精神。 

(二) 踩街裝扮方式，不限年齡邀請女性穿上各種職業的服

裝，如：軍人、消防員、廚師等，透過服裝讓大眾認知職

業沒有性別之分，女孩男孩都可以做到，翻轉對性別既有

的定義，展現出女孩不只一種模樣。 

二、彰化挺女孩，兒少權益 Young 起來 關於貧窮，你不

知道的 Point! 什麼是月經貧窮？「 愛送非洲 」教育講座

暨手作衛生棉體驗 

(一) 為提升性別平等意識，倡導女性權益，預計 與本縣社

會處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結合月經教育宣導，引導兒少思

考月經貧窮議題，使月經不僅是女孩的功課，期許男孩也

能理解女孩月經時所遭受的困難，進而接納性別差異，共

同打造多元包容的社會。 

(二) 手作衛生棉，愛送非洲：透過認識月經貧窮議題，同

時體驗手作布製衛生棉，不僅讓兒少了解月經貧窮，並藉

由手作布製衛生棉捐贈至非洲，培養兒少國際視野，集結

眾人力量，一同送愛到非洲，幫助因貧窮導致無法擁有生

理用品的女性。 

(三) 透過在非洲的台人，將布製衛生棉送給需要幫助的女

10月1日～10月30日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https://zh-tw.facebo

ok.com/twchcgsoc 

彰化縣政府兒童青

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https://www.facebo

ok.com/CHCYC885

0097 

 

https://zh-tw.facebook.com/twchcgsoc
https://zh-tw.facebook.com/twchcgsoc
https://www.facebook.com/CHCYC8850097
https://www.facebook.com/CHCYC8850097
https://www.facebook.com/CHCYC885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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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並開啟一場彰化女孩與非洲女孩的對話，探討月經這

個所有生理女性的共同生命經驗。 

三、勇敢女孩，說出來！ 尋人啟事 尋找彰化十大勇敢女

孩「Girl’ s Talk！女孩，為你想要的世界而努力」 

(一) 彰化縣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Podcast 頻道「彰化

囝仔廣播站」，於 10 月以女孩日為主題，企劃「 Girl’s 

Talk 女孩，為你想要的世界而努力」，邀請女孩分享自身

生命故事及經驗，勇敢說出屬於女孩的想法。 

(二) 十大勇敢女孩會由彰化縣內各機關，如：學校、消防

局、警察局等單位，尋找勇敢女孩訴說成長歷程。 

四、自信女孩，走出來！--卦山夢想季卦山夢想季「我的未

來，我做主我的未來，我做主」 

結合時下流行的二次元文化，於彰化縣「卦山村」舉辦角

色扮演活動，讓兒少打扮成自己喜愛的樣貌，展現自我。

在扮演的過程中進行角色分享，並邀請進駐卦山村的藝術

家、生活家和創作職人等，分享到卦山村實現夢想的創業

故事，鼓勵女孩勇敢追夢。 

29    雲林縣政府 

111 年度雲林女孩

培力方案-培妳過假

日系列活動 

111 年持續以培力為主軸，透過電台廣播、海報及單張的張

貼及發送等管道，持續宣導女孩日精神。透過辦理女孩培

力體驗課程與女孩市集，期待一系列的活動也能讓女孩在

參與活動的過程中，肯定自我存在價值、發展多元興趣，

甚而開發前所未知的潛能，在日後成為可用的能量，達到

培力女孩的目的。 

9月3日、9月17日、

10月8日 

斗六市騷咖啡、虎

尾鎮第八間咖哩、

虎尾鎮雲林記憶

Cool 二館、斗南火

車站前廣場 

雲林縣政府/財團法

人勵馨社會福利事

業基金會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e/1FAI

pQLSc8bIkr6epQIK

j1YBYjxtssuf_3-sN

esNjfmvy9W9IitOb

WSQ/viewform?vc

=0&c=0&w=1&flr=

0 

30    雲林縣政府 

1.台灣女孩日主題

書展 -翻轉思想 .小

女孩大力量 

2.播放影片: 

為響應推動台灣女孩日的活動，辦理相關活動: 

