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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 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107 年 4 月 2 日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3 次會議決議通過 

■組別（甲、乙、丙、丁組）：  甲  組 

 

 姓名 科室 職稱 任務 

性別議題聯絡人 

許慧玲 人事室 專員 1. 熟悉本府性別主流

化總計畫。 

2. 從性別視角審核、監

督機關內之政策、措

施、方案、計畫。 

張志豪 綜合企劃科 正工程司 

吳書萍 綜合企劃科 股長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承辦人 張哲睿 綜合企劃科 助理工程員 

承辦人直屬長官 吳書萍 綜合企劃科 股長 

             

一、 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 

（一）修正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本辦法修正內容涉同性伴侶部分，摘要說明如下： 

1. 開放同性伴侶申租公宅，其權利義務準用配偶之規定。 

2. 配合修正相關條文，如家庭成員定義、人口數計算範圍、承租人死亡後，其同性伴侶之換約續租規定。 

（二）推動公共住宅之性別平權方案 

本局規劃興建公共住宅計畫，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考量各族群之安全與需求為依據，並納入無障礙及通用設計標準，包含

相關室外通路、室內通路、廁所、無障礙廁所等，係考量不同性別、年齡及行動不便者之使用者需求，秉持「性別平權」及創造友

善環境之核心價值，提供安全、優質及舒適之生活居住環境。 

二、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一） 成員（丁組性別議題聯絡人未達 3 人以上者，可於說明欄中備註說明） 

 總數 男性 女性 單一性別比例（較低者） 無法達到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者請說明原因 

性別議題聯絡人 3 1 2 男性 本局性別議題聯絡人男女性別比例符合單一性別三

分之一原則。 

全體委員 20 11 9 女性 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係由本局各科、室主管、

3 位府外委員及性別議題聯絡人擔任，男女性別比例

符合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原則。 

 

（二） 運作情形 

 會議主席 

（請勾選，主席為｢其他｣者，請填報職稱。） 

全數委員出席狀況 

（請勾選） 
府外委員出席者 

（請一一填報姓名） 
首長 副首長 主秘 其他 全數委員出席 超過 2/3 委員出席 

106-1    (專委)   何碧珍委員、黃煥榮委員 

106-2       黃馨慧委員、何碧珍委員 

106-3       黃馨慧委員、何碧珍委員 

 

●附件 1：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附件 2：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辦理情形一覽表 

 

三、 性別意識培力 

（一） 一般公務員參訓比率 (人事室) 

（「一般公務人員」係指機關組織編制內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有案之職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總人數：210 人              男性人數：111 人            女性人數：99 人 

 一般公務員完成人數 一般公務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2 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199 人 94.8% 108 人 97.3% 91 91.9% 

 

（二） 主管人員參訓比率 (人事室) 

（「主管人員」係指市府及機關正副首長、正副幕僚長及單位主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2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主管總數：48 人                 男性主管數：25 人            女性主管數：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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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完成人數 主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2 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48 人 100% 25 人 100% 23 人 100% 

 

 

（三） 聘僱人員參訓比率 (人事室) 

（｢聘僱人員｣係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二點（一）、（二）之適用對象，每人每年均須完

成 2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總人數：57 人                 男性人數：26 人            女性人數：31 人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 2 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41 80.4% 17 65.4% 24 77.4% 

 

（四）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參訓時數 (人事室)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 18小時課程訓練，其中 1天以上應屬進階課程。 

年中間因職務異動，或人數超過總計畫規範者，機關可擇其中培力時數較高者填寫。) 

 姓名 年度培力總時數 進階課程時數 

性別議題聯絡人 許慧玲 54 51 

性別議題聯絡人 張志豪 42 34 

性別議題聯絡人 吳書萍 28 28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張哲睿 6 6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五） 自辦訓練（含跨機關聯合辦理，請自行增加欄位複製選項）(人事室) 

項

次 

辦理日期

或預計辦

理日期 

訓練班期(活

動)名稱 

訓練對象 

（可複選） 

訓練目標(內

容)或活動簡

介 

講師資

料 

課程類別 

（可複選） 

訓練方式 

（可複選） 

時

數 
參加人數 

1.  106-5-18 

探討性別影

響評估與性

騷擾防治之

應 對 ( 含

CEDAW介紹) 

