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06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 分整
二、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藍召集人東茂

記錄：李麗素

四、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有關本局 106 年新增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3 項，請會計室研
議增列百分比欄位，資訊科配合辦理一案。
執行情形：會計室將配合財政部網站公告資料，預計於 106 年 6 月
底前完成 3 項新增指標項目之性別統計表。
(二) 案由：本局擇定 106 年一案府決行重大施政計畫案及一案不須經府
決行施政計畫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一案。
執行情形：本局擇定「桃園市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作業計畫」為府決
行計畫案件，另擇定「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增設區公所服務櫃臺計
畫」為非府決行計畫案件，上揭計畫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經專家
學者仉桂美副教授書面意見審查，評估結果均與性別無關，並已報送
市府研考會在案。
(三) 案由：為訂定本局「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擇定一局處觀摩學習
一案。
執行情形：依市府提供之 14 局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資料，暫擇
3 局處，並交付本次會議提案討論時進行審議。
(四) 案由：研訂「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06 年度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
同推動性別平等暨稅務法令講習會實施計畫」草案一案。
執行情形：本草案依決議修正部分內容後，經提報本市性別平等辦公
室，計畫名稱依該辦公室建議修正為「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06 年
度與會計師公會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暨稅務法令講習會實施計畫」
，至
於計畫內容，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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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由：本局 CEDAW 法規檢視及宣導相關作為一案。
執行情形：
1.有關 CEDAW 法規檢視後積極改進縮小性別統計落差部分，本局經檢
視現行法規後，尚無須積極改進縮小性別統計落差之法案，除與本市
性平辦公室連繫，可免提案外，並經本小組照案通過。
2.CEDAW 宣導部分：
(1)依本小組審議通過之本局 106 年度 CEDAW 宣導規劃表期程，賡續
對內部員工及外部民眾辦理宣導。(參閱附件 1)
(2)有關本局配合市府自製 CEDAW 影片辦理宣導事宜，規劃於各單位
辦理各項訓練研習活動時，邀請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團隊督導周主
任秘書素英或性別議題聯絡人曾主任雅芬，於播放 CEDAW 影片時，
進行內容賞析說明與宣導。
主席裁示：案由(一)續列管，案由(三)併提案討論，餘同意備查。
七、 工作報告：
(一) 本局 105 年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計畫之性別觀點執行成果：
1.本局 105 年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計畫為「105 年成立蘆竹分局計畫」
，
該計畫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經專家學者仉桂美副教授書面意見
審查及本小組審議，評估結果均與性別無關。
2.本局蘆竹分局業於 105 年 7 月 4 日成立，因該成立計畫與性別無關，
爰無具性別觀點之相關執行成果。
(二) 105 年度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完整年度執行成果，詳如執行成果表。
(參閱附件 2)
(三) 本局 105 年 10 月至 106 年 1 月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
1. 105 年 11 月 3 日假本局三樓大禮堂辦理 105 年度性別平權政策方針
─健康、醫療與照護專題演講。
(1)講師：聘請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科張自強主任擔任。
(2)參加對象：本局編制內人員及約聘僱、臨時人員。參訓人員計 86
人，其中男性參訓人數 13 人，佔男性員工總人數(94 人)13.83%，
女性參訓人數 73 人，佔女性員工總人數(477 人)15.30%。
2.本局運用辦理租稅宣導活動場地，懸掛張貼性別平等彩色布條、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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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文宣，宣導性平意識，相關辦理情形如下：
編號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地點

對象

桃園區
建國公園

一般民眾

宣導人次
(估計數)

