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9月 2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二、 地點：本局 402會議室 

三、 主持人：朱委員益君 

    (張召集人旭彰因另有公務行程不克出席，指定朱委員益君代理)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王欣齡 

五、 報告事項：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5-10)。 

決議：確認。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檢討改善本局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人事處 108年 1月 16日新北人企字第 1080103267號函辦理。 

(二) 查本局委員會總數共計 15個，截至目前為止，計有 14個委員會已符合性

別比例規定，符合比例為 93.33％。又查本局委員會委員總數 246人，男

性委員人數 148人(比例：60.16%)，女性委員人數 98人(比例：39.84%)，

全體委員人數已達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 

(三) 本局尚未符合性別比例之委員會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其未達

標準原因、具體改善措施、預計符合日期等項目詳如性別比例一覽表(如

附件 2，P.11-12)，擬俟決議通過後回覆本府人事處。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綜規科於下屆(110 年)改選新北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

時，函請各機關推薦各性別代表各 1 名。並於委員改選簽文中，敘

明委員會性別比例規定，建請首長優先列入圈選考量。 

 

案由二：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局 109 年 1 至 7 月辦理情形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查該方針伍、人身安全與環境篇，共列 8項工作重點，其中與本局業務相

關者為第 4至 8項(共 5項)。 

(三) 彙整本局 109 年辦理上述 5 項工作重點 1 至 7 月執行成果（如附件 3，

P.13-20)。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水保科修正「推動水環境巡守工作計畫」之經費預算，僅填列與性

別業務相關之預算，如教育訓練，並於執行成果，增列各性別志工總

人數、參與人數及比例等細緻化分析。 

 

案由三：有關「109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本局 109年 1月至 7月辦理情形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本局 109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內容包括亮點方案、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及分析、編列性別

預算等，業請相關權管單位填報並彙整(如附件 4，P.21-36)。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於成果報告中陸、性別預算之項目標題內標明年度別，即：本年度

為 109年，下年度為 110年，以利日後查考。 

 

案由四：有關本局性平亮點方案 109年 1至 7月執行情形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本局 109 年性平亮點方案為綜規科所提「人民團體性平 1/3 翻轉環境素

養」，經彙整該計畫 1至 7月執行情形（如附件 5，P.37-39)。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綜規科於成果效益部分，增加滿意度、性別認知等問卷調查及參

與人數統計，以呈現性平概念推廣之成效。 

 

 

 



案由五：研提本局 110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查該方針伍、人身安全與環境篇，共列 8 項工作重點，其中與本局業務

相關者為第 4至 8項(共 5項)。 

(三) 前經通報請本局各單位研提 110年工作計畫並彙整(如附件 6，P.40-42)，

擬俟審議通過後轉知各單位據以執行。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水保科將 110年計畫期程修正為短程計畫(1-2年)。 

      (三)請人事室於編列 111 年預算時，評估編列專款委託性平專家學者協

助盤點檢視並選定本局對應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各工作計畫或方案

之可行性，期使環保業務推動與性平概念契合。 

 

案由六：有關本局 110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工作項目規劃情形，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前經通報請本局各單位研提 110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並彙整(如附件 7，

P.43-46)，擬俟審議通過後轉知本局各單位據以執行。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會計室於性別統計及分析「新北市公廁概況分析」部分，增加與性

別相關元素，並臚列其他性別統計及分析。 

 

案由七：研提本局 110年性平亮點方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本局研提「人民團體性平 1/3翻轉環境素養」作為 110年性平亮點方案，

檢附前開亮點方案計畫之規劃情形調查表(含性別推動方案檢視表) (如

附件 8，P.47-52)，擬俟審議通過後依限函報本府社會局。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109 年執行成果分析如有發現具顯著性別差異之活動或課程等，請

研提策進作為，列入 110年計畫內容，以求精進。  



 

案由八：研提「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修正意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5月 28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090973295號函辦理。 

(二) 依上開府函規定，各局處應於性平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研提「新北市性

別平等政策方針」(如附件 9，P.53-58)之修正意見。 

(三) 本案經本室通報各單位回覆均無意見，本案本局擬不提報修正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有關本局 109年施政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成果，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局本次選定綜規科之「環境教育推廣計畫」及環衛科之「營造優質鄰里

環境扎根計畫」2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成果如附件 10，P.59-75)。 

(二) 擬俟審議通過後，移請本局秘書室依限函送本府研考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有關本局 110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9年 4月 1日新北府研考字第 1090584114號函辦理。 

(二) 依上開府函規定，各機關應於 109年 9月 30日前，提報本府研考會檢視

表、檢核表及參採專家學者意見後之修正前後計畫等相關資料。 

(三) 本局秘書室將儘速辦理前揭檢視表簽核流程及填報作業，以提送 110 年

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 

提案委員：張委員添晉 

案由：建議訂定「新北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女性委員比例提升之階段目

標，分階段執行，朝逐步提升女性委員比例之方向努力。 

決議：(一)請綜規科依案由一決議策略，於下屆(110年)委員改選時，建議各機



關推薦各性別代表各 1 名提供圈選，以逐步提升每屆女性委員比例

為目標，期早日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之規定。 

      (二)請人事室蒐集 109年 21個縣市環評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比例情形供

參。 

 

八、 散會(下午 3時 50分) 

 
附件：出列席人員名單 
一、 委員名單 

姓 名 出席名單 

張旭彰 請假 

白曛綾 白曛綾 

張添晉 張添晉 

祝春紅 祝春紅 

朱益君 朱益君 

蔣本芝 請假 

郭淑萍 請假 

鄭博雄 請假 

白添富 請假 

陳彥伶 請假 

王馨瑀 王馨瑀 

鍾淑芬 鍾淑芬 

李靖悅 李靖悅 

二、 列席單位名單 

單位 出席名單 

綜合規劃科 林股長宜香 

水質保護科 袁技正君秋 

環境衛生管理科 張股長盈嘉 



單位 出席名單 

環境庶務科 林暫雇人員保妙 

環保稽查科 黃股長美玲 

低碳社區發展中心 潘股長守保 

秘書室 由王專員馨瑀列席 

會計室 由李主任靖悅列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