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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度的清水夜明珠

 服務區是國道與民眾接觸

最頻繁的平台，清水服務

區106年消費人數達458

萬人/次，進入人數更破

千萬人，是國道最受歡迎

的服務區。

 以「細心、用心、貼心」

的三心服務宗旨，將設施

融入服務區性別平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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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起心動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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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滿足各種需求

情境一

 一名父親為了餵6個月的女兒喝奶

 於是前往了哺集乳室

 雖然對門口的符碼標示有點遲疑，但看

著因飢餓而哭鬧的孩子他還是進去了

 結果引發另一名大媽的不滿，並且連聲

指摘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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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滿足各種需求

情境二

• 經常需要夜間開車南來北往的A小姐說，

• 服務區的停車位夜間四下無人時，

• 停車時總是會讓她心裡怕怕的，

• 心裡總是會出現「彭婉如事件的恐懼」，

• 現在開車到服務區的停車位，

• 發現有夜間安心停車位，

• 也加強照明和巡邏，

• 讓她現在南來北往能夠比較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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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者日增

父母單獨帶小孩出遊比率高

保護及支持婦女哺乳權

銀髮族比例增加

夜間停車安全

一、有效滿足各種需求

1. 各年齡層

2. 男女並重

3. 特殊需求服務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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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3心服務理念

從進入服務區到離開，提供用心、貼心、細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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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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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設施由內(軟體)而外(硬體)-融入性平觀念及意識

達到促進實質性別平等之效

[CEDAW教材教育訓練]

[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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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是要關懷 有愛無礙 3 的優質休憩空間

軟硬兼施-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符合各年齡層需求

有鑑於臺灣慢慢走入高齡化社會，為體貼行動不便者的銀

髮族，於廁所設置扶手及成人換尿布床，並率先加裝了腸

造口清洗盆，建構友善的公共服務空間。

細心

[廁間緊急按鈕] [友善公廁] [廁間加裝扶手]

[入口加裝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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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是要關懷 有愛無礙 3 的優質休憩空間

軟硬兼施-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弱勢族群友善設施
用心

落實人道關懷的服務理

念於各服務據點，設置

無障礙設施及用餐環境、

用心打造優質的洽公、

休憩環境。

[優先座位]

[無障礙坡道]

[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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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車位]



硬是要關懷 有愛無礙 3 的優質休憩空間

軟硬兼施-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幸福的親子環境

貼心

間親子廁所 次使用

間哺集乳室 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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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能即刻瞭解政府性別平等政策推動方向

展現軟實力

軟硬兼施-實踐社會公平正義

 善用活動資源

性別平等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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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執行成效與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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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全平權的休憩空間

1

2

3

4

提供貼心的公共環境

服務區室外排水溝蓋空隙過大，本處特予
加裝細目金屬網板，避免女性行人鞋跟踩
空扭傷腳踝，強化安全。

性平不再只是口號! 而是具體實現!

打造實質的性別平等

空間規劃導入性平概念、不分男女於廁所
設置具梳妝台及更衣室，讓民眾神采奕奕、
容光煥發的往下一個旅途前進。

消弭性別歧視

於服務區內設置中性廁所，方便不同人士
使用，提供安心無障礙的如廁環境，有效
保護每個人的隱私。

保障隱私安全

除每日辦理反針孔攝影偵測1次之外，為避
免遊客走光，將樓梯樓空處彩繪隔板將其
阻隔，打造安全自在的休憩環境。 16



[中性廁所]

行得抬頭挺胸

保持優雅、遠離狼狽

打造安全平權的休憩空間

展現迷人氣息

[女廁梳妝區及更衣室]

[男廁梳妝區及更衣室]

風姿綽約、男女兼具

不再恐懼害怕

有效監測杜絕偷拍

17

拒絕異樣眼光

導入性平保護隱私



夜間安心停車位

國內標竿

夜間安心停車位

全方位的安全防護

安全的來-男女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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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共計使用 次/年



孕婦及
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圖示統一後辦理孕婦及育有6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國內標竿

安全的來-貼心婦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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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共計施作



國內標竿

五顆星的綠舟小屋

有別於僅以布幔為區隔之休息室，以實

體區隔，並有專人協助管理及監視安全，

更達到保障婦女之權利與隱私權，使其

不受干擾的安心休息。

+ =

安心休憩-男女平權

[綠舟小屋]

[舒曼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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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共計使用 人次登記使用

[實體區隔]



接軌國際

幽靜、安全、舒適兼顧的穆斯林祈禱室尊重多元宗教

我們察覺政策執行及國際人權趨勢，增

設國道唯一穆斯林祈禱室，此外祈禱室

特別將男、女分開各1間，提供穆斯林兩

性旅客優質且符合需求的貼心服務。
[小淨室]

[女祈禱室]

[男祈禱室]

