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客家委員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
第1篇-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一)強化性別
平等之政策及
治理機制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2.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及各直轄 1. 為促進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民主治理效能，以透明方式運作，接
市、縣(市)婦權會或性平會的民主治理功
受推薦民間委員並公布委員名單，且各次會議相關紀錄全文上網，提
能，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採取透明之
供各界參考。
方式運作，公開接受相關團體推薦民間委 2. 107 年度分別於 3 月 26 日、7 月 25 日及 11 月 29 日，辦理共 3
員，公開委員名單，會議紀錄全文上網，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第 1 次會議邀請張委員典婉及劉委員秀
並開放民間提案。透過中央與地方性別平
珍等 2 位民間委員蒞會指導，並依委員意見修正「性別政策綱領 106
等座談與諮詢會議等機制，各部會與各縣
年度辦理成果」報告案相關資料、通過本會「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
市民間委員進行政策對話與經驗交流。

化成果報告」報告案核備、通過「修正本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要點」核備等案；第 2 次會議邀請何委員碧珍、張
委員典琬及姜委員貞吟等 3 位民間委員蒞會指導，並依會議決議通
過「本會及所屬 108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概算階段)編列情
形」核備案、依委員意見修正「本會及所屬 108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
情形表(概算階段)編列情形」討論案相關內容；第 3 次會議邀請何
委員碧珍、陳委員秀惠、張委員典婉、及姜委員貞吟等 4 位民間委
員蒞臨，並依委員意見修正「客家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年
至 111 年)(草案)」相關內容；以上會議紀錄均全文公開於本會網站。

3.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相關委員會及 1. 本會第 4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之任期，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各縣市婦權會或性平會之委員邀請，應提
委員任期一併改聘，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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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升原住民、新移民、老年、身心障礙、勞動、
農村及偏遠地區等不同身分女性及多元性
別之代表性，以增進其參與治理機會。

(四)深化性別
統計相關資
訊，增加政府
政策資訊之可
及性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聘委員共計 4 位，並依核心業務性質，邀請 2 位客籍女性代表參與，
提升客庄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及治理之機會與能力。
2. 本會 107 年度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分別於 3 月 26 日、7 月
25 日、11 月 29 日辦理完竣，除第 1 次為張委員典琬、劉委員秀珍
蒞會指導（其他 2 位委員另有要事不克出席）外，第 2 次及第 3 次
皆有何委員碧珍、張委員典婉及姜委員貞吟等 3 位以上之外聘委員
蒞會指導性別平等業務之推動，及提供相關諮詢，對營造本會無性別
歧視之環境具正面影響。

