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其他性別平等(非 CEDAW)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機關單位 人事處 辦理日期 109.07.09 

活動名稱 
109年度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

研習 
宣導對象 

本府公務人員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女 男 其他 

90 24 0 114 

宣導內容 

宣導目的及內容簡述： 

  透過電視節目上實際的例子，了解歧視是對他人的

身分或外在特徵給予刻板印象進而產生差別的待遇。例

如因為認為胖子好吃懶作（刻板印象）進一步不跟一起

團體作報告（歧視）。使之了解並避免日常生活中各種歧

視行為產生的可能。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見的口頭禪，例如「娘砲」或「娘

娘腔」，其實隱含著對單一性別「氣質」的偏見，唯有斷

開「氣質」的偏見，無論是甚麼樣的性格、怎麼樣的氣

質，唯有自己能先真誠的喜歡自己，才能吸引別人。 

主要宣導的性別平等概念(可複選)： 

□多元性別(認識 LGBTI-女同志、男同

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處境及保障

其權益、尊重多元性別等) 

□促進女性參與 STEM(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領域 

□防治性別暴力及翻轉性別權力關係 

□杜絕數位性暴力 

■其他：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    

1. Taiwan Bar 製作『只是開玩笑有這麼嚴重嗎？歧視性言論』 

2. Taiwan Bar 製作『女生不要罵髒話？！斷開「氣質」鎖鏈』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宣導活動照片 

 

性平宣傳影片會台撥放場景 

 

同仁觀看性平宣傳影片照片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其他性別平等(非 CEDAW)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機關單位 人事處 辦理日期 109.07.02 

活動名稱 健康好生活第 1期研習 宣導對象 
本府公教人員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女 男 其他 

62 16 0 78 

宣導內容 

宣導目的及內容簡述： 

藉由「性別平等小學堂：蔡阿嘎 X 大頭佛 公益

開講-斷開習俗歧視鎖鍊」這部影片，使同仁了解台灣漢

人父系社會中男尊女卑、性別僵化的價值經常透過習俗

而傳遞下去，例如「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月經來

了不能進廟裡」、「未婚女子往生只能住到姑娘廟」等，

影片中傳達想用力翻轉這樣的習俗，用小小的行動抵制

貶抑女性的習俗；或者，賦予新意；又或者，用行動力

變革習俗、創造不一樣的儀典的概念。 

對於同性婚姻，有人擔憂這樣的家庭結構會不利

兒童、青少年成長，甚至會影響孩子的性傾向和性別發

展，亦有害怕同性伴侶的小孩，是否比較容易成為同性

戀等憂慮。「我的彩虹家庭－同性戀的小孩會是同性戀

嗎？」這部影片中介紹，瑩瑩和軒軒是一對姐妹，她們

二人已經和媽媽的同性伴侶琦琦一起生活超過 5年。對

於一般人對同志家庭的疑慮，影片內容以兩性平權、生

命教育、轉型正義、情感教育及性教育等等概念，不廻

避重大及困難議題的探討，傳達一個家庭組成最重要的

因素是愛，能不能照顧對方，能不能在困難的時候相互

幫忙才是最重要的。 

主要宣導的性別平等概念(可複選)： 

■多元性別(認識 LGBTI-女同志、男同

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處境及保障

其權益、尊重多元性別等) 

□促進女性參與 STEM(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領域 

■防治性別暴力及翻轉性別權力關係 

□杜絕數位性暴力 

□其他：※性騷擾防治宣導不列計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  

1. 性別平等小學堂：蔡阿嘎 X大頭佛「斷開習俗歧視鎖鏈」 

2. 我的彩虹家庭：同性戀的小孩會是同性戀嗎?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宣導活動照片 

 

播放「性別平等小學堂」影片 

 

播放「我的彩虹家庭」影片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其他性別平等(非 CEDAW)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機關單位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辦理日期 109年 7月 14日 

