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台幣千元

納入性別影響評估計畫

預算數(分子)

法定預算數

(分母)

比率

(分子/分母)

3,775,996 102,234,389 3.69%

5,997,781 110,054,384 5.45%

註：分子所列預算數，含以前年度納入性別影響評估計畫。

107年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計畫納入預算情形表(附表)

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納入性別影響評

估計畫預算編列

數額(A)

歲出總預算數

(B)

占比

(C)=(A)/(B

)

 納入性別影響

評估計畫預算編

列數額(D)

歲出總預算數

(E)

占比

(F)=(D/(E)

總   計      5,997,781 110,054,384 5.45%     3,775,996 102,234,389 3.69% 是

1 秘書處 照明效率改善計畫(106)
燈光照明預算， 汰換故障照明燈具，提升不同性別

者之人身安全保障。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00           200          

2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1999市民諮詢服務熱線(105)

1999市民諮詢服務熱線，未限定於特定性別人群，

惟話務人員針對進線民眾統計性別，反映不同性別

意見，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3,287               19,684

3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編印便民文宣(含市民手冊)(106)

編印便民文宣(含市民手冊)，未限定於特定性別人

群，惟考量性別需求，編排篇章，達成性別平等目

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000        12,200       

4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施政滿意度與政策議題民意調查(106、

107)

施政滿意度與政策議題民意調查，未限定於特定性

別人群，惟按人口性別比例取樣，反映不同性別意

見，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500         1,500        

5 資訊中心 建置空間資訊決策與分析應用(105)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無關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176         2,250        

6 資訊中心 設立開放資料平台(105)
今年屬擴充平台功能，將根據平台對不同性別者究

竟產生何種作用調整，該功能擴充屬調整符合使用

者多元性之考量，已列入預算範圍內。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360         3,500        

7 資訊中心 普及本市免費無線上網服務熱點(105)

本計畫主要以維運現有之免費無線上網服務，將根

據無線上網對不同性別者究竟產生何種作用調整，

再思考瞭解是否的確存有該數位能力落差以為因

應。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5,400        29,909       

8 資訊中心 市民卡應用功能擴充暨推廣行銷(106) 未來針對行銷部分將研議結合男女不同進行行銷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21,888       

9 資訊中心
強化網路、機房基礎資訊設備建置案

(107)
本專案為資訊基礎設施建置，無記載性別資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2,154        -          

10 資訊中心 資通安全防護設備與服務採購案(107)

本專案係為建構本府資通安全防護設備與服務，主

要為網路封包加密流量分析設備、網路流量應用效

能管理系統、網站滲透測試服務、網路架構資安健

診服務，無記載性別資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3,839        -          

11 法務局

推展法律諮詢便民服務實施計畫(法律

諮詢顧問及法律諮詢服務助理人員等出

席費)(106)

本局原編列法律諮詢服務顧問及助理人員費用

1,806,000元，惟本計畫經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無關

，是筆費用依原預算目的使用，包括辦理106年推展

法律諮詢便民服務實施計畫。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806         1,806        

桃園市政府107年度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說明該計畫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證明文件

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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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納入性別影響評

估計畫預算編列

數額(A)

歲出總預算數

(B)

占比

(C)=(A)/(B

)

 納入性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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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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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107年度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說明該計畫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證明文件

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12 法務局
本府性別友善法律諮詢環境具體行動措

施(107)

營造友善法律諮詢環境方案，係於本府法律諮詢中

心原有諮詢時段外，另增加每週一、五之下午時段

，開放孕婦、嬰幼兒同行之諮詢民眾及女姓詢問家

事案件者，可優先安排諮詢。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03           -          

13 政風處
桃園市政府廉政志工能力提升專業訓練

實施計畫(107)

本次計畫係藉廉政志工隊專業訓練，增加性別平等

之課程。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             -          

14 民政局

蘆竹區中興、上興、新興、中福四里聯

合集會所、公托中心、日照中心、圖書

分館興建工程(107)

本案工程總經費由新臺幣2億2,000萬元調整為3億

3,663萬元(包含公托中心、日照中心之室內裝修費

用)，但會特別注意不同使用者之需求，提供友善安

全之使用環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6,652        -          

15 民政局
擴大里基層建設暨里長里幹事聯繫會報

計畫(107)