1. 建立市場經濟、社會組織、與家庭生活相 為建立市場經濟、社會組織與家庭生活相關領域中參與及決策情形的性
關領域中參與及決策情形的性別統計， 別統計，並予分析，俾據以規劃相關政策，辦理情形及成果摘要如下：
以及國際比較分析，說明分析比較依據， (1) 將性別比例納入「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條文，
並據以規劃政策。
藉此培育客家女性決策人才、建立客家女性在公共領域可見性，強
化客家女性人才資料庫統計資料，將女性觀點納入後續相關政策之
參考。
(2) 委託客家電視就女性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採訪報導相關節目，例如
於「新聞報導及節目主題」設定「勵馨影展」、「勵馨 30 大戲」及
「性別平等不簡單」等，107 年度製播共計 23 則；另委託講客電臺
製播性平節目「賽客思（sex）同學會」
、
「客家皇太后」等節目，107
年度共計製播 119 則，藉由節目內容呈現性平意識推動資訊及成果。
(3) 辦理客家影像人才培育計畫課程，如文化大學「媒體行銷」課程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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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校園行銷推廣競賽、後生提攜計畫、中央大學客家媒體與傳播、中
央大學客語新聞寫作與採訪、成大客語傳播工作坊、客家戲曲故事
人才培訓班、學期實習等，總報名人數 114 人，女性參與人數 77
人，約占 67.5%，相關統計數據可深入探討女性於客家傳播領域參
與度，並建立相關政策。
(4) 本會「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補助作業點」
，已明定
申請單位計畫書，需針對性別平等意識提升效益作說明，並將推動
性別平等綜合效益，列為審查考量項目，另要求受補助單位，於成
果報告提供參與課程之性別人數統計，以了解執行成效，以作為未
來規劃性別平等政策之參考。
(5) 就深化性別統計相關資訊部分，建立並統整客語能力初級、中級暨
中高級認證報名及通過認證人數、具備客語薪傳師資格人數、哈客
網路學院與大專院校合作課程講師人數、哈客網路學院課程數、輔
導藝文團體成長及辦理客家民俗、節慶、文學、研習活動等之性別
統計數據。
(6) 客發中心南北園區 107 年度辦理藝文表演活動，共計邀請 1,301
人次之演出人員，其中女性 958 人、占 74%；男性 343 人、占 26%。
(7) 本會官網性別統計專區有系統化各項性別統計資料，並增加複分類
統計，以提供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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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2. 性別相關政策之規劃應落實政府資訊公 1. 為使民眾瞭解本會相關政策，以多元方式擴大資訊流通範圍，並縮小
開透明；資料與意見蒐集，以及說明與
資訊差距，本會政策宣導、資訊及活動已公告於本會全球資訊網及本
公布過程，均應顧及不同性別及弱勢族
會所屬客發中心官網，另有關本會各項業務所涉性別統計資料皆已
群資訊獲取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使
公布於本會官網性平專區，以落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並供大眾了解。
政策推動符合民眾需求。
2. 本會性別相關政策之規劃內容，均積極廣為宣導，以擴散政策資訊流
通範圍，提升弱勢族群與女性參與率，例如辦理「2018 國際客家慢
食季」
，陸續於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屏東縣、臺中市、花蓮縣
及臺東縣等 11 個社區各辦理 2 場次，共 22 場次，有 931 位民眾參
與，體驗人文風情。並舉辦「慢食心講堂」及「國際慢食交流會」，
讓客庄在地美景、當地豐富食材及本土風味一次展現，期使「客庄慢
食」成為風潮，透過活動串連及社區食遊，提升在地產業價值鏈，成
為新興旅遊模式，期藉多元管道及媒介，鼓勵不同族群、地域、文化
等學員共同參與。另辦理 「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提案說明會，讓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以顧及不同性別及弱勢族群資訊
獲取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3. 本會為增加宣傳效益，配合南北園區活動提供 DM、EDM 或張貼海
報，以及搭配官方粉絲頁推廣，宣導性別平等資訊，增加資訊曝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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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一)結合就業與

1. 對於福利與服務資源之政策規劃與執
行，應重視不同性別、地域、族群、文

1.針對不同性別、地域、族群、文化之差異與需求，透過大眾媒體資訊
傳達及社會教育功能，製播相關宣導節目，摘要如下：

福利政策思維

化、年齡之差異與需求，並克服弱勢群
體在相關訊息掌握的不利處境，增益支
援政策之效果。

(1) 於客家電視就女性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採訪報導，例如於新聞報
導及節目主題設定「勵馨影展」
、
「勵馨 30 大戲」及「性別平等不
簡單」等，強化女性觀點，破除性別藩籬。
(2) 於講客電臺製播性平節目「賽客思（sex）同學會」
、
「客家皇太后」
等節目，傳遞性別觀點，吸引跨族群、跨文化及不同年齡層之觀
眾，改善弱勢群體在相關訊息掌握不利之處境。
2.為改善客家女性在公共領域可見性，培育客家女性決策人才，提升
女性觀點政策思維，將性別比例納入「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
會設置條例」條文中。
3.為提升女性於客家傳播領域參與度，在辦理客家影像人才培育計畫，
會透過多元宣傳管道，如講客電臺、客家電視等，加強訊息之曝光，
鼓勵不同性別、地域、族群、文化、年齡踴躍參加。
4.推辦客語及文化等相關課程或活動時，顧及資訊有效普及，並鼓勵各
界踴躍參加，同時運用多元管道傳遞訊息，例如舉辦客語能力初級、
中級暨中高級認證報名時，透過本會網站及其他媒體進行宣傳，並
鼓勵不同性別、地域、族群、文化、年齡踴躍參加。
5.本會客發中心南北園區持續提供嬰兒車及輪椅等免費租借服務，且園
區內設有哺乳室、電梯、無障礙坡(路線)、AED、英文指示標誌、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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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婦及孕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等，以提供民眾友善參訪環境；且
相關設施均有定期檢查且適時更新，並辦理性別環境導覽介紹訓練
等。

