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基隆市政府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一、計畫依據 

    依據108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婦女福利考核指標辦理。 

二、實施期程：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 

三、人口、婚姻狀況(摘自本府統計資料)(104年本市婦女生活況狀與福利需求調查) 

   (一)人口特質─屬於男女人口趨於均衡之城市 

     1.本市至107年11月止女性人口共有185,187，佔總人口半數(50%)，男性人口則 

有185,019(50%)，性別比為100：100。其中以55-64歲女性為多佔16.79%，其 

次為45-54歲佔16.44%、第三為35-44歲佔15.01%。顯示本市女性以中壯年者 

為多。 

     2.本市至107年11月止原住民族人口共9,347人，占總人口數之2.5%，其中原 

       住民女性人口數為4,823，占本市婦女總數之2.6%。 

      3.本市新住民主要以大陸地區配偶人數最多，占新住民人數74.1%，其次則以 

        越南新住民為多，占總新住民人數16.19%。 

    (二)婚姻狀況 

        本市至106年底，女性人口有偶率為40.71%，較5年前40.92%下降0.21%；女性 

        離婚率為9.88%、未婚率則為39.03%，相較5年前分別上升1.25及下降1.61個 

        百分點，顯示本市女性在近5年婚姻狀況無顯著之變動。 

 四、資源現況 

     1.本市目前已於安樂區、七堵區、中山區、暖暖區及仁愛區佈建5家親子館， 

       服務內容包括托育服務諮詢、幼兒照顧諮詢、兒童發展篩檢、兒童玩具圖書 

       室及親職教育等，中正區為因應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規劃設置祖孫館，業 

       於107年6月起提供服務。 

     2.本市現有2家公私協立托嬰中心、4家私立托嬰中心及365名居家托育人員可 

       提供托0-2歲育服務，托育型態可分為機構托育及居家式托育，並可依家長及 

       幼兒需求提供個別化及具彈性的服務內容。 

     3.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以「0-5歲全面關照」之政策 

       精神為核心，本市於中正區設置1間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預計於108年度提供 

       服務；目前本市6家私立托嬰中心皆簽訂準公共化契約，另有252位保母簽署 

       契約，本府將賡續鼓勵本市保母加入托育準公共化行列。 



     4.本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設置於安樂區，目前提供有婦女成長講座、讀書會、 

       法律講座、婦女學苑等課程，使本市婦女有充實自我之機會。 

     5.本市設有國際家庭服務中心，建置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方案，提供新住民 

       及其家庭整合而全方位之服務，以有效而積極地滿足其多元需。並促進多元 

       文化融合，使新住民及社區民眾彼此了解尊重多元文化，促進家庭及社會間 

       合諧關係。 

  6.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家庭暴力相對人整合性服務方案、 

    家庭暴力被害人經濟補助、性侵害經濟扶助等服務，亦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設立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提供相關專業 

    服務，使民眾獲得妥善的支持與協助，並經由社工評估、建議提供較為周全 

    之服務。 

五、問題需求(摘自104年本市婦女生活況狀與福利需求調查) 