預算編列以各區里長人數為考量，未特別區分性別

，凡具有里長身分者皆可參加。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400         -          

16 民政局
後備軍人人民團體性別平等觀念宣導實

施計畫(106)

1.透過舉辦各種聯誼活動，聯繫後備軍人情誼，並

結合民間力量，推展性別平等觀念宣導。

2.加強性別觀點融入後備軍人人民團體公益活動，

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           5,000        

17 民政局 辦理勞軍活動計畫(104)
軍中因組織文化差異，男女比例較為懸殊，為了建

構性別友善的環境，藉由勞軍活動加強宣導女性投

入志願義軍人行列，以促進並落實性別平等。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2,500         2,500        

18 民政局
桃園市政府宗教負責人講習會實施計畫

(105)

於課程內容安排「性別平等與宗教文化習俗」，邀

請性別議提領域講師講授，藉講習會傳遞性別平等

觀念。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50            50           

19 民政局 聯合婚禮實施計畫(106)
預算編列以將婚市民為考量，未特別區分同性戀或

異性戀，凡符合資格者皆可報名參加。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2,000         2,000        

20 民政局
補助各區里地方小型建設工程及設施實

施計畫(104)

本案經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評估

本計畫與性別無關。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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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107年度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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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21 民政局 補助後備軍人人民團體計畫(104)

1.請後備軍人人民團體辦理婦女防禦術研習等公益

活動，並結合國軍人才招募教育宣導及前往各大專

院校兵役宣講，加強宣導女性投入志願役軍人行

列。

2. 加強宣導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青溪分會等女性後

備軍人人民團體申請相關補助。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8,000         -          

22 殯管所 傳統公(私)墓遷葬計畫(106) 對市容環境品質提升，提高市民居住品質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26,000        5,000        

23 地政局 地籍圖重測(106)
在目前無性別目標改善下，建議編列或調整預算配

置先行建立性別落差的性別統計調查。否則無從以

預算回應。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39,532        40,801       

24
中壢地政事

務所

中壢地政事務所暨過嶺社會福利綜合中

心新建工程(107)

本建物中所規劃的親子館及托育中心為嬰、幼童安

置及活動場所，以現下社會風氣仍以女性帶嬰、幼

童前往為主，預估女性使用之比率較大。

另本辦公廳舍硬體設施已規劃建置性別友善廁所，

並將參採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計畫於空間規劃上增

設監視器、減少隔間、消彌空間死角，並透過無性

別差異標語宣導、洽公民眾人數及性別的大數據收

集，實現性別無差異及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及107年度各機關依

據性別影響評估結

果重新檢視性別預

算的配置情形

79,000        -          

25 消防局 坪頂分隊遷建工程(105、106)

本計畫要求建築師以未來坪頂分隊男女比例4:1為規

劃設計基準。

1.在廁所間數規劃上，考量男女如廁時間、次數不

同預作合理分配且為消除空間死角，顧及區位安全

性已調整廁所於適當位置。

2.另增設多功能哺乳室、親子、無障礙廁所，消除

性別使用上限制。

(預算書圖預計6月底完成(細部尚未規畫設計完成)

，先行預估18萬元。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           17,400       

26 消防局
復興區巴陵綜合行政中心新建工程

(106)

1.巴陵綜合行政中心目前規畫總人數約為60人，女

性空間規劃10人，另在2樓另規劃有3人空間之女性

隊員寢室與備勤室。

2.暫且以未來最大容納女性同仁15位為預算編製基

準。

3.參閱建築相關法規及實際需要，規劃設計男女廁

所間數。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21,592        4,936        

27 消防局
消防車輛道路安全駕駛訓練執行計畫

(106)

本計畫因受益對象無特定性別，爰經費無針對性別

差異編列。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1,388         1,388        

28 地方稅務局
桃園市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作業計畫

(106)

本計畫經費及執行策略和方式，尚不因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不同而有差異。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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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107年度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說明該計畫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證明文件

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29 地方稅務局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增設區公所服務

櫃台計畫(106)

本計畫所編列經費及執行策略等均無涉不同性別、

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者之年齡、族群等問題。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1,134        

30 地方稅務局
全功能服務櫃臺增設電子簽章系統計畫

(107)

本計畫係為節省檔案空間並落實環保，試辦電子簽

名無紙化系統，尚不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不同而有所差異。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718           -          

