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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7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件 

各案程序參與委員建議及機關參採情形 

第 1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漁業建設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本案雖為工程施作，建議兩部分： 

一、整體規劃整理港區陸域場域環境工程部分，於先期規劃及細部設

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

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工程細部設計，應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特性與安全需

求，以具備性別觀點： 

(1) 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道、廁所、倒車場、照

明、景觀座椅等設施。並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之婦女的

需求，設置親子廁所及無性別廁所之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要考量婦女夜間安全需求，規劃設置照明設施及巡邏路線。 

(3) 公共廁所：注意男女廁所設置地點、區位、照明、安全性之

考量，並應設置獨立式無性別、親子廁所及無障礙廁所、無

障礙設施等廁所性別友善措施考量此外，對廁所之間數、數

量、內部設施、尿布台、親子廁所之設計規劃均應注意性別

觀點。數量比例，規劃應符合 1:3之男女廁所比例(此比例不

應只是大便器之比例，應為使用者數量的比例)及安全措施。 

3.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1) 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材質均應考量婦女、

孩童、老人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分步道規劃

考量。 

(2) 步道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使用者之

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二、整體工程施作期間，應注意以下性別友善措施： 

1.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

息友善措施。 

2.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工作者

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3.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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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1. 入口及方向(地圖)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2. 各園區之地圖、路線圖、導覽牌、解說牌、指標、標誌，應具多

元文化觀點，提供不同語文之服務，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設

計以色彩標示功能之提供標示，以利民眾之參觀利便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 本計畫工程項目中「漁港區內漁會代管相關設施維護保養工程」

及「旗津區漁港照明設備改善工程」之施作內容，較有與專家建

議之施工階段性別友善措施，設計階段針場域綠美化照明、通行

動線等性別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等項目有關連性，未來

如核定經費能涵括辦理是項工程，將在規劃設計階段進行評估納

入考量。 

二、 已於針對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項下「三、實施步驟、方

法與分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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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於先期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

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工程細部設計，應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特性與安全需

求，以具備性別觀點： 

(1) 包含天然戲砂池及觀海步道、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

步道、廁所、倒車場、照明、景觀座椅等設施。並應關照嬰

兒車、攜帶幼兒之婦女的需求，設置親子廁所及無性別廁所

之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考量婦女夜間安全需求，規劃設置照明設施及巡邏路線。 

3.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1) 天然戲砂池及觀海步道、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

設、材質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

之行走列入部份步道規劃考量。 

(2) 觀海步道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使用

者之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二、整體工程施作期間，應注意以下性別友善措施： 

1.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

息友善措施。 

2.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工作者

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3.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三、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入口及方向(地圖)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計畫工程施作內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將施工期性別友善措

施，場域照明、親海步道動線、戲沙區等性別空間使用性、安全

性及友善性等納入考量，相關景觀意象需具多元文化觀點。 

二、已於針對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項下「三、實施步驟、方

法與分工」進行修正。 



4 

第 3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整補場及港區環境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規劃、施工、與未來開放運作均應採取住民參與機制，以降低民

眾抗爭及提供婦女參與機會： 

1. 規劃、進行居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提供參與管

道，納入女性意見。 

2. 除納入在地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等團體及意見女性的參與外，問

卷調查及會議均應納入在地婦女意見及參與機制。 

3.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團體納入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等團體。 

二、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的特性

及需求：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

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

息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未來女性使

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安全，並

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安全。 

三、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

特性與安全需求：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道、照

明、景觀座椅等設施。並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之婦女的需求，

重視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1) 整補場周邊環境改善：親水設施、遮陽棚、座椅、夜間照明、

植栽綠化、綠地、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材

質、照明設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行走特性，並將

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份步道規劃考量。 

(2) 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使用者之使用習慣與

安全措施。 

四、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園區之地圖、路線圖、導覽牌、解說牌、指標、標誌，應具多元

文化觀點，提供不同語文之服務，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設計

以色彩標示功能提供標示，以利民眾參觀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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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公民參與部分，受限於場域為公告漁港範圍區，依漁港法規定係

以使用為主，目前說明會及審查會徵詢相關性別觀點議題仍將以

區漁會為主體對象，輔以地方里民意見。 

二、施工階段之性別友善措施，還有施作內容之場域綠美化、照明安

全、親水休憩（座椅、遮陽棚架）、通行動線（通行路徑、鋪面

材質）等性別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等項目，將納入設計

考量，如有標誌牌設施亦將納入多元文化標誌。 

三、已於針對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項下「三、實施步驟、方

法與分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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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臨海新村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本案雖為工程施作，建議兩部份： 

一、整體規劃整理港區陸域場域環境工程部分，於規劃及細部設計應

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 

(1) 應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特性與安全需求，以具備性

別觀點。 

(2) 包含動線、步道等設施，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之婦女的

需求，之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地景、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材質均應考量婦女、

孩童、老人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分步道規劃考量。 

二、整體工程施作期間，應注意以下性別友善措施： 

1.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

息友善措施。 

2.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工作者

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3.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安全，並

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安全。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專家建議之施工階段性別友善措施（安全考量、廁所、休息友善、

工區對內外防護）應納入假設工程編列預算。 

二、景觀休憩工程改善部分，動線規劃及地面材質選擇可納入專家提

醒之性別友善概念，另公共空間場域改善部分，因主要為漏水修

繕以及消防設置改善以符合建管規定，較難融入性別友善概念。 

三、上述施工臨時友善措施以及景觀休憩設計考量性別友善觀點，設

計階段將要求委託設計單位將建議內容納入設計考量。並已修正

於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之「 三、實施步驟、方法與分

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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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茄萣區興達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的特性

及需求：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

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息

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未來女性使

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二、建議工程施作期間，應注意以下性別友善措施： 

1.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

息友善措施。 

2.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工作者

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3.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三、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

特性與安全需求： 

(1) 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道、廁所、倒車場、照

明、景觀座椅、親水遊憩設施等設施;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

兒之婦女的需求，重視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停車場要考量婦女安全需求，規劃設置地點、設計照明設施

及巡邏路線。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1) 環境綠美化工之綠地、地景、廣場、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

步道之舖設、材質、照明設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

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行走列入部份步道規劃考量。 

(2) 行人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使用者之

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四、當地意象設施、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1. 入口及、入口意象、方向(地圖)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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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觀點。 

2. 園區之地圖、路線圖、導覽牌、解說牌、指標、標誌，應具多

元文化觀點，提供不同語文之服務，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

設計以色彩標示功能提供標示，以利民眾參觀便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計畫預定執行兩期興達港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工

程，然而第一期工程部分業已於 106年底完成規劃設計以及工程

發包，相關性別友善概念融入恐有其困難性。 

二、第二期工程部分現正執行規劃設計，針對專家建議之施工階段性

別友善措施，還有設計階段針對場域綠美化照明、親水休憩、通

行動線等性別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等項目，將納入設計

考量，景觀意象設施亦將納入多元文化。 

三、已於針對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項下「三、實施步驟、方

法與分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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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梓官區蚵子寮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的特性

及需求：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

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息

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未來女性使

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安全，並

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安全。 

二、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

特性與安全需求： 

(1) 包含休憩觀光之親海步道之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

道、照明、景觀座椅等設施。都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之

婦女的需求，注意性別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觀夕平台、夜間光雕等休憩設施：要考量婦女安全需求，規

劃設置之地點、設計照明設施及巡邏路線。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1) 綠地、地景、廣場、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

材質、照明設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行走特性，並

將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份步道規劃考量。 

(2) 人行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使用者之

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三、意象設施、標示應具多元文化觀點： 

1. 入口及入口意象及方向(地圖)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多元

文化觀點。 

2. 園區之地圖、路線圖、導覽牌、解說牌、指標、標誌，應具多元

文化觀點，提供不同語文之服務，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設計

以色彩標示功能提供標示，以利民眾參觀便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施工階段性別友善措施（施工者安全、場域安全），還有施作內

容之場域綠美化、照明安全、親水休憩（座椅、遮陽棚架）、通

行動線（親海步道路徑、鋪面材質、嬰兒車通行）等性別空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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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等項目，將納入設計考量，景觀意象如有

設置標誌牌設施亦將納入多元文化標示。 

二、已於針對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項下「三、實施步驟、方

法與分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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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

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息

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使用

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二、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行走特

性與安全需求： 

(1) 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道、廁所、停車場、照

明、景觀座椅等設施。並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的婦女需

求，設置親子廁所及無性別廁所之友善空間規劃觀念。 

(2) 考量婦女安全需求，規劃設置設計照明設施及巡邏路線。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1) 綠地、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材質、照明設

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之行

走列入部份步道規劃考量。 

(2) 步道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使用者之

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計畫工程施作內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將施工期性別友善措

施，場域綠美化照明、人車動線、休憩座椅等性別空間使用性、

安全性及友善性等項目納入考量。 

二、已於針對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項下「三、實施步驟、方

法與分工」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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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案 

計畫名稱 桃源區龍橋改善工程 

主管機關 原民會 

計畫提報日期 106.04.07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計畫之先期作業、施工期間之規劃部分，未明確顯示列入性別觀

點考量，雖已說明將於提報需求案件申請、預算編列或審核時、

工程執行前等階段、將廣邀不同性別、年齡、族群(含在地區公

所、里長及民意代表)參與討論，徵詢其意見，透過村里長、部

落長老等資訊傳播機制，邀集弱勢族群參列入規劃思考，不同性

別與族群意見皆能納入考量。 

二、但仍提醒應特別注意提供社區部落婦女及女性意見領袖決策參

與之機制與機會，以確保婦女參與機會與管道。 

三、性別影響評估建議： 

1. 應做施工周邊居民性別人口統計，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 

(1) 進行人口統計時，不應忽略性別人口結構的統計（應含男女

性別人口數、年齡結構、族群）。 

(2) 進行在地人口統計分析，以利未來規劃居民參與機制參考，

增進在地居民及婦女之參與感。 

2. 先期作業、規劃、施工期均應採取住民參與機制，以降低民眾反

感及提供婦女參與機會： 

(1) 規劃、進行部落居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提

供參與管道，納入女性意見。 

(2) 除納入在地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教會婦女組織等團體及意

見女性的參與外，問卷調查及會議均應納入在地婦女意見及

參與機制。 

(3)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團體應納入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教