1.以書展形式於文觀處圖書館二樓開架式閱覽室展出：翻

轉思想、小女孩大力量。 

2.於兒童圖書室播放影片:美人魚-深海奇緣 

1.書展:10月1日～

10月31日 

雲林縣政府文觀處

圖書館 1 樓兒童圖

書室、2 樓開架式

閱覽室、雲林記憶

雲 林 縣 政 府 社 會

處、雲林縣政府文化

觀光處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8bIkr6epQIKj1YBYjxtssuf_3-sNesNjfmvy9W9IitObWSQ/viewform?vc=0&c=0&w=1&fl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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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人魚 -深海奇

緣                       

(2)奈米女孩 

3.於雲林記憶 cool 播放影片:奈米女孩 

隨著時代變遷，人們的思想也不同於以往的世代，然而在

現今社會中，大眾媒體常常物化女性的角色，甚至是連女

性也常常以此自嘲，為了讓民眾把握自己知的權利，透過

該次書展及播放影片分享提升自我應有的保護意識，改善

傳統禮俗、媒體內容性別刻板印象與歧視,男女同校的學校

中應消除結構性的科系及課程選擇障礙，打破性別框架的

教養觀。 

2.播放影片:10月5

日、10月6日 

cool 

31    雲林縣政府 

紅土、白球、鑽石

場-崙背女孩的幸福

棒球教室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提供小學四到六年級女生參加，將性

平觀念融入棒球營課程中，課程內容包含技術課程、主審、

主播、應援及闖關(如用棒球擊打性平框架的標語)，鼓勵女

生反思生活中隱含的性別框架，進而勇於突破、開發自我

潛能，不受性別限制來追求自我夢想。 

8月26日 

08:30～17:00 
斗六棒球場 

雲林縣政府/主辦單

位：社團法人台灣運

動好事協會、社團法

人台灣女子運動體

育協會/協辦單位：

美國在台協會/贊助

單位：呈禾康股份有

限公司(崙背鮮乳)

及台灣真弓通商股

份有限公司(Kenji

健司) 

運動好事協會粉絲

團 

https://reurl.cc/bEX

vKo 

雲林縣政府新聞處

粉絲團 

https://fbook.cc/41

Kk 

32    雲林縣政府 

女性角色覺察與增

能-我、家庭角色與

家庭經營 

在就業、經濟與福利方面倡導性別平等觀念，包含育嬰假

留職停薪津貼、不得限制女性夜間工作、降低女性就業障

礙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5月～10月 

各鄉鎮(市)農會、社

區發展協會、雲林

第二監獄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

心/農會、社區發展

協會、雲林第二監獄 

 

33   嘉義市政府 
111 年度女孩日影

像培力營 

為讓女孩們在學生時期，除了課業知識的學習吸收下，也

能走出課堂書本透過拍攝影片方式，看見社會中性別刻板

印象，本次培力營邀請「老鷹之手」-賴麗君導演與彭家如

導演、橘子玖映像工坊、有時間影像、種種影像工作室等

講師透過分享實務經驗、教導影像拍攝及剪輯，亦透過肢

體劇場課學習肢體語言表達自我，帶領學員看見日常生活

中多元性別議題，鼓勵及培力女孩發揮潛能，表現國際女

8 月 1 日、8 月 8

日、8 月 9 日、8 月

15 日、8 月 19 日、

8 月 28 日、9 月 4

日，共計 7 日 

秘 書 店 Meet 

store(嘉義市東區

中山路 201 號 3 樓) 

嘉義市政府 /秘密

客閱讀空間工作室 

https://www.facebo

ok.com/CHIAYICI

TYS.A.B 

https://reurl.cc/bEXvKo
https://reurl.cc/bEXvKo
https://fbook.cc/41Kk
https://fbook.cc/41Kk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CITYS.A.B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CITYS.A.B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CITY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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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日之核心觀念（充權女孩、培力女孩、投資女孩、平權

