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臺灣女孩日活動訊息一覽表(中央、地方政府)
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1

2

機關

教育部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106 年度臺
灣女孩日「活力臺灣
女孩，熱情
迎向未來」
四格漫畫比
賽

為響應聯合國自 2011 年指定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童日」
，我國於
102 年 7 月亦指定每年 10 月 11 日為「臺灣女孩日」
，教育部於 106
年度仍期待透過學校教師於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宣導該節日之意義
與精神，並鼓勵學生透過四格漫畫表現國際女孩日之核心觀念（充
權女孩、培力女孩、投資女孩、平權女孩），並呈現男性參與性別
暴力防治及家務分工、女孩與科技、女孩與運動之意象，以提升學
校及家庭重視女孩發展、強化女孩參與科技學習、及運動與健康之
概念，落實保障女孩權益，讓我國女孩能獲致更為平等發展、發揮
潛能及安全自由之成長環境。

女孩的科技
日常—創意
程式探索營

「臺灣女孩日」今已邁入第五年，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延續去
年辦理的「新創女孩‧程式冒險」熱潮，也呼應聯合國於 2015 年
12 月大會第 70 次會議中對科技、創新和性別平等的重視，舉辦「女
孩的科技日常」系列營隊。我們重視科學、科技與妳日常生活的互
動，邀請妳正視性別職業藩籬，開始投身科技產業的第一步吧！
創意程式探索營課程內容：
1. KODU 軟體基本操作。
2. 自己寫遊戲。

女孩的科技
日常—科學
體 驗 營 ：
DNA 好 好
玩

科學體驗營（DNA 好好玩）課程內容：
1. 製作 DNA 模型。
2. 萃取自己的 DNA。
3. 認識染色體。
4. 遺傳法則大解密。

衛生福
利部

活動時間、地點

1

1. 比賽徵件：截止收件時間
為 106 年 9 月 5 日（臺北
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2. 頒獎典禮：106 年 10 月
11 日於教育部 5 樓大禮
堂（臺北市中山南路 5 號
5 樓）舉辦頒獎典禮

主辦/協辦單位

教育部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106 年 8 月 22 日
上午場（9:00-12:00）
下午場（13:30-16:30）
萬華新移民會館（臺北市萬
華區長沙街二段 171 號）

社會及家庭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1. 106 年 8 月 23 日
9:00-16:30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
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

社會及家庭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活動連結網址
1.「教育部性別平等
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
edu.tw （ 搜 尋 路
徑：
【最新消息】→
【重要消息】
）
2.「教育部臺灣女孩
日-『為臺灣女孩喝
采』臉書粉絲頁」
https://www.facebo
ok.com/TaiwanGirl
sGo
1.社會及家庭署 http:/
/www.sfaa.gov.tw/S
FAA/Pages/Detail.a
spx?nodeid=20&pid
=6412
2.婦女聯合網站－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http://www.iw
omenweb.org.tw/N
ews_Content11.asp
x?n=455B2352278
A7C8D&sms=72A
DEAFA0A32E316
&s=5DF6467DAB
7A9720
1.社會及家庭署 http:/
/www.sfaa.gov.tw/
SFAA/Pages/Detai
l.aspx?nodeid=20
&pid=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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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活動時間、地點
(國小 4-6 年級女生，名額
30 人)

主辦/協辦單位

2. 106 年 8 月 24 日
9:30-16:3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
中市北區館前路 1 號）
(國中女生，名額 30 人)。

女孩的科技
日常—科學
體驗營：紙
衣飾的力與
美

科學體驗營（紙衣飾的力與美）課程內容：
1. 用數學打造我的衣服
2. 科技配件好時尚
3. 科技與人際
4. STEM 飾品秀。

106 年 9 月 10 日
9:00-16:30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大港自造
（高雄市鹽埕區駁二藝術特
區瀨南街 8 號）
(高中女生，名額 25 人)。

