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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深耕獎」摘要表 

考核基準 配分 簡述摘要內容(至多 3000字) 

1.與性別平等

之關聯性。 

10分 (一) 依據「CEDAW 第五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

切適當措施：（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

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

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

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設施項目

有： 

1. 更符合兩性平等需求之廁所：設有梳

妝台、更衣室設施、增設友善廁所，

提升女性廁間比率。 

2. 設置女性專用駕駛人休息室。 

3. 考量男、女需求不同，於清水服務區

分開設置男、女祈禱室。 

(二) 依據「CEDAW 第五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

切適當措施：（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

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

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

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為確保

父母皆可照顧子女之硬體設施設有： 

1. 親子廁所、尿布台。 

2. 哺(集)乳室。 

(三) 以協助女性發展經濟、社會文化、政

治、教育、勞動、健康各方面潛能之自

主能力來推動，打破男、女刻板印象的

藩籬，符合我國《CEDAW施行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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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列之立法目的，以符合「正義」模

式的積極作法，包括： 

1. 早先於法規規定前，設置「夜間婦女

專用車位」、「夜間安心車位」，並配合

107年法規之規定改為「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幼童車位」。 

2. 提供弱勢女性發展平台，以不收取租

金方式，於國道服務區設置女性創業

者實體銷售據點、小農銷售平台等。 

3. 自 107 年起於服務區招商文件中明定

投標廠商應提出對性平友善之措施作

為，並為招商條件，期望經營廠商重

視弱勢女性發展空間。 

4. 結合活動與去除性別偏見之宣導活

動，以及舉辦性平創意活動—繪圖比

賽、猜謎給獎等。 

5. 保障弱勢女性街頭藝人表演空間與活

動。 

6. 提供更貼心之服務台協助與諮詢項

目。 

2.近 5年之推

動、投入情形

(含跨機關合

作機制、資源

投入與整

合、分析與檢

討)。 

50分 (一) 跨機關合作機制 

服務區深耕性平業務之合作單位如

下： 

1. 性別友善廁所：本局北、中、南區養

護工程分局。 

2. 友善停車空間：雲林科技大學、交通

部路政司、本局北、中、南區養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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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局。 

3. 公共藝術：本局第一、第二新建工程

局、本局北、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4. 小農平台：行政院農委會、台中市政

府、雲林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桃園

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台南市政府等。 

5. 弱勢女性發展平台：雲林縣及台南市

勞工局。 

6. 穆斯林祈禱室：交通部觀光局、中國

回教協會。 

(二) 經費預算 

1. 性別友善廁所改建：8 億 1,848 萬餘

元。 

2. 友善停車空間：439 萬餘元。 

3. 公共藝術建置：3,457萬餘元。 

4. 各項活動、弱勢女性發展平台、服務

設施人員等非直接預算之非金錢經

費。 

(三) 資源投入與整合 

1. 高速公路車輛進入服務區之交通量約

20萬輛車次/日，南北向各約 10萬車

次/日。連續假日如 108年春節大年初

三，交通量更高達 30 萬輛車次/日。

107 年全年進入服務區之來客數達

31,563,587人次，在經營廠商和高公

局一起努力和創新，成功構建一個友

善休憩與貼心服務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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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道服務區透過一區一特色來提供用

路人不同之休息環境，以「庶民餐飲、

人文關懷、鄉土融合、社會回饋」為

經營理念來服務用路人。此外更透過

軟、硬體之性別友善服務措施，來深

耕及示範性別平等的氛圍與環境，包

括： 

(1) 性別友善停車空間：歷年作為包括

「夜間婦女專用車位」、「夜間安心

車位」，並配合 107 年法規改制為

「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幼童車位」。 

(2) 性別友善廁所：提高女性廁所比

率、提供男女廁所梳妝間、親子廁

所、性別友善廁所、無障礙廁所、

穆斯林廁所等服務。 

(3) 公共藝術空間改造：有別於以往工

程師以男性主導思考之設計元

素，保障女性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設計出更親民、更易於接近、更能

讓親子使用的公共藝術設計。 

(4) 提供多元友善服務設施：24小時免

費的女性專用駕駛人休息室、漂書

站、多元的交通旅遊住宿等資訊、

全區無障礙的友善空間、視障

APP、五星級獨立空間之哺(集)乳

室、免費成人、幼兒尿布提供等貼

心的性別友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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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弱勢婦女創業平台：如尤多拉夢想