活動名稱 
性別工作平等法與 CEDAW公約講

座 
宣導對象 本府公務人員(主管人員)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女 男 其他 

30 36 0 66 

宣導內容 

宣導目的及內容簡述： 

「【 志祺七七 】從「搶攻男廁」到「不分性別」，「性別

友善廁所」是怎麼出現的？」影片中說明廁所的演變，

以及其背後代表的象徵意義，還有我們能從中學到什

麼。關於廁所的這個議題歷久彌新，從「沒有分性別」

到「分性別」又到「沒有分性別」，從「公共廁所要有女

廁」到「女廁要變多」再到「增設跨性別友善的廁所」，

廁所的功能和意義一直不斷在改變。性別友善廁所的出

現，正好是一個絕佳的教育機會，讓大家正視不同需求

族群的存在，透過看見每個人的差異，我們才有機會理

解差異，甚至擁抱差異。 

主要宣導的性別平等概念(可複選)： 

■多元性別(認識 LGBTI-女同志、男同

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處境及保障

其權益、尊重多元性別等) 

□促進女性參與 STEM(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領域 

□防治性別暴力及翻轉性別權力關係 

□杜絕數位性暴力 

□其他：※性騷擾防治宣導不列計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 【 志祺七七 】從「搶攻男廁」到「不分性別」，「性別友善廁

所」是怎麼出現的？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宣導活動照片 

 

同仁觀看影片。 

 

同仁觀看影片。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其他性別平等(非 CEDAW)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機關單位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辦理日期 109年 7月 31日 

活動名稱 

CEDAW實例研討：談平等與歧視

－祭祀公業、契約自由與人民財

產權講座 

宣導對象 本府公務人員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女 男 其他 

29 29 0 58 

宣導內容 

宣導目的及內容簡述： 

藉由「性別平等小學堂：蔡阿嘎 X大頭佛 公益開講-斷

開習俗歧視鎖鍊」這部影片，使同仁了解台灣漢人父系

社會中男尊女卑、性別僵化的價值經常透過習俗而傳遞

下去，例如「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月經來了不能進

廟裡」、「未婚女子往生只能住到姑娘廟」等，影片中傳

達想用力翻轉這樣的習俗，用小小的行動抵制貶抑女性

的習俗；或者，賦予新意；又或者，用行動力變革習俗、

創造不一樣的儀典的概念。 

主要宣導的性別平等概念(可複選)： 

□多元性別(認識 LGBTI-女同志、男同

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處境及保障

其權益、尊重多元性別等) 

□促進女性參與 STEM(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領域 

■防治性別暴力及翻轉性別權力關係 

□杜絕數位性暴力 

□其他：※性騷擾防治宣導不列計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性別平等小學堂：蔡阿嘎 X大頭佛 公益開講-斷開習俗歧視鎖鍊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宣導活動照片 

 

同仁觀看影片。 

 

同仁觀看影片。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其他性別平等(非 CEDAW)宣導辦理成果報告 

機關單位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辦理日期 109年 8月 7日 

活動名稱 不一樣也一樣－多元性別面面觀 宣導對象 本府公務人員 

宣導人數 

性別 
共計 

  女 男 其他 

30 26 0 56 

宣導內容 

宣導目的及內容簡述： 

對於同性婚姻，有人擔憂這樣的家庭結構會不利兒童、

青少年成長，甚至會影響孩子的性傾向和性別發展，亦

有害怕同性伴侶的小孩，是否比較容易成為同性戀等憂

慮。「我的彩虹家庭－同性戀的小孩會是同性戀嗎？」這

部影片中介紹，瑩瑩和軒軒是一對姐妹，她們二人已經

和媽媽的同性伴侶琦琦一起生活超過 5年。對於一般人

對同志家庭的疑慮，影片內容以兩性平權、生命教育、

轉型正義、情感教育及性教育等等概念，不廻避重大及

困難議題的探討，傳達一個家庭組成最重要的因素是

愛，能不能照顧對方，能不能在困難的時候相互幫忙才

是最重要的。 

主要宣導的性別平等概念(可複選)： 

■多元性別(認識 LGBTI-女同志、男同

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處境及保障

其權益、尊重多元性別等) 

□促進女性參與 STEM(科學、技術、工

程、數學)領域 

□防治性別暴力及翻轉性別權力關係 

□杜絕數位性暴力 

□其他：※性騷擾防治宣導不列計 

 

宣導管道 

□網路平台(含 FB、Line、Youtube、Instagram等) 

■影片播放(廣告等) 我的彩虹家庭－同性戀的小孩會是同性戀嗎？ 

□廣播                    □電視牆 

□活動設攤              □競賽            □平面廣告空間 

□研討會、座談會、說明會  □性別平等意識培力課程、工作坊 

□其他______ 

 

  



 

宣導活動照片 

 

同仁觀看影片。 

 

同仁觀看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