      1.本市婦女曾遭受家庭暴力者以身體暴力(65%)居首；而曾受性騷擾之婦女則 

        以於公共場所最高(78%)，顯示婦女於公領域及私領域之人身安全需求仍是相 

        當重要之議題。 

      2.本市婦女認為不需要生育的原因以經濟問題最多(77.6%)，其次為托育問題 

        (76%)，第三則為工作太忙壓力大(51.3%)。 

     3.本市婦女認為困擾的部分，以健康問題位居第一(26.8%)，經濟問題次之   

       (17.1%)、居住問題第三(11.7%)。 

     4.本市婦女薪資狀況在月收入方面，以10,000~20,008所占比例最(46.5%)， 

       20,009~29,999居次(38.3%)，顯見本市婦女收入偏低。 

     5.本市女性勞參率僅25-29歲逾9成，此後便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女性勞參 

       率自25-29歲之92.0%下滑至40-44歲之74.7%。而無工作之主要原因中，除退 

       休外(35.6%)，以照顧子女為高(22.8%)。 

     6.本市在處理家務方面以婦女為主要從事者 (66.7%)，其次則是子女或配偶 

       從事(24.4%)。 

     7.本市婦女在從事休閒活動部分，以沒有從事相關活動最高(24.3%)，而在志 

       願服務部分，則有高達90.2%之婦女表示未曾參與。 

六、需求評估 

  1.托育服務：婦女在工作與家庭間無法取得平衡，若有效解決托育問題可減輕 



    婦女負擔，避免女性因家庭照顧因素離開職場，亦可增加生育率。 

     2.家庭照顧：本市從事家務者仍以女性為主，女性照顧議題值得重視，亦顯示 

       市民性別平等意識仍有提升之空間，家庭內性別分工尚有進步的空間。 

 3.就業與經濟：本市有工作之婦女收入偏低，以每月月薪在3萬元以下者居多，   

   本市婦女經濟安全保障議題不容忽視，應提供積極性措施，以避免婦女因突 

   發況狀而落入貧窮線。 

 4.健康與醫療：本市女性重視健康問題者眾多，又逢女性長壽化之社會來臨， 

   提倡保健知能、促進婦女身心健康成為相當重要之議題。 

 5.社會參與：本市婦女未參與社會活動者比例偏高，另參與活動者多以宗教團 

   體居多，可積極推廣婦女學苑、婦女團體培力等相關課程活動，目前業已外 

   展婦女學苑，於各區有開設課程，使女性之社會參與更形多元、提升其能見 

   度，並積極培植婦女、婦女團體或女性領導人，鼓勵婦女投入公共事務，提 

   供婦女自我成長之機會。 

 6.人身安全：人身安全需求為本市婦女最重視之議題，亦為婦女政策最基本之    

   訴求，爰本府致力於推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社區化，普及宣導涵蓋率， 

   並加強社政與警政機關聯繫機制以落實案件處理。 

七、施政項目與規劃 

編號 施政項目 施政規劃 績效指標 主辦 協辦 

1 托育服務 結合中央「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建構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案 

(前瞻計畫)規劃下列服務: 

1. 親子館 

其服務內容包括托育服務諮詢、幼兒

照顧諮詢、兒童發展篩檢、兒童玩具

圖書室及親職教育活動等，並依各區

需求提供在地化、離家近之服務，使

親子館成為社區多元托育措施及服務

提供之輻射點，另結合居家托育服務

中心，擴充保母量能，協助家長照顧

幼兒，建立托育資源整合性服務工作

1. 增加1所

公共家園 

 

