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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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 1,881,538 91,781,295 2.05%

105年度 2,037,317 94,750,765 2.15%

105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

-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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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317 94,750,765 2.15%   1,881,538 91,781,295 2.05% 是

1 秘書處 本府辦公場所安全維護(105)

本府1樓男廁旁之一處未標示限制性別進入之親

子廁所，並派員不定期巡檢，及本處亦有編列相

關預算辦理設備故障維修事宜。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2          

2 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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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0      

建置福利補助查詢平台(105)

今年先建置平台系統，未來根據平台對不同性別

者究竟產生何種作用來瞭解是否需要調整，屆時

再思考是否需要編列性別預算以為因應。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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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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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0      

1999市民諮詢服務熱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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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0      

AD系統整合建置暨網路設備軟硬體升級及備援建

置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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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0     

公文管理暨線上簽核系統擴充建置案（WEB版公文

製作系統建置）(104)

系統提供與本府所屬機關使用者使用，針對不同

性別需求無例外情形。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1,824     

服務匯流整合平台暨資料開放平台建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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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     

3 民政局
10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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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性別議題領域講師講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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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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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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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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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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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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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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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投入志願役軍人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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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10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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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計處

推展性別統計，充實性平參據(104)

推展性別統計，充實性平參據(含編印本市性別圖

像及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書面審核費用)

本計畫之性別圖像年刊、統計研習會等各項作業

辦理經費編列於本處預算相關項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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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5 消防局 坪頂分隊遷建工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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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確定後再行更正。)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80         

桃園市政府105年度防火教育及宣導執行計畫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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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充實汰換個人防護裝備-空氣呼

吸器組及面罩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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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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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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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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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充實汰換個人防護裝備-消防衣

帽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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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6 地方稅務局 105年成立蘆竹分局(105)

本案提供不分性別的員工安全及健康需求，讓辦

公環境更友善，符合相關法規性別議題之發展趨

勢。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63          

7 教育局 辦理國民中小學特定學生就學費用補助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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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0      

桃園市增設公幼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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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崁國中 南崁國中 ---藝文科學專科大樓工程設備(103)

1. 本案依性別平等法規請建築師規劃設計男女

廁所之比例。

2. 哺乳室設置與特教班之淋浴室、更衣室及相

關之配置，以達符合性別平等之基本需求來編列

預算。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100,000    

壽山高中 壽山高中－第一教學大樓前棟工程設備(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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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41,000     

四維國小
四維國小老舊教室拆除重建工程─前棟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103)

本計畫在空間的性別建構分配上，依據建築相關

法令規定，規劃男女廁所比例，以1:5之男女廁

比例原則規劃設計，並針對不同性別之需求設置

男廁、女廁、無障礙廁所，且分別規畫於建物之

兩側，以為區隔，並納入女性比例及空間的需求

規畫，避免因不同使用習性產生干擾衝突。男、

女淋浴設備亦分別規畫於建物之兩側，以為區隔

，並納入女性比例及空間的需求規畫。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3,000      

大園國中 大園國中遷校暨新建校舍工程(103)

本案依性別平等法規規劃設計男女生廁所之比

例、也依規定設置哺乳室等相關配置，以達符合

性別平等之基本需求，並以此需求來編列相關預

算。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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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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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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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青埔國中 青埔國中新設校第2期工程(103)

1. 本案依性別平等法規請建築師規劃設計男女

廁所之比例。設計比例為1:5(男生50人一間；女

生10人一間)

2. 哺乳室一間，設置地點為健康中心旁，提供

給有需要之師生使用。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80,000     

青埔國小
桃園縣中壢市青埔國民小學校園整體規劃暨[第一

期校舍工程及設備]工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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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100,000    

興南國中
中壢市興南國中 ---興南國中遷校校舍新建工程

(103)

1. 編列性別平權項目經費，以達性別平等目

標：a.規劃階段：編列審議費，邀性平專家審查

校園性別需求及目標。b.執行階段：立體空間設

計建構依比例編列建置費用，以符合性平標準。

c.檢核階段：針對使用後需改進部分編列預算改

善，以達性別平權目標。

2. 本案請建築師依校園規劃可容納男､女總人

數比例及性別平等法規､建築相關法令規劃設

計：a.男、女生及無障礙廁所間數及設備。b.運

動後男、女淋浴間，更衣室及設備。 c.生產後

婦女之哺乳室。

3. 需符合性別平等之基本需求來編列預算，建

構性別尊重的、平權的、體貼的、舒適的及便利

的之現代化校園，改善社會現有性別刻板印象、

性別隔離、性別比例失衡及提升弱勢性別者之權

益。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200,000    

8 家庭教育中心

婚前教育成長營活動融入性別平等內涵（104年度

計畫名稱）

婚前教育成長營活動（105年度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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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9 文化局 桃園電影節

以片單內容規劃適合各性別參與的活動，並配合

不同的宣傳行銷管道，滿足各性別觀眾參與需

求。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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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空間規劃將考量不同性別、族群及年齡

