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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05 年推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105 年 12 月 28 日經捷運局性平小組決議通過 

■組別（甲、乙、丙、丁組）：  丙  組 

 

 姓名 科室 職稱 任務 

性別議題 

聯絡人 

楊景琳 人事室 股長 1. 熟悉本府性別主流化總計畫。 

2. 從性別視角審核、監督機關內之

政策、措施、方案、計畫。 

 

黃顯祖 品保處 課長 

余貴益 土建處 課長 

承辦人 陳幼芳 品保處 課員 

             

一、 本年度機關推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 

（可簡述機關年度推展性平業務與往年不同之處、特別著力之處、抱持之理念與原則，或可列舉機關最重要推展性別平等之措施，

簡述辦理方式及其促進性別平等之影響，至多書寫三項，列舉之形式與內容不拘，若無可免填報。）性別平等機制：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 

（一） 成員 

 總數 男性 女性 單一性別比例（較低者） 無法達到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者請說明原因 

性別議題聯絡人 3 2 1 33.3% 符合單一性別三分之一原則 

委員 31 24 7 22.58% 本局業務性質為工程管理機關，單位主管以男性

居多 

 

（二） 運作情形 

應開會次數 3 實際開會次數 3 議案數量 12 府外委員姓名 顧燕翎委員 

吳志光委員 

葉文健委員 

首長擔任會議

主席次數 

1 副首長擔任會

議主席次數 

2 主任秘書擔任

會議主席次數 

 其他人員擔任

會議主席次數 

 

全數委員出席 

次數 

0 超過 2/3 委員

出席次數 

3 府外委員全數

出席次數 

   

 

（三） 重要議題追蹤（決議內容具性別平等發展性之具體措施）(土建處、綜規處、人事室) 

議題說明 105 年進度 106 年進度 107 年進度 

公共藝術甄選小組委員於

圈選小組委員時建議應依

性別比例原則辦理，另於目

前興建中路線如萬大線，挑

選一個車站，將性別平等之

意涵納入公共藝術甄選條

件中，先由單一作品出發，

將性別平等之意涵納入作

品。(土建處) 

1. 萬大線公共藝術預計於 108 年

初成立執行小組，將依性別比

例原則建議圈選執行小組委

員。 

2. 萬大線 LG01 站公共藝術計畫

以『台北浮世繪』為徵選主

題，已將性別平等文化意涵納

入。 

1. 萬大線公共藝術預計於 108 年

初成立執行小組，將依性別比

例原則建議圈選執行小組委

員。 

2. 萬大線 LG01 站公共藝術計畫

以『台北浮世繪』為徵選主題，

已將性別平等文化意涵納入。 

1. 萬大線公共藝術預計於 108 年

初成立執行小組，將依性別比例

原則建議圈選執行小組委員。 

2. 萬大線 LG01 站公共藝術計畫以

『台北浮世繪』為徵選主題，已

將性別平等文化意涵納入。 

將性別統計之產前假、育嬰

留職停薪等假別之統計資

料，增列性別分析。(人事

室) 

業依會議決議事項增列性別分

析，持續彙整本局及所屬機關性

別統計相關資料，並已登載本局

官網性別主流化專區，且按季更

新統計資料。 

持續彙整本局及所屬機關性別統

計相關資料，並登載本局官網性

別主流化專區，且按季更新統計

資料。至性別分析因本局同仁是

類人數較少，俟母數足夠時再進

行分析。 

持續彙整本局及所屬機關性別統

計相關資料，並登載本局官網性

別主流化專區，且按季更新統計

資料。至性別分析因本局同仁是

類人數較少，俟母數足夠時再進

行分析。 

性別意識培力講座預算等

可納入性別預算編列。(人

事室) 

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 105 年度計

辦理 3 場次性別主流化講座，所

支講座鐘點費總計 14,400 元，業

納入 105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數。

另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員工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僱用之職務代理人

員，其薪資將納入性別預算。 

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 106 年度援

例預計辦理性別主流化講座 3 場

次，講座鐘點費將納入性別預

算，另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員工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僱用之職務代

理人員，其薪資亦納入性別預算。 

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 107 年度援

例預計辦理性別主流化講座 3 場

次，講座鐘點費將納入性別預

算，另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員工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僱用之職務代

理人員，其薪資亦納入性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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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萬大─中和─樹林線規