社會處 教育處 



模式，補充各行政區家庭托育資源之

不足並紓解照顧者壓力及提供支持，

促使提升生育率，並完成本市「一區

一親子館」政策之目標。另為因應少

子化及高齡化社會到來，中正區規劃

設置祖孫館，提供本市 6歲以下幼兒

及其長者友善代間共樂空間，並促進

中青代安心就業，鼓勵生育，活躍老

化，以「代間共融、老幼同樂」逐步

建置屬於基隆在地托幼安老福利服

務，以減輕青壯年照顧負擔，讓年輕

人可以專心就業，願意生養，讓基隆

成為友善的托育城市，業於 107年度

6月啟用。 

2. 公共托育家園 

為建置完善托育體系，規劃於108年

運用資源透過非營利團體公共參與管

理的方式，於中正區設立第1所社區

公共家園，並管控收費以提供平價、

優質、普及與多元型態之托育服務，

提升本市提供未滿2歲幼兒托育服務

之品質。使女性在進入職場及步入婚

姻後，能夠在家庭及工作間取得平

衡，協助婦女分擔照顧責任，讓女性

在陪伴家庭時亦能兼顧職涯發展並達

到公共利益目標。 

3. 非營利幼兒園 

目前本市於信義區及七堵區設有非營

利幼兒園共2所，因本市獲1.9億經

費，爰陸續於中正、中山、暖暖、安



樂4區各增設1所幼兒園，目前工程進

行中，並預計於109年8月開始招生，

期待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之比率達

50%，完整提供家長更多元、普及的

托育選擇。 

2 家庭照顧 1. 落實性別平等 

(1)針對不同族群人口透過多元方式

進行性別平等意識進行宣導，提升宣

導之深度及廣度，強化並落實效益。 

(2)結合本府各局處辦理之大型活動

進行性別平等宣導，並深入社區進行

宣導，提升性別平等宣導之涵蓋率及

多元性。 

2. 家務分工 

規劃與結合社區宣導，倡議家庭成員

共同分擔家事，於生活中落實性別平

等，打破性別的框架，逐步改善性別

不平等現象，擺脫傳統束縛和限制，

將性別平等核心概念落地深根。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本市目前設有 85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落實在地化、社區化照顧功能，

提供平價、可近性預防照顧服務，並

減輕女性之照顧責任。 

4. 家庭日、爸爸日 

與親子館及公共托育家園合作辦理爸

爸日及家庭日活動，提升男性對幼兒

照顧能力及分擔家務之意識，於日常

生活中落實性別平等，促進家庭間穩

定和諧，增進親子親密關係。 

1. 辦理性別

平等課程

暨宣導活

動10場次 

2. 辦理家庭

日、爸爸

日共5場

次 

社會處 本府各

局處 



3 就業與 

經濟 

1. 職業訓練 

(1)本市對失業者所開設之職業訓練

課程預計於108年5、6月開課，規劃

辦理2班電腦班、4班餐飲班與1班產

後照顧人員培訓班，讓失業婦女更多

樣之選擇，使其發展一技之長並投入

職場，強化女性經濟自主並提升其社

會參與。 

(2)結合職業訓練場提供下列訓練：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職類、精密機械職

類、銲接職類、空調機電職類、珠寶

飾品製作職類、珠寶飾品設計職類。 

2. 就業媒合 

本市就業中心提供就業市場資訊及職

涯資訊書籍，供自助尋職者免費使

用。亦有求職服務，採固定專人、預

約制之客製化服務，提供就業推介 

(含擬定就業協助行動計畫、就促工

具運用等)；適性就業輔導及就業促

進研習活動；提供職業訓練、技術檢

定資訊等服務，對因個人因素無法就

業須協助排除就業障礙或經評估需轉

介其他單位，則經與諮詢服務櫃檯聯

繫後送辦理深度諮詢、職業心理測驗

評量等，並推介就業。 

另諮詢服務則針對求職服務櫃檯後送

之服務個案，提供深度諮詢、職業心

理測驗評量、職涯規劃與探索、個人

諮商及小團體支持活動、轉介個案至

社政、衛政及其他機關(構)等服務，

1. 特殊境遇

婦女個別

化就業服

務完成媒

合15人 

2. 婦女學苑

開設中高

齡女性肌

力運動課

程2門。 

社會處 基隆職

業訓練

場 

基隆就

業中心 



待服務個案後送原因結束後回送求職

服務櫃檯由原服務專人續予提供推介

就業服務。以強化就業服務工作品質

為目標，整合及利用社區資源，提升

就業媒合率。 

 有就業需求之婦女可使用中心之資源  

  加速工作之媒合及排除進入職場之障 

  礙，達至社會參與及經濟獨立自足之 

  目標。 

3. 特殊境遇婦女個別化就業服務 

為協助遭受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婦女

就業，本市就業服務中心與婦幼福利

服務中心合作於館內設置據點，於每

個月雙週之禮拜二上午提供就業諮詢

服務，並規劃「就業三部曲」活動，

由就服中心人員搭配本府社工協助，

提供本市婦女就業支持，依個案需求

提供就業計畫。三重奏之序曲為「就

業前評估」，確認身心穩定程度及就

業意願等；2號交響曲為「就業媒

合」階段，提供情緒支 持與輔導、

協助申請相關補助、連結本市就業服

務站、陪同婦女面試、推介工作機會

及職業訓練等輔導項目；獨立樂章為

就業後的「職場關懷」階段，主要提

供進入一般職場後的就業適應協助、

職場人身安全維護等輔導項目。期待

透過循序漸進的服務，協助婦女經濟

獨立，使婦女順利進入職場發揮所

長，進而提升女性社會參與並保障其



經濟安全。 

本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亦規劃與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基