會婦女組織等團體。 

(4) 未來辦理維護管理，可與在地婦女團體、媽媽教室、教會婦

女組織結合，提供弱勢婦女就業機會。 

3. 編列社區資源時，應具性別意識： 

不應忽略在地婦女團體、媽媽教室、教會婦女組織及意見女性的

參與。 

4. 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

的特性及需求：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

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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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使

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

全，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

身安全。 

5. 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

行走特性與安全需求： 

a. 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道、等設施。並應

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之婦女的需求。 

b. 公共廁所注意男女廁所設置地點、安全性之考量，尤其對

間數數量、內部設施、親子廁所之設計規劃均應注意性別

觀點，數量比例，規劃應符合 1:3之男女廁所比例（此比

例不應只是有門間數之比例，應為使用者數量的比例）及

安全措施。 

c. 步道之材質、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身障者行走特性，

並將輪椅、嬰兒車行走考量列入部份走道的規劃考量。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a. 綠地、地景、廣場、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

材質、照明設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行走特性，

並將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份步道規劃考量。 

b. 自行車道：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

使用者之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6. 標示應具多元部落文化觀點： 

    橋梁入口意象及、方向(地圖)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多元

文化部落觀點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設計以色彩標示功能之提

供標示，以利民眾之參觀便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旨揭計畫為需求案之申請，俟預算編列、審核及工程執行等階段，將

參採委員性別影響評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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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案 

計畫名稱 桃源區建國橋改善工程 

主管機關 原民會 

計畫提報日期 106.04.07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此計畫之先期作業、施工期間之規劃部分，未明確顯示列入性別

觀點考量，雖已說明將於提報需求案件申請、預算編列或審核

時、工程執行前等階段、將廣邀不同性別、年齡、族群(含在地

區公所、里長及民意代表)參與討論，徵詢其意見，透過村里長、

部落長老等資訊傳播機制，邀集弱勢族群參列入規劃思考，不同

性別與族群意見皆能納入考量。 

二、 但仍提醒應特別注意提供社區部落婦女及女性意見領袖決策參

與之機制與機會，以確保婦女參與機會與管道。 

三、 性別影響評估建議： 

1. 應做施工周邊居民性別人口統計，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 

(1) 進行人口統計時，不應忽略性別人口結構的統計（應含男女

性別人口數、年齡結構、族群）。 

(2) 進行在地人口統計分析，以利未來規劃居民參與機制參考，

增進在地居民及婦女之參與感。 

2. 先期作業、規劃、施工期均應採取住民參與機制，以降低民眾反

感及提供婦女參與機會： 

(1) 規劃、進行部落居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提

供參與管道，納入女性意見。 

(2) 除納入在地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教會婦女組織等團體及意

見女性的參與外，問卷調查及會議均應納入在地婦女意見及

參與機制。 

(3)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團體應納入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教

會婦女組織等團體。 

(4) 未來辦理維護管理，可與在地婦女團體、媽媽教室、教會婦

女組織結合，提供弱勢婦女就業機會。 

3. 編列社區資源時，應具性別意識： 

不應忽略在地婦女團體、媽媽教室、教會婦女組織及意見女性的

參與。 

4. 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

的特性及需求：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

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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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使

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安全。 

5. 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

行走特性與安全需求：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

道、等設施。並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的婦女需求。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a. 綠地、地景、廣場、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之舖設、

材質、照明設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行走特性，

並將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分步道規劃考量。 

b. 自行車道：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及孩童

使用者之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6. 標示應具多元部落文化觀點： 

橋梁入口意象及方向(地圖)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多元文

化部落觀點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設計以色彩標示功能提供標

示，以利民眾參觀便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旨揭計畫為需求案之申請，俟預算編列、審核及工程執行等階段，

將參採委員性別影響評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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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案 

計畫名稱 養護工程處維護保養廠搬遷及辦公空間(含防災應變中心)興建工程 

主管機關 工務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5.11.16 

程序參與委員 王君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本案雖看似單純之遷廠作業，看似與性別議題或並未涉及任何性

別之排除，然基於工作廠區、器具設備、辦公設施，乃至交通接

駁等面向，皆會影響女性員工繼續留任或後續進入職場的意願。 

二、耑此，基於職場性別友善與消除性別隔離、降低性別排除之立

場，仍須將相關公廳舍規劃，包含廁所及哺(集)乳室的數量與位

置、停車場對懷孕女性之規劃與設置地點、女性員工夜間值班場

所等納入辦公廳舍與工廠廠區之規劃設計考量。 

三、遷廠後，是否有女性員工或弱勢基層勞工因交通因素考量而無法

順利留任之情形，應進行了解評估，並提供解決之方案，例如提

供交通車接駁等。 

四、因相關性別與少數弱勢權益考量衍伸之預算乃屬必要，亦為性別

預算之一環。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基於職場性別友善與消除性別隔離、降低性別排除、保障弱勢員工之

立場，建議於相關公廳舍之規劃應納入以下幾點： 

一、評估現有員工性別比例，並納入未來之比例變化，規劃廁所的數

量與位置。 

二、規劃哺(集)乳室的數量與位置。 

三、停車場對懷孕女性之規劃與設置地點。 

四、女性員工夜間值班之場所及相關設備。 

五、提供女性員工或弱勢基層勞工因遷廠而導致之交通接駁問題解

決方案，例如：提供交通車接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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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案 

計畫名稱 內惟埤生態園區水環境營造計畫－曹公圳新舊水域串聯與環境減壓

計畫  

主管機關 文化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5.02 

程序參與委員 李雅慧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內惟埤生態園區水環境營造計畫－曹公圳新舊水域串聯與環

境減壓計畫」之目標係為因應美術館周邊區域因都市開發所致，

而使得內惟埤生態園區景觀、生態及相關環境設施等問題衍生，

故提出本計畫以改善內惟埤園區現有之景觀環境等問題，以建構

市民運動休憩優質環境，並有效強化市民參與高美館藝文活動之

外的附加效益。規劃親水廊道及加寬人步道，並結合美術館入口

廣場及園區之湖區景觀，營造更具視覺穿透性之可親近性，可提

升民眾參與使用此公眾空間之需求，值得肯定。 

二、 本計畫與性別影響相關之原則應包括：人行步道寬度、轉角以及

地形坡度等應考慮女性、年長、兒童及行動不便者等使用需求，

如植栽樹種的選擇以強化視野的穿透性、步道舖面材質防滑考

量、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年長者絆

倒的可能性，另需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等設計考量。 

三、 本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承辦單位在整體空間的使用已考量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的使用便利性，如廁所整修男女性別

比例需求等，即以兼顧各年齡及族群之需求。 

四、 本計畫中之人行步道加寬確可增加使用輪椅或嬰兒車推進的友

善性，但對於照明設施亦應在彎道及較少民眾深入的區域加強，

並應設置緊急按鈴，以增強治安防範及安全照護機制。另可考量

設置座椅以供民眾逗留休憩之用。 

五、 噴泉廣場周邊地面舖面材質應加強防滑性，以強化使用民眾之安

全性；另噴泉周圍集水深度及防範設施亦需規範，以降低幼童、

年長者及女性民眾發生意外的可能性。 

六、 本計畫之人行步道串聯高雄美術館及高雄兒童美術館，故廁所整

建時應考慮周邊照明及視覺的明亮度，以提昇使用者的安全性。

無障礙廁所動線及地表平整度、排水孔設計等亦需考量，雖本計

畫男女廁數量比例已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但親子廁所

及尿布更換空間亦應思考，以提昇此景觀空間的使用率。 

七、 廁所規劃時可增強環境友善性予以設置衛生紙(棉) 販賣機以供

急用；女性廁所門板可標示坐式或蹲式馬桶，以供不同需求者選

擇；廁所隔間及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須考量隱私性等。男性廁所

應針對男童使用立場考量，設置成年男子與男童皆可使用之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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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另為預防如廁者意外事故發生請設置緊急按鈴，以避免憾事

發生機率。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 老師寶貴意見，本局敬致謝忱。 

二、 園區設施規劃將請本案承攬規劃設計單位依專家見解擘劃。有關

園區設施各點建議，本局逐項回應如次： 

(一) 步道寬度、轉角以及地形坡度等會考慮女性、年長、兒童及

行動不便者等使用需求，植栽選擇採視野的穿透性高樹種，

步道舖面採防滑材質防滑，人行空間的洩水孔設計會避免高

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年長者絆倒的可能性，步道規劃設計

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二) 人行步道於彎道及較少民眾深入的區域加強照明設施、設置

緊急按鈴增強治安防範及安全照護機制及規劃設置供民眾

逗留休憩之用座椅。 

(三) 噴泉廣場周邊採用防滑性地面舖面材質、噴泉周圍集水深度

設計需規範降低幼童、年長者及女性民眾發生意外的可能

性，及設置防範設施。 

(四) 廁所周邊增加照明以強化視覺明亮度、規劃無障礙廁所動線

及考量地表平整度、排水孔設計，並提供足夠親子廁所及尿

布更換空間。 

(五) 廁所會設置衛生紙(棉) 販賣機、女性廁所門板標示坐式或

蹲式馬桶、廁所隔間及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會考量隱私性等

問題。男性廁所會設置男童使用設置成年男子與男童皆可使

用之小便斗。設置緊急按鈴，以預防如廁者意外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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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案 

計畫名稱 第一殯儀館擴充設置案  

主管機關 民政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6.3.27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關於這份性別影響評估案，承辦人不僅考慮安全也依法規劃園

區之外還能細緻考慮到園區男女廁所比例、因應前來祭拜之年

長者與身障者可能不良於行，規劃設置電梯、導盲磚及無障礙

坡道。空間規劃考慮區位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等對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威脅或不利影響，並於園區內廣設照明