(四)建構友善的
就業與創業環
境

5. 重視女性創意工作者集中的手工藝與
文化創意產業之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知
能的取得，以及各項商品檢驗、驗證、
智財權等資源，相關知識或申請程序的
友善性與可近性。

本會「臺灣客家特色商品網路商城暨行銷推廣計畫」分區開辦培訓課
程，以傳統產業跨界，新應用誕生為精神，開辦電子商務知識、理論基
礎等課程，提升學員對科技產品使用能力及使用率，增加資訊學習機會
並縮減城鄉資訊落差，輔導業者(尤其重視女性創意工作者知能的取得)
所具備之電子商務知識、智慧財產權與商品檢驗注意事項等，提升客家
產業業者相關知能，兼顧業績提升並避免經營中滋生消費爭議，共計辦
理 4 場次課程、488 人參與，其中女性 206 人(42.2%)、男性 282 人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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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篇-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一) 積極落實 8. 強化與提供各種性別弱勢群體（如農漁 1. 本會「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107 年計補助地方政
性別平等教育
村婦女、原住民、新移民、身心障礙者、
府及社團辦理相關客家文化產業推廣計畫 21 案，共 943 人參與，其
高齡者、受暴婦女、多元性別族群）性
別平等意識能力建構與培力。

中女性 552 人(58.5%)，男性 391 人(41.5%)，藉由辦理客家文化、產
業相關課程，強化及提升客庄女性及多元族群性別平等意識能力建構
與培力，改善性別弱勢群體從業及創業之困境，繁榮客庄產業經濟。
2. 為鼓勵弱勢群體參與，進而推廣客家文化並達成女性培力之目的，本
會「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 11 項第 13 款訂有「辦
理活動應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鼓勵多元參與」之規定，故本會優先
補助辦理協助女性社團成長，及鼓勵女性多元參與課程等內容之活動
計畫，以拓展女性生活之深度與廣度。另要求受補助單位之成果報告
內容，應提供男女參與人次及性別參與比例，經查 107 年度成果報告
之性別參與比例，女性計 173 萬 4,665 人(57.39%)、男性 128 萬 7,667
人(42.61%)。

（四）建立女 7. 鼓勵各族群性別文化之探究，如原住民 1. 本會鼓勵各界依族群或地區特性推展性別平等教育，並針對客家婦女
性及各種性別
族、客家族群及新移民原生文化等，依
性別文化有關之研究進行補助，如臺灣「客家」女性視覺藝術：女人、
弱勢族群在公
族群或地區特性推展性別平等教育。
族群與生命歷程的書寫論述、客家的女性祖先崇拜：以長汀嚴婆信仰
共領域中的可
見性和主體性

為例、城鄉、性別與階級交織下的客家老人照顧及長照資源利用情形
等。
2. 本會 107 年「客家文學日譯作品海外宣傳推廣」特別以「客家女性與
日本女性」為專題進行議題發布，以李喬《藍彩霞的春天》及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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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篇-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詩集為主軸，採訪 2 位作家，探討女性的韌性，比較客家與日本女性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角色演變，藉由女性主題帶入推廣書籍。

(五)積極突破 1. 持續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與觀 本會辦理「2018 客庄十二大節慶」
，優先補助推展性別平權之文化活動，
父權文化的束
念，例如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 共計受理申請 25 案，核定補助 13 案，查所提計畫內容及參考過去辦理
縛，建構無性
節習俗等範疇中具貶抑與歧視女性的 成果，均無貶抑或歧視女性情事，其中臺中東勢新丁粄節推出「新丁粄」
別歧視的文化
部分，並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性別文 與「千金粄」
，破除以往重男輕女的觀念，符合性別平等精神；
「苗栗火旁
禮俗儀典
化。
龍」
、
「國姓搶成功」節慶活動中，已有女性親身參與，打破過往多僅男性
參與此項節慶活動的刻板印象；
「義民祭」推動性平觀念，在祭祀活動儀
式中，早有女性主管或地方首長擔任祭祀科儀的禮生或主祭官，均鼓勵
兩性共同參與，更較過往具有推展平權的性別文化效益。
2. 輔導、獎勵或評鑑地方政府、文化禮俗
儀典服務業者及文化資產相關民間團
體，推展具性別平等精神之文化禮俗儀
典，並提升相關從業人員及工作者之性
別平等意識。