▓ 一 般 公 務 人

員：本局暨所屬機

關人員 

□高階公務人員： 

□其他：_______ 

1. 性 別 影 響

評估簡介/1

小時。 

2. 性 騷 擾 防

治 概 述 /1

小時。 

3. CEDAW 簡

介/1 小時。 

 

王 淑 楨

老師(台

灣 復 原

力 社 會

福 利 協

會 秘 書

長)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例討論 

▓設計課後評估或

滿意度調查問卷 

3 

總計 60 人 

 

男 34 人 

女 26 人 

2.  106-3-30 

106 年度政策

性及初任人

員「性別意識

培力」訓練 

▓ 一 般 公 務 人

員：本局暨所屬機

關人員 

□高階公務人員： 

□其他：_______ 

性別主流化工

具概念與實例

運用/3 小時 

李 麗 慧

老 師 

(財團法

人 現 代

婦 女 基

金 會 專

案執行)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例討論 

▓設計課後評估或

滿意度調查問卷 

3 

總計 43 人 

 

男 12 人 

女 31 人 

3.           

*「訓練方式」之「多元形式」係指：非僅以傳統講師授課方式辦理，而採多元形式，如工作坊、電影賞析、讀書會、選讀性平相關

媒材、個案研討、角色扮演、體驗學習、案例演練等 

 

四、 性別統計及分析 

（一）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05-108 年度指標項目）（會計室、綜合企劃科） 

名稱 數量 

主計處列管 

（會計室） 

機關構列管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 2 項 13 項 

既有性別統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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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  

項

次 
新增指標名稱 新增指標定義及說明 

列管層級（請勾選） 

主計處列管 機關構列管 

1.  無    

 

（三） 新增性別統計項目 （會計室、各科處） 

項

次 
新增項目名稱 新增項目定義及說明 

列管層級（請勾選） 

主計處列管 機關構列管 

1.  無    

 

（四）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項

次 

分析專題名稱 辦理科室或受委託辦理單位名稱 提送性平小組專題報告時間 

1.  住宅租金補貼相關申請規定與性別平等 住宅服務科 106年 12月 25日本局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第 22 次專案會

議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請全數檢附）(詳附件 1) 

 

五、 性別影響評估：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報情形 

（一） 自治條例 （都市規劃科填列） 

項

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者

意見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若

無可免填） 

程序參與方式及專家學者

姓名（依方式擇以下一欄

內填入專家學者姓名） 

專家學者 

意見項數

(幾項) 

專家學者 

參採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書面審查 性平小組 

1.  臺北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理自

治條例 

工業區放寬設置學前教育設施（幼兒園），

對鼓勵育有嬰幼兒之受雇者安心就業具正

面效益，應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精神 

張文昌委員  1 1 106/5/19 

（二） 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住宅工程科填列） 

項

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者

意見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若

無可免填） 

程序參與方式及專家學者

姓名（依方式擇以下一欄

內填入專家學者姓名） 

專家學者 

意見項數

(幾項) 

專家學者 

參採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書面審查 性平小組 

1.  青年公宅性別

影響評估 

1.公共住宅興建係以本市一般市民為主要

服務對象，其中各坪型 5％比例戶數以『下

肢障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用對象(依衛服

部統計處統計通報資料，103 年第 4 季身心

障礙人口者人數佔全國比率為 4.87%，其中

臺北市為 4.47%，故公共住宅通用戶比率以

5%規劃為妥適)，公共住宅各坪型 5％比例

戶數以『下肢障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用對

象，進行通用設計之規劃，該規劃方向並無

針對性別而有所區別。另舉辦公聽會所得男

女對於各房型空間的想法並無顯著差異，僅

對居室採光通風空間等基本建議。 

2.本案預估男女申請比例約為 1：1，有關實

際提出租屋申請人的性別比例部分，將俟本

案後續興建完成後，藉由公開透明資訊，提

供給本市符合租屋需求之市民申請辦理，再

予進一步補充說明租屋申請人的性別比例

統計資料等。 

3.本工程內容符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函頒

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

篇。其中，公共住宅之承租市民均為預期服

 黃馨慧委

員、何碧珍

委員 

2 2 本案預定於

101 年至 106

年完成公共

住宅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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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使用者及受益者，本局藉由舉辦兩次公聽