31 教育局

辦理補助本市所屬國民中學經濟弱勢學

生教科書、就學補助經費；及辦理經濟

弱勢學生代收代辦費(105)

本計畫受補助對象為低收入戶、家庭遭遇重大變

故、家境清寒之學生，並無特定性別，爰經費無針

對性別差異編列。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52,000        58,000       

32 教育局
增設公立幼兒園及改善幼兒園環境設施

設備經費(104)

本案依性別平等法規請建築師規劃設計男女廁所之

比例。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40,000        40,000       

33 教育局
補助本市所屬學校老舊廁所及環境衛生

改善計畫(106)

改善桃園市所屬學校廁所環境老舊、潮濕及異味、

傳統男女合間型式、便器數量、無障礙廁所設置不

足、通風採光、化糞池老舊等問題，提供師生優質

如廁空間。目前仍採男女分廁設置並尊重各補助學

校使用需求性，設置友善廁所，並無針對性別差異

編列專用經費。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45,400        65,000       

34 教育局 體育及遊戲設施修繕及更新計畫(107) 經與承辦確認:無。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0,000        -          

35 教育局
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

礙專班(107)

於各校申請時一併確認參與原因（課程教材、活動

安排），擬定經費配置。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6,420         -          

36
家庭教育中

心

105年度計畫名稱:婚前教育成長營活動

（104）

本計畫係依據教育部104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中有關婚姻教育之

部分，提出年度計畫之申請，104年度經費編列總額

126,000元，其中90,000元由教育部補助，市自籌款

36,000元。供中心辦理一梯次活動使用。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120          

37 文化局 桃園電影節(105、106)
經費以活動整體辦理需求為考量編列，以放映內

容、講座課程等為重點分配項目，以求兼顧各性別

層面觀眾之需求。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5,000        -          

38 文化局
桃園光影電影館影片放映及外部影展合

作(107)

因預算編列係針對桃園光影電影館營運整體計畫，

尚無特別調整。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9,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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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文化局 辦理各區藝文推廣行銷相關活動(107)
於編列經費上，針對不同性別，辦理多元藝文活動

及公共廁所，並設立友善廁所。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0,000        -          

40
藝文設施管理

中心
鐵玫瑰劇場計畫(104)

於鐵玫瑰劇場系列活動中辦理具不同性別、年齡、

族群意識及多元文化觀點之劇場活動。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5,400         2,500        

41
桃園市立圖

書館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暨鄧雨賢台灣

音樂紀念館建置工程(104)

公共圖書館對公眾開放，以公共利益為考量，計畫

內容不涉及性別偏見、性別比例差距或隔離，有關

工程設計及空間規劃，涉及性別權益之處甚多，

如：不同年齡層需求之閱讀空間、廁所合理比例數

量、區位設置安全性、哺乳室及嬰幼兒專區等。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80,000        120,000      

42
大溪木藝生

態博物館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服務及需求性別統

計分析具體行動措施(106)

本計畫將以提供博物館友善服務做為推動性別平等

的場域，由問卷調查，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資料，以

進行後續性別分析，避免產生性別歧視及性別差異

，以建立博物館提供民眾更優質服務及友善的參觀

環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          

43 農業局

藻礁、保護區及濕地生態保育工作

(107)

<此計畫業已移撥本府海岸管理處>

本計畫工作內容以環境保育為主軸，生態調查、監

測、棲地營造、設施整建及環境清潔維護等專業技

術部分以委託方式辦理，巡護部分結合當地社區以

補助方式辦理。另硬體建設採委託規劃設計後並送

相關單位核定後以發包施作辦理。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85,000                  -

44 農業局 107年推動參與式預算實施計畫(107)

本計畫工作內容以食農教育為主軸，由農村社區內

之居民提案並與社區組織代表及農村社區居民共同

參與，對象並無性別之分，但活動辦理過程需納入

不同性別之需求考量，獲選之提案以補助方式辦

理。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1,500                   -

45 農業局 桃園農業博覽會(106)

本計畫活動係展現在地農業特色、多元文化的融

合、未來農業科技的可能及桃園特有農業實力，活

動參與對象並無男女之分，非以特定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為規範對象。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85,460                 -

46 農業局 桃園市青年從農輔導計畫(104)
本計畫係以桃園市籍18-45歲之青年為主，並非以特

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規範對象。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7,600                   -