設備及緊急求救鈴，以利提升安全係數，真的很值得肯定。 

二、 唯性別友善廁所、親子廁所、孕婦專用車位及母嬰親善車位、

哺乳室都已經是時代所趨，不應只是考慮，還是建議一併列入

規劃。 

三、 另外給予細部的建議如下： 

1. 公廁應設置於園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以提昇安全

性。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和排水孔設計都要

特別注意，此外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設置，更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1)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以考

慮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2)廁所入口與男廁小便斗應設置屏障。 

(3)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4)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符

合使用者高度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置物。 

(5)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7)廁所應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 

(8)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之小便

斗。 

(9)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別者使用公廁的權益，增設無

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 

◎說明：一般男女廁推門均要先進入開放空間，跨性別者可能因外

表跟裝扮不符眾人習慣，進門即受眾人的眼光壓力。「跨性

別廁所並非『跨性別者的廁所』，而是有需要者即可進入。」

跨性別廁所外頭不標示男或女廁，進門即廁所。它是一個

男女皆可使用的如廁空間，性別友善廁所提供了跨性別族

群一個更友善的空間，不必擔心如廁時遭人側目，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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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性別的藩籬。「性別友善廁所」男女皆可使用，例如家

庭式或飛機上的廁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不僅能有效解

決女廁不足的問題，也讓跨性別族群能擁有一個更舒適的

如廁環境。 

2. 園區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燈，並

有足夠亮度，避免死角。 

3. 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若有設

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考慮

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了原有

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位」及「懷孕

婦女親善機車位」， 讓高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 

4. 園區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

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孩童腳部卡住

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推進。 

5. 園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設施應考量婦女、兒童、

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 

6. 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推進之方便性與舒

適性。 

7. 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質及設計應考量

著裙女性之隱私。 

8. 分隔島與公車的間距容易造成長輩、女性上下車跌倒或鞋跟

卡住之意外，若本案有與公車處合作增加公車線路，應於設

計及施工時納入防範與安全考慮。 

9. 在適當位置設置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哺乳室並提供飲水機，

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公廁

或是偏遠角落) 

10. 電梯和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進出與推進

之方便性與舒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老師寶貴意見，本處敬致謝忱。 

二、公廁地點、地表、動線及內部設計規劃，將請本案承攬規劃設計

之顧問公司依專家見解擘劃。有關公廁各點建議，本處逐項回應

如次： 

1. 親子廁所及尿布臺將請顧問公司納入考量。 

2. 廁所入口及男廁小便斗將設置屏障。 

3. 廁所門板外將設置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4. 廁所空間以寬敞、明亮為原則，並設置物平台或掛鈎。 

5. 廁所門板與高度之設計，將顧及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廁所設置扶手，以策安全。 

7. 廁所將設置緊急求救鈴，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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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男廁小便斗分置孩童專用，以及孩童與成人得共用之小便斗。 

9. 性別友善廁所將請顧問公司納入規劃，以利各類需求者可自

在使用。 

三、  園區各區域將請顧問公司盡可能消除空間死角，提供充足照

明，並設置監視器；車道寬度、轉角及坡度之規劃，將請顧問

公司兼顧各類使用者之視野、視覺高度。另母嬰親善車位與孕

婦親善車位將劃設汽、機車格，以便渠等使用，形塑友

善城市。 

四、  園區步道設計將以平整、防滑、抗濕為原則，避免凹凸濕滑或

排水孔危及使用者安全，並便於輪椅及嬰兒車之推進。 

五、  園區街道設施將請顧問公司兼顧不同性別、年齡等使用者之需

求。 

六、  斜坡道之坡度與彎度將考量各類使用者之方便及舒適。 

七、  園區欄杆材質與設計將兼顧防滑、安全及隱私等各方考量。 

八、  本園區日後倘擬設置公車分隔島，將請顧問公司考量分隔島與

公車之間距，以策安全。 

九、  哺乳室將請顧問公司規劃於方便可及之處，其內部設置飲水

機，並兼顧溫馨、明亮及安全等考量。 

十、  斜坡道與電梯將請顧問公司於規劃設計時，兼顧輪椅族、嬰兒

車推行者及不良於行者等各類對象之方便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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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案 

計畫名稱 鼓山國小操場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計畫 

主管機關 交通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2.13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鼓山國小操場地下停車場的定位及目標為提高哈瑪星地區停

車供給，促進觀光產業發展；改善當地停車秩序與交通環境，

有利民生樂利；配合節能減碳，規劃綠能設施；停車場應避免

空間死角的產生，並於適當地點設置緊急求救鈴，以治安防範

以及安全照護、監視器及照明設備。 

二、 與性別影響相關之一般原則： 

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考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

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

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

椅和嬰兒車之推進、階梯密度設計應考量著裙女性之隱私。 

三、 關於這份性別影響評估案，承辦人在空間使用性的規劃已有考

慮到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將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另在步道動線、舖面、照明、廁所等設

施以安全性為整體規劃之依據，兼顧各年齡及族群需求，真的

值得肯定。 

四、 另外給予細部的建議如下： 

(一) 停車場應於校內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設置公廁，以

提昇使用者的安全性。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

整和排水孔設計也要特別注意，此外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

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更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以

考慮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2. 女性廁所請設置衛生紙(棉) 販賣機以供急用。 

3.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女廁

至少有一個坐式便器,以供孕婦、女性生理期或不耐久

蹲者方便使用。  

4.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

符合使用者高度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置物。 

5.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7. 廁所應均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 

8.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之小

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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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別者使用公廁的權益，建議

增設無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即獨立廁所，門一打

開就是廁所。 

(二) 停車場內的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

高燈，並有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三) 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設於

地下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確實考慮部

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了原有

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位」及「懷

孕婦女親善汽/機車位」， 讓高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 

(四) 若空間可以，建議在適當位置設置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哺

乳室並提供飲水機，供女性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

廁或接近公廁或是偏遠角落)，內部請提供座椅、嬰兒處

理台、擠奶器、屏風、濕巾、衛生紙、紙尿布/褲等。 

(五) 請在合適地點設置公布性騷擾之處理窗口與流程。 

(六) 停車場內的步道鋪面應確認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

滑。步道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

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推進。 

(七) 樓梯勿做挑空設計，以保護穿短裙者在上下樓梯時之身體

隱私及安全。 

(八) 人行路面應與車道做安全區分。 

(九) 停車場內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應考

量婦女、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休憩

椅子設置應特別注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十) 停車場設施整建工程，在員工聘任上請注意男女比例，以

專長任用，請盡量符合性別工作平等。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有關委員建議事項，倘若空間、經費及校方許可，將納入規劃

考量，其中若無足夠之空間可規劃哺乳室時，因本案鄰近捷運

站及周邊觀光景點，將建議就近合併使用。 

二、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的產生，並於適當地點設置緊急求救鈴

(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監視器及照明設備，夜間照明設計

應採高燈，並且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三、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考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

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除依規定設置無障礙停車位外，於規劃

設計時若空間許可，另評估研議設置「母親親善汽車位」及「懷

孕婦女親善汽車位」。 

四、停車場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

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

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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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梯和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進出與推進之

方便性與舒適性。 

六、樓梯材質及階梯密度設計應考量著裙女性隱私，不採挑空設計。 

七、人行路面應與車道做安全區分。 

八、後續將於管理室公佈欄設置公布性騷擾之處理窗口及流程。 

九、本案規劃階段倘若空間、經費及校方等方面許可，另於規劃設

計階段納入公廁之設置，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

和排水孔設計也要特別注意，此外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應依建

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更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以考慮

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2. 女性廁所請設置衛生紙(棉) 販賣機以供急用。 

3.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女厠至少

有一個坐式便器,以供孕婦、女性生理期或不耐久蹲者方便

使用。  

4.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符合

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置物。 

5.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7. 廁所應均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 

8.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之小便斗。 

9. 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別者使用公廁權益，建議增設無

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即獨立廁所，門一打開就是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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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案 

計畫名稱 三民區高雄肉品市場整併案 

主管機關 農業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關於這份性別影響評估案，承辦人不僅考慮遵行法律並能友善

多方考量性別平等各項應注意事項，實屬難得。補充一些建議

以下： 

(一) 女性從業人員若懷孕應避免接觸屠宰線上之與生肉接觸的

機會，另外接觸過生肉的手、砧板、水槽、菜刀及其的物品

都要以肥皂水、清水消毒洗淨。因為處理生肉過程有感染弓

蟲病之虞，懷孕婦女如果是懷孕期間第一次感染，會有傳染

給胎兒的危險性，新生兒罹患先天性弓蟲病後，出生時 85 %

沒有任何症狀的，不過經過幾個月後，新生兒會開始出現視

力不良、學習障礙和心智發育遲緩等現象。若於胎兒時發生

腦部感染，可能會有水腦症、小腦症、視網膜脈絡炎及癲癇

發作等後遺症。嚴重感染的病嬰可能會胎死腹中或在出生後

數天內死亡。在少子化的台灣社會，請更要善待懷孕的女性

員工，且不得剝奪其工作權與福利待遇，可以適時調整工作

內容。 

(二) 請在適合的空間位置規劃設置溫馨舒適安全的哺乳室並提

供飲水機、舒適座椅、換尿布台和專用冰箱，以利女性員工

親餵或是擠乳汁保存時可用，也可以讓前來洽公的外賓與女

性顧客使用。(哺乳室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公廁或偏遠角落) 

(三) 市場的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燈，

並有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四) 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若有設

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考慮

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外除了原有的

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位」及「懷孕婦

女親善機車位」， 讓高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 

(五) 市場屠宰線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洩

水孔應避免鞋跟及腳部卡住或使人絆倒。 

(六) 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更要

加設緊急求救鈴，以利提升安全係數達到治安防範以及安全

照護。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和排水孔設計也

請特別注意。此外，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

之隱私、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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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者使用公廁權益，建議增設無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 

◎性別友善廁所說明： 

  廁所外頭不標示男或女廁，進門即廁所。它是一個男女皆可使用的

如廁空間，性別友善廁所提供了跨性別族群一個更友善的空間，不

必擔心如廁時遭人側目，去除了制式性別的藩籬。「性別友善廁所」

男女皆可使用，例如家庭式或飛機上的廁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

不僅能有效解決女廁不足的問題，也讓跨性別族群能擁有一個更舒

適的如廁環境。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由於本案(高雄肉品市場整併案)目前尚未辦理規劃設計，未來除公共