會，聽取地方居民對於公共設施需求意見，

以健全公共住宅周邊生活機能，整合預期服

務之使用者。本工程並無針對性別訂有特別

的規劃方向。另本公共住宅案特規劃社區公

共保母設施，將帶給有育兒需求家庭托育之

便利性，並保障雙方之工作權利，促進性別

平等之正面影響。 

4.公共住宅預期受益對象為設籍本市 20 歲

以上未滿 46 歲青年族群，除一般符合資格

之市民外，另有部分戶數供特殊身分者承

租。另依據民政局 105 年 12 月底臺北市各

區現住人口（按性別及年齡分），設籍本市

20 歲以上未滿 46 歲之男性人口數為 478,158

人、女性人口數為 517,970 人，男女比例約

為 48％：52％。但本案未來承租資格條件尚

包含無自用住宅、家庭年所得多寡等限制，

因此上述預期受益對象之男女比例數值僅

列為參考。 

（三） 重大施政計畫  

項

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者

意見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若

無可免填） 

程序參與方式及專家學者

姓名（依方式擇以下一欄

內填入專家學者姓名） 

專家學者 

意見項數

(幾項) 

專家學者 

參採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書面審查 性平小組 

1.  無       

六、 性別預算 （會計室統計資料） 

（一） 本年度（106）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預期受惠對象及性別比） 

1.  都市更新處－員

工教育訓練(員

工性別主流化教

育訓練) 

4800 藉由培養員工之性別意識，使不論於從事公務或私生活領域時，皆能納入性別

觀點、察覺到性別差異，進而採取行動，促進性別平等 

2.  建築管理工程處

－員工性別主流

化教育訓練 

4800 1. 調訓都發局暨所屬員工計 50 名。                

2. 藉由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強化員工在公、私領域覺察性別差異的敏感度，

進而採取行動，於規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充分納入性別觀點，促

進性別平等。 

3. 本局性平專案小

組委員出席費 

18000 1. 協助性別平等政策、法規及行政措施之研議、檢討、修正事項。 

2. 提供性別平等業務之諮詢、指導規劃及評估審議事項。 

 總計 27600  

 

（二） 下年度（107）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預期受惠對象及性別比） 

1.  都市更新處－員

工教育訓練(員

工性別主流化教

育訓練) 

4800 藉由培養員工之性別意識，使不論於從事公務或私生活領域時，皆能納入性別

觀點、察覺到性別差異，進而採取行動，促進性別平等 

2.  建築管理工程處

－員工性別主流

化教育訓練 

4800 1. 調訓都發局暨所屬員工計 50 名。                

2. 藉由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強化員工在公、私領域覺察性別差異的敏感度，

進而採取行動，於規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令時，充分納入性別觀點，促

進性別平等。 

3. 本局性平專案小

組委員出席費 

18000 1. 協助性別平等政策、法規及行政措施之研議、檢討、修正事項。 

2. 提供性別平等業務之諮詢、指導規劃及評估審議事項。 

 總計 27600  

 

（三） 下年度與本年度相較之增減：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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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 

辦理單位及規範：各一級機關構依組別每年辦理類別及項目如下： 

（一）甲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5類，總計至少 6項。 

（二）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4類，每類至少 1項。 

（三）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3類，每類至少 1項。 

（四）丁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 2類，每類至少 1項。 

 

類別 項目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並備註

方案名稱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

別平等之政策、措施、

方案或計畫 

（住宅企劃科、住宅工

程科、人事室填列）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動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

策、措施、方案、計畫等。 

■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共住

宅新建工程」、「臺北市文山區

安康市場基地新建公營住宅

統包工程」、「臺北市萬華區青

年公共住宅新建工程」及「臺

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統

包工程」等 4 處公共住宅案。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 □ 

                       

3、主動規劃與推動相較於現行法令更加友善之性別平等措施。 ■ 

修正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

法 

4、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例如兒童節、婦女節、社工

日、母親節、護理師節、國際反恐同日、父親節、臺灣女孩日等。 

□ 

                       

