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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第 17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7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部 6樓 601 會議室

參、主席： 林召集人三貴

肆、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紀錄：江瑜萍

伍、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確認本部第 16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予以確認。

二、本部第 16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郭委員玲惠：有關序號 2，請於會議紀錄中補充顧委員推薦影片

之數量。

(二)決定：序號 1 至序號 3 均同意解除列管；另序號 2 請人事處依委

員意見於會議紀錄中補充說明推薦影片數量(註：經查顧委

員共計推薦《叢林日常(Amazon)》等 13 部性別議題相關影

片，清單如附件)。

三、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業任務執行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郭委員玲惠：

1、序號 2，請補充部分工時勞工權益保障機制之具體做

法並滾動更新。

2、序號 4-1 及 4-2，統計資料部分請於會後更新最新數

據。

3、序號 6，一般性就業服務中推介就業之性別比例落差

較大，可以進一步思考研議相關做法以改善落差；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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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充現有外籍配偶男女比例、求職中及已就職外籍

配偶之性別統計數據。

鍾委員錦季：序號 5，「108 年 3 月規劃出席聯合國婦女委員會暨

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一節，請配合目前辦理進度

滾動修正文字。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請相關單位依與會委員意見補充敘明部分工時勞工權益保

障機制之具體做法(序號 2)、請領職災給付及生育給付相關

統計數據(序號 4-1 及 4-2)、配合出席國際會議情形修正文

字(序號 5)、外籍配偶現有人數及其求職中及已就職者性別

統計數據(序號 6)；並請各單位爾後於更新執行情形時，配

合人事處所定期間滾動修正資料。

四、本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各單位辦理情形報告。

(一)委員綜合意見：

郭委員玲惠：序號 2，請補充性別預算執行情形。

(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請依郭委員意見補充敘明性別預算執行情形。

五、本部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情形。

(一)委員綜合意見：

郭委員玲惠：請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補充研議「勞動部勞

動及安全衛生研究所科技研究發展計畫工作手冊」

相關決議；另建議爾後於進行研究案、採購案時，

將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4款有關違反性別

平等情節重大之規定於該工作手冊中標示清楚。

鍾委員錦季：請秘書處研議於本部及所屬機關(構)採購規範中納

入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14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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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

1、本案洽悉。

2、與會委員所提建議意見請相關單位參考辦理。

捌、討論提案：

討論提案一：「最低工資法」草案之「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提請討論。

(一)委員綜合意見：

顧委員燕翎：有關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4-1-3 相關之性

別統計及性別分析」部分，請補充領取基本工資之

男性女性占該性別受僱者之比率。

(二)決議：照案通過。

討論提案二：有關本部主管 109 年度公務預算及所屬非營業基金性別

預算編列情形，報請公鑒。

(一)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

1、會議資料第 103 頁第 4 項：本案於「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欄

有敘明辦理勞動基準法令研習會（含母性保護相關規定之研習），

建議將勞基法母性保護內涵（考量懷孕的女性在體能、生理等限

制，故採取特別保護）納入預期成果說明，以強化本項與性別平

等之關聯性。

2、會議資料第 125 頁第 8項、第 126 頁第 9 項、第 127 頁第 11 項：

查性別預算占計畫部分比重，建請補充說明預算估列方式。

(二)決議：照案通過，請相關單位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於性別

預算系統補充勞基法母性保護內涵及性別預算估列方式等

資料，並請會計處依限報送權責機關。

討論提案三：本部108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修正及辦理情形(1至 6月)，

提請討論。

(一)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

有關「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滾修「具體做法」及

「績效指標」內容，建議修正及再行確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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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未達三分之一之委員會：本部及所屬機關 67個委員會，其

中62個委員會已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僅5個未達成三分之一，

惟訂定 108 年至 111 年之 4 年達成目標數僅增加 1 個委員會，

建議再酌予增加達成目標數。

2、有關已達成三分之一持續提升至 40%之委員會：依本部本年 3

月填報資料，已達成三分之一且未達 40%之委員會數為 22 個，

本次填報 23 個，請再行確認數量。

3、有關已達成三分之一之委員會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組織規定：

辦理情形說明有 18個委員會具特殊事由免納組織規定一節，請

再行補充特殊事由，以利該處確認。

(二)決議：請相關單位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修正 108 年度 1 至

6 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具體作法及績效指標，並將

修正後之內容提供綜合規劃司彙整，後續追蹤管考事宜亦

請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之規劃時程辦理。

討論提案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第 3次國家報告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辦理情形追蹤管考(108年1至6月)，