館、飛雁小舖旗艦館、晴天坊與秀

閣樓等免租金專櫃，提供弱勢婦女

創業機會，提升婦女就業機會。 

(6) 保障女性街頭藝人達三分之一以

上。 

(7) 建構弱勢女性農青銷售平台等友

善作為。 

(8) 辦理性別平等活動宣傳。 

(9) 地方關懷活動：關懷弱勢女性地方

長者、辦理社區媽媽活動等。 

(四) 分析與檢討 

服務區除了休憩及餐飲基本功能

外，已兼具融入在地文化、美食、觀光

旅遊及生態教育等功能，成為一處多元

化服務的公共場站。近年服務區總營業

額從 101 年 32.2 億元持續逐年成長至

107 年 40.6 億元，顯見服務區推動多元

服務，普獲用路人肯定。 

未來將持續透過招標機制擴大性別

平等之觀念至經營廠商，內化至公司經

營與管理，進而轉化成性別平等的企業

文化，以利於服務區性平環境之深化，

作為國內相關公共場域之標竿。 

經由各項硬體建設改善、軟體服務提

升、多元面向的相互結合，提供一個「軟

硬兼施」深耕性平驛站，相信今天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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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區已不只是一個服務區，也是一個旅

程中充滿幸福的性平友善平台。 

3.影響程度與

具體績效(可

含人民有感

之故事)。 

40分 (一) 廁所滿意度調查成果：歷年服務區廁所

滿意度調查皆獲得民眾認可且滿意度調

查成績逐年成長，107年度高達 88分以

上。顯示近年來投入改善之親子廁所、

友善廁所、無障礙廁所等獲得民眾之肯

定。 

(二) 停車位滿意度調查成果：107 年度調查

民眾滿意度高達 88分以上，表示近年來

投入性別友善停車空間相關改善作為獲

得民眾之肯定。 

(三) 友善服務措施滿意度調查成果：服務區

各項友善服務設施均獲民眾肯定，且滿

意度逐年成長並維持在 85分以上，特別

是設置無障礙用餐區、視障 APP等設施。 

(四) 服務區整體滿意度調查成果：107 年度

調查民眾滿意度約 88分，且民眾滿意度

逐年成長，表示近年來投入在服務區的

各項設施相關改善作為獲得民眾之高度

認同。 

(五) 保障女性街頭藝人表演空間與活動：民

國 100 年起高速公路服務區陸續規劃

「街頭藝人表演場地」，鼓勵有一技之長

者發揮所長，已核准合格街頭藝人證書

女性街頭藝人 37 人、男性 61 人，共計

98人，女性街頭藝人達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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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客家寶柚公益義賣：關西服務區自 106

年以來，連續兩年舉辦「客家寶柚公益

義賣」活動，對於弱勢族群推出愛傳承

公益禮盒，幫助「失依、失能、失智」

的三失年長者，幫助弱勢團體籌措經

費，同時透過與在地特色結合，響應公

益並推廣關西客家柚。 

(七) 柚香飄飄剝柚趣：西湖服務區中秋節剝

柚子比賽提供的柚子，皆由今年已 88

歲的江阿婆親手栽培的客家柚，30年前

她因丈夫過世，為了養家活口，才開啟

了她的柚子生涯，江阿婆沒有固定的銷

售通路，但靠著口碑相傳累積了不少忠

實客戶。 

(八) 自助人助的尤多拉夢想館：古坑服務區

無償保留一個鋼琴演奏區，讓重度身心

障礙天使張瓊文彈奏出一曲曲動聽音

樂，已成功募得了 2 部復康巴士及慈善

基金，見證了社會大眾的的善心。並以

張瓊文的故事為創意發想，打造手創娃

娃「尤多拉」，創立自有品牌並結合公

益、文創、愛與關懷的「尤多拉夢想館」，

販售尤多拉布偶娃娃、手作包包等商

品，提供弱勢、單親婦女們一個創業的

販售平台，改善其經濟問題。每月提撥

尤多拉夢想館營業額 1%資助雲林水林

溪墘社區和安國小與長青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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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定期關懷弱勢女性獨居長輩：西湖服務

