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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 5次會議紀錄 

時間：102年 11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601會議室 

主持人：潘主任委員世偉 

                         記錄：趙心慈 

出席委員： 

李鴻源委員 董天傑代
 

蔣偉寧委員 黃子騰代
 

張家祝委員 吳黎明代
 

邱文達委員 廖崑富
代
 

黃富源委員 陳世桓代
 

林江義委員 宋麗茹代
 

管中閔委員 周毓文代
 

陳保基委員 周若男
代
 

顧燕翎委員 顧燕翎 

李安妮委員 

 
李安妮 

陳曼麗委員 陳曼麗 

彭渰雯委員 （請假） 

 

 

 

 

張瓊玲委員 (請假) 

張  玨委員 (請假) 

 
林春鳳委員 (請假) 

范國勇委員 (請假) 

黃馨慧委員 (請假) 

李  萍委員 李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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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蘋委員 王  蘋 

王介言委員 王介言 

列席機關/單位及人員： 

內政部 科長 

 

陳佳容 

龍丕華、李誼潔、陳昭

如、蕭鈺玲、陳雅芳、

陳慧珊 

財政部 專員 姚欣欣 

教育部 研究助理 林彦伶 

經濟部 專門委員 吳黎明 

周杏齡、何宗欣 

文化部 專案助理 呂宗穎 

衛生福利部 簡任視察 

科長 

薦任科員 

專員 視察 

技士 科員 

郭彩榕 

李璧如 

張碩媛 

陳淑貞 陳玉芬 

劉惠賢 涂筱珊 

行政院主計總處 科長 

專員、科員 

 

施欣蘋 

江欣怡、吳敏君 

吳敏君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專門委員 

 

 

陳世桓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專門委員 周毓文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參事、科長 周秀玲、呂美惠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 

專員 孫鴻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技正 陳玲岑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科員 連英賀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科長、督導 宋麗茹、卡娃˙立媚 

客家委員會 研究員 蕭敏君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參議 

科員 

楊筱雲 

林冠伭、謝瓊瑩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副執行長 黃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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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處 專門委員 徐嘉珮 

勞動條件處 副處長 謝倩蒨 

勞工福利處 專門委員 張惠鈴 

勞工保險處 副處長 鄧明斌 

勞工安全衛生處 副處長 陳森 

勞工檢查處 副處長 張金鏘 

統計處 副處長 鄭敏祿 

人事室 主任 廖美娥 

法規會 專員 余佩誼 

職業訓練局  梁煥煒 

勞工保險局 科長 

辦事員 

鄭淑敏 

邱咪珠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副所長 陳秋蓉 

綜合規劃處 副處長 王厚誠 

性平會就經福組秘書處 科長 

科員 

林永裕 

蔡宜倩 

趙心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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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4)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議程：確認。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 4次會議決議事項辦

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發言摘要： 

一、 王委員介言 

教育部就公共化教保服務持續定期召開會議，追蹤管理地方

政府辦理進度，請於開會時邀請就業、經濟及福利組、教育、

媒體及文化組委員及相關工作者共同參與。 

二、 教育部 

因會議性質多元，本部將視會議性質邀請相關人員參與。 

決議： 

本案案號一(非營利幼兒園的困境)及案號二(避免派遣勞工在要派

單位遭受性騷擾)繼續列管，請教育部、勞委會及衛生福利部就委

員意見補充做法，餘洽悉。 

 



 5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案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103年就業、經濟與福利篇規劃重點及預期

目標及部會提請解除列管乙案，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 具體行動措施(二).4項 

(一) 性別平等處：衛福部提請解除列管，本處建議持續填報。 

(二) 婦權會：照顧議題仍涉及衛生福利部，建議不解除列管。 

(三) 李委員萍：建議勞委會推動民間了解企業內家庭政策。 

二、 李委員萍 

有些部會填報之內容無所不包，不管其與性平或婦權有關與

否皆填報其中，而性平處在檢視意見時亦未見修正或建議部會毋

須填寫的就不必填寫，這點希望性平處於先行檢視時應予加註意

見。而各部會亦應注意所填內容應依據政策綱領及具體行動措施

填寫，以免讓外界誤以為性平委員之職權可以無限上綱，什麼都

管。 

三、 具體行動措施(四).3項 

(一) 陳委員曼麗：請問內政部有關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

組之運作情形及角色。 

(二) 內政部：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係經建會權責。 

(三) 經建會：合作事業平臺係由勞委會職訓局建構，修訂法規

亦非本會負責，建議解除列管。有關行政院性平處建議本

會 103 年推動重點，應納入社會企業等新興企業經營模式

之推動，作為促進婦女與中高齡者就業之推動措施一案，

本會將視各部會推動「社會企業」之情形，適時於「行政

院促進就業專案小組」或其他跨部會平台會議，邀請相關

機關進行報告，協助主管機關推動類似新興企業型態之發

展。 

四、 具體行動措施(一).3項 

(一) 內政部：「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及「青年安心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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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皆無性別、身分之差別申請限制，無法提供性別統