女孩）。 

34   嘉義市政府 

「Hey,Girls！最嘉

女孩」-臺灣女孩日

活動記者會 

為配合推廣 10 月 11 日臺灣女孩日，嘉義市以播放影像培

力營女孩們的 6 部紀錄短片方式對學生及嘉賓宣導該節日

之意義與精神，並邀請參與營隊的學員分享學習影片製作

的前期發想、攝影概念、實際拍攝和後期剪接技法，提升

學校及家庭重視女孩發展、強化女孩參與科技學習之概

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保障女

孩權益。 

10 月 11 日 10:00 

秘 書 店 Meet 

store(嘉義市東區

中山路 201 號 3 樓) 

嘉義市政府 /秘密

客閱讀空間工作室 

https://www.facebo

ok.com/CHIAYICI

TYS.A.B 

 

35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111 年度台

灣女孩日慶祝活動

「閃耀吧!Q 女孩!」

活動記者會 

以召開記者會方式並以國際女孩日的核心精神為四大面向

的焦點儀式，邀請嘉義縣傑出女性、縣政府女性主管、兒

少諮詢代表等出席，透過播放形象短片等儀式讓更多人了

解「台灣女孩日」由來與核心價值，共同建立性別友善環

境。 

10 月 11 日 09:00～

10:00 

嘉義縣政府 1 樓大

廳招商空間 
嘉義縣社會局 

https://www.facebo

ok.com/ChiayiWom

enFestival/ 

36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 111 年度台

灣女孩日慶祝活動

「閃耀吧!Q 女孩!」 

活動以市集方式辦理，擬透過多元的活動整合，增進年輕

族群關注女孩相關議題，更促使社會大眾重視女孩在社會

與家庭中的平權及性別議題，進而達到性別平等之目的，

鼓勵女孩接納自己、勇敢挑戰未來，自信創造無限未來。 

10 月 15 日 08：30

～13：30 
嘉義縣府前廣場 

社會局、文化觀光

局、衛生局、環保

局、警察局、教育

處、公車處、建設

處、人事處、經濟

發展處、勞青處 

https://www.facebo

ok.com/ChiayiWom

enFestival/ 

37   臺南市政府 生活無處不性別 
邀請高宜君老師(高雄科技大學講師)主講，分享生活中與性

別相關的議題。 

10 月 22 日 

14:30～16:30 

新營文化中心 4 樓

演講室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新營文化中心官網

https://xinying-cultu

re.tainan.gov.tw/ 

38   臺南市政府 

於本局電子媒體看

板(跑馬燈)廣宣台

灣女孩日活動 

每年 10 月 11 日為「臺灣女孩日」，為響應聯合國重視投資

及培力女孩，期使全體國人均有性別平等觀念，讓我國女

孩能獲致更為平等發展、發揮潛能的成長環境。 

8 月 10 日～10 月

31 日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安污辦公室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39   臺南市政府 科技女力 x 工作坊 

期望藉由活動認識自然科學、科技及其他非傳統職業領域

中的女性角色楷模，提升本市女孩對這些科目的興趣和自

信，並幫助女孩瞭解自己的潛能，以期能深耕與發展國內

10 月 1 日、10 月

22 日 

西港區後營國小大

禮堂、新營南方創

客基地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泛科知識股份有

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CITYS.A.B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CITYS.A.B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CITYS.A.B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Women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Women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Women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Women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Women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ChiayiWomenFestival/
https://xinying-culture.tainan.gov.tw/
https://xinying-culture.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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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女科技人之科學教育。 

40   臺南市政府 

111 年臺灣女孩日

活動-「性別電影院

－女力拳開」 

透過《女力拳開》電影加強觀影者思考破除社會性別框架，

並宣導臺灣女孩日保障女孩權益重要性，以實踐繼承不分

性別、營造性平友善空間之目標。 

10 月 11 日 14:30～

16:30 

臺南市永華市政中

心 7 樓東側會議室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工務局、交通局 

https://reurl.cc/Zb1x

xl 

41   臺南市政府 

111 年女力報到迎

接臺灣女孩日-線上

問卷填答暨同仁分

享如何落實女孩日

於日常生活! 

