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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11年度第 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1年 7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參、主持人：楊召集人長鎮                紀錄：黃秀蓉 

肆、出（列）席人員：（如參加人員名單）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柒、報告事項 

第 1案 

案由：有關本會 111 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辦

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除列管編號 1、3、4、5及 11號繼續列管外，

餘解除列管。 

二、 有關編號 3「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年至 114年）」

之院層級議題「性別議題 3：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

空間及科技創新」部分： 

(一)「策略三、研提改善計畫、訂修法令或行政措施」之

具體作法「……，針對客家文化館舍性別友善性空間

及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反映事項，……」，請刪除贅字

「性」。 

(二)廁所及哺集乳室之標示設計(如色彩、圖像)應避免性

別刻板印象，可就本會及兩園區先進行調查與改善，

請產經處研處並就教姜委員，後續函請受補助單位配

合辦理盤點及改善作業。 

三、 有關編號 4「部會層級議題『性別議題 1：強化客家

族群性別文化探究及推廣』之『關鍵績效指標一、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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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具性別意識之客家研究』，現行性別文化研究關鍵

績效指標目標值為研究案數，請研議後續改用其他較

能反應關鍵績效指標之可行性」部分，目前仍先以案

件數作為績效指標，並積極補助從事性別研究之研究

案，後續俟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研議客家女性的性別研

究新觀點後，再行調整績效指標；另可邀請長期受本

會補助的性別研究學者進行座談，討論相關內容。 

四、 有關編號 5為避免補助活動出現電子花車之情形，請

藝傳處於補助核定函敘明，不予補助煽情、裸露之電

子花車，並於節慶專案審查時，邀集地方政府及相關

單位召開協商會議，加強溝通、協調，避免衍生爭議。 

五、 有關編號 10「伯公照護站融入性平意識」部分，推動

內容簡要概述之末段文字「……，提升長者多元性平

能力」，請修正為「……，提升長者多元性平意識」。 

六、 有關編號 11「客家藝文及傳播女力提升」之績效指標

部分： 

(一)目標值並非以每年成長的方式設定，而是應呈現常態

分布；倘任一性別有連續 3年低於 40%之情形，即應

進行檢討、改善。 

(二)關於 111 年藝文團隊女性創作者或演出參與人數共

有 140人部分，請藝傳處於會後先行提供其所占之母

數值予何委員參考，並就教委員，俾妥適訂定目標值。 

(三)請藝傳處邀請客家電視及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就節

目型態與人物進行性別檢視，針對節目名稱、主持人

及角色等檢視是否存在刻板印象?是否存在嚴重、顯

著長期性別不均衡狀況?遇出缺時是否優先遴補不同

性別人員?本案請姜委員擔任召集人及徐委員參與，

進行專案討論，再提出相應之績效指標。 

七、 請藝傳處與演出「收冬戲」之戲團溝通、討論相關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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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內容，並要求具備性別意識，俾賦予戲劇新時代意

涵；另瞭解「客庄十二大節慶」及其他節慶是否有新

的性平作法。 

八、 有關本會 111 年度中高階女性主管參加中高階培訓

課程的目前達成率部分，請人事室進行目標管理，並

於會後提供相關資料供委員參考；另請各單位主管留

意相關同仁(尤其是女性同仁)的受訓狀況。 

九、 請綜規處針對伯公照護站相關課程進行盤點，邀請委

員及相關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以訂出適合高齡者生命

階段之套裝模組課程；再邀集參與伯公照護站的負責

人、各縣市相關客家主管機關及衛生主管機關參與討

論課程改善方案，運用國家客家發展計畫機制，建請

衛生福利部參採。 

 

第 2案 

案由：有關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院層級及部

會層級議題 111年 1-6月辦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 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 