社會及家庭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 女 力 創
新‧我無所
畏」宣導記
者會暨論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訂於臺灣女孩日前夕辦理「女力創新‧我
無所畏」宣導記者會暨論壇，邀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行政院
與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委員及參與前系列
科技營隊學員等 250 位以上女孩代表共同慶祝臺灣女孩日訂定 5
週年。同日邀請 IBM 科技女傑、數位政委、臺大生命科學系助理
教授、
「為臺灣而教」(TFT)協會共同創辦人現身與營隊學員及社會
大眾對話，談論女孩投入科技，運用創新與數位能力之重要性。

106 年 10 月 6 日
13:30-16:30
三創生活園區（臺北市中正
區市民大道三段 2 號）12 樓
「 Syntrend Show 」 展 演 空
間。

社會及家庭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2

活動連結網址
2.婦女聯合網站－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http://www.iw
omenweb.org.tw/N
ews_Content11.asp
x?n=455B2352278
A7C8D&sms=72A
DEAFA0A32E316
&s=5DF6467DAB
7A9720
1.社會及家庭署 http:/
/www.sfaa.gov.tw/
SFAA/Pages/Detai
l.aspx?nodeid=20
&pid=6412
2.婦女聯合網站－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http://www.iw
omenweb.org.tw/N
ews_Content11.asp
x?n=455B2352278
A7C8D&sms=72A
DEAFA0A32E316
&s=5DF6467DAB7
A9720

http://www.sfaa.gov.t
w/SFAA/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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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女子樣的臺灣女孩職
場想像展覽
暨系列活動

1011 臺灣女
孩日─「女孩
藝起來」國
臺交聽音樂

3

活動簡介
今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以「女性經濟賦權」為年度主題，再次
強調職業/志業帶來的經濟自主與自我實現。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館在 10 月份以「臺灣女孩職場想像」為主題，從宏觀的時間流與
微觀的個人生命故事，呈現臺灣女性在職場中的身影變遷。此外，
另規劃真人圖書館、一人一故事劇場、影片欣賞、創業講座等活動，
提供臺灣女孩更多的職業/志業想像。
國臺交的演出團隊證明女性在古典樂領域佔有重要的地位，鼓勵女
孩們透過音樂展現自我，培育自信、活力、勇氣、責任、知識等特
質並勇敢展現自我內在。我們推廣「女孩藝起來」國臺交聽音樂會，
配合戶外推廣演出活動，現場贈送 18 歲以下的女孩們國臺交紀念
品(每場限量 500 份)。

文化部

活動時間、地點

主辦/協辦單位

活動連結網址

106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9 日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新竹
市武昌街 110 號）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

http://www.nhclac.gov
.tw

106 年 10 月 6 日臺東藝文中心
106 年 10 月 8 日花蓮慈濟大學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06 年 10 月 10 日彰化縣體育
館

守護文化的
根：pulingaw
〈卜靈奧/女
祭司〉祭儀
文化保存及
傳承計畫

藉由本計畫舉辦祭禮儀式講座及母語經文教學研習營，提供部落少
女及婦女認識祖先傳下來的宗教文化精神，以及祭禮儀式意義及經
文內涵，激發其承擔 pulingaw〈卜靈奧〉文化傳承的使命。

106 年 4 月至 11 月
1.卡大地布多功能活動中心
2.建業社區活動中心
3.卡大地布祖靈屋及巴拉冠
文化園區
4.卑南族石生系統祖先發祥
地
5.臺東縣卑南族各部落

臺文館臺灣
女孩日，打
卡送好禮

臺文館自 2003 年開館營運以來，出版過不少女作家著作，並展出
過女作家三毛、林海音、杜潘方格文學展，臺灣女孩日這一天，邀
請女孩們蒞臨，除了現場有這些書籍的展示，也將贈送好禮給打卡

106 年 10 月 11 日
10:00-17:00
國立臺灣文學館‧藝文大廳

3

http://www.ntso.gov.t
w/home

指導單位：文化部、國立臺東
生活美學館
主辦單位：臺東縣原住民主體
文化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
卑南族民族議會
臺東縣卡大地布文化發展協
會
臺東縣卡撒發干部落文化發
展協會
臺東縣巴布麓文化協進會
臺東市建業社區發展協會、臺
東市知本社區發展協會、臺東
市建和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市卡大地布長老團
臺東市卡大地布中壯年團
臺東市卡大地布婦女會
臺東市卡大地布青年會