設施(性別友善廁所、哺乳室)皆須依性別平等觀點設計外，有關「捌、

程序參與」專家所提意見（女性從業人員懷孕期間應避免之注意事

項、監視器、照明設備、步道將於辦理規劃設計時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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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案 

計畫名稱 鳳山分局重建工程 

主管機關 警察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關於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重建工程乙案(以下簡稱本

案)，承辦人可以全面性考慮到性別各層面相關事項實屬難得，

非常值得肯定。如：洽公民眾及員工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需求，於入口通道及戶外景觀設施，都能注意區位、陡度、

鋪面、路燈之合理性、安全性及友善性；室內空間規劃也有考慮

服務對象及員工性別比例作整體設計，「警察局服務對象男女比

例約為 1：1，員工男女比例約為 9：1，故在男女公廁數量合理

比例需設置為 6：4，並增設反偷拍測器、哺乳室、性別友善廁

所、親子廁所、無障礙廁所等。」還有考量攜帶幼兒者不一定是

女性，於設置親子廁所、育嬰室、臨托室等設施時，將以獨立式

無性別空間方式規劃，以提供男性帶小孩如廁、餵奶之需求，消

除傳統文化對男女角色刻板印象。 

二、 此外在電梯、廁所、服務台及會議室等亦能規劃無障礙設施，並

於廣播系統及電梯語音系統提供不同語言選擇加上評估所在地

區的新移民人口，增加東南亞語音(印尼語為主)的樓層指標及服

務說明等等在在令人倍覺貼心與用心。也期盼施工時能與設計師

和建築師詳細溝通落實執行。 

三、 另外給予本案細部的建議如下： 

(一)廁所部分： 

1. 廁所設置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考慮男女

人數比例之外，還應考慮男女在生理結構之不同，女性上

廁所時間通常較久，因此在數量尚可以考慮再微調一下。 

2.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以考

慮在親子廁所或是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3. 女性廁所請設置衛生紙(棉) 販賣機以供急用。 

4.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女厠至

少有一個坐式便器,以供孕婦、女性生理期或不耐久蹲者

方便使用。  

5.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符

合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置物。 

6.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7. 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8.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小便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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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和排水孔設計要特

別注意。 

(二)停車場部分： 

1. 應避免空間死角的產生，並於適當地點設置緊急求救鈴，

以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監視器及照明設備。 

2. 與性別影響相關之一般原則： 

(1)停車場應於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設置公廁，以提

昇使用者的安全性。  

(2)停車場內的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

採高燈，並有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3)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設

於地下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確實考

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

了原有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

位」及「懷孕婦女親善汽/機車位」， 讓高雄成為真正

的友善城市。 

(4)停車場內的步道鋪面應確認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

滑。步道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

跟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

推進。 

3. 其他： 

(1) 哺乳室建議設置在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位置並提供飲

水機，供女性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公

廁或是偏遠角落)，內部請提供座椅、嬰兒處理台、擠

奶器、屏風、濕巾、衛生紙、紙尿布/褲等。 

(2) 請在合適地點設置公布性騷擾之處理窗口與流程。 

(3) 樓梯勿做挑空設計，以保護穿短裙者在上下樓梯時之身

體隱私及安全。 

(4) 建築物內外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家具或設施應考

量婦女、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休

憩椅子設置應特別注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5) 建築物整建工程，在員工聘任上請注意男女比例，以專

長任用，請盡量符合性別工作平等。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 感謝李嫈絨專家以保障婦幼及性別平等觀點，給予本機關許多建

言，就所提出意見，有部分設計細節係當初撰寫計畫書漏未考

量，就廁所部分，本機關按專家意見，將空間需求調整，以更貼

近使用者實際需求；就停車場部分，除按建築技術規則，更加強

監錄及照明設備、親善車位空間、防護安全鋪面等；就其他需求

部分，亦增列於計畫中，以符性別平等兼營造友善空間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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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專家意見建議，新增本分局重建工程設計需求，分為廁所親善

設計、停車場安全設計及其他需求等 3部分，修正後頁數為 25-26

頁，並於 107 年 4 月 13 日郵寄修正計畫書予本案建築師，俾利

後續細部設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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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內門觀光休閒園區 

主管機關 觀光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3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園區的監視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燈，並有

足夠的亮度，避免亮度死角。 

二、 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停車場的

步道舖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及位於人

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

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三、 人行路面應與車道作安全區分。 

四、 公廁應設置於園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以提升安全

性。除了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須考慮到以下幾點： 

(一) 男女廁數量比例不應該是 1:1，因應女性生理結構需求，

女廁數量增設是必須的。 

(二)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 

(三) 廁所入口與男廁小便斗應設置屏障。 

(四)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五) 廁所空間大小以閉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符

合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鉤)，以利使用者置物。 

(六)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七) 蹲式馬桶和坐式馬桶建議均設扶手設置，以利孕婦、體弱

或膝蓋支撐度不佳者。 

(八) 廁所應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及安全照護)。 

(九)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小便斗。 

五、 園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應考量婦女、

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之需求，休憩椅子設置應特別注

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六、 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及輪椅、嬰兒車推進方便性與舒適性。 

七、 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質及設計應考量著

裙女性之隱私。 

八、 溫馨舒適的哺乳室請設在適當位置，供女性同仁及外賓來園女

客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公廁處。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委員意見納入計畫，於計畫各期程執行時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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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案 

 

 

 

 

 

 

 

 

 

 

 

 

 

 

 

 

 

 

計畫名稱 107高雄高工多功能展演中心興建工程 

主管機關 教育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10.08 

程序參與委員 卓耕宇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整體規劃上皆能考量性別友善觀點，但建議在運動場地的空間分

配與安排上可以酌量女性運動空間之規劃(如至少有一定比例的

空間是女性專屬，以利提升女性參與運動的比例與友善)。 

二、(男、女廁所及)性別友善、身心障礙(無障礙)廁所空間不宜合

併，考量需求不同，若整合為一，易造成不同需求者使用權益受

影響，建議至少各一。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中心規劃 1000 平方公尺社團辦公室，將於該空間再行規劃女

性專屬複合型運動空間(如健身房、瑜珈等)，提升女性運動參與

率及友善。 

二、有關性別友善廁所及身心障礙廁所，將依專家學者意見，屬不同

對象及用途分別設置，避免影響使用者權益。 

三、規劃女性專用或優先運動空間及安全設施，提升女性使用率，如

瑜珈室、哺乳室、警報設備等。 

四、修正性別友善廁所與身心障礙廁所應分開設置，於未來工程規劃

設計時，至少規劃前揭設施各 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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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案 

 

  

計畫名稱 梓官分隊興建工程 

主管機關 消防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3 

程序參與委員 林仲修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設計已有考量不同性別值勤及備勤的需求，包括衛浴、廁所及備

勤等空間均有充分考量。 

二、為因應女性同仁的可能增加，請依循目前任用之規劃，加強陳述

不同性別人數使用空間之充分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 由上述檢視結果，遷建消防局梓官分隊興建計畫之公共建設，未

來 1 樓空間動線將以友善性及安全性等細微貼心空間安排為考

量（如加設路燈及監視器數量、避免女廁位置邊緣化、減少戶外

空間死角等），另建築本體公共設施著重其區位性、安全性、便

利性及設置無性別廁所的觀念等友善空間之規劃(如所有廁所裝

設安全警鈴等設施，並避免潛在性威脅或危險，設置獨立式無性

別之無障礙廁所、女性隊員專屬寢室、育嬰室及換尿片設施等)，

以營造出友善且具人性關懷的消防空間。 

二、 現況消防局梓官分隊目前均以男性同仁為主，且無任何相關提供

女性民眾及同仁使用設室設備，未來遷建廳舍空間於 2樓設有專

屬女性同仁備勤空間(含整套衛浴設備、曬衣間等)，足可容納 6

位女性使用，另於 1樓設立育嬰室，供洽公民眾及本局同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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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主管機關 教育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5.24 

程序參與委員 林燕卿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在整體規劃上，不論是性別比、環境安全評估考量及殘障、性傾向友

善廁所、座椅等的設置均有良好的規劃，且顧及環境之宣導作業執行

配置，這計畫完整且可執行。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將依性別平等專家提供之主要意見確實執行，以確保計畫納入性

別觀點。 

二、本計畫將採納性評專家意見，妥善規劃環境安全與殘障、性傾向

友善廁所，並注意環境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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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案 

 

 

 

 

 

 

 

 

 

 

 

計畫名稱 鼓山分局重建工程 

主管機關 警察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陳采沛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備勤室應考量男女警需求，建議規劃4人為1室(含內務櫃數量)，

並附浴廁設備，避免大寢室規劃，以免干擾，更利日後男女人數

消長規劃使用。 

二、設立「家防官專用辦公室」，以利保護對象(被害人、相對人及其

他當事人)隱私及諮商詢問。 

三、設立「婦幼保護室」以利婦幼案件(性侵、性交易、家暴、兒虐

等)偵訊進行。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鼓山分局辦公大樓重建計畫之公共空間及未來民眾洽公動線規

劃，將著重於便利性、友善性、安全性等原則。 

二、室內空間規劃部分，為平衡男女衛浴使用比例，各樓層均分別設

置男女廁所及淋浴間，以營造性別友善空間；更規劃設置無障礙

廁所、哺乳(育嬰)室、加裝安全警鈴等，以落實人性化服務空間

需求。 

三、未參採原因： 

1. 員警待勤室規劃，已考量性別需求，分別設置男、女警待勤室，

因整體空間不足，無法滿足 4 人 1 室建議，惟仍考量實際使用

需求，規劃為 8 人 1 室，以減少人員輪班交接時段之相互干擾。 

2. 因空間量體不足，未納入設置「家防官專用辦公室」，家防官辦

公空間仍納入防治組辦公空間整體規劃，惟考量家暴及婦幼案件

受保護對象之隱私及人性化空間，將以設置家暴及婦幼案件專用

諮詢室方案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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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案 