本會補助辦理客家文化、禮俗及研習活動，為鼓勵融入性別平權意識落
實於儀典，業於「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 11 項第 13
款納入「辦理活動應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鼓勵多元參與」之規定，符合
上開規定者優先給予補助；另本會辦理「2018 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
已於計畫書第 7 點第 9 項載明請配合加強宣導及落實性別平等及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等意識與相關政策之文字。經查 107 年度「推展客家
學術文化活動補助」成果報告之性別參與比例，女性計 173 萬 4,665 人
(57.39%)、男性 128 萬 7,667 人(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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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篇-環境、能源與科技篇
填報期程：107 年 1-12 月
項目
( 一 ) 消除各
領域的性別隔
離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5. 透過終身學習系統或社區讀書會等方 1.本會「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
式，推動具性別敏感度之環境、能源、 團，透過各項計畫及課程辦理，縮短性別數位學習、從業及創業落差，
科技領域資訊學習與宣導，並應貼近不
以增加資訊運用之知能。如桃園市社區營造協會「安平鎮客庄微旅行商
同性別或城鄉居民在資訊管道上不同
品研發計畫」，即為鼓勵婦女運用資訊科技，強化自我經營能力。
的使用習慣與便利性，減少性別落差及 2.本會辦理「臺灣客家特色商品網路商城暨行銷推廣計畫」
，以客家產業「電
城鄉差距。
子商務經營模式及社群行銷課程」為重點，結合科技管理之跨領域知識
整合，透過行動載具或上機實務教學等方式，提振客庄產業電子商務操
作及應用能力。輔導業者具備電子商務知識、理論基礎，並加強年長者
數位科技產品之運用能力，讓民眾接觸資訊管道更多元，及提升客家產
業業者行動銷售績效。共辦理 4 場次課程、488 人參與，其中女性 206
人(42.2%)、男性 282 人(57.8%)。
3.本會建置「哈客網路學院」
，設計突破男女性別刻版印象之數位教學課程，
重塑客家女性面貌，藉由學習客語，兼顧傳遞男女平等的觀念，消除基
於性別之尊卑或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之偏見。迄今累計製作 555 門、
1,854.5 小時課程，增加民眾使用網路學習客家語言及文化之管道，營造
無性別落差或城鄉差距之數位學習環境。
6.培育各層級在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的 1.本會辦理「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女性種子師資或意見領袖。
具客家特色之產業活動，提供客庄婦女參與各式研習課程機會，培育女
性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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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2.舉辦客家特色相關之產業輔導（如藍衫手工藝、商品包裝設計、客家美
食廚藝等）
、人才培育(包含臺三線導覽解說、綠能產業、微電影拍攝等)、

( 二 ) 不 同 性 5. 以具體計畫或措施提高女性、高齡者、
別與弱勢處
特殊需求者、鄉村地區、經濟弱勢居民
境者的基本
使用科技產品之近用機會與能力；補
需求均可獲
助、獎勵研發改善弱勢者生活品質之科
得滿足
技創新。

觀摩及研習等計畫，107 年共 943 人參與相關課程，其中女性 552 人
(58.5%)、男性 391 人(41.5%)，縮短客庄人才之性別落差。
1.本會辦理「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及民
間社團培育客家產業人才，以社區女性、中高齡等經濟弱勢居民為主要
招生對象，改善性別弱勢群體從業及創業之困境，繁榮客庄產業經濟，
並開發具客家創意產品(如藍染、客家拼布包等)，另安排資訊相關課程，
增加使用科技產品能力，以提升客庄產業競爭力，為客家文化產業創造
新契機。計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相關客家文化產業推廣課程 21 案，共 943
人參與，其中女性 552 人(58.5%)、男性 391 人(41.5%)。
2.本會 107 年度審查通過認定之客語薪傳師計 172 人，其中女性 126 人
(73.3%)、男性 46 人(26.7%)，共計補助客語薪傳師開辦 575 班客家語言
課程，期結合社區、學校、家庭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並鼓勵使用「哈
客網路學院」線上系統學習，以提高女性使用網際網路的機會，及增進
使用科技產品之能力。