劃報告書暨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案」第二期工程（財務

計畫）性別影響評估分析，

請依委員意見修定後送委

員再次審視(綜規處) 

業於 106年 1月 4日完成委員審視

簽署之行政程序。 

業於 106年 1月 4日完成委員審視

簽署之行政程序。 

業於 106年 1月 4日完成委員審視

簽署之行政程序。 

萬大線俟車站站體規劃設

計完成後，請土建處將公共

藝術設置計畫於後續適時

會議中提出專題報告，請委

員給予指導意見後送公共

藝術小組參考。(土建處) 

萬大線公共藝術執行小組預計於

108 年初成立，屆時再於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出專題報告。 

萬大線公共藝術執行小組預計於

108 年初成立，屆時再於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出專題報告。 

萬大線公共藝術執行小組預計於

108 年初成立，屆時再於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出專題報告。 

 

●附件 1：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附件 2：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辦理情形一覽表 

 

二、 性別意識培力(人事室填報) 

（一） 一般公務員參訓比率  

本府一般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總人數：417                 男性人數：227            女性人數：190  

 職員完成人數 職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2 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415 99.52% 227 100% 

188（留職停薪 2

人未完成參訓） 
98% 

 

（二） 主管人員參訓比率  

本府主管人員 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 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主管人員」含市府及機關正副首長、正副幕僚長及單位主管。)    

 

主管總數：16                 男性主管數：11            女性主管數：5 

 主管完成人數 主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2 小時性別

主流化訓練 
16 100% 11 100% 5 100% 

 

（三）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性別業務承辦人參訓時數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18 小時課程訓練，其中 1 天以上應屬進階課程。 

 

 姓名 年度培力總時數 進階課程時數 

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 陳幼芳 18 6 

性別議題聯絡人 楊景琳 20 14 

性別議題聯絡人 黃顯祖 21 21 

性別議題聯絡人 余貴益 21 17 

總計  80 58 

 

（四） 自辦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含跨機關聯合辦理） 

項次 辦理日期 時數 訓練班期（活動）名稱 訓練對象 講師 自辦／合辦單位 

1 105 年 3 月 11 日 3 性別主流化於法律上的實踐與運用

-以性別平等措施與金馨獎為案例 

本局及所屬各工程

處同仁 

莊喬汝 自辦 

2 105 年 4 月 26 日 3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本局及所屬各工程

處同仁 

張菊惠 自辦 

3 

 

105 年 7 月 21 日 3 職場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識--性騷擾

及相關法律 

本局及所屬各工程

處同仁 

賴淑玲 自辦 

 

三、 性別統計及分析(會計室、人事室) 

本府各一級機關構：每年應就各該機關構業務撰擬統計分析專題，可自行撰擬或以委託、補助研究案辦理，或納入委託、補助研究案內

以性別統計分析專章辦理；後續並應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題報告並研析參採據以制定政策或調整、改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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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組、乙組：每年至少 2 篇。 

(2)丙組：每年至少 1 篇。 

(3)丁組：每兩年至少 1 篇。 

 

（一）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名稱 數量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 2 

既有性別統計項目 2 

 

（二）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項次 新增指標或項目名稱 新增指標或項目定義及說明 

 無  

   

 

（三）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項次 分析專題名稱 辦理科室或委託辦理單位名稱 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題報告時間 

1 「捷運車站廁所數量演化及檢討」 土建處 105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 3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四、 性別影響評估：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報情形(主秘室法制課、綜規處) 

（請依需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一） 自治條例(主秘室法制課) 

項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者意見

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若無可免填） 

專家學者姓

名 

專家學者意

見數 

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數 

完成時間 

 無      

       

       

（二） 公共工程中程計畫(綜規處) 

項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者意見

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若無可免填） 

專家學者姓

名 

專家學者意

見項數(幾

項) 