 

  

計畫名稱 高雄國家體育場設施設備整建改善計畫  

主管機關 運動發展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黃欣慧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6-3的評定原因裡的「不」字請刪除。 

二、7-1的評定原因請勾選「是」，評定原因裡的「無」字請刪除。 

三、7-3 的評定原因補充文字：「…以網路及非網路方式公告高雄國

家體育場使用規範」。 

四、7-5的評定原因，請具體列出幾項本案提供哪些設施以符合各年

齡及族群使用者的需求。例如照明設備、無障礙設施等。 

五、7-8的評定原因，請具體列出內容。例如：籃球場重視地面平整，

改善地面破損與積水情況，營造安全使用環境。 

六、7-9的評定原因，請具體列出如何提升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平等獲致社會資源，營造平等對待環境。 

七、7-10 的評定原因，請具體列出內容。例如：留意選手、民眾出

入動線、擴充電梯樓層管制系統、重視身心障礙者停車位使用以

及指標高度的視覺可見性。 

八、7-11 的評定原因，請具體列出內容。例如:增設出入口警衛崗

哨、戶外生態區增設監視系統與保全巡邏。 

九、7-12 的評定原因，請具體列出內容。例如：場館指標系統除了

中文，增加了東南亞國家語言，營造友善環境。另外，指標系統

留意內容字體大小，以利民眾清晰可見。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目前高雄國家體育場設施設備整建改善工程對於性別相關設施

及空間均已依照性別法令辦理，符合性別平等及主流政策。 

二、本計畫為設計監造、施工與完成後之營運階段，均將提供不同性

別者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會，營造平等友善環境。 

三、評定原因依性評專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則無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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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案 

 

 

  

計畫名稱 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  

主管機關 運動發展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黃欣慧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6-3評定結果請勾選「是」。 

二、7-3 評定結果請勾選「是」，並於評定原因內補充:「以網路及非

網路方式公告足球場使用規範，讓學校、民間球隊及企業職業球

隊使用。」 

三、7-5評定原因除了無障礙設施，請具體列出幾項本案提供哪些設

施，以符合各年齡及族群使用者的需求。 

四、7-9評定原因，請增加文字:「提升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對足球運動的參與度」 

五、7-11 評定原因，請具體說明如何考慮安全性或消除空間死角，

例如重視夜間照明設備。 

六、留意本案廁所男女合理比例，以及浴室、廁所、球員休息室的安

全性與隱密性。 

七、重視觀眾席進出動線與逃生出口明顯可見，以及留意地面平治整

與夜間照明。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6-3已修正。 

二、7-3已修正，並已評定原因補充文字。 

三、7-5已補充具體列出幾條設施說明。 

四、7-9已補充文字「提升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對足球運

動的參與度」。 

五、7-11 已補充文字說明如何考慮安全性或消除空間死角，例如重

視夜間照明設備。 

六、第六、七項意見將採納列入規劃設計。 

七、將納入意見規劃設計中。 



37 

第 23案 

 

 

 

 

 

 

 

 

 

 

 

 

 

 

 

 

 

 

計畫名稱 中芸漁港避風泊地碼頭改善工程  

主管機關 海洋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1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本案為工程施作，建議工程施作期間，應注意以下性別友善措施： 

一、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及廁所、休

息友善措施。 

二、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女性工作者

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性別觀點。 

三、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走之安全，

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案為單純碼頭施工，非為針對性別議題或政策進行經費投入與

軟硬體改善，惟施工階段仍可納入性別友善概念，針對工作者安

全、臨時廁所、休息場域、施工防護及工地之圍籬、照明、夜間

警示、警告標語，以提供老幼婦孺(包括工作者及一般民眾)妥適

安全之環境。 

二、上述施工臨時友善措施，設計階段將要求委託設計單位將建議內

容納入設計考量。並已修正於計畫「伍、實施策略及方法」之

「 三、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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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案 

計畫名稱 部落安全環境建設計畫 

主管機關 原民會 

計畫提報日期 106.04.07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此計畫之先期作業、施工期間之規劃部分，已列入性別觀點

考量，具備對於營造性別友善空間之用心。 

二、雖已將提報需求案件申請、預算編列或審核時、工程執行前

等階段、將廣邀不同性別、年齡、族群(含在地區公所、里長

及民意代表)參與討論，徵詢其意見，透過村里長、部落長老

等資訊傳播機制，邀集弱勢族群參列入規劃思考，不同性別

與族群意見皆能納入考量。 

三、但仍提醒應特別注意提供社區部落婦女及女性意見領袖決策

參與之機制與機會，以確保婦女參與機會與管道。 

四、性別影響評估建議： 

1. 應進行施工周邊居民之性別人口統計，以利未來其他規劃

參考： 

(1) 進行人口統計時，不應忽略性別人口結構的統計（應

含男女性別人口數、年齡結構、族群）。 

(2) 進行在地人口統計分析，以利未來規劃居民參與機制

參考，增進在地居民及婦女參與感。 

2. 先期作業、規劃、施工期均應採取住民參與機制，以降低

民眾反感及提供婦女參與機會： 

(1) 規劃、進行部落居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

積極提供參與管道，納入女性意見。 

(2) 除納入在地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教會婦女組織等團

體及意見女性的參與外，問卷調查及會議均應納入在

地婦女意見及參與機制。 

(3)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團體應納入婦女團體及媽媽教

室、教會婦女組織等團體。 

(4) 未來辦理維護管理，可與在地婦女團體、媽媽教室、

教會婦女組織結合，提供弱勢婦女就業機會。 

3. 編列社區資源時，應具性別意識： 

不應忽略在地婦女團體、媽媽教室、教會婦女組織及意見

女性的參與。 

4. 先期規劃及施工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

童、老人的特性及需求： 

(1) 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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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及設施設備。 

(2) 各項施作施工期間：重視女性施工執行者之安全考量

及廁所休息友善措施。 

(3) 施工防護措施：各項施作施工期間之施工防護，針對

女性使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安全需求，應具備

性別觀點。 

(4) 施工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老人行

走之安全，並增設圍籬、照明、夜間警示、警告標語，

提高婦女人身安全。 

5. 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應注意具備性別觀點： 

(1) 工程細部設計，應具備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

人之行走特性與安全需求： 

a. 包含動線（車行、人行、自行車）、步道、廁所、倒

車場、照明等設施。並應關照嬰兒車、攜帶幼兒之

婦女的需求，設置親子廁所及無性別廁所之友善空

間規劃觀念。 

b. 公共廁所：注意男女廁所設置地點、區位、照明、

安全性之考量，並應設置獨立式無性別、親子廁所

及無障礙廁所、無障礙設施等廁所性別友善措施考

量此外，對廁所之間數、數量、內部設施、尿布台、

親子廁所之設計規劃均應注意性別觀點。數量比

例，規劃應符合 1:3 之男女廁所比例（此比例不應

只是大便器之比例，應為使用者數量的比例）及安

全措施。 

(2) 土木景觀工程之規劃與設計： 

a. 綠地、地景、廣場、人行步道、休憩等設施－步道

之舖設、材質、照明設施、均應考量婦女、孩童、

老人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之行走列入部份步道規

劃考量。 

b. 自行車道－路線、植栽、舖面及樹蔭，應注意女性

及孩童使用者之使用習慣與安全措施。 

6. 標示應具多元部落文化觀點： 

(1) 入口及節點廣場、入口意象及街道藝術、方向(地圖)

指引牌及解說牌等標示，應具多元文化部落觀點。 

(2) 社區之地圖、路線圖、導覽牌、解說牌、指標、標誌，

應具多元文化部落觀點，並顧及語文使用障礙，多設計

以色彩標示功能之提供標示，以利民眾之參觀便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旨揭計畫為需求案之申請，俟預算編列、審核及工程執行等階段，

將參採委員性別影響評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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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立圖書館永安分館新建工程 

主管機關 文化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王介言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進行性別統計及分析： 

1. 應針對未來使用對象及週邊住戶，做性別人口統計及分析，

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 

2. 進行人口統計時，不應忽略性別人口結構的統計（應含男女

性別人口數、年齡結構、族群、教育程度），尤應針對對占

不同比例 60 歲以上之樂齡長者（14.04%）、新移民女性

（10.5%）、兒童、青少年（21.88%）、青壯年（64.07%）之

需求分析，以利未來營運、閱讀活動、藏書方向之規劃。 

二、促進婦女參與機制： 

1. 規劃、進行民眾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提供婦

女參與管道，鼓勵在地婦女團體及媽媽教室、學校志工媽

媽、愛心媽媽等團體及意見女性的參與，納入女性意見。 

2. 問卷調查及民眾參與計劃－辦理說明會及座談會等會議均

應納入在地婦女意見及參與機制，邀請團體得納入婦女團

體，辦理時間亦應考量婦女參與之特性及需求。 

3. 未來辦理說明會、研討會、宣導工作時，宜分別針對不同性

別、族群女性之學習特性、知識基礎之差異而規劃其內容。 

4. 為積極鼓勵社區婦女參與，於舉辦活動時，應提供托育之服

務措施，並研議適當的辦理時段，針對不同身份－家庭主

婦、職業婦女、不同族群－閩南、客家新移民女性，對參與

活動的時段之差異性，或針對目標對象宜先行調查其適合的

時間，於不同時段的辦理，以擴大參與層面及群眾。 

5. 為提高未來婦女參與、使用率，應規劃提供托兒空間、照顧

設施。 

三、裝修工程之進行： 

1. 室內裝修規劃：具備性別觀點，重視不同年齡、族群女性使

用者、孩童、老人的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空間規劃、

使用規劃、民眾參與等。此外，尤其在防災、減災部份，均

要能納入性別觀點。 

2. 工程細部設計： 

(1) 應注意性別觀點，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特性與

安全需求，包含動線、步道、廁所、倒車場、照明等設

施，並應對嬰兒車、攜帶幼兒之婦女的需求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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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之走道、動線、燈光照明之設置規劃應注意對婦女