聯合國「國際女孩日」為 10 月 11 日，亦是我國之「臺灣

女孩日」，為宣導臺灣女孩日之理念及精神，規劃辦理活

動，促使同仁關注女孩權益，請同仁於女孩日時段填寫臺

灣女孩日線上問卷填答暨分享如何落實於日常生活，導引

同仁對臺灣女孩日之關注。鼓勵共同關切女孩權益，構築

支持女孩多元發展及積極參與社會決策的友善環境。 

10 月 6 日～10 月

11 日 
線上問卷填答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https://forms.gle/K

Xoq7Tg2Uh13sdE

Y6 

42   臺南市政府 

Yes, Girls! Let's 創

造未來-111 年臺灣

女孩日宣導 

以臺灣女孩日為主軸，安排有臺灣女孩日相關問答，針對

女孩特質與權利透過有獎徵答等動態之方式進行宣傳。 
10 月 7 日 

臺南市新營區新營

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

路 4 號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新營分局 /臺南市

新營區新營國民小

學 

 

43   臺南市政府 台灣女孩靓起來! 

10 月 11 日訂為「臺灣女孩日」，呼籲共同營造友善女孩

的社會環境，建立女孩的危機意識，提升自我保護的能力，

透過相關問答及與民眾互動，增進民眾對女孩權益的瞭解

以及女孩發展正向自我認同。 

9 月 21 日 
臺南市學甲區中洲

國民小學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學甲分局 
 

44   臺南市政府 
虎頭埤臺灣女孩日

入園優惠 
於臺灣女孩日當日提供女性專屬優惠，入園皆享半票 10 月 11 日 虎頭埤風景區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虎頭埤風景區

管理所 

https://htp.tainan.go

v.tw/ 

45   臺南市政府 

「多元的性別視野-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

與性別歧視」講座 

介紹臺灣女孩日相關資訊及 CEDAW 公約的主要精神，呼

籲大家重視女孩權益，讓女孩可以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

顧，由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來承擔責任與監督，另外倡導

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認識多元性別的差異，進行相關議題

的互動討論，落實相互尊重與平等，期待破除性別角色的

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 

10 月 12 日 

許厝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歸仁區許

厝里中山路一段

437 巷 9 號) 

臺南市歸仁區公所 

https://gueiren.taina

n.gov.tw//Default.as

px 

46   臺南市政府 
電影讀書會「救救

菜英文」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傳統的印度家庭主婦，她總是用心地為

家人付出，卻得不到相對應的回報，經過努力重新肯定自

10 月 9 日 14:00～

16:00 

臺南市南區喜樹圖

書館三樓多功能室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https://www.facebo

ok.com/sishu.library 

https://reurl.cc/Zb1xxl
https://reurl.cc/Zb1xxl
https://forms.gle/KXoq7Tg2Uh13sdEY6
https://forms.gle/KXoq7Tg2Uh13sdEY6
https://forms.gle/KXoq7Tg2Uh13sdEY6
https://htp.tainan.gov.tw/
https://htp.tainan.gov.tw/
https://gueiren.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gueiren.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gueiren.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sishu.library
https://www.facebook.com/sishu.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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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去愛那位很棒的自己。 

透過影片，藉由讀書會方式，討論並鼓勵女性打破傳統性

別文化框架，尊重別人也尊重自已，努力學習追尋自我價

值實現。 

47   臺南市政府 
「閱讀女力-活出自

我」主題書展 

透過閱讀女力相關書籍，展現閱讀的力量，引導民眾發現

自我特質、興趣和優勢。 

10 月 1 日～10 月

30 日 

臺南市南區喜樹圖

書館三樓展示區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https://www.facebo

ok.com/sishu.library 

48   臺南市政府 
性平繪本故事「紙

袋公主」 

以繪本故事「紙袋公主」中紙袋公主不但有勇氣面對火龍，

並運用智慧打敗火龍、救出王子，故事顛覆傳統「性別刻

板印象」。藉由故事和孩子們重新思索性別關係。 

10 月 1 日 10:30～

11:30 

臺南市南區喜樹圖

書館兒童室 
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https://www.facebo

ok.com/sishu.library 

49   臺南市政府 
台灣女孩日主題書

展 
藉由擺設相關女權書籍，宣導女孩應獲得的人權等觀念。 

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 

臺南市七股區圖書

館 

臺南市七股區圖書

館 

https://cigu.tainan.g

ov.tw/Default.aspx 

https://reurl.cc/1m3

kdQ 

 