區結合華山基金會得知苗栗地區的獨居

清寒長者楊桃奶奶需要到府協助及關

懷，與楊奶奶約定每個月定期到家中探

望，幫她量血壓送物資，協助整理環境

與聊聊近況。關西服務區關懷獨居百歲

人瑞侯奶奶，讓侯奶奶有家人可以陪

伴。服務區團隊略盡綿薄之力，協助獨

居長輩，讓他們獲得關懷快樂的生活，

期望達成性別平權非口號，人人皆力

行、關懷無距離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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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提供高速公路用路人行車旅程中途休憩，於高速公路設置 14

個服務區，內設停車場、公廁、公共藝術、生態綠地、旅客休憩大廳、

服務台及零售餐飲賣場等各項便利服務設施，並提供各種便民之服務，

如交通資訊站，包括無障礙專用停車位、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兒童者

之停車位、復康巴士專用停車位、無障礙公廁、親子廁所並提供熱水

服務、無障礙用餐區及視障 App科技導覽…等等。整體功能定位以安

全、便利、舒適為原則，建構涵蓋休閒遊憩、生態景觀、綠色運輸、

優化服務等功能的驛站，如圖 1。 

早期服務區係以採購法委託民間機構營運餐飲，於 94年起改採

促參法方式，將服務區整體之維護及營運委託民間辦理，導入民間機

構之創新行銷企劃，提升經營績效及服務品質。107年度全年進入服

務區之來客數達 31,563,587人，服務區之服務原本即應面對各種性

別不能歧視，而且服務區的性平積極作為，更可作為其他公共場域之

示範，故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自 102年起即為落實性

別平等相關法規在高速公路服務區之實施，並遵循行政院對於「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法規之重視，針對服務區之軟體

服務及硬體設施與營運管理措施，積極導入人權與性別意識觀念上之

平等，並持續努力至今，深耕一個性別平等的驛站，期望提供用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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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善的行旅休憩場所。 

 

 

圖 1 服務區整體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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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性平驛站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在深耕性別平等驛站與

性別平等之關聯性說明如後： 

一、 依據「CEDAW第五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改

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

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

法。」辦理各項服務區硬體設施之改善，設施項目有： 

(一) 更符合性別平等需求之服務區廁所：內設有梳妝台、更

衣室設施、增設友善廁所。 

(二) 設置女性專用駕駛人休息室：按使用率分別設置男、女

駕駛人休息室。 

(三) 設置女性專用穆斯林祈禱室：清水服務區考量到男、女

穆斯林需求不同，特別將男、女祈禱室分開，未來各服

務區亦將比照辦理，在空間足夠的條件下普設女性專用

穆斯林祈禱室。 

二、 依據「CEDAW 第五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b）保

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

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

的利益。」為確保父母皆可照顧子女，服務區之硬體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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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親子廁所、尿布台。 

(二) 哺集乳室。 

三、 以協助女性發展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教育、勞動、健康

各方面潛能之自主能力來推動，打破男、女刻板印象的藩籬，

符合我國《CEDAW施行法》第一條所列之立法目的，以符合

「正義」模式的積極作法，包括： 

(一) 早先於相關法規規定在服務區設置「夜間婦女專用車

位」、「夜間安心車位」，並配合 107 年法規之規定改制

為「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幼童車位」等設施。 

(二) 提供弱勢女性發展平台，以不收取租金方式，於國道服

務區設置女性創業者實體銷售據點、小農銷售平台等。 

(三) 逐年修正服務區委外經營招商模式，自 107年起於招商

文件中明定投標廠商應提出對性平友善之措施作為，使

性平之觀念與作為，將「有關弱勢關懷、社會公益的規

劃或消費者回饋作為。」納入招商條件中，期望經營廠

商重視弱勢女性發展空間。 

(四) 提供更貼心之服務台協助與諮詢項目。 

(五) 結合活動與去除性別偏見之宣導活動，以及舉辦性平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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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活動—繪圖比賽、猜謎給獎等。 