(一)請秘書室賡續統計本會招標案件評選委員之性別比

例，以年度為區間進行統計，以留意性別平衡原則。 

(二)性別意識應融入平常推展之業務中，請藝傳處整理六

堆庄頭劇場涉及性別議題的相關具體內容，提供委員

參考。 

(三)請客發中心提供 111 年 6 月已完成之 7 部祭儀或訪

談攝錄之影片供委員參考；另請於進行無形資產調查

時，將女性比例納入研究，後續可作成完整的紀錄片，

並邀請人類學者、民族學者提供相關建議，從專業學

https://www.bing.com/ck/a?!&&p=8b6faa1343391393JmltdHM9MTY1ODQwNjkwMyZpZ3VpZD04ZThmMmU4MC0yYjI5LTQ4ZGMtYjQ1Ny1mMjZmMjg3YjE1YTYmaW5zaWQ9NTE3NQ&ptn=3&hsh=3&fclid=8afe2eee-08f1-11ed-99b4-2d990563dacf&u=a1aHR0cHM6Ly9lbGVhcm5pbmcuaGFra2EuZ292LnR3L2VkbS8xMTAzMjQvMDUuaHRtbA&n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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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觀點出發製作影像，製成後提供委員參考或辦理發

表會邀請委員至現場觀賞。 

(四)有關本會列管之客家文化館舍待改善性別友善環境

部分，請產經處正式函文各客家文化館舍，要求附設

有停車空間者，務必設立性別友善停車空間，以建構

符合多元化需求之安全、友善公共停車空間。  

三、 部會層級議題辦理情形： 

(一)有關課程師資培訓部分，請語發處安排參與的教師們

進行性平機會教育；另其他業務處若涉及課程開設，

請先交由綜規處進行性平檢視，或邀請委員協助審查

是否具備性別觀點。 

(二)有關「111 年度規劃課程大綱共 20 門主題課程，預

計年底前完成 8門性平課程上架作業」一節，請語發

處再行檢視各課程有無違反性別平等原則或隱含性

別刻板印象，並研議如何促進性別平等，以綱要方式

整理後提供委員參考；另請重新檢視相關數據之正確

性。 

四、 「看花」與「盤花」特展可進行性平檢視，反思對客

家女性的集體記憶，請客發中心就教委員展覽策略之

性平反省議題。 

 

第 3案 

案由：有關本會及所屬 110 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一案，報請

公鑒。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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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本會及所屬 112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一案，提請

討論。 

 決議：請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所提修正建議(如附件 1)，調修

112年度預算編列相關內容。 

 

玖、其他主席提示事項： 

一、 同婚議題爭議肇因於性別認同者被打壓的反抗，與傳統

性別者認同的反彈，彼此應相互瞭解、互相體諒；另如何

使家族成員接受同婚、同婚者列名祖譜及祖先牌相關議

題，請邀請范姜瑞委員及張福普委員等參與討論，先從

建立觀念開始，俾使民眾逐步接納與尊重多元性別意識。 

二、 有關 111年 7月 17日姜興芝公重建落成大禮，已完成設

置姑婆牌及姑婆塔部分，相關資訊請置於本會官方臉書

協助宣傳，並予肯定。 

三、 各單位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時，不可僅侷限於男、女二分

法，應逐步推動促進多元性別平等，倘涉及傳統祭儀、文

化資產部分，請客發中心主政；個案可轉化為廣播、影視

部分，則由藝傳處主政；另涉及孩童教育部分，請語發處

主政，可參考教育部相關課程，用適當方式融入教學課

程，讓孩子們對不同於自己的人有所認識與理解，並學

會包容與尊重差異。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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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處針對 112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之建議 

 

一、有關客委會編列會本部及客發中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委員出

席費」部分(會議資料第 44頁及 52頁)，建議於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欄位，刪除勾選 2-1，並於「2-7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他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涉及事項」，填列「推動策略(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2.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擴大不同性別者的參與管道，突破參與上

的性別區隔，達成決策的平等」及「3.重視不同性別者的經驗與觀

點，使決策具備性別敏感度，達成影響力的平等」。 

二、有關客委會「5.客家語言深植計畫」部分，建議於性別平等業務類

型增加勾選「2-7 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涉及事項」，並填列「推動策略(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2.推展及落

實各場域、職前與在職、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性別平等教育」。(會議

資料第 48頁) 

三、有關客委會「7.客家傳播行銷計畫」部分，建議於性別平等業務類

型增加勾選「2-7 非屬前開六大重要議題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涉及事項」，並填列「推動策略(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6.增強女性