隆就業中心合作，辦理「就業擴大徵

才」活動，邀請廠商進行現場面試徵

才；並依據前次民眾建議，逐步增加

廠商數，並安排各廠商與面試者於不

同空間內獨立進行面試，保障面試者

隱私。 

4 健康與 

醫療 

1. 婦女健康篩檢 

藉由本市衛生局所辦理之闔家歡健康

檢查深入社區，提供滿30歲婦女每年

一次子宮抹片檢查；45-69歲每2年1

次乳癌篩檢。並宣導婦女身體保健與

預防相關知能，延緩其老化之速度，

提升婦女對身心健康之關注，培養具

性別敏感度之醫療人員，建構性別友

善之醫療環境。 

2. 國民運動中心 

每週一至週四提供不同時段之公益時

間，讓65歲以上高齡者可以免費使用

中心之運動設備；其餘時段則有半價

之優惠，亦開設有游泳、球類、瑜

珈、肌力訓練等多元課程，有助於鼓

勵一般婦女及高齡婦女加入運動之行

列，促進身體保健，養成規律運動的

習慣，使生活更有朝氣。 

3. 中高齡女性肌力運動 

女性由於生理狀況之改變，骨質流失

較男性快速，且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

 社會處 教育處 

衛生局 



為長，因此受到骨質疏鬆的影響就更

為嚴重。隨著預期壽命的延長，骨質

疏鬆已經成為中高齡婦女最重要的健

康課題。爰加強宣導中高齡女性肌力

運動訓練之重要性，本市婦幼中心亦

規劃中高齡婦女之健康促進相關課

程，如開設:樂齡健康操及中高齡婦

女健身室等，以延緩中高齡女性老化

之時程，提昇生活品質，使其生活得

更有尊嚴。 

5 社會參與 1. 婦女團體培力 

擴增及培力在地婦女團體，提升本市

婦女團體能量，推展本市婦女福利，

建立團體間之合作夥伴關係，栽培其

創新能力，增進公私部門間連結合

作，建構完善資源網絡，並協助本府

進行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之宣導；亦

鼓勵本市婦女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提

升婦女在社會參與上的能見度並維護

自身的權益。 

(1)初階課程 

辦理性別平等或婦女福利相關課程，

在推廣性別平權意識的同時鼓勵婦團

發掘自身能量，亦期待吸引更多有共

識的團體，成為本市婦團，凝聚力量

為本市婦女福利和性別平等努力。 

(2)進階課程 

強化本市婦女團體瞭解目前中央政策

之趨勢，確立本市婦女團體發展主

軸，並透過課程使婦團學習如何掌握

1. 辦理婦女

團體培力

課程共計

4場次 

2. 辦理婦女

議題論壇

1場次 

3. 辦理女孩

日活動1

場次 

4. 辦理婦女

團體聯繫

會報2場

次 

社會處 教育處 



基層女性需求及培立社區女性，提升

其資源連結與行銷團體之能力，進而

促使其參與公共事務。 

(3)舉辦婦女相議題論壇 

鼓勵婦團申請婦權基金會補助定期 

辦理婦女議題論壇對本市目前之婦 

女福利服務提出建言，促方政府及 

民間雙向交流，落實參與式民主。 

(4)辦理台灣女孩日活動 

為提升本市民眾性別平權概念，並 

鼓勵女孩勇敢發聲，打破性別的藩 

籬，爰規劃辦理在地台灣女孩日相  

關活動，讓性平意識在地生深耕。 

(5)婦女團體聯繫會報 

透過一年二次婦女團體聯繫會報， 

使婦女團體了解政府當前在性別平 

等與婦女福利推動主軸、彼此瞭解 

業務情形並建立夥伴關係，達至經 

驗分享、資源共享的目標，並可於 

會中討論婦女團體於婦權會相關提 

案事項、宣導婦團培力課程及婦女 

議題論壇活動等，促進婦團能量之 