1

「愛心辦稅園遊會」結合
105 年 10 月 1 日
統一發票租稅宣導活動

2

「租稅美術創作競賽成果
楊梅區
校內教職員工、
105 年 10 月 29 日
展」租稅宣導活動
楊梅國中
學生、家長

900 人

3

「租稅美術創作競賽成果
大溪區
校內教職員工、
105 年 10 月 29 日
展」租稅宣導活動
田心國小
學生、家長

800 人

4

「租稅知識王 揪團來闖
中壢區
參與競賽大專院
105 年 11 月 12 日
關」租稅宣導活動
中原大學
校生、民眾

150 人

5

「105 年兒少高風險家庭
本局三樓
105 年 11 月 17 日
關懷服務教育訓練」活動
大禮堂

2,500 人

本局員工

83 人

總統府前
6 盃台北場路跑活動」租稅 105 年 11 月 27 日
廣場
暨統一發票推行宣導活動

一般民眾

10,000 人

平鎮區平
鎮圖書館

一般民眾

500 人

一般民眾

500 人

中壢社區大學
學生

300 人

「財政部 105 年統一發票

7 「2016 好書交換」活動

105 年 12 月 17 日

8

「 2016 耶 誕 搖 滾 桃 樂
中壢區
105 年 12 月 24 日
夜」活動
中正公園

9

中壢社區大學「105-2 秋季
106 年 1 月 7 日
班結業典禮」活動

中壢區
新明國中

3.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3。
(四) 本局 106 年 1 月至 2 月辦理 CEDAW 宣導執行成果：
1.對內部員工宣導部分：於本局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建置 CEDAW 宣
導影片播放區，提供員工觀賞，以加強性平意識。
2.對外部民眾宣導部分：於本局公共區域及網站播放 CEDAW 宣導影片
(1)利用大廳「多功能媒體」
、櫃臺「多媒體觸控式滿意鈴」
，播放 CEDAW
宣導影片，提供民眾洽公時觀賞，宣導性平意識。
(2)利用本局網站「跑馬燈」、
「性別主流化專區」播放 CEDAW 宣導影
片，提供民眾觀賞，宣導性平意識。
(3)利用本局社群網站「Facebook」、
「Blog」播放 CEDAW 宣導影片，
提供民眾觀賞，宣導性平意識。
3.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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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為期本局 106 年府決行重大施政計畫案及非府決行施政計畫案之
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作業更為周全，提交本委員會審議一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桃園市政府各局處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建議事項辦理。
2. 本局 106 年府決行「桃園市使用牌照稅收回自徵作業計畫」及非
府決行「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增設區公所服務櫃臺計畫」
，有關
上揭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業已聘請熟悉該計畫領域之性別平等
專家學者仉桂美副教授(臺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資料庫成員)
進行書面意見審查在案，審查結果與性別無關。
3. 為使本計畫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更臻完善，爰提本小組會議進
行審議。
4. 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5。
決議：本計畫審查結果與性別無關，同意備查。
第二案
案由：為訂定本局「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請擇定一局處觀摩學習一
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桃園市政府各局處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建議事項辦理。
2. 依婦權會 104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本局應於 106 年擇定執行性別
平等具體行動措施之一個局處觀摩學習後，於 106 年 8 月底前訂
定本局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並先提送本小組討論，再提送性
別主流化推動組及性平會核備定案。
3. 目前已訂定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並應於 106 年執行之局處，計
有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動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原
住民族行政局、警察局、交通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
客家事務局、青年事務局等 14 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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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量本局服務對象為納稅義務人，以提升其性別平等意識為著眼