5、其他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 

1. 本局暨所屬機關 106 年度

政策性及初任人員訓練計

畫，訂於 106 年 3 月辦理

「性別意識培力(含性別

預算及性別統計概論」、同

年 5 月辦理「性別影響評

估工作坊(性別影響評估

表實作)」等 2 梯次性別主

流化政策訓練。 

2. 推動公共住宅之性別平權

方案。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

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

務，鼓勵、督導區公所、

所屬機關、民間組織（如

人民團體、基金會、機

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

平等 

1、納入區公所及所屬機關為一級機關構性別主流化計畫實施對象。 □ 

                       

2、鼓勵、督導區公所及所屬機關訂頒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

推動性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 

                       

4、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評鑑及考核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

之計畫或方案等，納入對象若有推動性別平等之事項得以加額補助、優先補助、

加分等積極獎勵作為。 

□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

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

設計 

（住宅工程科填列）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 

                       

3、於活動宣導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概念，宜與活動相關為佳，盡量避免僅有口

號宣導。 

□ 

                       

4、辦理活動時優先考量設有性別友善設施設備之場地。 ■ 

1. 臺北創新實驗室（「銀髮

智慧公宅座談會」、「公共

住宅智慧社區建置規範

手冊與採購策略說明



6 
 

類別 項目 請勾選年度辦理項目並備註

方案名稱 

會」） 

2. 市府大樓（「臺北市南港

區東明公共住宅智慧社

區統包工程簽約記者

會」） 

3. 興隆公宅（「興隆公共住

宅 1 區智慧電網節電成

效記者會」）。                       

5、規劃性別友善專區提供服務。 

 

□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衡平

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

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1、針對與機關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

或案例，如社工、托育人員、警察、消防員、護理師、照顧服務員等。 

□ 

                       

2、針對機關構業務研發一般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或案例彙編

等。 

□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政風室、人事室填列）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

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 

本局局網廉政專區加入性別

平等宣導影片連結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宣導文宣：須有具體宣導內容。 □ 

                       

（六）所屬府層級或一

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

會及公務人員考績甄審

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

別比例原則情形 

（綜合企劃科、住宅企

劃科、人事室填列） 

1、所屬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 

成立「臺北市政府住宅沈議會

（原為臺北市政府公共住宅

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別

比例原則。                       

2、所屬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 

成立「都發局容積代金估價工

作小組」，符合三分之一性別

比例原則                       

3、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原則。 

 

█ 

本局106年公務人員考績甄審

委員會組成，符合三分之一性

別比例原則。 

 

成果說明： 

1. 請依組別要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2. 可於欄位中檢附相關照片及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連結及附件，自由排版呈現。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住宅企劃科、住宅工程科、人事室填列） 

方案名稱：  

1. 修正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1) 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公布及住宅法於 106 年 1 月 11 日修正公布，本局啟動修正「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

辦法」，該辦法經本府 106 年 8 月 3 日府法綜字第 10632777700 號令發布在案。 

(2) 本辦法修正內容涉同性伴侶部分，摘要說明如下： 

A. 開放同性伴侶申租公宅，其權利義務準用配偶之規定。 

B. 配合修正相關條文，如家庭成員定義、人口數計算範圍、承租人死亡後，其同性伴侶之換約續租規定。 

2. 推動公共住宅之性別平權方案 

(1) 本局規劃興建公共住宅計畫，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考量各族群之安全與需求為依據，並納入無障礙及通用設計標

準，包含相關室外通路、室內通路、廁所、無障礙廁所等，係考量不同性別、年齡及行動不便者之使用者需求，秉持「性

別平權」及創造友善環境之核心價值，提供安全、優質及舒適之生活居住環境。 

(2) 有關本局辦理「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共住宅新建工程」、「臺北市文山區安康市場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臺北市萬

華區青年公共住宅新建工程」及「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統包工程」等 4 案，已據以規劃設計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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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局暨所屬機關 106 年度政策性及初任人員訓練計畫，訂於 106 年 3 月辦理「性別意識培力(含性別預算及性別統計概論」、同

年 5 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工作坊(性別影響評估表實作)」等 2 梯次性別主流化政策訓練。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

性別平等  

方案名稱：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住宅工程科填列） 

方案名稱：  

1.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公共住宅新建工程」、「臺北市文山區安康市場基地新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宅