臉書：卡大地布部落
公共事務-訊息平臺

國立臺灣文學館

http://www.nmtl.gov.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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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影片欣賞

購物優惠

4

5

基隆市

新北市

優惠及宣導
活動
【2017 串連
國際‧ 攜手
反暴力】歡
慶女孩日暨
OBR 十億人
起義反暴力
第 五 屆
Formosa 新
北女孩培力
計畫「性別
充權‧親身
實踐‧碩果
分享」

活動簡介
的民眾，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時間、地點

為響應「臺灣文化日」及「臺灣女孩日」，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處以「臺灣人物與女性」為主題場次，播放《臺灣百年文化人物誌
─蔣渭水》
、《臺灣百年文化人物誌─黃土水》與《臺灣世紀回味：
臺灣的女兒─女性造像》。

106 年 10 月 13 日
14:00-16:00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演藝
廳

為響應「臺灣女孩日」，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博物館商店及委外
賣店於 10 月 11 日，民眾當日消費享有折扣，委外賣店另給予女性
來店禮。
宣導國際女童日、臺灣女孩日之精神，未滿 20 歲女孩於 10 月 10
日當日參觀博物館予以免票優惠。

106 年 10 月 11 日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博物
館商店及委外賣店
106 年 10 月 10 日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主辦/協辦單位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
處最新消息
http://www.cksmh.gov
.tw/index.php?code=li
st&flag=detail&ids=1
8&article_id=13193
活動訊息
https://event.culture.t
w/CKSMH/portal/Reg
istration/C0103MActi
on?actId=70166
http://www.cksmh.gov
.tw/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帶著青少女及青少年歡慶女孩日，讓社會大眾廣知台灣/國際女孩
日的意義及培力女孩的重要性。並建置不同性別對話、交流平台，
106-10-06～106-10-08
讓新世代的青少女與青少年自我增能，看見自己的責任，共同攜
手、互相培力，成為反暴力的性別平等種子。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
會/
基隆市政府

1. 性別培力: power camp 魔法少女電力營辦理五天營隊，以「性
別與我、性別與關係、媒體識讀、性別與歷史、性別與空間、
充權團隊合作概念」等主題之進行設計去體察辨識「性別」對
本身的限制與影響，在破除刻板觀念，成為一個具有性別視野
的領袖。
106-04-01～106-11-01
2. 親身實踐：愛情列車街頭宣導帶領「新北女孩」以宣導志工的
方式，體驗學習，「新北女孩」喬裝孕婦上街頭，親身體驗青
少女懷孕之處境，並將安全性行為知識、性別與關係之概念、
求助資訊，分享給在街頭的青少年與民眾，以預防其非預期懷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
會

4

活動連結網址

www.nm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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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3.

1.

106 年度桃
園市台灣女
孩日系列活
動

2.
3.
4.

6

活動時間、地點

孕。
在地關懷、成果展現：淡水慶典‧我的夢想城市在 10 月 8 日
台灣女孩日前夕辦理「淡水慶典」，以此響應台灣女孩日。此
慶典內涵，包含一系列的遊行及性別闖關，由「新北女孩」組
成的遊行隊伍，沿途以其各組的創意，向路人分享其性別所
學，我的夢想城市並運用性別地圖，讓民眾藉由闖關過程作
答，透過社工與之對話，促進性別意識覺醒。
透過女孩議題的對話，讓女孩們認識及學習正確的情感經營以
及自我保護方式，提升女孩的危機意識、並拓展職涯視野，且
能嘗試挑戰傳統禮俗文化。另透過一場男、女孩混合座談方
式，評估異質性團體對話的差異。
以校園巡迴講座方式，增加兒少對性別之尊重，減少物化女
性，建立青春期的女孩的正確的自我概念。
106-10-11～106-10-31
以性別影片及映後專家與談之多元宣導方式，增進桃園市民性
別平等觀念，並增進對台灣女孩日的認識。
期以媒體傳銷方式讓大眾認識台灣女孩日，增進大眾對性別平
等以及培力女孩之認知。將上述成果製成女孩日影片，可作為
後續女孩日宣導影片使用，另透過辦理上述活動的心得徵稿，
製作成冊，了解桃園女孩的想望。