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萬大─中和─

樹林線規劃報

告書暨周邊土

地開發計畫案」

第二期工程（財

務計畫）性別影

響評估分析 

1.補充說明男女廁所馬桶數比例由原先 1:2提高至

1:5 之資料，以及臺北捷運公司捷運車站設施

(廁所、尿布台、哺集乳室等)於實際營運後使

用情形；由於各站進出車站使用廁所男女比例

會因週邊環境或活動而有不同，例如忠孝新生

站其男女比例達 1：1，考量通車後週邊環境與

活動無法估測確定，建議車站乘客男女比例，

宜以各半預估相關設施設備數量。 

2.臺北捷運公司「年度臺北捷運旅客滿意度調

查」，自93年迄今，每年委外由市場調查公司執

行，調查項目共區分為四大項「搭乘捷運經

驗」、「各項服務重要度及滿意度（系統服務）

（車站空間與設施）（搭乘列車感受）」、「對臺

北捷運各項服務之意見或建議」、「基本資料」；

透過旅客之滿意度調查來做為臺北捷運整體服

務成果之量化參考指標，並透過蒐集及歸納旅

客意見，籍以作為改善臺北捷運服務措施之參

考。臺北捷運公司已協助提供「年度臺北捷運

旅客滿意度調查」報告，本局將參考歷年調查

報告受訪者對臺北捷運的相關建議，作為後續

規劃設計捷運車站性別友善空間之參考。 

 

 

吳志光 

葉文健 

4 3 1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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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大施政計畫 

項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者意見

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若無可免填） 

專家學者姓

名 

專家學者意

見數 

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數 

完成時間 

 無      

五、 性別預算(會計室) 

（請依需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一） 本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預期受惠對象及性別比） 

1 捷運系統部分車

站廁所重置(固定

資產重置基金) 

13,888,000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臺北都會區一般乘客、老弱婦孺、行動不便者及全體

捷運搭乘者。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並提升女性或弱勢族群等之空

間安全感。公廁廁間配置之合理化，預期受益者為女性乘客，實際受益者

為周邊鄰里及全體捷運搭乘者。 

2 員工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僱用約僱

人員代理 

(1)新蘆線人事費 

本局 915,516 元 

(2)環狀線人事費 

東工處 107,375 元 

(3) 台中烏日線人 

事費 

機工處 284,827 元 

1,307,718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育嬰需求之員工，為使其在照顧子女之同時，也能兼

顧機關業務推行，並讓員工繼續保留其原有之工作權，促進兩性工作機會

之平等。 

3 臺北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捷

運車站性別主流

化設計」  

(1)萬大線 

47,520,000 元 

(2)環狀線 

31,350,000 元 

(3)台中烏日線 

58,080,000 元 

136,950,000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臺北都會區一般乘客、老弱婦孺、行動不便者及全體

捷運搭乘者。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並提升女性或弱勢族群等之空

間安全感。公廁廁間配置之合理化，預期受益者為女性乘客，實際受益者

為周邊鄰里及全體捷運搭乘者。 

4 性別意識培力 

(1)信義線工管費 

南工處 4,800 元 

(2)松山線工管費 

中工處 4,800 元 

(3)萬大線工管費 

東工處 4,800 元 

14,400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研習參訓對象之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同仁，希望藉由

講座推廣性別主流化概念，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別敏感度，俾於規劃或檢

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點，追求性別平等。 

5 召開性別平等會

議 

(新莊線工管費) 

24,000 本年度修訂完成本局 105-108 年度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協助審視「臺北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規劃報告書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案」第二期工程（財務計畫）性別影響評估分析，有助於本局推動性別主

流化相關事宜，並於規劃設計階段對於萬大線二期工程，加強性別友善設

施規劃設計。 

 總計 152,184,118  

 

（二） 下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預期受惠對象及性別比） 

1 捷運系統部分車

站廁所重置(固定

資產重置基金) 

16,971,690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臺北都會區一般乘客、老弱婦孺、行動不便者及全體

捷運搭乘者。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並提升女性或弱勢族群等之空

間安全感。公廁廁間配置之合理化，預期受益者為女性乘客，實際受益者

為周邊鄰里及全體捷運搭乘者。 

2 員工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僱用約僱人員

1,593,402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育嬰需求之員工，為使其在照顧子女之同時，也能兼

顧機關業務推行，並讓員工繼續保留其原有之工作權，促進兩性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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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1)新蘆線人事費 

本局 1.373,274 元 

(2)環狀線人事費 

東工處 120,592 元 

(3)台中烏日線人 

事費 

機工處 99,536 元 

之平等。 

3 臺北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捷運

車站性別主流化

設計」  

(1)萬大線 

31,680,000 元 

(2)台中烏日線 

87,120,000 元 

118,800,000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臺北都會區一般乘客、老弱婦孺、行動不便者及全體