提請討論。

(一)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

1、本案仍請參照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審查會

議相關決議辦理，例如第31(b)點次（會議資料第159頁序號5）

有關為協助希望脫離性交易之女性就業，除提供就服機構資訊

予內政部警政署轉介個案外，建議於就業輔導原有的機制中，

找出適合受轉介女性可以就業的機會，並於就業輔導訓練特別

予以協助方案或追蹤。

2、有關第 56、57 點次（會議資料第 161 頁序號 11）五、蒐集「非

正式勞動市場」相關資料，辦理情形提到其他國家網站未有非

正式勞動市場統計資料一節，建議可採用小規模抽樣、前導性

研究方式，委託專家學者透過相關職業工會找尋自營作業者或

無酬家屬工作者等樣本進行研究，進而探討及保障勞動權益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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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議：請相關單位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修正 108 年度 1至

6月CEDAW第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辦理情形，

並將修正後之內容提供綜合規劃司彙整，後續追蹤管考事

宜亦請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之規劃時程辦理。

玖、臨時動議：

顧委員燕翎：有關鼓勵中高齡退休者再就業一節，為何現行法規針

對公教人員退休後再就業有所限制？

決議：有關顧委員所提意見，請人事處於會後協助釐清並彙整現行法

規對於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停支退休金、赴陸任職等相關限制

及所涉權責機關後，先行提供顧委員參考。

拾、散會：上午 11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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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議題推薦影片清單

一、 依據 108 年 3 月 27 日本部第 16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 顧委員燕翎推薦影片清單如下：

(一)臺灣目前暫無版權，但值得推薦的影片：

編號 影片名稱 簡介

1 叢林日常(Amazon) 哥倫比亞紀錄片,片長 80 分鐘

母女關係, 母親

2 Intermission(查不到中文片名) 法國劇情片

法國女兵從伊泣克戰爭回國, 在伊斯坦堡發生的故

事

3 查維拉: 女人別為我哭泣

(Rave in Peace)

跨國紀錄片,片長 95 分鐘

墨西哥傳奇歌手傳記

(二)台灣女性影像學會有版權(或臺灣有版權)的影片:

編號 影片名稱 簡介

1 非典型女性主義者

(I’m not feminist, but…)

法國片,紀錄片,片長 52 分鐘

訪問法國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2 女人站起來 南非紀錄片, 片長 104 分鐘

描述一群為正義、為女性和女孩在家庭中的處

境、暴力與壓迫的女人們，為這些在家庭中沒有

出口的女孩們脫離暴力而奮戰。

3 學數學的女孩們 臺灣紀錄片, 片長 75 分鐘

真實紀錄兩位成功的女數學家，一生追逐數學夢

的心路歷程。

4 數學女鬥士--徐道鄰 臺灣紀錄片, 片長 73 分鐘

關於女數學家-徐道寧，做為台灣第一位女數學博

士，和她一生奉獻給台灣數學教育的故事。

5 金孫 臺灣劇情片, 片長 88 分鐘

在婆婆麗花眼中，來自越南的金枝是滿足看護人

手與傳宗接代的妙計，卻讓阿甘的生活陷入空前

危機。

6 告別月事的女人 南非紀錄片, 片長 54 分鐘

談論更年期的紀錄片，全面性探討女性與更年期

的各種議題。

7 辣嬤找春天 以色列劇情片, 片長 70 分鐘

與前任丈夫二度離婚後的十年，導演尼莉一直不

希望被愛情打擾，但隨著年紀愈來愈長，她有了

不同的想法：她不想孤獨終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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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影片名稱 簡介

8 內衣小舖 瑞士劇情片, 片長 90 分鐘

80 歲的老奶奶，要成為前衛時尚設計師！

9 性高潮有限公司 美國紀錄片, 片長 55 分鐘

受雇於發明女性威而鋼藥廠的導演，撇開影片以

助「性」作為一開始的商業意圖，真實揭露了一

段我們所不知道的真相。

10 小鎮性侵疑雲 美國紀錄片, 片長 91 分鐘

四名還不到 20 歲的拉丁裔女同志無辜入獄，起因

於一個莫名加諸的罪名，在證據薄弱、證詞前後

不一的情況下，身處保守、恐同環境的四人承受

了猥褻女童的嚴厲指控。

三、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網站：http://www.wmw.org.tw/tw/category/97，歡迎多加參考利用。

http://www.wmw.org.tw/tw/category/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