層之閱讀需求，進行合宜之相關配置。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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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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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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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桃園市立木藝生態博物館計畫(103)
建物空間規劃將考量不同性別及年齡層參觀者之

需求。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50,000     

桃園警察局日式宿舍群歷史建築修復工程(103)
本館將提供不分性別的參觀服務，努力讓藝文環

境更友善，符合相關法規性別議題之發展趨勢。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48,000     

10
藝文設施管理

中心
2015鐵玫瑰劇場計畫(104)

考量不同的性別、年齡層的觀眾群設計多元的節

目內容，除硬體空間的規劃上，依照不同的性別

提供安全、友善的環境，更應從軟體戲劇節目之

安排，考量具性別意識之內容，如在今年戲劇的

規劃上，除了安排以女性為主的表演--「埃依菈

創藝舞團」《敲門》，而「故事工廠」所演出的

《男言之癮》則站在男性角色，讓女性學習如何

傾聽「男聲」。未來也將特別扶持以女性為主的

表演團隊。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500       10,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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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

對象無規範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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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       

桃園市有機農業推廣輔導計畫(104)

本計畫係以土地所有人為主體，並須通過驗證公

司驗證生產之農特產為有機農作物，並非以特定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規範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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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104年觀新藻礁生態保育計畫(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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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12 觀光旅遊局 石門水庫及大漢溪流域跨域亮點提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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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13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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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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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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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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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14 衛生局
105年傳染病防治計畫-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畫

(105)

本計畫總預算經費為新臺幣476萬5,333元整，其

中160萬元整(33.58%)，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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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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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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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     390,000    

105年子宮頸癌疫苗接種計畫(104)

→105年度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接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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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00      

健康幸福家庭補助計畫(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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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76      30,000     

104年桃園市學齡前兒童免費健康檢查暨牙齒塗氟

服務計畫(桃園愛兒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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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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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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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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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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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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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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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3      13,229     

桃園市心理健康促進服務計畫(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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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       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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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       

整合型高齡友善藥事服務計畫(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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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5 環境保護局
105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

執行計畫-(第一區)(105)

本計畫服務對象為噪音補助劃定區域內民眾，故

本計畫之經費配置並無特定性別需求。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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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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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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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105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

執行計畫-(第二區)(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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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104年度移動污染源單一窗口為民服務計畫(104)
本計畫編列並配置適宜推廣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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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       

103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

執行計畫-第一、二區(第一區)(104)

本計畫編列並配置適宜推廣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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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103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

執行計畫-第一、二區(第二區)(104)

本計畫編列並配置適宜推廣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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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16 警察局

105年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建構婦幼安全防制危害宣

導實施計畫(105)
本計畫宣導對象為一般民眾及案件加害人，經費

運用以消弭被害、保護婦幼為目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70          

犯罪預防宣導-防制青少年犯罪及加強婦幼安全

(納入白絲帶活動)(104)
計畫主軸為男性青少年，經費運用上皆以男性為

主。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448         

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103)

興建辦公廳舍，103年編列預算3500萬元，104年

4000萬元。本廳舍新建工程針對不同性別及無障

礙設施，共計編列經費4,668,068元，另溫馨會

談室，將於落成啟用後，循程序編列預算，取得

經費後辦理。

桃園市(縣)政府計

畫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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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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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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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17 社會局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105) 計畫及經費未因性別而有所差異。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6,100       

桃園市10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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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0      

18
原住民族行政

局

10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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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0       

19 財政局
桃園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公有非公用土地清查作業

計畫(104)
計畫與性別關連程度無關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500      

20 水務局 市管區域排水疏浚防洪歲修計畫(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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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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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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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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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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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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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市管區域排水疏濬防洪歲修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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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0     

21 勞動局
桃園市就業服務據點暨協助特定對象就業輔導計

畫(105)

本計畫視求職者之性別差異提供適性之就業服

務。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240         

桃園市政府工會女性幹部實施計畫(105)
本計畫受益對象無特定性別，旨在提升實質性別

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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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22 客家事務局 客家知識學苑(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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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環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3,300       

105年度「桐花祭-桐花健行」(104)
105年桐花祭活動全部預算840萬，含括10項主題

活動，有關賞桐健行部分約計80萬元。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800         

客家婦女學苑(104)
預算編列150萬以辦理客家婦女學苑多元學習成

長等相關經費。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500      

23 體育局 桃園市105年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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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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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平鎮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104)-工務局代辦體

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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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00     14,386     

24 青年事務局 青年公共事務培力計畫(105)
總預算180萬中包含性別意識宣導、提倡性別相

關議題、性別平等等相關課程安排。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800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TYC-Campus創新產業人

才培育發展計畫」計畫書(104)
本計畫104年度調整後預算編列654萬元整。

桃園市政府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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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二、(四)

桃園市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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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機關名稱 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計畫名稱

104年度
是否較上年度成

長

【(C)>(F):是;

(C)≦(F):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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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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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