主辦/協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
會

桃園市

【臺灣女孩
日】106 年度
辦理臺灣女
孩日之活動

透過響應「臺灣女孩」紀念日之活動，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邀請原住民族社團、婦女團體、婦權會委員、桃園市復興區部落文
化健康站及都會區日關站長者等參與，運用性別議題影片欣賞、課
程教示以及至台灣國家婦女館觀摩參訪之方式，藉以提升原住民族
人之性別平等意識概念並了解性別議題之歷史與將來發展趨勢。

106 年度台
灣女孩日活
動 ─106 年

為鼓勵及培力女孩開發潛能及領導力，促進女孩自我實踐。桃園市
政府青年事務局舉辦高中及大專學生自治組織研習，鼓勵女孩參與 106-09-09～106-09-10
學生自治研習。並將性別議題及台灣女孩日精神納入培訓課程中。
5

106-10-02～106-10-11

活動連結網址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gRwGb
QC4ApVg3%40%40
%40S3zQ464Q%3d%
3d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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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學生自治組
織研習暨交
流活動

活動簡介
強化女學生領導能力，必提升其參與公共事務之興趣與知能。

活動時間、地點

1. 提升兒童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之正確認知，增加求助動機及能力。
106 年度台
2. 透過兒童戲劇狀況模擬與角色互動，學習人我相知相敬的互動
灣女孩日活
技巧。
動─性別平
106-09-01～106-10-31
3. 建立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以實現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
等教育劇團
4. 配合衛生福利部訂定每年 10 月 11 日為台灣女孩日，加強營造
巡迴宣導
友善女孩的社會環境，使女孩有公平機會發展及實現自我。

106 年台灣
女孩日宣傳
系列活動~
〝青靚女孩
自信未來〞
7

苗栗縣

為響應聯合國重視投資及培力女孩，讓女孩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
顧，我國完成訂定每年 10 月 11 日為「台灣女孩日」。為落實性別
平等的觀念，女權需要被受到重視，取代傳統重男輕女的舊觀念，
提升整體社會對女性的重視。苗栗縣政府舉辦〈女孩大聲說〉口號
106-09-11～106-10-11
募集活動，透過校園宣導邀請學生以發想不超過 20 秒的口號影
片，內容以倡導訴求臺灣女孩接納自己、勇敢追夢，多元發展，進
而呼籲社會各界跳脫女孩刻板印象，重視女孩權益、投資女孩及培
力女孩。

106 年度年
中政風工作
利用苗栗縣政府政風處暨政風所屬人員 106 年度年中政風工作檢討
檢討會會議
會會議，宣導「臺灣女孩日」資訊、認識「CEDAW」及性別平等
暨推廣「臺
觀念，培養該處暨政風所屬同仁性別敏感度。
灣女孩日」
宣導活動
6

106-08-11

主辦/協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

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

活動連結網址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GGu4q
8QLpn%40%40%40A
Zwnjo9BOJQ%3d%3
d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I6FSg4
j%40%40%40xsxoVd
g7RG7aew%3d%3d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JIY9%
40%40%40%40%40
%40idCDApQqlRX4
vpZA%3d%3d

106 年臺灣女孩日活動訊息一覽表(中央、地方政府)
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8