50   臺南市政府 
台灣女孩日主題行

動電影院 

藉由「幸福路上」電影，宣導女孩應獲得的人權等觀念、

邀請講師映後座談會。 

10 月 11 日 

13:00～16:00 

臺南市七股區圖書

館 

臺南市七股區圖書

館 

https://cigu.tainan.g

ov.tw/Default.aspx 

https://reurl.cc/1m3

kdQ 

 

51   臺南市政府 

山上區公所-女孩日

讀好書、看電影、

玩手作 

透過性別平等議題相關的書展閱讀、手作課程或電影欣賞

活動，讓民眾認識性別平等觀念，打破傳統刻板印象，開

拓豐富的觀點與想法，愛沒有歧視~對於性別多元化議題，

保有理性溝通、友善的對話，進而去理解、接納、尊重。 

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圖書館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官網 

https://shanshang.tai

nan.gov.tw/News.as

px?n=7727&sms=1

1192 

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

ok.com/Shanshang.

https://www.facebook.com/sishu.library
https://www.facebook.com/sishu.library
https://www.facebook.com/sishu.library
https://www.facebook.com/sishu.library
https://cigu.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cigu.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reurl.cc/1m3kdQ
https://reurl.cc/1m3kdQ
https://cigu.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cigu.tainan.gov.tw/Default.aspx
https://reurl.cc/1m3kdQ
https://reurl.cc/1m3kdQ
https://shanshang.tainan.gov.tw/News.aspx?n=7727&sms=11192
https://shanshang.tainan.gov.tw/News.aspx?n=7727&sms=11192
https://shanshang.tainan.gov.tw/News.aspx?n=7727&sms=11192
https://shanshang.tainan.gov.tw/News.aspx?n=7727&sms=11192
https://www.facebook.com/Shanshang.No.325
https://www.facebook.com/Shanshang.No.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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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5  

52   臺南市政府 
虱目魚節暨性平月

宣導 

結合虱目魚文化節辦理性平宣導活動，透過 Q&A 的方式

讓民眾更了解性平觀念，也有效加強民眾自我保護意識及

能力，以設置宣導攤位，張貼自製宣導海報及趣味遊戲的

方式宣導民眾性別平等概念及家暴防治法相關法規。 

10 月 22 日(六) 北門區興安宮前 臺南市北門區公所  

53   臺南市政府 

平權共好~CEDAW

的發展歷程與生活

實踐 

(暫定) 

擬邀請蔣月琴秘書長介紹 CEDAW 的重要概念，並如何將

CEDAW 運用在生活層面，且將臺灣女孩日之元素融入課

程，使與會者對於性別各面向議題有更多的認識，積極消

除性別歧視，促進實質平等。 

預計 10 月中旬 
本所四樓會議室或

禮堂 
安南區公所 

屆時會將活動訊息

公告於安南區公所

臉書 

 

54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南化區公所

111 年臺灣女孩日

活動「性別電影院

－與妳約定」 

一、 宣導臺灣女孩日保障女孩權益重要性、瞭解2017年5

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同性婚姻合法化意

旨，營造性平友善空間等。 

二、 培養同仁性別敏感度，將性別觀點轉化為日常業務操

作，促進性別保障，結合轄區機關及區里辦公處，去

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之宣導，藉由《與妳約定》電

影加強同仁及觀影民眾思考，破除社會性別框架、舉

辦有獎徵答，達到性別平等在地團體培力營造。 
10 月 7 日 10：00

～12：10 

臺南市南化區公所

三樓禮堂 
臺南市南化區公所 

一、  

https://nanhuadistric

t.tainan.gov.tw/New

s.aspx?n=24496&s

ms=20774 

二、 

報 名 網 址 為 ：

https://lifelonglearn.