106年共計 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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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服務區成為幸福平台

寓教於樂

親子互動

老少咸宜

求婚聖地

為了讓用路人帶小孩有更好的休憩

及活動空間，特別設置許多的親子

設施，來提升互動，拉近彼此的距

離，將服務區打造成親子同樂的樂

園。

親子歡樂 求婚聖地

「免換水環保水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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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

求婚聖地親子互動 老少咸宜



積極推廣-大受好評

 將服務區具性別指標設施製作

CEDAW案例教材

 於105年交通部辦理示範教學

時，獲得第一高票的肯定

 並製成教材彙編廣發至各交通部

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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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交流-淺移默化

地方

中央

國外
民間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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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共計 個機關團體蒞臨參訪



媒體揭露-社會共鳴

本分局以人性關懷的「溫度」及秉持「用心、貼心、細心」的服務態度下，設置的相關

性平措施及作為，經由媒體的揭露，推廣至全國人民的心中引起共鳴，達到推波助

瀾的效應。

中天新聞
大台中新聞民視新聞

穆斯林祈禱室

五顆星的綠舟小屋

監理自助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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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獲肯定-屢獲殊榮

外部認同
83.32

85.05 84.7 84.31

西湖服務區 清水服務區 古坑服務區 東山服務區

104年上半年 104年下半年 105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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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道服務區來客數第1名

高公局「神秘客調查」第1名

金路獎優良場站環境維護第1名

105年度

金路獎本處獲獎合影

神秘客滿意度調查表

項目 清水區 西湖區 南投區 泰安區 西螺區

來客數 4,837,046 2,642,748 2,044,252 3,193,087 3,565,880

營業額 753,894,498 337,737,596 298,528,969 361,406,596 417,933,413

105年服務區來客數統計表



深獲肯定-屢獲殊榮

服務區的優質服務，面面俱到，也藉此提倡尊重、平等，

提昇用路人心靈品質，讓性別平等的理念對象、地點，不

受時間及空間之限制，達到效益。

機關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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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程度-產

與服務區營運商公私合作

民間團體及弱勢族群

[聖誕送關懷][母親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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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晚會]

與OT營運商結合節目及辦理活動，

宣導強化平權及重視婦女。

性平



影響程度-官

藉由設施啟用，結合政府

機關與公私部門，共同宣

導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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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程度-學

性平委員會導入學校委

員，並邀請澎湖科技大學

白副教授共同編撰［國道

旅途安心好自在］

CEDAW教材，以達跨機

關分享及推廣性別平等做

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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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性平推廣 知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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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平等業務推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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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科技、全時放送

[人講會嘴乾、機器祙喊累]

輪播的方式進行性別平權
觀念宣導

小時

次

106年播放性別平等意識
宣導次數

國道資訊
補給站 宣導

電視

LED
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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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趨勢 知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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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髮族及行動不便

2 婦女哺乳權

3 親子同遊比例增加

4 性別平等

兒少法

建築法規

CEDAW

優 質 服 務



四、銀髮族及行動不便日增(1/3)

1.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無障礙廁所

規劃主要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5章廁所盥洗室規定辦理。

1. 無障礙通路：至少應有一條無障礙通路可通達廁所盥洗室，寬度不得小於九

十公分，且應考慮開門之操作空間。

1. 洗面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於兩側及前方環繞洗面盆設置扶手：

(1)設置檯面式洗面盆。

(2)設置壁掛式洗面盆已於下方加設安全支撐者。

2. 鏡子：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離大得大於九十公分，鏡面高度應在90㎝以上。

3. 馬桶：

(1)兩側得採用可動扶手。

(2)沖水控制無須改善，但須考量可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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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銀髮族及行動不便日增(2/3)

2.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1/2)

第三章 廁間設計

3-1 坐式廁間及蹲式廁間設計

3-1.1 建築物之大便器數量，依據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 條規定。其中，每間廁

所之坐式廁間及蹲式廁間之設置比例應達 2：3 以上。

3-1.2 坐式廁間

男、女廁間數如超過五間時，應於靠近入口處之一間提

供作為方便高齡者使用之廁間，其寬度應為 120 公分以

上，並於靠固定牆之側加裝一支 L 型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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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銀髮族及行動不便日增(3/3)

2.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2/2)

3-1.3 蹲式廁間

5.蹲式便器前方應設置垂直扶手為 60 公分，水平扶手為 40 公分之倒 T 形扶

手；扶手中心距便器前緣 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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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婦女哺乳權益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

下列公共場所，應設置哺（集）乳室供民眾使用，並有明顯標示：

一、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政

府機關（構）。

二、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公營事業。

三、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

交會轉乘站。

四、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前項公共場所如有不適合設置哺（集）乳室之正當理由，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不設置之。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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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滿足親子共遊比率增加需求(1/4)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1/2)