9

10

機關

活動名稱

臺中市

2017 臺灣女
孩日

南投縣

台灣女孩日
宣導活動之
女孩馨光夜
跑

雲林縣

臺灣（雲林
女孩日）系
列活動

活動簡介
2017 年為臺灣女孩日正式邁入第 5 年，臺中女兒館開館正式滿二
周年！為擴大女孩日倡議的視野，提醒社會大眾關注並改善女孩的
生存現況，打破重男輕女、性別篩選等框架限制；同時也配合第二
屆圓夢女孩成果，臺中市政府將於臺中女兒館空間內建置兼具趣味
與知性的性別平權闖關虛擬遊戲空間，除入館觀賞優異女孩圓夢成
果外，更能利用手機工具，下載遊戲 APP 後，依據指示或館內展
品的相關提示，進行性別平權知識與相關培力女孩的知性探索。期
待透過遊戲可以開啟社會大眾性別眼、學習性別平權的知能、打破
已建構的性別框架，也更能了解女兒館的活動，培養性別平權的尖
兵，願意與女兒館一起攜手為建立臺中市成為性別友善城市而努
力。
本次活動旨在邀請民眾關心女孩權益議題，重視投資及培力女孩。
活動內容中規劃有：
1. 攤位區宣導活動：於現場設攤舉辦台灣女孩日暨性別平等社會
福利宣導活動。
2. 舞台區活動
3. 路跑活動：辦理 4.5 公里路跑活動
1. 計畫源起：聯合國 2011 年第 66 屆 89 次全體會議，指定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童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並從
2012 年開始每年為此舉辦活動，其核心精神在於讓會員國認識
及瞭解、增強女童能力並投資女童，是促進及保障女童人權之
關鍵，並特別提到應讓女童積極參與決策及營造社會支持環
境，著重充權女童的策略，涉及兒童人權、教育、新聞、通訊
傳播、衛生範疇。102 年台灣為響應聯合國「國際女童日」呼籲
各國重視及培力女孩之精神，改善我國女孩身心發展，促使全
民關心女孩權益議題，將每年 10 月 11 日訂為「台灣女孩日」。
為了彰顯政府對於女孩人權的重視，並促使全民關心女孩權益
議題 。
2. 計畫說明：
(1) 雲林縣政府串聯勵馨基金會的雲林女孩培力營，辦理「台灣女
孩日- 尋找雲林女孩活動」
，於該府辦理「尋找雲林女孩打卡活
動」，藉由尋找到雲林女孩，請雲林女孩表達我認為雲林女孩
7

活動時間、地點

主辦/協辦單位

106-10-11
9:30-10:00
臺中女兒館(臺中市北區太
平路 70 號)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106-09-16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106-08-24～106-10-11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活動連結網址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qau6Hl
4KtST8HfoopnRcKA
%3d%3d

106 年臺灣女孩日活動訊息一覽表(中央、地方政府)
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11