dgpa.gov.tw/ 

首頁→輸入/ 臺南

市南化區公所→搜

尋/報名 

55   臺南市政府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心靈講座：性別平

等～從家庭做起！ 

一、您一定聽過「白雪公主」、「灰姑動」…等經典故事，

而您又是否聽過「白雪公主與七十七個小矮人」…？讓我

們一起顛覆繪本、跳脫性別的框框，落實性別平等環境、

去除性別刻板化！ 

二、女孩們該如何「愛自己、做自己」？對於新世代女性

而言，追求「女力」的完美呈現，並非完全著眼於事業或

是個人成就；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積極展現自我魅力，

創造個人價值！ 

10 月 13 日 10:00～

12:00 

佳里區公所 4 樓禮

堂 
臺南市佳里區公所 

臉書專頁：走讀佳

里之美 

https://www.facebo

ok.com/jiali.district/ 

https://www.facebook.com/Shanshang.No.325
https://nanhuadistrict.tainan.gov.tw/News.aspx?n=24496&sms=20774
https://nanhuadistrict.tainan.gov.tw/News.aspx?n=24496&sms=20774
https://nanhuadistrict.tainan.gov.tw/News.aspx?n=24496&sms=20774
https://nanhuadistrict.tainan.gov.tw/News.aspx?n=24496&sms=20774
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
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jiali.district/
https://www.facebook.com/jiali.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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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衛生福利部高階講師─陳傑華(華仔)老師用活潑有

趣、生動詼諧的方式來帶領大家一起進行一趟心靈提升之

旅。 

56   高雄市政府 

2022 國際女孩日在

高雄-永續妳的青春

世代《女孩樣》 

一、呼應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 5 目標「女性

與女孩充權」，以「SDGs G5-女孩增能」出發，回顧 10 年

來「國際女孩日在高雄」培力的「高雄女孩」充權長出多

元形象的《女孩樣》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努力堅持在各領域

突破標籤的想法與行動，透過世代對話串連，鼓勵現在的

女孩們勇於改變性別框架與束縛。 

二、活動內容規劃以「女孩大未來」講座與學校合作辦理，

同步以線上(直播)方式分享由生命突破性別框架，堅持自己

的想法和目標與關心的事情前進，帶領青少年/女進行對話

並培力性別意識、性別敏感度、性別行動及議題等主題，

並製作宣導短片於臉書、youtube 等社群平台發布。 

10 月 12 日 13:30～

15:10 

高雄科技大學旗津

校區教學大樓 5 樓

521 會 議 室

+YouTube 線上直

播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社團法人高雄

市生命線協會 /高

雄科技大學 

1.高雄市婦女館官

網: 

https://women.kcg.g

ov.tw/ 

2.高雄市婦女館粉

專: 

https://www.facebo

ok.com/Kaohsiung

WomenCenter/ 

3.高雄•婦女節•

國際女孩日粉專: 

https://www.facebo

ok.com/KsWomens

Day 

57  屏東縣政府 

2022 臺灣女孩日在

屏東－月經「屏」

權 

一、本年度以今年台灣女孩日在屏東活動，今年以月經平

權為題，透過「社會議題與實作－國中小學生對月經看法

與「月經平權」態度」之問卷調查，觀察本縣普遍 11 歲至

12 歲國小生(五年級至六年級)對月經看法與態度，進而了

解校園對於月經議題的友善狀況；將於 10 月 8 日至 10 月

30日於青少年中心辦理透過月經展覽及播放社會實驗影片

來使大眾能深刻了解女性經期之不便等，讓台灣男女老少

都能正視月經、大方談月經，亦使進入青少年階段的兒少

加以認識自我，改善性別刻板印象並倡議宣導積極正向。 

二、展覽規劃： 

（一）臺灣生理用品發展歷程：以生理期發展史，從遠古

代至今女性因應月經之生理用品的演化過程及加入形式不

10 月 8 日～10 月

30 日 
屏東縣青少年中心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https://www.facebo

ok.com/teen736 

https://women.kcg.gov.tw/
https://women.kc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Women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Women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WomenCenter/
https://www.facebook.com/KsWomensDay
https://www.facebook.com/KsWomensDay
https://www.facebook.com/KsWomensDay
https://www.facebook.com/teen736
https://www.facebook.com/teen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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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月經藝術創作、大型陰道子宮裝置、新式生理用品展