47 農業局 桃園市有機農業推廣輔導計畫(104)
本計畫係針對有機農業推廣輔導工作，無涉及性別

影響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5,000                  -

48 農業局 紅火蟻防治工作性別影響評估(105)
本計畫係針對紅火蟻進行防治工作，無涉及性別影

響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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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農業局
104年觀新藻礁生態保育計畫(104)

<此計畫業已移撥本府海岸管理處>

本計畫為維護生態環境資源，無特定受益對象，爰

經費無針對性別差異編列。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858                   -

50 交通局
桃園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

管理委託服務工作(106)
本系統建置皆提供任何性別自由使用。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63,000        39,300       

51 交通局 推動公共運輸使用率提升計畫(106)
本計畫經費係補助民眾使用市民卡享有優惠，無涉

特定性別。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00,000       300,000      

52 捷運工程處 捷運綠線建設計畫(105)
男女廁所數量不同，故預算編列亦配合考量；另外

規劃之夜間婦女搭乘區域及監視設備也需編列預算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994,000     2,026,000    

53
交通事件裁

決處

交通事件裁決處辦公廳舍遷址計畫

(107)

本計畫經費已就不同性別設施考量，未來硬體設施

將視情況增列經費改善。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1,518        -          

54 觀光旅遊局
石門水庫及大漢溪流域跨域亮點計畫

(104)

如涉及公共空間及公廁之改善者，優先考量公共設

施安全性及性別差異性等空間之配置與經費。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200         3,000        

55 觀光旅遊局
龍潭大池吊橋興建及東岸景觀改造計畫

(106)

針對龍潭大池吊橋新建以及東案南天宮周邊遊憩動

線串連環境整備，未限定於特別性別人群，亦無涉

及性別需求或達成目標等情形，達成性別平等目

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5,200         5,000        

56 觀光旅遊局 桃園市觀光設施及步道改善工程(107)

1.無障礙觀景平台：1 處。

2.沿線步道設置休憩座椅：新增1座。

3.沿線既有護欄、既有步道、既有涼亭均進行修

繕：1式。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591           -          

57 觀光旅遊局 2018桃園市市長盃海上龍舟賽(107)

本案針對參賽費及獎金的發放無性別之差別對待，

參賽隊伍共42隊，每隊發放參賽費5,000元，計新台

幣21萬元；男子組、女子組及混合組共3組之冠、

亞、季及殿軍獎金分別為新台幣3萬元、1萬5,000

元、1萬元、5,000元，計新台幣18萬元，以上合計

39萬元。

桃園市政府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
390           -          

58 衛生局
傳染病防治計畫-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

畫(105)

針對轄內男男間性行為高危險族群推動多元化預防

策略(同志健康服務中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914         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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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衛生局
桃園市民健康照護-醫療小管家計畫

(104)

本計畫以家戶為單位，計畫經費補助合作責任醫院

，結合診所藥局，提供會員家庭整合服務，未涉及

性別差異。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144          

60 衛生局 全方位長者口腔照護計畫(104)
本計畫對於申請人之性別無特別設限，只要符合年

紀及設籍本市1年以上之條件，即可提出申請。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35,813       199,500      

61 衛生局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計畫(104)
子宮頸癌為女性特有疾病，因本疾病之性別特殊性

，故本計畫經費對象100%為女性。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7,370         18,800       

62 衛生局 健康幸福家庭補助計畫(104、107)
本計畫提供男女孕前健康檢查、懷孕婦女羊膜穿刺

及人工生殖補助，營造市民健康幸福家庭，不僅是

單一性別的福利政策。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6,200        20,300       

63 衛生局 婦幼整合性健康服務計畫(104)
計畫費用針對學齡前兒童辦理健康檢查，男性及女

性費用皆同，1案400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8,500        30,000       

64 衛生局 防癌篩檢計畫(104)

本計畫四癌篩檢項目，包含乳房X光攝影檢查(45-69

歲婦女、40-44歲二等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

子宮頸抹片檢查(30歲以上婦女)、大腸癌篩檢(50-

74歲民眾)及口腔癌篩檢(30歲以上嚼檳榔或吸菸民

眾、18至未滿30歲嚼檳榔原住民)進行癌症篩檢補助

，有考量性別敏感指標，進行性別差異的評估與檢

視，預期能推動本市防癌篩檢。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000        11,000       