機關

嘉義市

活動名稱

106 年度臺
灣女孩在嘉
義-「看見女
孩 看 見 夢
想」城市夢
想家續航計
畫

【106 年臺
灣女孩日 IN
臺南】電影
欣賞：小王
子 The little
Prince
12

臺南市
【106 年臺
灣女孩日 IN
臺南】推廣
講座：乳癌
早期發現及
預防
【106 年臺

活動簡介
是： 。我認為雲林女孩可以： 藉由本活動讓參加者意識到自
己是雲林女孩，連結起對雲林這片土地的認同與情感，提昇自
我主體意識，成為一個自我充權開啟的可能。
(2) 雲林縣政府函請各婦團及兒少團體參加「台灣女孩日-尋找雲林
女孩活動」，從 8 月-10 月，請各團體擔任台灣（雲林）女孩大
使，協助宣導台灣女孩日。
為響應聯合國自 2011 年指定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童日」，我國於
102 年 7 月亦指定每年 10 月 11 日為「臺灣女孩日」
，時代脈動在轉
變，社會競爭激烈。為讓女孩們在學生時期，除了課業知識的學習
吸收下，也能走出課堂書本，更實際地將自己浸潤在這多變的社會
裡，懂得貼切實際的夢想，也學習該如何圓夢，本次活動為『城市
夢想家』系列活動的啟動計畫，透過自我認識與對話，我們企圖探
索一個城市規劃的遠見和婦幼新園地，及其凝聚的共識，如何來影
響城市的形式。透過莘莘學子的角度，帶領她們來思考如何建構未
來和諧宜居的嘉義。在活動進行時，可以同時宣導該節日之意義與
精神，並融入性別平等概念，讓我國女孩能獲致更為平等發展、發
揮潛能及安全自由之成長環境。
希望透過電影賞析，鼓勵女生勇敢追求自我，心中也永遠都有個單
純樂觀的小王子，來面對長大後人生的各種課題。電影是改編自經
典名著【小王子】，敘述一位受到媽媽嚴格縝密安排人生計畫的小
女孩，平日像個機器人般的按部就班的走著他那被安排好的人生，
然而有一天隔壁鄰居的老伯伯因為飛機螺絲沒鎖好，造成意外不小
心破壞了小女孩的圍籬，因此而變成知心的忘年之交，飛行員的童
心未泯與單純樂觀也漸漸地感染了小女孩，讓她身為小孩的天真靈
魂慢慢得到應有的解放。
透過講座之宣傳管道，及早增進女性對乳癌預防的保健知識與認
知，乳癌是台灣婦女發生最多的癌症，發生的平均年齡層也逐漸下
降，「及早預防、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就是正面迎擊乳癌的最好
方法，本次活動邀請到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腫瘤外科的徐慧萍醫師，
來向民眾講授透過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定期篩檢及早期治療，確保
乳房健康，不是難事!!
以書展形式展出與女性主題相關的圖書，包括「女性的愛情、婚姻
8

活動時間、地點

106 年 10 月 11 日
106 年 10 月 20 日
106 年 11 月 11 日
對象：預計招收 30 人，105
年度參加過為優先綠取，生理
性別為女性之嘉義市內國
中、高中職學生報名參加並請
核以公假參與。

主辦/協辦單位

活動連結網址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社團法人嘉義市婦女服務福利
中心
嘉義市婦女服務福利中心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ZxBcn
L64Nj0UfXQoVioQt
A%3d%3d

106 年 11 月 11 日 14:30-16:30
新營文化中心兒童閱覽室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6-10-14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6-10-01～106-10-31

臺南市立圖書館/

106 年臺灣女孩日活動訊息一覽表(中央、地方政府)
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活動簡介
灣女孩日 IN 與就業」、
「兩性尊重」、
「現代新女性」等主題。
臺南】主題
書展
【106 年臺
灣女孩日 IN 邀請社區民眾，到社區活動中心，以講述方式推廣：
臺南】人口 1. 便利生活好環境，老幼都安心：族群營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
政策宣導強化安全安心的生活環境及安全保障，增加民眾認知。
便利生活好 2. 1011 臺灣女孩日：搭配人口政策活動，以有獎徵答方式，宣導
環境，老幼
女孩身心健康維護相關權益。
都安心
從輕鬆觀賞影片的方式，讓臺灣女孩看到世界上勇於對抗性別枷
【106 年臺 鎖，因而改造自身或國家命運的女性故事，進而提升女孩們未來面
灣女孩日 IN 對世上不公不義時，伸張自身權益的勇氣。 106/07/20 那時候，我
臺南】主題 只剩下勇敢 106/08/15 救救菜英文 106/09/21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
影展
106/10/17 馬拉拉：改變世界的力量 106/11/14 丹麥女孩 106/12/19
志氣
【106 年臺
灣女孩日 IN
建立各領域教師對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能力指標融入課程與教學
臺南】性別
概念(含台灣女孩日介紹)，並透過實務演練、工作經驗分享增進教
平等教育課
師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技巧。
程融入學習
領域研習
藉由台灣女孩日宣導影片傳達「台灣女孩日」意涵，教育同仁能夠
臺南市公共
多重視培力女孩，投資女孩，以共同協力提升女孩權益，並介紹「行
運輸處性別
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及「性別平等觀測站」，能輕鬆查詢性別平
平等暨臺灣
等新聞議題、研究文獻、統計數據、相關政策推動情形等資訊，不
女孩日宣導
但可以保障自身權利，也提升同仁性別意識。
106 年度環 為增進同仁環境意識，落實公民責任，實踐低碳城市之精神，達到
境教育研習 資源永續利用、維護環境生態平衡之目的，並促使臺南市政府交通
暨臺灣女孩 局暨所屬機關人員瞭解生活與環境相互依存之關係，增進保護環境
日宣導（第 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並響應聯合國指定 10 月 11 日為「國
一梯次）
際女童日」，重視並投資女孩，期能幫助女孩獲得應有之人權與發
9