新建工程」及「臺北市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統包工程」等 4 處公共住宅案，設有性別有善設施設備之場地。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方案名稱：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人事室、政風室填列） 

方案名稱： 

1. 本局 106 年 5 月 18 日辦理探討性別影響評估與性騷擾防治之應對(含 CEDAW 介紹)。 

 

2. 本局局網廉政專區加入性別平等宣導影片連結 

 

（六）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及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情形 （住宅企化科、綜合企劃

科、人事室填列） 

方案名稱：                                    

1. 成立「臺北市政府住宅審議會」（原為臺北市政府公共住宅委員會） 

(1) 推動兩性平權，參與市政建設討論，本委員設置辦法第 2 條明定本會委原任一性別不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外聘

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為原則。 

(2) 委員會性別比例情形： 

A. 委員會委員性別統計：男性 13 人、女性 10 人，共 23 人（外聘委員 16 人，男性 8 人、女性 8 人）。 

B. 實際聘派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高於設置辦法規定。 

2. 成立「都發局 106 年度容積代金估價工作小組」，性別統計：男性 6 人、女性 7 人，共 13 人，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3. 本局 107 年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組成，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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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相關成果 （住宅工程科填列） 

（除總計畫所規定應辦理事項外，機關構自行推展之促進性別平等相關作為。若無則免。） 

 

1.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宅二期統包工程(詳附件 2) 

 

九、 未來推展性別主流化之重點項目及精進作為 （住宅工程科填列） 

各機關構於下年度，為深化內部執行業務過程中深化性別主流化概念，或透過業務促進政府機關內部或民間社會性別平等的相關措施與

作為。（請擇重點填寫，若無則免填。） 

 

項次 重點項目或方案名稱 現況說明 具體策略 預期效益 

1.  推動公共住宅之性別平權方案 本局規劃興建公共住

宅計畫，辦理規劃、設

計及施工階段，考量各

族群之安全與需求為

依據，並納入無障礙及

通用設計標準，包含相

關室外通路、室內通

路、廁所、無障礙廁所

等，並考量不同性別、

年齡及行動不便者之

使用者需求。 

本局公共住宅將規劃托嬰中心或社區公

共保母等空間設置，提供有育兒需求之

家庭托嬰便利性，並能保障雙方之工作

權利，以促進性別平等之正面影響。 

秉持「性別平權」及創造友善

環境之核心價值，提供安全、

優質及舒適之生活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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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6年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105 年度租金補貼核准戶申請人及特殊身分
1
之性別統計

2
 
3
 

一、核准戶之申請人 

 核准戶中女性申請人多於男性，占 56.91%。 
 

 男 女 計 

人數 3,854  5,089 8,943 

占比 43.09% 56.91%  100% 

 

二、核准戶之申請人具任一特殊身分者 

 核准戶中，具任一特殊身分之女性申請人比男性多 194 人。 
 

 男 女 計 

人數 2,316 2,510 4,826 

占核准戶之比例 47.99% 52.01% 100% 

 

三、核准戶中具各類特殊身分者 

 最多核准戶申請人具備的特殊身分為「低收入戶」，以女性居多； 

  此外，低收、特境、受家暴/性侵、原民等特殊身分，亦以女性居多。 
 

 
人數 占核准戶 

之比例 
 

男 女 計 

低收入戶 1554 1789 3343 37.38% 

特殊境遇 7 103 110 1.23% 

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225 290 515 5.76% 

安置、寄養結束無法返家且未滿 25 歲 0 0 0 0 

65 歲以上 925 518 1443 16.13% 

家庭暴力 0 12 12 0.13% 

身心障礙者 619 457 1076 12.03% 

感染 AIDS 或免疫缺乏症 14 1 15 0.16% 

原住民 58 101 159 1.78% 

重大災害災民 0 0 0 0 

遊民 4 0 4 0.04% 

其他經中央機關認定者 0 0 0 0 

 

三、核准戶中家庭組成情形 

核准戶中家庭組成為 40 歲以上單身，亦以女性居多 

三代同堂 

 
人數 占核准戶 

之比例 
 

男 女 計 

40 歲以上單身 931 973 1,904 22.75% 

三代同堂 376 406 782 8.74% 

 
1 特殊身分」係指《住宅法》第 4條第 1項所訂之 12類身分： 

 ①低收入戶；②特殊境遇家庭；③育有未成年子女 3人以上； 

④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歲； 

⑤65歲以上之老人；⑥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⑦身心障礙者；⑧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⑨原住民；⑩災民；⑪遊民；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1 「特殊身分」係指《住宅法》第 4 條第 1 項所訂之 12 類身分： 