區。 

（二）臺灣原創月經教育漫畫書：《來去子宮！青春期初經

寶典～從零開始 0 跟月經相處》，本書匯集青春期性教育當

中各種月經大小事，從零開始重新瞭解「月經」，讓全世界

半數人類的共同生命經驗，能有更廣闊的討論空間。 

（三）結合藝術家以月經為題創作的裝置藝術作品。 

（四）互動體驗區： 

1.發射吧棉條：以大型立體內褲，將玩具槍裝類似位生棉

條之子彈設計，並以設計方式射向內褲。 

2.經痛體驗：透過物理治療師於使用專業儀器，讓現場民

眾體驗經痛感覺。 

（五）社會實驗影片：以月經外露為主題，做一個社會實

驗影片女性經血外露時，路人給予的回饋，並瞭解其幫助

及對於此議題相關想法。 

58   宜蘭縣政府 女孩玩設計工作坊 

為鼓勵女孩們表現自我，展現自信、活力、勇氣、知識等

特質，透過 Line 貼圖設計創作工作坊，強化女孩參與繪圖、

程式、設計……等學習機會，鼓勵女孩探索自我，打破性

別刻板角色框架，開啟女孩對性別平等的視野，展現宜蘭

女孩的多元性與獨特性。 

10 月 1 日 9:00～

16:00 

10 月 2 日 9:00～

16:00 

10 月 16 日 9:00～

16:00 

宜蘭社福館 (宜蘭

市同慶街 95 號)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宜蘭縣婦女暨新住

民家庭中心臉書粉

專： 

https://www.facebo

ok.com/people/%E5

%AE%9C%E8%98

%AD%E7%B8%A

3%E5%A9%A6%E

5%A5%B3%E6%9

A%A8%E6%96%B

0%E4%BD%8F%E

6%B0%91%E5%A

E%B6%E5%BA%

AD%E6%9C%8D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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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B%99%E4

%B8%AD%E5%B

F%83/10006929580

6447/ 

59   宜蘭縣政府 

信不信由你，但性

不性由我～我的身

體我決定 

安排醫師、護理師及社工師等團隊提供專業知識，以影片

欣賞或性教育啟蒙認知繪本輔以實務案例，走進國中校園

傳遞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提升女孩對於身體意識與自主

權的認知，並促進性別意識。 

9 月～11 月 

凱旋國民中學、宜

蘭國民中學、中華

國民中學、復興國

民中學、五結國民

中學、興中國民中

學、利澤國民中

學、蘇澳國民中

學、南澳國民中

學、文化國民中學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

會 
 

60   花蓮縣政府 

2022 花蓮國際女孩

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結合花蓮縣中區社會福利中心共同辦理，藉由辦理市集活

動，讓社區民眾了解女孩日、重視女孩權益。 

市集活動包含社福宣導攤、闖關送好禮、互動體驗區等。 

10 月 8 日 10:00～

15:30 

花蓮縣鳳林客家文

物館公園 
花蓮縣政府 

https://www.facebo

ok.com/hualienwom

en/posts/pfbid0j 

UaoBVfiJnocPn25F

VXD24MRFW6hZ

QVrsBr2E7jnm4eH

rucu3NLDnEYwU

wap3Kr6l 

 

 

61   臺東縣政府 

2022 年歡慶女孩日

系列活動_女性楷

模一日體驗 

為了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在 2022 年的歡慶女孩日規劃，舉

辦三個場次的女孩日活動體驗，分別針對傳統文化、性別

與運動等相關議題去做分享。 

1. 7 月 30 日 08:30

～15:30 辦理部落

海女體驗 

2. 9 月 3 日 08:30

～15:30 辦理女子

獵人體驗 

1.都蘭國_社團法

人臺東縣東河鄉阿

度蘭阿美斯文化協

進會 (臺東縣東河

鄉 29 鄰 224 號) 