計資料。 

(二) 李委員萍：現階段雖沒有統計資料，但未來可加強。 

五、 具體行動措施(一).4項 

(一) 衛福部：如以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收入較不穩定，未繳

費者以經濟困難因素居多，因此法令規定，對於欠繳保險

費者，並無強制繳納規定，且被保險人可於十年內計息補

繳保險費，雖本部及勞保局已透過各種管道加強宣導並積

極催繳，惟受限整體經濟環境不佳，對於國保繳費率之提

升確屬不易。建請性平處修改檢視意見內容為「為確切了

解國民年金繳納之情形，請建構未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之

性別統計，並持續研擬繳費率提升策略」。 

(二) 性平處：請將修正文字提供性平處，本處將配合修改。 

六、 具體行動措施(二).2項 

(一) 王委員介言：請教育部填報內容增加社區互助式教保中心

及部落互助式教保中心內容，並研議提高幼兒園之民辦比

率，請原民會就托育變革提出完整措施、應變時程及空窗

期之因應措施。 

(二) 原民會：「祖語、保姆、托育計畫」於會後提供委員。 

決議： 

一、請各部會依性平會委員意見及性平處檢視意見賡續辦理，餘洽

悉。 

二、列管情形 

(一) 具體行動措施(二).4項「推動企業內家庭政策，協助上有老

人、下有幼兒的「三明治」家庭，解決家庭照顧的需求，包

括落實企業托兒、產假、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家庭照顧

假、彈性上下班及彈性上班地點等措施，避免女性因家庭照

顧而中斷就業或退出勞動市場」一項，請性別平等處於會後

討論，決定是否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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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行動措施(四).3項「進行跨部會、層級與區域之政策規

劃評估，建構「合作事業平臺」，協助婦女籌組合作社，開

發行銷通路的共同場所與機會；同時修訂相關法規，以營造

有利合作事業之社會企業發展環境。」一項，經建會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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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案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102年 1-6月就業、經濟與福利篇辦理情

形乙案，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 陳委員曼麗：建議綱領中文字寫到少數族群的部分，應含括  

蒙藏族群。 

二、 性平處：會做為修正綱領之參考。 

決議：請各部會依性平會委員意見及性平處檢視意見賡續辦理，餘洽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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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規劃收錄「就業、經濟與福利」

領域之指標，提請 討論。 

發言摘要： 

一、 本組秘書單位；建議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函請各部會提供統 

計資料至「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並由「性別統計資料庫工

作小組列管追蹤。 

二、 陳委員曼麗：建議新增創業指標，並在架構分層部分研議清 

晰的呈現。 

三、 李委員萍：手冊第 19頁無就學相關內容，但第 24頁卻有就 

學內容，呈現不一致性。在綱領指標第 7 類中，托育僅一項

內容，有些缺乏。又身障所屬之領域應再行討論。另就分類

之欄位，請再行斟酌調整。 

四、 李委員安妮：手冊第 24頁應標註「投」、「產」之涵義。 

五、 農委會：田媽媽訓練班已和其他班級合併，會後將資料提供 

性平處。 

六、 陳曼麗委員：可增加國際排名及第三部門統計數據。 

七、 顧委員燕翎：看不出此統計之方向，不知可否與 CEDAW之統  

計結合。 

八、 性平處：國際指標後續再行整合，此統計資料庫為繼續性之 

工程。 

九、 李委員安妮：建議性平處將七大篇目標，參考目前之統計， 

規劃國家進度。另，第三部門經濟產值資料不清，建議由經 

建會規劃輔助未來發展規劃。 

十、 經建會：第三部門經濟產值係由主計總處主責辦理(志工經

濟)。 

決議： 

一、請性平處再審慎研議指標分類、分層及架構。 

二、請各部會配合提供統計資料。 

伍、散會(下午4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