經濟賦權，協助女性取得資本、進入市場、建構技能，以及(三)教

育、媒體與文化 3.落實媒體素養教育、建立媒體自律與他律機制，

消弭性別歧視及促進製播具性別觀點且多元的內容」。(會議資料第

50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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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第 1案 

案由：有關本會 111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案，報請公鑒。 

何碧珍委員 

1.目前客委會所補助辦理的各項藝文展演活動，雖無出現電子花車

之情形，仍請與地方政府充分溝通，要求其表演服飾、形式及內

容均保有客家傳統元素，避免出現不適當之展演活動，而引發爭

議。 

2.伯公照護站所開設的課程建議修改為現代數位家電的操作課程，

以及如何與同年齡者及子女相處的課程，以取代縫紉、烹飪及修

繕課程。 

3.有關「客家藝文及傳播女力提升」之績效指標設定部分，111 年

藝文團隊女性創作者或演出參與人數共有 140人，請客委會提供

其所占之母數值供參考。 

陳秀惠委員 

建議客庄十二大節慶中之祭祀活動可邀請高齡者傳授烹飪技巧予

年輕一代，以傳承烹飪技藝。 

姜貞吟委員 

1. 推動性別友善空間環境改善除進行設備改善外，針對廁所及哺集

乳室之標示設計應避免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廁所以藍、紅色區

分男、女廁)。近年已有父親願意承擔照顧嬰兒之角色，故有使

用哺乳室之需求，惟目前哺乳室標示之圖樣仍多以母親為主，造

成男性使用者困窘之情形，建議去除性別刻板印象，納入男性使

用需求，以提高性別友善環境。 

2. 政府補助的研究案建議不宜以性平觀點檢查學術研究相關內容，

以避免影響學術中立及學術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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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伯公照護站所開設的課程建議以男女不同年齡層，對不同疾病的

健康與照顧課程，或男女上網後的心理健康課程，取代傳統的縫

紉及烹飪課程。 

4. 有關「客家藝文及傳播女力提升」之績效指標設定部分，建議將

節目性質、屬性及類型等因素納入考量，方能妥適設定目標值。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趙惠文參議 

有關「客家藝文及傳播女力提升」之績效指標設定部分，建議依照

上次會議決議內容，先進行蒐集、分析相關資料後，再行制定指標。 

第 2案 

案由：有關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院層級及部會層級

議題 111年 1-6月辦理情形一案，報請公鑒。 

陳秀惠委員 

請提供 111年 6月已完成的 7部祭儀或訪談攝錄之 4分鐘影片剪輯

供參，以瞭解文化禮俗性別意識推動成果。 

何碧珍委員 

1. 客委會與公共電視共同製作的大戲「茶金」成功吸引民眾瞭解客

家傳統習俗及歷史風貌；另建議相關紀錄片除於客家電視台播放

外，可洽具備臺灣史學觀點的電視台(如：民視、三立電視等)合

作播放，以提高曝光率及能見度，進而帶動地方觀光效益。 

2. 建議針對地方補助案，提供授課教師性平相關課程的教案及政策

內容，俾利教師運用於研創相關性平課程。 

 

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本會及所屬 112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何碧珍委員 

客委會 112年度編列的性別預算高於 110年度性別預算甚多，顯見

相關政策融入性平觀點並深化推動性平業務之用心，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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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趙惠文參議 

請依性平處針對 112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之建議(如附件)，修正

相關內容。 

 

其他 

何碧珍委員 

建議可辦理宗親座談會，邀請客家同志現身說法，講述心路歷程及

其所遇到的困難，以及需要何種協助，較能感動人心及引起共鳴。 

姜貞吟委員 

1. 有關同婚議題根據研究調查顯示，目前張福普族長及范姜瑞理事

長針對同性配偶名字入祖譜及祖塔尚持開放態度，但在家族內仍

存在很大壓力，而入牌位更是困難；但其他家族有的甚至連談論

此議題均為禁忌，建議進行相關調查時應小心、謹慎進行，緩慢

推動。 

2. 111 年 7 月 17 日姜興芝公重建落成大禮，已完成設置姑婆牌及

姑婆塔，顯現客委會推動相關政策已逐漸發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