6. 針對性別數位落差情形，提出消弭落差 1.本會建置「哈客網路學院」，迄今累計製作 555 門、1,854.5 小時課程，
與性別隔離的具體指標，包括使用率、
可及性、資訊能力等；並提出行動方案，
包括資訊學習機會和網路的普及、可負
擔的通訊費率、性別友善與無障礙的網

利用網際網路推行數位學習，提供海內外學員及非客家族群線上隨選隨
讀學習客語，認識客家，增加民眾使用網路學習客家語言及文化之管道，
減少性別落差及城鄉差距；其中，會員人數計 14 萬 6,317 人，女性會員
數達 9 萬 6,569 人，參與比例占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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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路空間等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2.辦理「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
團培育客家產業人才，開辦資訊相關課程，以提升弱勢者對科技產品使
用能力及使用率，增加資訊學習機會並縮減城鄉及性別資訊落差，解決
經濟弱勢者使用網路之門檻。
3.辦理「臺灣客家特色產業電子商務」實務課程 4 場次，協助業者提升網
路使用能力，共 488 人參加，其中女性 206 人 (42.2%)、男性 282 人
(57.8%)。課程內容包含 LINE@社群行銷實務及應用等，以推動客家特
色產業業者 e 化社群為目標，結合科技管理之跨領域知識整合，透過行
動載具或上機實務教學等方式，提振客庄產業電子商務操作及應用能力。

( 三 ) 女 性 與 4. 支持農村與原住民女性推廣生態保育 本會已將「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納入性別平等意識為補
弱勢的多元
的傳統智慧與知識；納入農村、原住民 助要項及成果報告範例，經查 107 年有關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議題之補
價值與知識
主體的角度，檢討改進氣候變遷的調適 助案計 3 案，分別為「親子友愛 young 起來 在地環境教育體驗營」
、
「2018
得以成為主
政策與國土資源規劃，以強化社區韌 小黃蝶」
、
「107 年度水生棲地生態復育宣導暨客家花布風箏親子同翔活動」
流或改變主
性。
活動；以生態復育講座及環境教育體驗等活動教育學子；另依其成果報告
流
之性別參與情形，女性為 1,390 人(55.27%)、男性為 1,125 人(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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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具體行動措施

107 年度推動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及成果

( 四 ) 結 合 民 4. 與社區、農村、婦女團體，如社區發展 1. 本會「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業將性別平等意識納入補
間力量，提高
協會、部落發展協會或農會家政班、產
助要項，並增列活動參與男女人數統計，請申請單位將性別平等意識融
治理效能

銷班等合作，推動節能減碳與生態教
入客家文化內涵，並鼓勵女性參與決策及結合節能減碳與生態教育等主
育，同時進行性別意識的培力；鼓勵社
題，期為傳統客家禮俗作時代新解，減少性別歧視並發揚客家文化。
區、農村女性以集體力量爭取決策位 2.107 年有關客家民俗文化結合節能減碳及居家環保議題之補助案計約
置。
15 案；以講座、政令宣導、客家藝文表演等活動推動社區參與；另依其
成果報告之性別參與情形，女性為 6,554 人(51.47%)、男性為 6,180 人
(48.53%)。
3.辦理「推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計畫」
，協助培育各地客庄之客
家產業人才，如補助屏東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三間屋客庄綠能產業發
展計畫」、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台灣藍文創產品開發計畫」、新
竹縣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客家 24 節氣醃製食品跨界創業料理計畫」及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花蓮縣花蓮市 107 年度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等，
課程內容以結合節能減碳的環保觀念，提供弱勢族群參與及就業機會，
並開發銀髮族市場等相關商品，於課程中宣導性別平等概念，鼓勵不分
性別參與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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