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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民政課民政課民政課民政課 

一一一一、、、、新北市蘆洲區新北市蘆洲區新北市蘆洲區新北市蘆洲區 106 年粽情飄香迎端午年粽情飄香迎端午年粽情飄香迎端午年粽情飄香迎端午-童趣懷古在蘆洲童趣懷古在蘆洲童趣懷古在蘆洲童趣懷古在蘆洲 

   (一)時間：106 年 6 月 6 日 09:30-12:00 

   (二)地點：蘆洲李宅古蹟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30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發放性別平等宣導單 

   (五)執行成效：結合節慶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意涵，增進民眾對性別平權之瞭解。 

  

 

二二二二、、、、106 年里長里幹事連繫會報年里長里幹事連繫會報年里長里幹事連繫會報年里長里幹事連繫會報 

   (一)時間：106 年 8 月 10 日 10:0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里長、里幹事，1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播放性別平等影片 

   (五)執行成效：藉由影片觀賞及人員講解，使里長和里幹事了解性別刻板印象對生活、工作和人 

                際關係的影響，以提升人生的視野，澄清自我價值觀及增進人際互動，建立不同   

                性別間良好的溝通。 

  

端午節活動─粽情飄香迎端午- 

童趣懷古在蘆洲 

里長里幹事連繫會報 



 

三三三三、、、、106 年里鄰長服務知能研習年里鄰長服務知能研習年里鄰長服務知能研習年里鄰長服務知能研習 

   (一)時間：106 年 9 月 9 日 09:0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里長、鄰長，5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性別平等海報宣導 

   (五)執行成效：經由海報呈現配合人員講解，加深里鄰長對性別平權之印象，進而實踐於日常生 

                活當中。 

 

 

四四四四、、、、新北市蘆洲區性平暨中秋慶祝晚會新北市蘆洲區性平暨中秋慶祝晚會新北市蘆洲區性平暨中秋慶祝晚會新北市蘆洲區性平暨中秋慶祝晚會(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預計 106 年 10 月 3 日晚上舉行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30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結合節慶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意涵。 

      2. 藉由舉辦「大聲公」活動，大聲說打破性別印象刻版的ㄧ句話，即可獲得限量精美禮物。 

      3. 以遊戲方式，讓參加民眾表達性別意識的看法。 

   (五)預估成效：藉由遊戲，讓民眾勇敢表達對性別看法，進而了解什麼是性別刻板印象，及其對 

      生活、工作和人際關係的影響，以提升人生的視野，澄清自我價值觀及增進人際互動，建立 

      不同性別間的良好溝通與互動。 

      

貳貳貳貳、、、、社會人文課社會人文課社會人文課社會人文課 

一一一一、、、、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參獎暨體育會研習活動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參獎暨體育會研習活動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參獎暨體育會研習活動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參獎暨體育會研習活動 

   (一)時間：106 年 4 月 22 日 09:0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750 人次。 

   (四)實施方式：活動期間播放 CEDAW 及性別平等宣導影片並張貼文宣。 

   (五)執行成效：將性別平等觀念融入人民團體，進而請人民團體協助推廣，建立性別間良好溝通。 

里鄰長服務知能研習 



 

 

二二二二、、、、婦幼健康公益講座婦幼健康公益講座婦幼健康公益講座婦幼健康公益講座 

   (一)時間：106 年 6 月 24 日 09:3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16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活動中邀請夫妻共同參與。 

      2. 於活動會場擺放性別平等文宣及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告示牌。 

   (五)執行成效：傳遞婚姻中的性別平等觀念：婦幼健康知識全家人都應了解，因女性也是家中重 

                要支柱，男性朋友應多關懷家中的女性健康，讓家庭更和諧。 

  

 

三三三三、、、、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ilisin 豐年祭豐年祭豐年祭豐年祭 

   (一)時間：預計 106 年 9 月 9 日 9:00-17:00 

   (二)地點：微風運河廣場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30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於活動會場擺放性別平等文宣及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告示牌。 

      2. 辦理有獎徵答活動於答題內容加入 CEDAW基本知識問答，贈送性平相關宣導品。 

   (五)執行成效：藉由有獎徵答方式，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及性別刻板印象對生活、工作和人 

                際關係的影響。 

西太平洋健康城市聯盟參獎暨體育會

研習活動 

婦幼健康公益講座 



  

 

四四四四、、、、106 年性平模範母親表揚活動年性平模範母親表揚活動年性平模範母親表揚活動年性平模範母親表揚活動(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106 年 5 月 6 日 09:3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35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結合 106 年模範母親表揚，將性別平等意涵融入。 

      2. 邀請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至表揚活動現場。 

      3. 於活動期間播放 CEDAW 宣導影片。 

   (五)執行成效： 

      1. 活動中讓民眾認識新北性平 CEO「企鵝暖爸」宣導婚姻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 藉由表揚活動讓家人們更能體會母親的辛勞，父親及子女也能學習分擔母親在家庭的工 

         作。 

      3. 評審委員加入在地婦女團體理事長參與評選機制。 

 

  

五五五五、、、、106 年性平模範父親表揚活動年性平模範父親表揚活動年性平模範父親表揚活動年性平模範父親表揚活動(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106 年 8 月 5 日 09:0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35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結合 106 年模範父親表揚，將性別平等意涵融入。 

      2. 邀請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至表揚活動現場。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ilisin豐年祭 

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3. 於活動期間播放 CEDAW 宣導影片。 

   (五)執行成效： 

      1. 活動中讓民眾認識新北性平 CEO「企鵝暖爸」宣導婚姻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 藉由表揚活動讓家人們更能體會父親的辛勞。 