活動時間、地點

主辦/協辦單位
臺南市各公共圖書館

106-09-14

臺南市七股區衛生所/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6-07-01～106-12-31

臺南市各公共圖書館

106-01-24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6-09-15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106-09-13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活動連結網址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106 年臺灣女孩日活動訊息一覽表(中央、地方政府)
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臺灣女孩
日』-女孩權
益”讚”起來
創意信封比
賽

活動簡介
展資源，以積極保障女孩的權益。

活動時間、地點

為讓民眾更加認識每年 10 月 11 日為『臺灣女孩日』，響應「提升
女孩權益行動方案」
，保障各項促進女孩身心健康、教育、人身安
全及媒體與傳統禮俗等四大面向權益，特辦理創意信封比賽，鼓勵
發揮創意表達重視女孩權益之看法，達建構性別平衡環境及「尊重
性別平等」社會氛圍。

106-09-01～106-09-25

臺灣女孩日
宣導

13

宜蘭縣

藉由台灣女孩日宣導影片傳達「台灣女孩日」意涵，呼籲大眾能夠
106-09-01
多重視培力女孩，投資女孩，以共同協力提升女孩權益。
1. 性別電影院：透過電影「我和我的冠軍女兒」放映及映後座談，
討論性別平等。
夢 想 不 設 2. 女兒工作日：預計讓縣內國高中女學生體驗警察工作及船舶駕
限，宜蘭女
駛員工作，透過警局參訪、與職場有成的講師座談，實際體驗 106-10-01～106-11-30
孩無極限
警察、船舶駕駛員的工作內容，認識女性在職場上的多種樣貌
與多元能力。期待透過講師的座談，讓參與活動之少女規劃不
設限的夢想藍圖。

14

花蓮縣

透過職場體驗活動中女性導師的分享，打破傳統性別定型之任務，
降低未來職涯之性別隔離現象，增進女性之生涯發展與適性規劃，
106 年女兒
並對國軍建立初步認識，評估自我性向與未來選擇。今年我們計畫
節系列活動
帶著女孩們進入軍隊，我們期待透過女兒導師分享其進入工作之準
--「女兒工作
備歷程、工作過程中的甘苦以及面對挫敗的正向態度，讓參與活動
日」
之少女拓寬生命視野並擁有生涯規劃之楷模，進而鼓勵規劃女性面
對未來積極不受限的生命藍圖。

15

臺東縣

106 年度臺

青少年是兒童轉化成成熟公民的重要過程，為鼓勵臺東縣境內國中
10

主辦/協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活動連結網址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i9p0uE
YccV6ipeeugss3XA%
3d%3d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USUug
KtOjptvHAeGRxfUF
w%3d%3d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106-11-10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106-09-25～106-10-11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IZTkth
Z5GNzBRrXUkdZo
MA%3d%3d
詳細訊息請參考行政

106 年臺灣女孩日活動訊息一覽表(中央、地方政府)
更新日期：106 年 9 月 27 日
序號

機關

活動名稱
東縣辦理臺
灣女孩日活
動「領導人
牽 手 共 贏
（台東人才
出少女）」

活動簡介
生關心社會公共議題，走出校園與各校社團領導幹部合作，學習
領導與溝通的能力，特舉辦領導人牽手共贏（台東人才出少女），
促進多元青少年的對話，不僅培養各團體青少年工作者的倡議能
量，共同喚起社會各界關注青少年政策及投資青少年多元的發展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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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地點

主辦/協辦單位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

活動連結網址
院性別平等會「地方
性平有 GO 站」網站
http://www.gender.ey.
gov.tw/Locality/Syste
m/GenderStream/Deal
Data.aspx?sn=ELx%2
faW2rqbo54d%2fKJX
Q6zg%3d%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