人身安全之考量。 

(3) 公共廁所注意男女廁所設置地點、安全性之考量，尤其

對間數數量、內部設施、親子廁所之設計規劃均應注意

性別觀點，數量比例，規劃應符合 1:3之男女廁所比例

（此比例不應只是有門間數之比例，應為使用者數量的

比例）及安全措施。 

(4) 步道之材質、考量婦女、孩童、老人、身障者行走特性，

並將輪椅、嬰兒車行走考量列入部份走道規劃考量。 

(5) 公共空間之走道、樓梯扶手牆，應注意其透明度對女性

行走之隱私性影響應注意隱私及安全性、照明等。 

3. 施工期間安全性注重： 

(1) 未來施工時，工地週遭防護措施，應注意婦女、兒童、

老人行走之安全。 

(2) 因設置於學校內或週邊，施工時應注意工地區隔，針對

學童安全注意外，尤應注意女學童的活動空間安全性。 

四、多元文化之觀點： 

針對多元文化概念趨勢，對不同族裔之女性需求，包含空間、

動線、閱覽空間標示之文字。並在電腦內設置不同國別輸入、

網路文字，以提高未來使用之便利性。 

五、協助婦女數位落差： 

基於婦女數位落差之現象，數位媒體區域之設施、設備應注意

標示、使用方法及協助之可近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由上述檢視結果，辦理高雄市立圖書館永安分館新建工程工

程，未來館內以友善的空間，安全的環境及貼心的服務做為先

考量，且館內空間設計著重區位性（如多元文化專區、青少年

區、兒童區及樂齡區）、安全性、便利性及無障礙性，並設有

親子廁所及哺乳室，對於潛在威脅及危險之避免，設有廁所警

鈴及監視系統來加以防範，營造出友善且具有人性關懷的閱讀

空間。 

二、另針對未來使用者及週邊住戶進行分析，做為未來辦理活動規

劃參考，亦於未來辦理各項活動時，針對不同性別學習特性、

知識基礎之差異而規劃其內容。委員之意見已提供委託規劃設

計之建築師團隊參辦，並未來開館時遵照本案建議事項辦理。 



42 

第 26案 

計畫名稱 杉林區第四公墓第二期更新工程  

主管機關 民政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02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園區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燈，並

有足夠亮度，避免亮度死角。 

二、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若有設

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考慮

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了原有

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位」及「懷孕

婦女親善機車位」，讓高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 

三、公廁應設置於園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以提昇安全

性。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都要特別注意，

此外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

更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以考

慮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2. 廁所入口與男廁小便斗應設置屏障。 

3.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4.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符

合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置物。 

5.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7. 廁所應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 

8.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小便斗。 

9. 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別者使用公廁的權益，建議增設

無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 

說明：一般男女廁推門均要先進入開放空間，跨性別者可能因外

表跟裝扮不符眾人習慣，進門即受眾人的眼光壓力。「跨

性別廁所並非『跨性別者的廁所』，而是有需要者即可進

入。」跨性別廁所外頭不標示男或女廁，進門即廁所。它

是一個男女皆可使用的如廁空間，性別友善廁所提供了跨

性別族群一個更友善的空間，不必擔心如廁時遭人側目，

去除了制式性別的藩籬。「性別友善廁所」男女皆可使用，

例如家庭式或飛機上的廁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不僅能

有效解決女廁不足的問題，也讓跨性別族群能擁有一個更

舒適的如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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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園區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

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孩童腳部卡住

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五、園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應考量婦女、

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 

六、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推進之方便性與舒

適性。 

七、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質及設計應考量

著裙女性之隱私。 

八、分隔島與公車的間距容易造成長輩、女性上下車跌倒或鞋跟

卡住之意外，若本案有與公車處合作增加公車線路，應於設

計及施工時納入防範與安全考慮。 

九、在適當位置設置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哺乳室，並提供飲水

機，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

公廁) 

十、電梯和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進出與推進

之方便性與舒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感謝李老師嫈絨惠予指導，提供寶貴意見，本處參酌辦理。 

二、具體回應： 

1. 由上述檢視結果，杉林區第四公墓暨納骨塔新設工程，未

來園區整體規劃擬就安全性與友善性兼籌並顧，促使空間

配置安全化（如步道鋪面平整防滑、水溝及洩水孔兼顧排

水功能與行走安全、減少園區空間死角、因地制宜裝設緊

急求救鈴、設置反偷拍偵測器、裝設監視與照明設備、高

處欄杆設計須考量保障女性隱私等），消除潛在威脅，並使

空間規劃友善化(考量身材嬌小者之視野、設置斜坡與電梯

以便不良於行者及其輔具之推進、劃設母嬰親善停車位與

懷孕婦女親善停車位、設置哺乳室與飲水機於遠離廁所

處，以及設置獨立式性別友善廁所、無障礙廁所、親子廁

所及尿布台，且廁所須顧及標示、扶手、置物、隱私等使

用者需求)，以營造具有人性關懷之友善公共空間。 

2. 設置斜坡與電梯以便不良於行者及其輔具之推進、劃設母

嬰親善停車位與懷孕婦女親善停車位、設置哺乳室於遠離

廁所處，以及設置獨立式性別友善廁所、無障礙廁所、親

子廁所及尿布台等，係屬先期規劃階段宜納入考量者，擬

敦請建築師於期程、經費所許之範圍內，參酌專家意見予

以納入規劃。 

3. 步道鋪面平整防滑、水溝及洩水孔兼顧排水功能與行走安

全、減少園區空間死角、因地制宜裝設緊急求救鈴、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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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偷拍偵測器、裝設監視與照明設備、高處欄杆設計保障

女性隱私、考量身材嬌小者之視野、設置飲水機於遠離廁

所處，以及廁所顧及標示、扶手、置物、隱私等使用者需

求，均屬細部設計階段所宜留意者，屆時擬敦請建築師依

其專業納入設計，促使園區成為性別友善空間，落實本市

自許為友善城市之理想。 

4. 本案擬促請建築師參酌李老師嫈絨之意見，視意見內容所

涉及之性質，分別於先期規劃或細部設計階段予以納入，

使其融入園區軟、硬體之建置中，滿足多元族群、文化、

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及年齡層之需求，俾利營造對各

方使用者均友善、安全、便利之多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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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案 

計畫名稱 橋頭殯儀館擴充設置案  

主管機關 民政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6.03.27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本案性別影響評估案，承辦人面面俱到考慮安全也依法規劃

園區更細緻考慮到園區男女廁所比例、因應前來祭拜之年長

者與身障者可能不良於行，規劃設置電梯、導盲磚及無障礙

坡道。空間規劃考慮區位安全性、能消除空間死角等對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威脅或不利影響，並在園區內

廣設照明設備及緊急求救鈴，的確可以提升安全係數，真的

非常令人讚許。 

二、唯性別友善廁所、親子廁所、孕婦專用車位及母嬰親善車位、

哺乳室都已是時代所趨，建議還是一併列入規劃。 

三、另外給予細部的建議如下： 

（一）公廁除了提昇安全性之外，在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

地表的平整和排水孔設計都要特別注意，此外男、女廁

數量比例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也請考

慮以下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

以考慮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臺。 

2.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3.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

有符合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

置物。 

4.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5. 蹲式廁所應設置扶手，供長輩與其他有需求者使用。 

（二）園區的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

燈，並有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三）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若

有設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

度應考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

另外除了原有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

汽車位」及「懷孕婦女親善機車位」， 讓高雄成為真正

的友善城市。 

（四）園區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

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孩童

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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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園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設施應考量婦女、

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 

（六）斜坡道的設計和坡度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

推進之方便性與舒適性。 

（七）分隔島與公車的間距容易造成長輩、女性上下車跌倒或

鞋跟卡住之意外，若本案有與公車處合作增加公車線

路，應於設計及施工時納入防範與安全考慮。 

（八）在適當位置設置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哺/擠乳室並提供

飲水機，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擠乳/哺乳之用。 

（九）電梯和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進出與

推進之方便性與舒適性。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老師寶貴意見，本處敬致謝忱。 

二、公廁設施、標示及內部設計之規劃，將請本案承攬規劃設計

之顧問公司依專家見解擘劃。有關公廁各點建議，本處逐項

回應如次： 

（一）親子廁所及尿布臺將請顧問公司納入考量。 

（二）廁所門板外將設置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三）廁所空間以寬敞、明亮為原則，以免開門時碰觸使用

者，並設置物平台或掛鉤。 

（四）廁所門板底縫與高度之設計，將顧及使用者之隱私。 

（五）蹲式廁所設置扶手，以策安全。 

三、園區各區域將請顧問公司盡可能消除空間死角，提供充足照

明，並設置監視器；車道寬度、轉角及坡度之規劃，將請顧

問公司兼顧各類使用者之視野、視覺高度。另母嬰親善車位

與孕婦親善車位將劃設汽、機車格，以便渠等使用，形塑友

善城市。 

四、園區步道設計將以平整、防滑、抗濕為原則，避免凹凸濕滑

或排水孔危及使用者安全，並便於輪椅及嬰兒車之推進。 

五、園區街道設施（椅子、飲水臺及洗手臺）將請顧問公司兼顧

不同性別、年齡等使用者之需求。 

六、斜坡道坡度與彎度等設計將考量各類使用者之方便及舒適。 

七、本園區日後倘擬設置公車分隔島，將請顧問公司考量分隔島

與公車之間距，以策安全。 

八、哺／擠乳室將請顧問公司規劃於方便可及之處，其內部設置

飲水機，並兼顧溫馨、明亮及安全等考量，以利女性及外賓

育嬰哺／擠乳。 

九、斜坡道與電梯將請顧問公司於規劃設計時，兼顧輪椅族、嬰

兒車推行者及不良於行者等各類對象之方便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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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案 

計畫名稱 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二期)  

主管機關 觀光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3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 關於「107 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二期)」這