累積和網絡之激活。 

2. 活化本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1)資訊基礎建設 

   除了提供無障礙設施外，因應資訊 

   化時代來臨，為使資訊流通更為暢  

   通，爰規劃強化內部網路基礎建設 

   以吸引民眾及婦團利用中心設備， 

   提高使用率，並使中心未來在課程 



   設計與發展上有更多發揮空間。 

   (2)健康促進 

   以當前婦女重視之食安議題為主 

軸，規劃中心空間，使之運用更為 

多元，如：空中菜園，由參與課程 

之婦女親身體驗栽種之過程；另， 

由於女性平均餘命增加，亦持續研 

擬適合中、高齡婦女之課程，設計 

延緩婦女老化之活動場域。 

   (3)培利基地 

   藉由硬體設施的修繕及空間之再設 

   計，鼓勵民眾及本市婦團運用場館 

資源，提高能見度，並嘗試與大專 

院校合作，跳脫既有之框架為中心 

注入新的活力、激發創造力，讓中 

心成為培育婦團及在地人才資源之 

基地。 

(4)館舍修繕 

透過專業建築師的設計規劃，將色   

彩及正面的意象融入館設之設計， 

以帶給來館民眾正向的感受提升其 

運用場館資源之意願。 

(5)多元化服務之女性人口群 

依據社福績效考核指標，逐步擴大 

中心服務之女性人口類別，本年度 

計畫服務之對象為： 

①中高齡婦女：辦理「RUNNING放輕 

鬆~婦幼福利服務中心樂齡婦女健身 

室駐場教學指導活動」提升身心健 

康。 



②職業婦女：規劃婦女學苑夜間 

班及分區課程，提供職業婦女紓壓 

及自我成長之機會。 

③家庭主婦：為強化家庭主婦之信  

心及溝通能力，促使其建立正向關 

係，特辦理婦女成長團體。 

④身障婦女：依其之需求及特性辦 

理健康促進課程，增加參與者的自 

信，強化肌耐力、協調性及平衡  

感，培養定向定位之行動能力，並 

藉由活動給予照顧者喘息機會。 

⑤新住民女性：規劃一系列的課 

程、團體、工作坊及活動，提供新 

住民及其家庭生涯規劃、家庭理財 

及就業、促進家庭關係和諧等相關 

資源，積極連結並培力新住民家庭 

的社區支持網絡，以家庭為服務核 

心，透過全方位的整合式服務，使 

其順利適應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 

元文化社會。 

另，庚續辦理婦女成長講座、讀書會、

法律講座、親子DIY、心靈驛站等活動 

，充實婦女精神生活，提供婦女再教育

及自我成長之機會。 

3. 婦女學苑課程 

   開設婦女學苑藉由舉辦婦女各項知  

  性、進修及藝能課程，充實婦女實精 

  神生活，提供婦女再教育及自我成長 

  之機會，進而服務社會，促進社會參 

  與。並結合本市各區在地婦女團體、 



  協會推 廣婦女學苑分區課程，除藉

由深入社區之課程傳遞各項性別概念 

  外，亦提供各區婦女近便性服務，促 

  進各區婦女權益，增加在地婦女學習 

  管道，充權婦女及培養其第二專長。 

4. 新住民女性第二專長及興趣之發展 

規劃開設新住民有興趣之課程，如：

美容、美髮等，培養其興趣與發展第

二專長，進而使新住民女性經濟自主

並提高其能見度，融入台灣社會。 

5. 終身學習 

(1)本市於七區皆設置樂齡學習中

心，結合公部門資源及民間單位運營

能量，讓樂齡學習理念在社區紮根。 

其提供有系統的學習活動，強調「快

樂學習、忘記年齡」甚至忘記煩惱、

憂愁，達到成功老化、活躍老化，將

透過學習、改變生涯規劃，延長老年