○1 低收入戶；○2 特殊境遇家庭；○3 育有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 

○4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 25 歲； 

○5 65 歲以上之老人；○6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7 身心障礙者；○8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9 原住民；○10災民；○11遊民；○12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2 以申請人（即為承租人）為統計對象。 
3 男性較多的格子以藍色標記，女性較多的格子則以紅色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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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申請人（即為承租人）為統計對象。 
3男性較多的格子以藍色標記，女性較多的格子則以紅色標記。 

 

 

 

  



11 
 

附件 2-其他相關成果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共住宅二期統包工程推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一、 基本資料 

(一)基地位置： 

基地位於青年路、水源路路口週遭，鄰青年公園、馬場町紀念公園。基地現況為「青年文創育成園區」， 基地附近有韓僑國小、萬大國

小、東園國小等方便住戶子女就學，基地臨接公園，休閒活動空間充裕。 

(二)基地及週遭環境說明: 

1、基地北側臨青年公園，主要道路為水源路(36M)、萬大路（25M）青年路(20M)，向東北可至本市中正區、向西南可至新北市板橋區，

東項為水源快速道路。 

2.基地週遭:基地北側隔 20M青年路臨青年公園，東側為興建中的青年住宅一期工程，南向為社區基地內通路。 

3.基地環境現況:現況地面有建築物已於 106 年 6月 22日取得拆除執照(詳拆除執照附表)預計拆除；基地地勢平坦，高差約 17公分。 

4.現有人行道:基地面青年路現有 1.5M人行道，延續至水源路 

(三)空間使用計畫: 

1.住宅使用單元各空間有效開口，提供良好的通風採光。 

2.採用模組式單元設計，有益於居住混合型態的相互鄰里關係，塑造簇群的良好管理單元。 

3.青年公共住宅單棟標準層平面以 16戶為一樓層單元，高樓層標準層平面則以 10戶至 14 戶為一樓層單元，依需求總戶數配置兩棟 19

層之住宅大樓，總規劃戶數為 518戶。 

4.A棟地面層沿 20m青年路設置里民活動中心。 

5.A棟地面層接近中央庭園處設置社區公共保母，便兩棟大樓住戶使用。 

6.B棟地面層設置萬華區清潔隊青年分隊，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使用 B棟地面層部份空間及 B 棟二層空間。 

 

表 1基本資料 

 
 

二、 外部環境 

都市裡缺乏良好的托兒、扶養中心、大眾運輸系統與廁所等服務設施；加上社會對於女性角色在意識型態上的控制，要求女人應有適當

的行為舉止；以及性騷擾與暴力事件的層出不窮，導致女性無法與男性有相同的機會使用都市公共空間。由於設計時未考慮整體之規劃而迸

出的畸零地或是人煙罕至的後巷，都易成為危險場所。對於使用者，特別是女性，添加了心理上的威脅。人身安全的問題， 根據國外研究證

實「犯罪與空間設計」有密切關係，東西方各種文化的"傳統文化空間"都極少考慮性別需求之差異，只靠限制女人與小孩的行動在私領域中

活 動，夜晚除非有人陪伴，否則只有白天才能安全外出，也就是說公共空間多半只為男性而設。 

本案設置托兒中心，讓女性可以放心工作，並設置設置符合需求的餵奶空間及冰箱。樓梯間有足夠之光線，不會成為令人害怕之治安死

角等友善空間的設置，如圖 1所示。並改善死角問題，公共空間所造成的問題通常都在死角內發生，所以我們應該 增加照明及巡邏；無法改

善之環境，在視覺死角設置監視器，使女性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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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外部空間平面圖 