份性別影響評估案，承辦人不僅在空間使用性的規劃與工程

設計將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之便利及合

理性、安全性，如多媒體解說中心暨會議室、特展區、生態

走廊、互動體驗區及賣店，皆採空間開闊、走道明亮無死角、

另賣店採用 24 小時營業並配有營業人員管理及警民連線，

思慮周詳值得肯定。 

二、 另外提醒在步道動線、鋪面、照明、旅客服務中心(含兒童

休憩區)、停車場、廁所等設施都應以安全性為整體規劃之

依據，兼顧各年齡及族群需求。此外倘若第一期工程有未盡

完善之缺失應在本期補足。 

三、 給予細部的建議如下： 

(一) 服務中心的互動體驗區展示館特別挑選的四支代表性的

原住民歌舞曲目，除了讓遊客感受原味十足肢體語言豐

富的原住民舞蹈、體會原民熱情與傳統文化精神之外，

應事先再審視了解這些曲目中是否有性別歧視的意味或

不合乎性別友善的部分。 

(二) 賣店：採 24小時營業係委外經營空間，但在招商之時仍

應加入性別主流化的思維觀點，以保障就業公平性(包含

男女員工比例與尊重性別差異)，此外雖配有營業人員管

理及警民連線，仍應加強監視系統以保障人身安全。 

(三) 聯外步道建置計畫中關於建置停車場至月世界多工程服

務設施間人行道系統，人行道除考量防滑、堅硬及耐磨

環保之材質降低雨積水量，增加人行步道透水性及排水

性，減少積水之機會外，步道舖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

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

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方能避免民眾在活動中造成

的傷害，真正提供無障礙及友善環境。 

(四) 夜間照明計畫部分，除承辦人所述已提供建築物夜間照

明加強場域自明性，並利用機械控制全區照明設施開關

時與分區分時照度外，亦同時利用線路做遠端控制，可

於設施故障時作立即性回報外，建議月世界風景區的監

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燈，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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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亮度避免死角。 

(五) 停車場新興規劃部分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

照明亮度，若有設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

轉角以及坡度應考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

視覺高度，另外除了原有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

「母嬰親善汽車位」及「懷孕婦女親善汽機車位」，讓高

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其中「母嬰親善汽車位」應考

慮嬰幼兒推車上下車的考量，應比照無障礙停車位出入

位置與空間應大於一般的停車格。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 有關賣店營業人員管理及警民連線，將納入後續招標條件，

已加強監視系統保障人身安全。 

二、 聯外步道系統材質選用及設置，皆依施工規範設計，並考量

防滑性、耐用性為原則，洩水孔選用時將避免高跟鞋鞋跟及

輪椅或嬰兒車卡住。 

三、 新設停車場規劃設計依建議避免空間死角，足夠照明度，並

專設「母嬰親善汽車位」、「無障礙停車位」。 

四、 新設月世界服務中心周遭景觀將架設高燈、及監視系統，保

障夜間女性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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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案 

 

計畫名稱 壽山動物園擴建園區整體改善工程  

主管機關 觀光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3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園區的監視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燈，並

有足夠的亮度，避免亮度死角。 

二、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停車場

的步道舖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及位

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

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三、人行路面應與車道作安全區分。 

四、公廁應設置於園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以提昇安全

性。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更要考慮到以下

幾點： 

1. 男女廁數量比例不應該是 1:1，因應女性生理結構需求，

女廁數量增設是必須的。 

2.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 

3. 廁所入口與男廁小便斗應設置屏障。 

4.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5. 廁所空間大小以閉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有符

合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鉤)，以利使用者置物。 

6.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7. 蹲式馬桶和坐式馬桶建議均設扶手設置，以利孕婦、體弱

或膝蓋支撐度不佳者。 

8. 廁所應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及安全照護)。 

9.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小便斗。 

五、園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應考量婦女、

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之需求，休憩椅子設置應特別

注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六、斜坡道應考量行動不便及輪椅、嬰兒車推進方便性與舒適性。 

七、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質及設計應考量

著裙女性之隱私。 

八、溫馨舒適的哺乳室請設在適當位置，供女性同仁及外賓來園

女客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公廁處。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委員意見納入計畫，於計畫各期程執行時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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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案 

計畫名稱 107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  

主管機關 觀光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3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關於「107 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這份性別

影響評估案，承辦人不僅在空間使用性的規劃與工程設計將

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之便利及合理性、

安全性，如旅客服務中心規劃採高挑視覺穿透性，空間明亮

有利消弭安全死角。男、女廁及無障礙廁所等裝設安全警鈴

與置物平台、設置哺乳室及無障礙廁所、於硬體上規劃獨立

無性別、無障礙設施、哺乳室等設施。另在服務中心內建立

良好標示系統，讓遊客能簡單、輕鬆的辨識及使用相關設施，

讓所有使用者透過自導式解說標誌系統獲取資訊，如此貼心

細心的思慮真的值得肯定。 

二、另外提醒在步道動線、鋪面、照明、旅客服務中心(含兒童休

憩區)、停車場、廁所等設施都應以安全性為整體規劃之依

據，兼顧各年齡及族群需求。 

三、給予細部的建議如下： 

(一) 公廁應設置於月世界風景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

以提昇安全性。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和排

水孔設計都要特別注意，此外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應依據

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更應考慮到以下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

以考慮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2. 女性廁所請設置衛生紙(棉)販賣機以供急用。 

3.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女

廁至少有一個坐式便器，以供孕婦、女性生理期或不

耐久蹲者方便使用。 

4.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置物平

台(或掛鉤)承辦人已有規劃，建議應符合使用者高

度，以利使用者置物。 

5.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7.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之小

便斗。 

8. 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別者使用公廁的權益，建議

增設無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即獨立廁所，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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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就是廁所 

(二) 月世界風景區的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

應採高燈，並有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三) 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照明亮度，若有設

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考

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了

原有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位」及

「懷孕婦女親善汽機車位」，讓高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 

(四) 哺乳室請設在適當位置，注意必須是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

環境並提供飲水機，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哺乳之用。(請

勿設於女廁或接近公廁或偏遠角落)，內部請提供座椅、

嬰兒處理台、擠奶器、屏風、濕紙巾、衛生紙、紙尿布/

褲、垃圾桶等。 

(五) 請在合適地點設置公布性騷擾之處理窗口與流程。 

(六) 月世界風景區步道舖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

步道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

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七) 樓梯勿做挑高設計，以保護穿短裙者在上下樓梯時之身體

隱私及安全。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

質及設計應考量著裙者之隱私。 

(八) 人行路面應與車道做安全區分。 

(九) 月世界風景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

應考量婦女、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

休憩椅子設置應特別注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十) 月世界風景區設施整建工程的員工聘任上，請注意男女比

例，以專長任用，若是能提升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是性別

認同者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機會，營造更優質的平等對待

環境。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有關新設服務中心公廁將增設通用廁所，並增設尿布台，女

廁間設置衛生紙(棉)販賣機，男廁間另有設置兒童用小便

斗，另男、女廁間皆有設置坐式及蹲式便斗。 

二、新設服務中心內照明系統及監視系統，接考量照明度及穿透

性，避免死角產生治安漏洞。 

三、哺乳室設置將考量明亮舒適環境，並提供座椅、嬰兒換尿布

台等設施。 

四、新設月世界服務中心內部與周遭環境將加強無障礙通道，以

保持安全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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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案 

計畫名稱 107年度金獅湖風景區整建工程  

主管機關 觀光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3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關於本案「107年度金獅湖風景區整建工程」，承辦人能在公

共服務設施改善及空間規劃時，將性別差異問題、消除空間

死角、環境安全、空間感受問題都列入設計考量，如:廁間規

劃男女之廁間比例、防窺設計、安全扶手、哺乳室、無障礙、

友善廁所等，確實值得肯定。 

二、另外提醒在步道動線、舖面、照明、兒童遊戲場、廁所等設

施都應以安全性為整體規劃之依據，兼顧各年齡及族群需求。 

三、給予細部的建議如下: 

(一) 公廁應設置於金獅湖風景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

以提昇安全性。無障礙廁所的規劃動線及地表的平整和排

水孔設計都要特別注意，此外男女廁數量比例除了應依建

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更要考慮到以下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所以可

以考慮增設親子廁所，或是於男女廁均增設尿布台。 

2. 女性廁所請設置衛生紙(棉) 販賣機以供急用。 

3.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女

廁至少有一個坐式便器,以供孕婦、女性生理期或不耐

久蹲者方便使用。  

4.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設有

符合使用者高度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置物。 

5.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廁所應有扶手設置。 

7. 廁所應均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 

8.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之小

便斗。 

9. 尊重性別多元請考慮跨性別者使用公廁的權益，建議

增設無性別之分的性別友善廁所，即獨立廁所，門一

打開就是廁所。 

(二) 金獅湖風景區的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

應採高燈，並有足夠的亮度避免有死角。 

(三) 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若有

設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

考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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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有的無障礙停車位之外建議增設「母嬰親善汽車位」

及「懷孕婦女親善機車位」，讓高雄成為真正的友善城市。 

(四) 在適當位置設置明亮溫馨舒適安全的哺乳室並提供飲水

機，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

接近公廁或是偏遠角落)，內部請提供座椅、嬰兒處理台、

擠奶器、屏風、濕紙巾、衛生紙、紙尿布/褲、垃圾桶等。 

(五) 請在合適地點設置公布性騷擾之處理窗口與流程。 

(六) 金獅湖風景區步道舖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

步道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

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七) 樓梯勿做挑高設計，以保護穿短裙者在上下樓梯時之身體

隱私及安全。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

質及設計應考量著裙者之隱私。 

(八) 人行路面應與車道做安全區分。 

(九) 金獅湖風景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

應考量婦女、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

休憩椅子設置應特別注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十) 金獅湖風景區設施整建工程，在員工聘任上請注意男女比

例，以專長任用，若是能提昇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營造平等對待環境就更

理想了。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計畫將依專家學者意見及相關法規規劃公共服務設施及空

間，以符合個性別、年齡族群之需求。 

二、依委員意見辦理。 



54 

第 32案 

計畫名稱 107年度旗津沙灘遊憩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主管機關 觀光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8.22 

程序參與委員 李嫈絨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本案承辦人願意在公共服務設施改善及空間規劃時，將消除