2.奇努南戶外探索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兒少及婦女福利

科)/勵馨基金會台

東分事務所 

報名表： 

https://forms.gle/dS

CRc2vrrWkqd5xU6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5%AE%9C%E8%98%AD%E7%B8%A3%E5%A9%A6%E5%A5%B3%E6%9A%A8%E6%96%B0%E4%BD%8F%E6%B0%91%E5%AE%B6%E5%BA%AD%E6%9C%8D%E5%8B%99%E4%B8%AD%E5%BF%83/100069295806447/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women/posts/pfbid0j%20UaoBVfiJnocPn25FVXD24MRFW6hZQVrsBr2E7jnm4eHrucu3NLDnEYwUwap3Kr6
https://forms.gle/dSCRc2vrrWkqd5xU6
https://forms.gle/dSCRc2vrrWkqd5x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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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月 5 日 08:10

～12:00 辦理女子

拳擊體驗 

學校 (臺東縣卑南

鄉太平路 170 巷 18

號) 

3.國立臺東女子高

級中學 (臺東縣台

東市四維路一段

690 號) 

62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臺灣女孩日-

正在實現的美好 

以園遊會形式，結合性別平等宣導、生活手作體驗，宣導

性別平等及手作體驗。 
10 月 16 日 10：00 

澎湖縣西衛社區活

動中心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63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臺灣女孩日-

性別電影院 

播放院線電影「哥兒們」，並結合性平專家辦理消除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導讀與座談活動，增進參加人員

對多元性別的認識與尊重。 

11 月 8 日 09：00 澎湖縣 in89 電影院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64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臺灣女孩日-

多肉盆栽養護教學 

藉婦女攜女孩共同參加，鼓勵女孩踴躍參與公共活動，並

宣導女孩日成立意義與精神。 
11 月 2 日 09：00 

澎湖縣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婦女

會 
 

65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臺灣女孩日-

湖西女孩 

GOGOGO! 

辦理健走及摸彩活動，健走途中設計性別意識活動關卡，

鼓勵女孩運動同時促進性別意識抬頭。 
11 月 2 日 09：00 湖西鄉公所前廣場 

澎湖縣湖西鄉婦女

會 
 

66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臺灣女孩日-

健走暨日式飯糰製

作 

藉婦女攜女孩共同參加，鼓勵女孩踴躍參與公共活動，並

宣導女孩日成立意義與精神。 
11 月 10 日 09：00 

池東西社區活動中

心 

澎湖縣西嶼鄉婦女

會 
 

67   金門縣政府 

111 年金門女孩日

「迎風展翅向藍

天」 

為推展女孩日相關訊息，提升民眾對於性別意識的瞭解，

呼籲民眾關注女孩權利與權益，積極增加公共參與與女孩

投資，降低所有因性別產生的不平等與歧視。預計在莒光

公園辦理大型專場宣導活動，活動內容包括主題宣導、特

色攤販、互動遊戲、DIY 手作等，鼓勵民眾攜家帶眷參與，

現場也提供象徵自由與希望的風箏讓民眾使用，提升民眾

參與率，讓更多人能夠認識女孩日並且了解女孩日所代表

的意涵。 

10 月 23 日 14:00～

17:30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

公園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兒童及少年

福利服務中心臉書 

https://www.facebo

ok.com/ctcenter043

0/ 

68   連江縣政府 世界女孩日及國際透過浪浪的生存權及學員製作的文案推廣回饋到兒童同樣 10 月 22 日 連江縣家庭福利服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https://www.facebook.com/ctcenter0430/
https://www.facebook.com/ctcenter0430/
https://www.facebook.com/ctcenter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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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響應

「浪浪笑一個!」女

子公民參與培力計

畫 

享有的「生存及發展權」、「表達意見的權利」藉由實地到

訪本縣流浪犬收容中心探入體驗日常事務，賦予自我認知

提升，增加未來付諸行動關懷社區的可能性。除了喚醒人

們對生命的同理與尊重，引導孩子以具體行動回饋社會，

也可以藉由群眾的力量令更多人關注到動保議題，促進友

善社會。 

10 月 23 日 務中心 

連江縣流浪犬收容

中心 

連江縣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