目前的空間規劃在對待兩性上已出現問題。原因之一，是空間之專業長久以來多由男性的角度切入，是為男造的空間，缺少從女性使用

者角度思考需求，因而限制了女性在空間上的發展。 

本案設計時考慮整體之規劃，基地四周皆有退縮留設開放空間，東西側最小退縮寬度為 6米,南北側則最小開放空間為 8米，西北側留設

大型公共開放空間， 各道路寬度大及設有充足之照明設備、監視器且建築物四周開落地窗維持空間的互動性，故無畸零地及人煙罕至的後巷，

女性晚歸時可以放心回家。另通道鋪面平整，不會造成穿著裙裝以及高跟鞋的女性在行走上有不安全及不便之疑慮，如圖 2所示。 

 

 

圖 2外部空間平面圖 

三、 公共空間 

(一)性別友善廁所 

性別友善廁所」（又稱：通用/共用廁所、無性別廁所、性別中立廁所)廁內空間不以生理性別作為區隔，是讓任何性別的人皆得以安心無

障礙的如廁。在一定程度上能解決男女廁所的空間配置比例和如廁時間比例不均勻的問題，讓整體使用上更加有彈性和效率，並節省空間使

用。廁所，是我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空間，但我們總是忽略它的公平性。仔細思考，女廁便器所需之面積大於男廁便器，因此女性所能使用

的間數往往少於男性；根據研究顯示，由於男女生 理上的差異，女性如廁時間幾乎為男性的二倍，甚至更多，同時次數亦較為頻繁，其實女

廁需要更大的空間，才能達到立足點上的平等。 

本案一樓公共空間設置性別友善廁所五間，男廁及女廁各一間，比例平均，故女性不必須使用意志來壓抑自己生理的需求，也不需要浪

費較多的時間在無謂的等待，而剝奪了從事其他活動的發展與機會，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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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外部空間平面圖 

 

(二)走道通風及採光 

女性空間之基本需求為人類生活追求環境的基本需求為安全、方便、舒適、斯密、歸序等。女性因性別差異需增加一點關懷與體貼，使

女性能自主獨立從事各項社會活動，不需結伴、依賴或不敢外出，而阻礙了成長機會。在住宅空間規劃上，應考量幾項女性需求： 

1.安全（Safety）  

一般建築共同出現的防震、防火、防水、防風等，地質、結構、技術或建材之安全考量。女性另外重視防治犯罪之“人身安全”問題。 

2.方便（Convenience） 

縮短動線、空間及沒備足夠，及無障礙環境。 

3.舒適（Comfortable） 

一般建築設計，考慮基本的通風、採光、隔音外，尚注意視覺距離，角度的空間安排，符合人體工學的傢俱。女性對安全距離、空間大小及

色彩愉悅有性別差異，女性住宅生活之行為及心理，有被細心考慮到的需求。  

4.私密（Privacy） 

女性對私密的需求較男性為高。  

5.領域（Territory） 

空間屬性分私人、半私人、半公共、及公共四類；國外研究在個人或小群領域清楚界定。在權力被保障的環境成長的人，比較有安全感，也

願與人合作。 

 本案設計戶外視覺可見之窗戶或位置。梯級邊緣凸起或扶手欄梯下半部設計不透明材料，以安女性上下樓梯及行動不變者，符合方便的

原則。住宅之安全考量在走道部分設置多處挑空開窗，白天有良好通風及採光，晚上則增加照明，降低危險發生之可能性，符合舒適的原則。 

 

 

圖 4外部空間平面圖 

四、 住宅單元 

(一) 住宅 A三房型 

由於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以男性在外，女性在內（可被保護）的想像規劃。以住宅之設計為例，以「遠庖廚」的想像將廚房設置於角

落，狹小且與其他空間隔絕。對於必須同時照顧其他家務的女性而言極不方便，同時也讓廚房中的女性隔絕於屋內其他活動。 

本案設計之房型皆以男女平等為前提之下做適當的空間規劃.以「廚房」為例,各房型的廚房皆設置於通風採光良好的陽台旁且連接寬敞

的客／餐廳避免了傳統女性空間被隔絕於陰暗角落的設計方式。另外，臥室皆留設足夠的收納空間讓普片生活用品較多的女性不會因收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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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足而被迫選擇特定房型，如圖 5所示。 

 

 

圖 5 住宅 A三房型 

 

(二) 住宅 B二房型 

 

圖 6住宅 B三房型 

(三) 住宅 C一房型 

 

圖 7住宅 C三房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