空間死角、環境安全、性別差異問題列入設計考量，並將性

別差異問題列入設計考量，在廁間規劃男女 1:3 之廁間比

例，也考量防窺設計、安全扶手、無障礙、親子友善廁所等

等，非常值得讚許。另外在照明方面也能考慮提供特色燈具，

改善夜間照明，創造舒適宜人之夜間活動空間；增設灌溉設

施，提升海岸景觀綠美化將美感與功能兼具的考量更讓人覺

得用心。 

二、茲在空間安全上，給予細部建議如下: 

(一)本案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

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免高跟鞋鞋跟及孩童腳

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車之推進。 

(二)遊憩區區之椅子、飲水台、洗手台等街道家具或設施應考

量婦女、兒童、長者等不同性別或對象使用之需求，休憩

椅子設置應特別注意無障礙且安全的動線。 

(三)高處供人行或休憩空間所設置之欄杆，其材質及設計應考

量著裙女性之隱私。 

(四)基地部分地勢坡度較陡峭或崎嶇道路，請進行道路整建或

進行護坡工程，以提供大眾安全旅遊空間，並於部分道路

規劃設計緩坡及無障礙步道供需要的人使用。斜坡道應考

量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推進之方便性與舒適性。 

(五)分隔島與車道的間距容易造成長輩、女性跌倒或腳鞋跟卡

住之意外，應於設計及施工納入防範。 

(六)請規劃友善規劃哺乳室，提供哺乳室給婦女哺乳及照顧嬰

幼兒的私密空間。請依公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

準（100 年 5 月 11 日署授國字第 1000400663 號函令

發布），特別考慮溫馨舒適的哺乳室請設在適當位置，供

女性同仁及女性遊客育嬰哺乳之用，請勿設於女廁或接近

公廁處。 

(七)停車場應避免空間死角，夜間應有足夠之照明亮度，若有

設於地下或地上樓層，停車場車道寬度、轉角以及坡度應

考慮部分女性及身高較嬌小者的視野和視覺高度。另外除

了無障礙停車位之外並應設有母嬰親善停車位並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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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與宣導。 

(八)監視器及照明設備應充足。夜間照明設計應採高灯，並有

足夠的亮度，避免亮度死角。 

(九)應設置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監視器及照

明設備應充足。另外停車場的步道鋪面應平整且利於排

水，材質應防滑。步道鋪面及位於人行空間的洩水孔應避

免高跟鞋及孩童腳部卡住或老人絆倒，並方便輪椅和嬰兒

車推進。 

(十)提供親子廁所、無障礙廁所，給需要的對象使用。公廁應

設置於園區人行頻繁、空曠明亮的地點，以提昇安全性。

除了應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設置外，更要考慮到以下

幾點： 

1. 父、母親均有使用親子廁所及換尿布之需求。 

2. 廁所入口與男廁小便斗應設置屏障。 

3. 廁所門板外應有坐式或蹲式馬桶、使用中之標示。 

4. 廁所空間大小以開門不碰觸到使用者為原則，並應設

有符合使用者高度之置物平台(或掛鈎)，以利使用者

置物。 

5. 廁所門板底縫及高度設計應考慮使用者之隱私。 

6. 蹲式馬桶和坐式馬桶建議均設扶手設置，以利孕婦、

體弱或膝蓋支撐度不佳者。 

7. 廁所應設有緊急求救鈴(治安防範以及安全照護)。 

8. 男廁應設置男童專用或成年男子與男童均可使用之小

便斗。 

9. 可增設無性別廁所，提共更友善的空間讓任何性別者

皆可使用。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1. 本案步道材質採用石板及木棧道，在細設階段將注意材質加工

處理後的防滑性。洩水部分將結合高層調整，採鋪面表層雙邊

洩水，因此無洩水孔設置之問題。 

2. 遊憩區設施及街道家具等，於細設階段將檢討無障礙空間規劃

及動線指示。 

3. 本案無高處空間之設置。 

4. 本案動線無明顯高程落差，自行車道、人行步道除部分有木棧

道階梯外，大致皆可讓行動不便者及輪椅、嬰兒車推進。 

5. 本案無分隔島之設計，主要動線大致可順接。 

6. 本案公廁服務半徑皆有納入遊憩空間，細設階段將評估於親子

廁所內增設哺乳相關設施，以便綜合親子廁所空間一同使用。 

7. 停車場非本案範圍，本案動線沿線皆有設置景觀高燈，避免空

間死角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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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案動線沿線皆有設置景觀高燈，避免空間死角之產生。於救

生站廁所內皆有設置緊急求救鈴及揚聲器。 

9. 本案無新設公廁之計畫，為既有建物衛浴、廁間設施改善，皆

依據公共建築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訂定。 

10. 本次意見大多與施工詳圖有關，於細部設計將納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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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案 

 

 

 

 

 

 

 

 

 

 

 

 

 

 

計畫名稱 左營區勝利國小第三期校舍(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主管機關 教育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5.23 

程序參與委員 謝佩珊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左營區勝利國小第三期校舍(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一案之

整體空間規劃，除解決校內教學空間嚴重不足之迫切問題，

亦考量須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

求，新校舍新建工程計畫內已規劃設置哺乳室、無障礙及防

滑設施、充裕的路燈數量及照明設備，設計公共女廁所之合

宜座落位置，並配置合理比例之男女廁所、裝設安全警鈴與

反偷拍偵測器…等等。 

二、期許施工、興建過程，務必徹底落實本影響評估所提之性別

需求與資源分配。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計畫受益對象為本校全體成員包含社區民眾，對於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並不會產生不利影響，惟在積極面

上，計畫內容將規劃男女廁所間數合理比例、建置親子廁所、

區位設置安全性、充足照明、安全警鈴等。 

二、依照委員意見於校舍興建過程，徹底落實本性別影響評估所

提之性別需求與資源分配:新建工程規劃設置無障礙及防滑

設施、充裕的路燈數量及照明設備，設計公共女廁所之合宜

座落位置，並配置合理比例之男女廁所，裝設安全警鈴與反

偷拍偵測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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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案 

 

  

計畫名稱 部落之心示範點建置計畫  

主管機關 原民會 

計畫提報日期 107.05.01 

程序參與委員 陳美珠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座落於前鎮區高雄原住民故事館，本館歷史悠久早期為從部

落(花蓮、台東)族人重要絡角陣地，因來到高雄就業與遠洋

漁民，成為暫居於原住民服務中心，給予族人臨時短暫住宿。 

二、過去曾作為高雄市原民會辦公使用之場所，成為全高雄市所

有不分性別原住民族出入場所，也提共社區居民不分性別使

用，更讓外縣市族人參觀及拜訪的座落指標，無形中供民眾

文化交流的重鎮。 

三、當多元文化空間供性別民眾不分族群使用時，空間結構更不

容忽視友善的空間結構： 

1. 友善的無障礙：無障礙的動線標示不明顯，目前此部分需

加強清楚標示，未來工程處理需明顯標示，地面以水泥路

面道路，而不適用木板做路面，年久風吹雨打，木板腐朽

毀壞破損，造成長者及弱勢者使用導致行的安全受阻。 

2. 友善的廁所無障礙：廁所門鎖無密合與無扶助手把，長者

如廁影響安全考量等。 

3. 友善的建物：高雄原住民故事館目前放置使用於一樓的流

動式觀眾席看台，成為無形的殺手建物，是一件龐大的不

友善的流動式觀眾席看台，成為弱勢者及長輩、小朋友無

形的危險建物，占用面積大，無法收納安全，製作方式以

桿(鋼)條無安全措施及防護安全的友善處理。建議此流動

式觀眾席看台移駕或移用其他用途。 

4. 友善的空氣：未來建構工程需改善空調設備，若文化活動

與上課及參訪等，活動人數約百人以上參與者較多時，整

個空間的空氣將會缺氧造成不友善的空氣環境。 

5. 上述以性別觀點給予綜合性建議，居於未來高雄原住民故

事館成為多元文化的體驗與教育功能，友善的環境空間與

友善舒適環境才是最讓社區市民不分族群與性別相處的

友善社區好口碑。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旨揭計畫為需求案件之申請，俟預算編列、審核及工程執行等階

段，將參採委員性別影響評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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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建築物耐震補強計畫  

主管機關 勞工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7.04.20 

程序參與委員 簡瑞連 委員 

重要施政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1. 本案為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案，原設施已考慮之各項措施，如

性別友善廁所等幼體各項措施並無改變之虞。 

2. 本案為工程案，耐震補強實施期間，為考量本棟建築之使用者

(包含長者、婦幼、多元年齡層及身心障礙等民眾)出入之安

全，耐震工程實施之防護與引導措施，有關區位安全性應更進

一步友善考量不同性別身分及特殊使用需求者民眾之需求，設

計適齡適性的告示與宣導，並進一步檢視並消除可能的空間死

角，督導工程之安全性，以維護民眾之安全與使用權益。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1. 107 年爭取文化部經費補助進行 4-6 樓空間改善工程，將於 5

樓展場基礎修繕工程考量性別比例設置性別友善廁所，並針對

不同特質之性別對象規劃風格多元的相關軟硬體設施。 

2. 於耐震補強工程期間，將考量本棟建築之使用者(包含長者、婦

幼、多元年齡層及身心障礙等民眾)出入之安全，更進一步友善

考量不同性別身分及特殊使用需求者民眾之區位安全性需求，

設計適齡適性的告示與宣導，督導工程之安全性，以維護民眾

之安全與使用權益。 

3. 107 年爭取文化部經費補助進行 4-6 樓空間改善工程，將於 5

樓展場基礎修繕工程考量性別比例設置性別友善廁所，並針對

不同特質之性別對象規劃風格多元的相關軟硬體設施。 

4. 於耐震補強工程期間，將考量本棟建築之使用者(包含長者、婦

幼、多元年齡層及身心障礙等民眾)出入之安全，更進一步友善

考量不同性別身分及特殊使用需求者民眾之區位安全性需求，

設計適齡適性的告示與宣導，督導工程之安全性，以維護民眾

之安全與使用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