65 衛生局
健康體位管理暨糖尿病照護輔導計畫

(104)

本市民眾之糖尿病照護率尚無性別差異（男性

49.1％、女性50.9％），本局未來將研議針對本市

糖尿病之民眾，其年齡、區域分布及死亡率等要項

進行調查分析，以利規劃本市照護計畫之優先服務

對象及區域。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5,506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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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衛生局 長期照顧整合計畫(104)

1、本市截至105年4月底止，本市65歲以上人口為

207,348人，50-64歲身心障礙者18,915人，推估失

能人口20,228人；自97年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迄

今收案數已達19,695人、開案數為15,902人，服務

涵蓋率高達79％（推估方式為：開案率÷推估失能人

口）。

2、據統計截至104年長期照顧服務使用人數達9,175

人，其使用服務情形男女比例各佔50.6%及49.4%。

女性成年後幾乎都在擔任家中主要照顧者角色，結

婚之初照顧小孩、中期照顧公婆、年老時要照顧生

病的配偶，自己需要照顧時多數是自立自強，即使

是處在女性勞動力和勞動力參與率上升的今日，受

到「照顧是女人的天性」之傳統文化規範根深柢固

和勞動市場之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當家中遇有

子女托育、父母照顧、成員依賴等問題時，自然的

理所當然是婦女成為照顧者。

故此，長期照顧服務除照顧失能長者外，亦考量到

主要照顧者的負荷，推動機構式及居家式喘息服務

，由長期照顧機構提供24小時的喘息服務外，為因

應長輩不同需求，更提供居家喘息服務，由照顧服

務員暫替代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並開放半日(3小時)

可彈性讓照顧者運用。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14,307       

67 衛生局 桃園市心理健康促進服務計畫(106)
本計畫於既有預算內辦理相關宣導講座，主要對象

以青少年、職場、婦女及新移民等族群為主。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4,166        

68 衛生局 整合型高齡友善藥事服務計畫(106)
計畫費用針對藥事服務費男女費用無差異，社區式

藥事諮詢服務費200元/人次，居家及機構式藥事訪

視服務費1,000元/人次。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800         2,840        

69 衛生局 母乳哺育率改善計畫(106)

計畫經費編列約50萬元，其中編列13萬元，提供13

區衛生所運作母乳支持團體(每所1萬元)，讓更多的

父親參與照顧嬰幼兒。

12萬元辦理各式研習會，12萬元印製母乳宣導單

張、海報等宣導品，讓更多男性了解母乳哺育仍須

父親角色的參與。13萬元辦理哺集乳室評選活動。

(經費概略說明，實際經費使用情形以實際計畫執行

為主。)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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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107年度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說明該計畫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證明文件

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70 衛生局 桃園市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計畫(104)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全體市民，無對於市民性別特別

劃分及設限，全部市民皆可享受本計畫之相關服

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4,377         -          

71 環境保護局 桃園市政府觀音灰渣處理場ROT案(107)

本案係依促參方式委託廠商得利用掩埋區以外之區

域進行整建為底渣再利用廠，未涉及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與性別關聯之程度

為無關。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0,750        -          

72
環境清潔稽查

大隊

大溪區中隊搭設辦公廳舍及停車場工程

(107)

本計畫運用已編列各工項經費並配合適宜推廣方式

，以增加不同性別得知補助訊息及機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8,000        -          

73 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大溪交通分隊辦公廳舍新

建工程(107)

本計畫預算編列前，先行調查使用單位需求，針對

員警員額數及業務需要進行規劃設計，其中包括員

警備勤室、廁所、哺乳室及其他公共設施等，以達

滿足不同性別需求之目標。

桃園市政府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計畫

案)

28,000        -          

74 社會局 志願服務推廣計畫(105)

推廣計畫之經費編列，未因性別不同性別之參與而

有所差異，惟為改善志願服務參與情形之性別落差

，除修訂相關獎勵規定外，亦於聯繫會報或觀摩活

動時，適度安排性別議題等相關講座。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9,811                12,068

75 社會局
桃園市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計畫(平

鎮、中壢、楊梅、八德)(104)

預算編列係以本市日間照顧民眾之長期照顧需求，

每年向衛福部申請補助經費，補助各中心設施修繕

性別友善環境，並透過長照系統建置相關性別統計

資料，如:長者的性別比率，以瞭解不同性別者的照

顧服務需求，提出不同性別活動設計，營造更友善

的照顧環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60,000       69,670       

76 社會局 補助市內各級老人會等費用(106)