期的健康壽命、提昇生活品質，並能

參與社區服務及貢獻社會，提早規劃

退休前準備。 

(2)辦理長青學苑，課程豐富多元並

符合生活實用性，培養銀髮族生活樂

趣，擴大銀髮族生活領域，增進銀髮

族生活知能，享受銀髮族安樂生活。 

由於女性長壽化之時代來臨，其身心靈   

之健康富足更顯重要，應鼓勵中高齡婦  

女多多參與相關課程，充實老年生活， 

實踐「活到老，學到老」之旨意。 

6. 志願服務 



本市目前共有325隊志工隊，並設有

志願服務榮譽卡制度，志工憑製卡可

免費會優惠進入全國部份文教休閒場

所、風景區及於本市志願服務特約商

店享有優惠。透過宣導並鼓勵本市婦

女投入志願服務，提升女性社會參與

並豐富生活，使其身心靈富足。 

6 人身安全 1. 反性別暴力 

結合社區紮根計畫，進入社區宣導性

別平等及反性別暴力相關內容，強化

民眾自我保護觀念及對性別暴力議題

之重視，朝「人人盡份力，社會無暴

力」的方向前進，期能達成有善基隆

紮根社區，邁向無暴力城市之目標。 

2. 緊急庇護 

近年本市家庭暴力、性侵害案件有攀

升之趨勢，婦女人身安全備受威脅，

本府致力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期

能給予本市婦女更友善安全的生活環

境，於緊急庇護部分，本市家庭暴力

防治中心設置婦女庇護中心，107年

度與信心基金會合作，將庇護中心營

造成為溫馨的家，為有需求的婦女朋

友及其子女提供一處避風港。 

3. 治安熱點加強巡邏 

本市警察局於婦女安全顧慮時段（如

深夜時段），加強轄內治安死角巡守 

，設置巡邏箱，維護婦女安全，並對

在外落單之婦女加以關懷留意，適時

提供協助，並協請鄰里守望相助隊， 

 社會處 警察局 



透過夜間巡邏訪視社區易發生婦幼案

件熱點防止被害事件發生。另，為強

化婦幼安全維護工作，本市警察局彙

整轄內易發生婦幼被害案件地點(案

件類型為強盜、搶奪、性侵害、刑法

第234條之妨害風化、性騷擾及傷害

等)公布於警局網頁供民眾查詢，以

促使民眾注意，防止犯罪被害事件等

發生。 

期待在社政與警政的通力合作下，強化  

婦女人身安全保護網絡，共同營造性別  

友善城市。 

7 其他 108年度婦女生活需求調查 

為落實推展本市婦女福利工作並因應社

會變遷、家庭結構的改變，確實了解本

市婦女需求，擬委託專業學術單位調查

本市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婦女家庭、

生活及就業狀況、自女照顧及托育需求

等，俾利本府制定婦女福利政策、計畫

及建立面性婦女社會支持網路。 

 社會處  

 八、經費來源與配置 

基隆市108年度預算                                                   單位：元 

項目 
經費來源 

合計 
公務預算 公彩盈餘 

婦女福利服務 5,298,000 5,819,000 11,117,000 

108年度社會處總預算為2,575,347,000元，其中婦女福利服務預算為11,117,000元，

佔總預算0.43%。 

 

九、預期效益 

(一)落實計畫執行，並將性別友善觀點融入各項福利服務以保障婦女權益，促進本 



    市性別平等與提升婦女權益。 

(二)強化本市婦女之權益與福利，落實各局處推動婦女相關福祉，深化性別平等意 

    識於本市，期待藉由民眾與公部門間之通力合作建構性別友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