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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整體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件 
100年各案程序參與委員建議&參採情形 

 

100年提報（11案） 

第 1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茄萣海岸線整治計畫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0.08.19.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建議於規劃階段，可以深入探討未來遊客之需求，應落實

於細部設計。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本案未來進入工程細部設計階段，將依委員意見深入探討

遊客之需求。 

 

第 2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委託設計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0.08.19.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建議「規劃報告類」中屬公共設施管線等系統，無居民使

用性質之工程，可免作性別影響評估。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爾後類似案件將依委員建議，免實施性別影響評估。 

 

第 3案 

計畫名稱 苓雅區衛武營自行車橋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計畫提報日期 100.11.01.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1.請提供充足夜間照明，創造安全安心環境。 

2.欄杆高度及形式應考量婦孺使用之安全及穿著衣群婦女

之隱私。 

3.斜坡道坡度應考量輪椅身障者及嬰兒車使用者之方便性

及舒適性，創造無障礙環境。 

4.道路舖面材質應有較高磨擦力，以防滑倒。 

5.兩端引道出入口設置明顯導引標示牌，引導市民進出。 

評估結果 1. 本案為景觀橋，將提供充分之照明，以提供市民安全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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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參採情形） 憩空間。 

2. 欄杆高度將依相關規範設計，以維護行人及自行車使用

安全，其形式亦將以防止下方窺視為考量。 

3. 斜坡道坡度將依相關規範設置，若土地空間無虞，將儘

量使坡度和緩，以使廣大身障者亦能享受建設成果。另

亦考量斜坡道每一定距離設置一休息平台，俾讓上坡之

自行車、輪椅、嬰兒車、行人等使用者休息，減少體力

負荷。 

4. 舖面材質將以防滑、平整、舒適為主，以維使用安全。 

5. 引道出入口將清礎標示出入動線，引道民眾使用。 

 

第 4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永安溼地整建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計畫提報日期 100.10.25.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應做性別人口統計，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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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劃、進行住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

提供參與管道，納入女性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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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編列社區資源時，應具性別意識，不應忽略在地婦女

團體、媽媽教室及意見女性的參與。 

四、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的

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此外，尤其在防災、減

災及住民參與部份，均要能納入性別觀點。 

五、工程細部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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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設施。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一、本計畫規劃前進行住民參與、調查，納入在地婦女等

團體意見。 

二、規劃階段邀請在地婦女等團體參與，重視女性使用者、

孩童的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設施等。 

三、工程細部設計，考量婦女、兒童與老人之行走特性與

安全需求及設施需求性，包含動線、步道、廁所等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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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相關統計調查，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 

 

第 5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大社區公園開闢整建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計畫提報日期 100.10.25.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請依公園使用者的年齡、性別、階級等統計資料，進

行需求評估；並依其需求進行空間規劃，且應於計畫

中具體說明相關依據及措施。例如：婦女帶孩子的年

齡與比例、老年人的比例及性別等，將遊樂設施、托

育或日托、娃娃車、輪椅等需求均應納入設計的軟硬

體中。 

二、性別空間規劃不僅止於公廁比例、親子廁所或死角照

明，計畫提出者由公園內路線規劃、園內步道鋪面材

質與寬度、是否設置老人日托或活動地點等設計，均

應依照不同性別及年齡需求進行評估，並著實反應在

性別預算中。 

三、除此之外，影響評估表中所提之多項性別設計（如

7-8.7-10.7-11.7-12等）於原始計畫書均無呈現，請

於計畫書具體說明依照哪些依據進行評估，反應在各

項措施及設計，藉此達到滿足性別需求之空間規劃。 

四、在發包工程計畫時，注意承包單位是否符合性別工作

平等法之規定，施工及執行者性別比例，保障不同性

別之權益。 

五、公園落成後,鼓勵民眾廣泛使用之宣傳方式及策略,亦

應依照其不同性別需求及所提供之性別友善措施作為

宣導重點,鼓勵男性共同分擔照顧老人及育兒責任,破

除性別刻板印象。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由上述檢視結果，大社區公園開闢整建工程，未來園區步

行動線將以友善性及安全性等細微貼心空間安排為考量

（如鋪面步道磚、減少園區空間死角等），設置無性別廁所

的觀念等友善空間之規劃(如園區、廁所裝設安全警鈴、反

偷拍偵測器等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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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廁所等)，以營造出友善且具

人性關懷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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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公園整建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計畫提報日期 100.10.25.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應做性別人口統計，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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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劃、進行住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

提供參與管道，納入女性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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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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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辦理地方說明會，邀