第 33-1 條

下列場所附設之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

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

少應保留一個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但汽車停車位未滿二

十五個之公共停車場，不在此限：

一、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

二、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

三、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

四、設有兒科病房或產科病房之區域級以上醫院。

五、觀光遊樂業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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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2)

第 33-2 條

下列場所應規劃設置適合六歲以下兒童及其照顧者共同使用之親子廁所盥

洗室，並附設兒童安全座椅、尿布臺等相關設備：

一、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機關（構）

二、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營事業。

三、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

四、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

五、設有兒科病房之區域級以上醫院。

六、觀光遊樂業之園區。

六、滿足親子共遊比率增加需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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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1/2)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
之二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本辦法所稱公共場所，指本法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場所。
本辦法所定親子廁所盥洗室，包含獨立式親子廁所及在男女廁所設置兒

童
小便器、兒童洗面盆及兒童安全座椅等設備。

第 3 條公共場所樓層數在三層以下者，應設置至少一處獨立式親子廁所，且須
在

男女廁所分別設置至少一個兒童小便器、兒童洗面盆及兒童安全座椅等
設

備。
公共場所樓層數超過三層時，超過部分每增加三層且任一層樓地板面積超過
一千平方公尺者，應加設一處獨立式親子廁所，且須在男女廁所設置至少一
個兒童小便器、兒童洗面盆及兒童安全座椅等設備。前二項獨立式親子廁所
服務範圍，不得超過三層。

六、滿足親子共遊比率增加需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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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2/2)

第 4 條公共場所男女廁所內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規定大便器
應設總數，增設下列設備：

一、兒童安全座椅：大便器總數每達十個增設一個。
二、尿布臺、兒童小便器及兒童馬桶：大便器總數每達二十個增設一個。

前項各款應設置之設備數量，得扣除獨立式親子廁所已設置之設備。

第 5 條公共場所獨立式親子廁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男女廁所外單獨設置。
二、設置至少一個兒童安全座椅、尿布臺、兒童馬桶、兒童洗面盆及照顧

者使用之馬桶、洗面盆。
三、不得與無障礙廁所合併設置。但該無障礙廁所非依法令規定應設置者，

不在此限。
四、具獨立之出入口，通路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出入口淨寬不得小於

八十公分。

六、滿足親子共遊比率增加需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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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1/8)

1.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1/5)

CEDAW第13條 經濟和社會福利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

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

(a)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

(b)銀行貸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貸的權利；

(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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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一般性建議25/8/9)

 僅保證男女待遇相同是不夠的，必須考量女性和男性的生理差異以

及社會、文化造成的差別。

 CEDAW一般性建議28/5

 婦女和男性的社會定位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意識

形態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亦可透過文化、社會和社區的力量加以改

變。

1.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2/5)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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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婦女權利一書-形式上平等

1.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3/5)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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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4/5)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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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5/5)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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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點解析(1/3)

• 畢恆達等(2007)文中指出有三種平等的模式:

• 第一種「相同」模式:

• 將平等定義為「主張男女應有同樣的機會和權利，

反對因為生理性別而有的不同待遇。

• 然而，這個模式被批評只達到形式平等的層次，

• 沒有看到父權結構以及資源差異等因素，

• 會使得平等權利／機會最後仍然得到不平等的結果。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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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點解析(2/3)

• 第二種「相異」模式:

• 因此這個模式下的策略：

• 特別關切女性因「異於」男性而「不利」之處：例如家務、托育、照顧等

束縛。

• 一般稱為「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主張解除綁住女性的負擔，讓

女性可以在與男性實質平等的條件下發展，以促進女男實質結果的平

等。

• 基本上仍是設法讓女性適應(fit in)一個原本由男性主導或佔據的結構，

而非挑戰該結構本身所意涵的性別關係。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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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點解析(3/3)

第三種強調「轉化」的模式，採取差異政治的觀點，

看見結構制度的男性中心取向，並企圖改造之。

而要具備轉化性，

不只需要看見性別差異，

還必須看到「男」「女」內部

都有階級、族群、年齡、性傾向

等各種多元屬性的差異。

七、推動性別平權重要參考指標(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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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IVE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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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用心改變優質的軟體、改善相關硬體建設。提供「家外之家觀

念」讓用路人樂於久駐，利於養精神補體力，「貼心、溫馨」行旅

中繼站，並維持一貫宗旨，接納多元宗教信仰族群。注重「性別

平等的優質服務態度」，提供用路人「舒適休憩」期望它日甚至於

將中繼點變成一日遊之目的地，徹底放鬆心情享受這友善、安

全、快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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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友善

幸福平台

結合產官學

三心服務
國內標竿
接軌國際

寓教於樂
親子互動
老少咸宜
求婚聖地

溫馨關懷
攜手推廣
教材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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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有溫度的清水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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