捷運搭乘者。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並提升女性或弱勢族群等之空

間安全感。公廁廁間配置之合理化，預期受益者為女性乘客，實際受益者

為周邊鄰里及全體捷運搭乘者。 

4 性別意識培力 

(1)新莊線工管費 

北工處 4,800 元 

(2)新莊線工管費 

機工處 4,800 元 

(3)松山線工管費 

中工處 4,800 元 

14,400 本計畫預期受益者為研習參訓對象之本局及所屬各工程處同仁，希望藉由

講座推廣性別主流化概念，培養公務人員具有性別敏感度，俾於規劃或檢

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納入性別觀點，追求性別平等。 

5 召開性別平等會

議 

(新莊線工管費) 

18,000 本年度修訂完成本局 105-108 年度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協助審視「臺北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中和─樹林線規劃報告書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案」第二期工程（財務計畫）性別影響評估分析，有助於本局推動性別主

流化相關事宜，並於規劃設計階段對於萬大線二期工程，加強性別友善設

施規劃設計。 

 總計 137,397,492  

 

（三） 下年度與本年度相較之增減：減少 14,786,626 元。 

 

六、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各單位) 

 

辦理單位及規範：各一級機關構依組別每年辦理類別及項目如下： 

（一）甲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5 類，總計至少 6 項。 

（二）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4 類，每類至少 1 項。 

（三）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3 類，每類至少 1 項。 

（四）丁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2 類，每類至少 1 項。 

 

類別 項目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並

備註方案名稱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

別平等之政策、措施、

方案或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動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

策、措施、方案、計畫等。 

□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 □ 

                     

3、主動規劃與推動相較於現行法令更加友善之性別平等措施。 □ 

                     

4、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例如兒童節、婦女節、社工

日、母親節、護理師節、國際反恐同日、父親節、臺灣女孩日等。 

□ 

                     

5、其他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 

於車站設置公共藝術

時，將性別平等文化、

意涵觀念導入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

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

1、納入區公所及所屬機關為一級機關構性別主流化計畫實施對象。 ■ 

推動捷運萬大線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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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並

備註方案名稱 

務，鼓勵、督導區公所、

所屬機關、民間組織（如

人民團體、基金會、機

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

平等 

畫 

2、鼓勵、督導區公所及所屬機關訂頒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

推動性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 

                     

4、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評鑑及考核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

之計畫或方案等，納入對象若有推動性別平等之事項得以加額補助、優先補助、

加分等積極獎勵作為。 

□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

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

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 

                     

3、於活動宣導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概念，宜與活動相關為佳，盡量避免僅有口

號宣導。 

□ 

                     

4、辦理活動時優先考量設有性別友善設施設備之場地。 □ 

                     

5、規劃性別友善專區提供服務。 □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衡平

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

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1、針對與機關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

或案例，如社工、托育人員、警察、消防員、護理師、照顧服務員等。 

□ 

                     

2、針對機關構業務研發一般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或案例彙編

等。 

□ 

                     

3、性平辦得針對本項編列年度預算作為辦理機關構之獎勵。 □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

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宣導文宣：須有具體宣導內容。 □ 

                     

（六）所屬府層級或一

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

會及公務人員考績甄審

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

別比例原則情形 

1、所屬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 

                     

2、所屬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 

                     

3、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原則。 

■公務人員考績及甄審

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原則。 

 

 

成果說明： 

1. 請依組別要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2. 可於欄位中檢附相關照片及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連結及附件，自由排版呈現。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

性別平等方案名稱：推動捷運萬大線建設計畫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方案名稱：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方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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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及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情形 

方案名稱：公務人員考績及甄審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本局 105 年考績（成）委員會委員人數 15 人，組成時男性委員 10 人，女性委員 5 人，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本局 105 年人事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 23 人，組成時男性委員 15 人，女性委員 8 人，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七、 其他相關成果(各單位) 

（除總計畫所規定應辦理事項外，機關構自行推展之促進性別平等相關作為。若無則免。） 

暫無資料。 

八、 未來推展性別主流化之重點項目及精進作為(各單位) 

各機關構於下年度，為深化內部執行業務過程中深化性別主流化概念，或透過業務促進政府機關內部或民間社會性別平等的相關措施與

作為。（請擇重點填寫，若無則免填。） 

 

項次 重點項目或方案名稱 現況說明 具體策略 預期效益 

 暫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