      3. 評審委員加入在地婦女團體理事長參與評選機制。 

 

 

六六六六、、、、幸福女人蘆洲聚幸福女人蘆洲聚幸福女人蘆洲聚幸福女人蘆洲聚-新住民料理交流觀摩新住民料理交流觀摩新住民料理交流觀摩新住民料理交流觀摩 PK 賽賽賽賽(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106 年 9 月 16 日 09:3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15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邀請新住民家庭一同參與。 

      2. 於活動會場擺放性別平等文宣。 

      3. 邀請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至表揚活動現場。 

   (五)執行成效：傳遞婚姻中的性別平等觀念：烹飪不是只有女性可以完成，男性也可以參與進而 

                 培養；男性也可以藉由學習烹飪的過程分擔家務，讓家庭更和諧。 

  

 

七七七七、、、、2017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蘆洲神將文化祭蘆洲神將文化祭蘆洲神將文化祭蘆洲神將文化祭((((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預計 106 年 11 月 12 日 10:00-15:00 

   (二)地點：微風運河廣場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300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新住民料理交流觀摩 PK賽 



      1. 於活動會場擺放性別平等文宣及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告示牌。 

      2. 辦理有獎徵答活動於答題內容加入 CEDAW基本知識問答，贈送性平相關宣導品。 

   (五)執行成效：民眾體驗神將活動，也藉由有獎徵答方式，讓民眾了解何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進而了解什麼是性別刻板印象，以提升人生的視野，建立不同性別間的良好溝通

與互動。 

 

八八八八、、、、寶寶趣味賽寶寶趣味賽寶寶趣味賽寶寶趣味賽(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預計 106 年 11 月 

   (二)地點：未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150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於活動會場擺放性別平等文宣及新北市性平 CEO「企鵝暖爸」告示牌。 

      2. 辦理有獎徵答活動於答題內容加入 CEDAW基本知識問答，贈送性平相關宣導品。 

      3. 於活動中加入企鵝暖爸著色活動及其他相關小遊戲 

   (五)執行成效：藉由活動，讓爸爸媽媽在工作繁忙之餘也可以與小朋友互動，了解照顧小孩是父 

      母雙方都應負擔的責任。 

 

九九九九、、、、親職教育課程親職教育課程親職教育課程親職教育課程((((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性平亮點))))    

(一)時間：106 年 5 月至 10 月 

   (二)地點：鷺江、成功、長安、集賢等 4處公共托育中心及公所七樓大禮堂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9 場次、56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1. 活動中邀請夫妻共同參與。 

      2. 於活動會場擺放性別平等文宣。 

   (五)執行成效： 

      1. 提倡照顧小孩不是只有媽媽的事情，爸爸也應該學習。 

   2. 藉由參與課程讓父母了解小朋友各年齡會出現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3. 自製性別平等宣導講義。 

  

 

十十十十、、、、新北知識充電站新北知識充電站新北知識充電站新北知識充電站-蘆洲區生活講座蘆洲區生活講座蘆洲區生活講座蘆洲區生活講座 

(一)時間：106 年 4 月至 11 月 10:00-12:0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 

親職教育課程 



   (三)宣導範圍：現場民眾，4 場次、550 人次。 

   (四)實施方式： 

      活動期間播放 CEDAW 及性別平等宣導影片並張貼文宣。       

   (五)執行成效： 

      藉由影片及文宣使民眾了解性別刻板印象對生、工作和人際關係的影響，以提升人生的視野，

澄清自我價值觀及增進人際互動，建立不同性別間良好的溝通。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自製自製自製自製性性性性別別別別平平平平等等等等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宣導品 

序號 名稱 用途及說明 

1 野餐墊 於各項活動中發放，宣導品「印有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 促進性別平等讓蘆洲更美好」字樣，期望民眾拿到宣導品後，也能

認識 CEDAW，進而體會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2 摺疊扇 

3 擦手巾 

4 修容組 

 

参参参参、、、、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106 年新北市政府未婚聯誼暨性別平等活動年新北市政府未婚聯誼暨性別平等活動年新北市政府未婚聯誼暨性別平等活動年新北市政府未婚聯誼暨性別平等活動 

   (一)時間：106 年 5 月 20 日 13:30-17:30 

   (二)地點：新北市蘆洲區公所 7 樓大禮堂及香草弄堂餐廳 

   (三)宣導範圍：新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其他機關(民間企業)員工及新北市民，共 43 人。 

   (四)實施方式： 

      1.結合市府 106 年未婚聯誼活動計畫，融入性別平等意涵。 

      2.藉由活動議程播放性別平等微電影短片。 

新北知識充電站-蘆洲區生活講座 



      3.由參加人員針對性別議題充分討論。 

      4.以心得分享方式，由參加人員表達性別意識的看法。 

   (五)執行成效： 

      1.職場環境對於女男的工作分配與角色存在刻板印象的分際，總是認為男性優於女性，故， 

        藉由未婚青年的交誼，彼此的溝通與互動，輔以短片的宣導，使參加人員回到工作場域後 

        能夠落實性別平等。 

      2.繼續追蹤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可能性，並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未來兩人世界的婚姻生活。 

 

 

未婚聯誼大合照 

 

 

 

 

 

 

 

 

 

 

性別平等影片欣賞與討論(一隻企

鵝的旅行，來自南極，最暖心的性

平故事) 

 

 

 

 

 

 

 

區長致詞(桌面擺放象徵性別平等

的動物─企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