一、持續補助老人會辦理各項活動，以支持長者在

地老化、減緩失能，並減輕社會照顧成本。

二、透過增加各老人會幹部之性別納入統計調查，

及加強各項活動之性別統計，以瞭解老人參與各項

活動之性別差異，與幹部性別統計之相關性差異，

以作為本項活動補助計畫未來修正之參酌。

三、本年度將建議老人會辦理之各項活動時，應嘗

試將性別之需求納入評估規劃，以讓服務更細膩，

並更符合受服務者不同性別之需求。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0,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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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說明該計畫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證明文件

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77 社會局

失能者使用居家服務計畫案(身心障礙

者)(107)

包含衛福部補助長照十年計畫2.0推動

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辦

理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

預算編列係以本市補助市內居家服務單位費用係針

對整體身心障礙者相關需求編列，非依性別有所區

分，而透過工作目標在照顧服務員每年在職訓練20

小時中，至少規劃 2小時性別平等課程，增加服務

過程身體界線之議題，提升照顧服務員於服務過程

之性別意識、審查及委員會之組成，將注意1/3性別

比例之執行，及要求特約單位提供服務使用者性

別、照顧服務員性別人數等相關性別統計，以讓服

務更細膩，並更符合受服務者不同性別之需求。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98,000        -          

78
原住民族行

政局

推展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護四年

(104~107)計畫(105)

預算編列以服務人數為計算基準，未特別區分性

別。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8,398        13,240       

79
原住民族行

政局

桃園市原住民族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班

訓練計畫(106)

預算編列以學員人數為計算基準，未特別區分性

別。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900           895          

80
原住民族行

政局

桃園市清寒、優秀原住民族子女獎(助)

學金(107)

本計畫受理對象未設定特定性別，兩性均能向校方

提出申請。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3,000        -          

81
原住民族行

政局

107年度原住民族事務幹部組織第一次

研習活動(107)

預算編列以事務幹部人數及研習課程規劃為預算計

算基準，未特別區分性別。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000         -          

82 財政局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與「臺北惜物網」網

路拍賣平台合作計畫(106)

(一)本計畫性質預算編列與分配較無性別需求差

異。

(二)有關經費來源，係依據與臺北惜物網處理動產

網路拍賣合作備忘錄辦理結算。

(三)有關拍賣財物所得價款，臺北市動產質借處依

每件交易淨額(扣除代收劃撥手續費)計收10%代辦處

理手續費為原則，剩餘款項全數匯入拍賣機關指定

之專戶，以每2個月結算一次。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5             4            

83 水務局 中壢區龍東路雨水下水道工程(107)
雨水下水道工程是為解決地方積淹水問題，未因受

益者為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而有差異設

計。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          

84 水務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大牛欄分渠14A

滯洪池工程(106)

1.建築工程(含用餐區、廁所及展覽空間等)：3,820

萬。

2.鋪面工程(含水岸平台及散步道等)：530萬。

3.水岸欄杆及解說牌：150萬。

4.合計：約4,500萬。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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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說明該計畫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證明文件

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85 水務局 南崁溪大檜溪橋水質淨化工程(106)

本工程採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法，使用天然礫石做為

濾材，利用污水中微生物自然形成的生物膜，以分

解及硝化水中污染物，達到淨化水質的目的。未限

定於特定性別人群，亦無涉及性別需求或達成目標

等情形，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50,000        14,840       

86 水務局 市管區域排水疏浚防洪歲修計畫(104)
針對區域排水疏濬防洪歲修計畫現況問題，以地區

做性別統計，對不同性別民眾做對應宣導並積極鼓

勵女性參與公共工程，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20,379        20,000       

87 水務局
市管河川年度維護管理及環境清潔維護

工作(105)

針對市管河川年度維護管理及環境清潔維護工作，

未限定於特定性別人群，亦無涉及性別需求或達成

目標等情形，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30,000        25,000       

88 水務局 本市山坡地水土保持治山防災(105)
本計畫服務區域為本市之山坡地範圍內8個區及原住

民作性別統計，對不同族群及性別民眾做對應宣導

並推動兩性共同一起齊心參與建設。

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86,500        30,600       

89 工務局
大園區5-8號陴塘暨公一公園周邊環境

景觀改善工程(106)
本案依性平專家評估，與性別影響評估較無關係。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          