點，爰自前揭 14 局處中先擇較有亮點並適合本局學習之民政局、
教育局、社會局等 3 機關為預定觀摩名單，再視渠等機關執行成
果、配合意願及時間，擇定一或兩個機關進行觀摩學習。
5. 另為使本小組委員對推動性別平等措施有更深入的認識，建請全
體委員參與觀摩活動，參訪時間暫訂 7 月初；又性別平等具體行
動措施之推動對象，係對外之民眾，爰有關本局擬定性別平等具
體行動措施之主政單位，建請授權人事室簽陳局長核准後辦理。
6. 14 局處具體行動措施一覽表及計畫，詳如附件 6。
決議：本案相關事宜授權主辦單位簽辦。
第三案
案由：本局 106 年 1 至 2 月執行「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06 年度與會
計師公會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暨稅務法令講習會實施計畫」相關成
果報送市府性平辦公室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桃園市政府各局處召開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建議事項辦理。
2. 本局為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106 年度與臺灣省會計師公會共同
推動，配合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如：稅務座談會、春節團拜）
及辦理租稅相關講習會時，納入性別平等宣導，並提供有獎徵答
或問卷調查，提升學員對課程之興趣。
3. 本計畫 106 年 1 至 2 月之執行成果如下：
(1)106 年 1 月 20 日於臺灣省會計師公會北區辦公室辦理「會計師
租稅講習」活動
甲.辦理方式：除於講習會現場張貼性別平等宣導海報標語外，
並利用課程中穿插性別平等觀念宣導及有獎徵答活動，以增
進學員性別平等意識。
乙.參加對象：公會會員及助理人員，參加人數 32 人(女性 22
人、男性 10 人)。
(2)106 年 2 月 7 日於桃園市尊爵大飯店鑽石廳辦理「會計師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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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活動
甲.辦理方式：除於講習會現場張貼性別平等宣導海報標語外，
並由本局林科長玉禪簡介性別平等議題及觀念，同時於課程
中穿插性別平等有獎徵答活動，以增進學員性別平等意識。
乙.參加對象：公會會員及助理人員，參加人數 158 人(女性 51
人、男性 107 人)。
4. 相關執行成果及佐證資料，請參閱附件 7。
決議：照案通過，相關執行成果報送市府性平辦公室。
九、 委員指導與建議事項：
(一) 陳委員祖德：
1. 由這次會議內容及資料顯示，貴局能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辦
理如此豐富的宣導活動，令人欽佩，貴局在性平業務上的用心值
得肯定。
2. 本人受理很多有關家暴、財產分配的訴訟案件，發現在財產分配
上都是比較注重男性，可見目前市民對於性別平等的觀念尚未建
立，因此加強性別平等意識的宣導是有必要的。
3. 建議貴局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活動時，能進行活動意見調查，依民
眾反應意見，加以區分回饋。
(二) 盧委員孟宗：
1. 貴局能在性平這項節外生枝的工作上，做得如此的好，真不簡單，
我只能用「無孔不入」的形容詞來表達我的佩服之意。
2. 我認為政府所推動的性別改造工程，可分二大區塊：
(1)對社會民眾宣導：貴局目前的推動模式及步調，可繼續維持。
(2)公部門內部組織運作：市府將各局處均推上性別平等工作戰
線的第一線位置，以業務非與性別有直接相關，且不屬性平核
心的貴局而言，該如何應對呢？我想鼓勵大家的是，因為是第
一次做，雖然没有很多可以參考學習的對象，但不用害怕，盡
力就好，相信黃參議及市府會給予協助的。
3. 建議貴局性別主流化專區所建置之「性別統計指標」資料，亦能
放置在政府公務部門的統計資料中，以利民眾查閱。
十、 本市性平辦公室列席長官黃參議妙兒指導與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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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貴局業務屬性而言，非為性平業務核心及主責機關，以協辦機關的
角色而言，如要成果豐碩，相對困難；惟從本次豐富完整的會議報告
及資料內容觀之，貴局能在有限的人力及經費下，不遺餘力，相當用
心，實屬不易。各位除了必須為財政收入挹注心力以增加本市稅收，
同時又要用心在非本業的性平工作上，辛苦大家了，在此謹代表性平
辦公室向貴局致謝！
(二) 有關貴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 1/3，確因性別屬
性而致未合規定的問題，因法令只作訓示而非強行規定，貴局只要盡
力縮小差距即可。
(三) 另針對訂定貴局「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一案，其實性別平等具體
行動措施是相當抽象的，建議可就貴局業務擇一屬性能與性別平權
概念結合的項目，向貴局擇定參訪的機關觀摩，學習其擬定及執行經
驗，若市府今年有辦理該相關培力課程，亦可從中學習。
十一、 主席裁示：請主辦單位就各委員及黃參議建議事項研議辦理。
十二、 臨時動議：無
十三、 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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