請團體得納入婦女團體。 

三、編列社區資源時，應具性別意識，不應忽略在地婦女

團體、媽媽教室及意見女性的參與。 

四、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的

特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此外，尤其在防災、減

災及住民參與部份，均要能納入性別觀點。 

五、工程細部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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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要考量婦女安全需求設計照

明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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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例不應只是大便器之比例，應

為使用者數量的比例）及安全措施。步道之材質、考

量婦女、孩童行走特性，並將嬰兒車列入部份步道規

劃考量。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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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有關委員建議，本局將於計畫後續設計施工階段加以落時

監督。 

 

第 7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茄萣溼地公園（公 12）開闢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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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提報日期 100.10.25.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一、本計畫雖係工程專業方案，受益對象雖無涉及特定性

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中，仍存有部份業務之工作實

涉及實施對象的性別差異面。 

二、主要工作項目中之工作實施對象仍具有性別差異者，

如下列－1水資源開發利用項之 1-3積極推動節約用

水，－7綜合業務中 1-1教育（舉辦說明會、研討會），

1-2之宣導（a走入社區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宣導）（b

強化愛護集水區宣導工作） 

三、針對－1水資源開發利用項之 1-3積極推動節約用水

項目。 

建議：在實施宣導工作時，應具性別觀念，看到婦女常負

擔家務工作及擔任清潔人員，用水機會、比例較高

之事實；在宣導工作規劃及實施對象設定、宣導內

容、管道、途徑等，應具性別敏感度，針對婦女是

高使用者之特性而規劃其宣導內容，執行時，亦應

注意宣導管道、途徑之可及性。 

四、針對－7綜合業務中 1-1教育（舉辦說明會、研討會），

1-2之宣導（a走入社區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宣導）（b

強化愛護集水區宣導工作） 

建議：1.需辦理說明會及研討會，並於宣導工作時，分別

針對不同性別之學習特性、知識基礎之差異而規劃

其內容。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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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議適當的辦理時

段，針對不同身份－家庭主婦、職業婦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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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擴大參與

層面及群眾。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本案將依委員所提建議納入前置規劃階段辦理。 

 

第 8案 

計畫名稱 100年度五甲公園整建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計畫提報日期 100.10.25.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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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1、應做性別人口統計，以利未來其他規劃參考。 

2、規劃、進行住民參與機制時，應具備性別意識，積極提

供參與管道，納入女性意見。 

3、編列社區資源時，應具性別意識，不應忽略在地婦女團

體、媽媽教室及意見女性的參與。 

4、先期規劃應具備性別觀點，重視女性使用者、孩童的特

性及需求，包含動線規劃。 

5、工程細部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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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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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由上述檢視結果，五甲公園整建工程，未來園區步行動線

將以友善性及安全性等細微貼心空間安排為考量（如鋪面

步道磚、減少園區空間死角等），設置無性別廁所的觀念

等友善空間之規劃(如園區、廁所裝設安全警鈴、反偷拍

偵測器等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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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廁所等)，並採納委員建議以營

造出友善且具人性關懷的公共空間。 

 

第 9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民生醫院南棟建築物申請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整建

工程計畫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0.04.14.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1. 本評估表「肆，問題現況評析及需求評估概述」之敘述，

應加入與「性別」有關之敘述，例如原建物是否針對人

身安全，走廊動線，照明死角，廁所間數，廁所警鈴，

集乳室，臨時托育空間等。各項目予以考量，若沒有，

本計畫將如何改善。 

2. 本案涉及性別議題，尤其針對上述第一點所列舉各項

目，若能加以考量，則有助於改善一般公共設計所缺乏

的性別敏感度。因此項目 6-2，6-3皆勾選「是」，並附

上說明。 

3. 同上 2，因此項目 7-1，7-2，7-4，7-5，7-6皆勾選「是」，

並附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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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項目 7-7應勾選「是」，本案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歧

視公約 CEDAW」第十二條「健康權」的精神，因此，7-9，

10，11，12各項目亦勾選「是」並做說明。 

5. 可見藉由性別影響評估，本案之施行可以在規劃階段考

量性別平等之精神，符合「性別主流化」之精神。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本案將於未來細部規劃設計階段，參考委員意見，於各空

間與設施之規劃皆考慮到因性別所帶來不同的需求及影

響，並積極塑造一平等安全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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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寮中庄分館新建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0.12.26.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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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案 

計畫名稱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小南棟校舍拆除及新建工程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提報日期 100.11.15. 

整體計畫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 

委員建議 

 

評估結果 

（機關參採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