90 工務局
蘆竹區五酒桶山公園及聯絡道路新闢計

畫(107)

針對公園人行步道工程，未限定於特定性別人群，

亦無涉及性別需求或達成目標等情形，達成性別平

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14           -          

91 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人行道溝蓋及人手孔改善計畫

(107)
考量不同性別受影響之程度編列預算配置

桃園市政府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計畫

案)

201,590       -          

92 經濟發展局 自來水延管工程補助計畫(106)

1.針對自來水延管工程補助，未限定於特定性別人

群，亦無涉及性別需求或達成目標等情形。

2.本計畫實施後，將了解是否因性別而有不同之受

益狀況，故將新增申請者與實際接受補助對象等項

目之性別統計。

1.桃園市政府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

2.計畫類性別影響

評估參採情形彙整

表

50            50           

93 勞動局
107年度外籍移工體育競賽實施計畫

(107)
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無關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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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 106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長

【(C)>(F):是;

(C)≦(F):否)】

94 都市發展局
全市重大建設土地規劃及法定作業程序

(107)

本案經會議討論及專家意見，評定該計畫與性別關

聯無關。

桃園市政府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
7,500         -          

95 都市發展局
都市計畫地理資訊系統第二期擴充建置

及圖資維護案(107)

本案經會議討論及專家意見，評定該計畫與性別關

聯無關。

桃園市政府性別影

響評估檢視表
3,325         -          

97 建築管理處

從桃園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補

助辦法執行計畫看社區參與之性別分布

(106)

針對社區公共建設之空間依社區戶數規模區分特大

型、大、中、小型給予不同金額補助，未限定於特

定性別人群，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0,000        -          

98 客家事務局 「桃園客家桐花祭」-賞桐健行(105) 辦理賞桐健行，促進市民身體健康與親子交流。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63           -          

99 客家事務局 桃園市客家知識學苑(106)
辦理「桃園市客家知識學苑」預算330萬元，以落實

客家世代傳承，打造更親近在地文化的客家學環

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300         3,300        

100 客家事務局
「2017桃園客家短片徵選、培訓、競賽

暨策展」(107)
無涉性別，所有民眾皆可參加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5,000         -          

101 客家事務局 桃園市推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107) 無涉性別，所有民眾皆可參加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720        -          

102 體育局 蘆竹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106)

擬請未來國民運動中心營運廠商於體育活動推廣、

睦鄰計畫、創意及回饋計畫中納入縮小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差異之規劃，並於場地安排和

運動器材配置上納入不同性別需求之考量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36,500       247,500      

103 體育局 桃園半程馬拉松-石門水庫楓半馬(106)
評估增加獎金額度或進步獎，提高女性及其他弱勢

族群之參賽意願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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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是;

(C)≦(F):否)】

104 體育局 運動I臺灣計畫(105)
本案係中央補助案，且體育活動地點多元，參與對

象為市民大眾，不分性別，爰經費無針對性別差異

編列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6,000         5,968        

105 體育局 寒暑假育樂營(105)
寒暑假育樂營採收支併列方式營運，參與者付款，

視報名人數多寡開班，分析性別比例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480           168          

106 體育局 桃園市優秀運動選手培訓補助金(107) 經與承辦確認:無。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5,200        -          

107 體育局 桃園盃全國三對三籃球賽(107)
評估增加獎金額度獎，提高女性及其他弱勢族群之

參賽意願。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4,000         -          

108 青年事務局 創業業師遴聘計畫(107)
遴聘業師預算32萬，性別比例以二比一為原則，並

以一比一為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經費表、契約

變更經費概算表

420           -          

109 青年事務局 女性青年領導力培力計畫(106)
本計畫以在職女性青年為主體，培訓女性領導力主

要目標，未來將建置女性青年領導人才資料庫，提

供本府及民間團體使用，藉此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           158          

110 青年事務局 桃園市青年體驗學習園區計畫(106)
針對園區設施使用，未限定於特定性別人群，惟在

男女浴廁建置上涉及性別需求，目前規劃建置預算

為男女比為1：2，達成性別平等目標。

工程預算表(細部設

定審查中)
-           5,010        

註：相關計畫內容係依各機關提送研考會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計畫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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