(六) 提供街頭藝人表演空間與活動，提供弱勢女性與族群從

事經濟活動之空間。 

四、 場域內之性別平等措施 

性騷擾防治措施：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性騷擾

防治法第 7條規定，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處理要點」，設有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藉以處理性騷

擾案件，且不定時宣導相關法令及案例，並將相關資訊及性

騷擾案件申訴管道皆公布實施。 

(一) 哺(集)乳室及哺乳時間： 

1.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設置

隱密且安全的哺集(乳)室，並提供相關設備，營造溫馨

優質的哺(集)乳空間。 

2.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8條規定，提供子女未滿 2歲

需同仁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休息時間外，另給予

每日哺（集）乳時間 60分鐘；另加班達 1小時者，將

再給予哺（集）乳時間 30分鐘，且上述哺(集)時間皆

視為工作時間。 

(二) 落實各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高公局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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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機關，男性比例高於女性，然為維持職場性別平等，仍

儘量保障女性參與之比例，如依據「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

例」、「交通部高公局暨所屬機構陞遷要點」、「公務人員陞

遷法施行細則」及「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等相關規定，

辦理甄審暨考成委員會票選及指定委員等相關事宜。 

(三) 員工性平意識深化：每年皆辦理促進性別平權教育訓練，

透過課程講授及案例探討，扭轉職員對於固有性別之刻板

印象，並於辦理其他教育訓練課程時，對機關內部員工宣

導 CEDAW公約之意涵及如何落實於生活中，加強員工性平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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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深耕性平驛站近 5年之推動及投入情形 

一、 深耕性平驛站之內涵 

高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為實際瞭解各服務區對性別平等

業務之推動情形，並使各性平委員能具體針對前開業務更加有

感，提出更多具體建議及改善方案，於 103年至 107年間分別

至仁德、清水、東山、古坑、關西等服務區召開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會議暨標竿學習等活動，除達到互相觀摩效果外，更激勵

所有服務區投入性平工作之推動。 

高公局近年來在「深耕性別平等驛站」核心理念下，以「軟

硬兼施」二大方向，致力於將服務區打造成一個性別平等驛站，

包含投入友善廁所的改善及增建、婦幼停車空間、友善公共藝

術等硬體設備及性別友善服務措施的軟體作為雙管齊下，全面

積極提升服務區之性平工作，近5年來在服務區各項資源投入、

整合與成果方向說明如後： 

(一) 服務區硬體設施之改善 

1. 符合性別平等需求之服務區廁所：100年中壢服務區試辦

提供女性廁所內設置梳妝台，其後新東陽公司經營關西服

務區等以優化女性需求之梳妝區、更衣室設施等；後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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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世界公司經營古坑服務區，即以女性為主體進行規劃，

全面提升女性廁所內梳妝台、更衣室設施及增設友善廁所、

親子廁所、哺集乳室等，並推廣至高速公路 14個服務區。 

2. 駕駛人休息室：101年湖口服務區提供駕駛人休憩，並推

廣至各服務區，提供可以躺臥並區分不同性別之休息室。

另清水服務區考量到男、女穆斯林需求不同，特別將男、

女祈禱室分開。 

3. 設置「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幼童車位」：原於 101年在相關

法規規定前即設置「夜間婦女專用車位」，106年改設為「夜

間安心車位」，並配合 107年法規之規定改制為「孕婦及育

有 6歲以下幼童車位」等設施。 

4. 設置女性創業者實體銷售據點：102年起在古坑服務區設

置尤多拉夢想館販售尤多拉布偶娃娃、手作包包等商品，

以不收取租金方式，提供弱勢、單親婦女們一個創業的販

售平台。 

(二) 服務區軟體措施之提升 

1. 提供服務台協助與諮詢項目：例如設施使用及尿布等用品

免費提供。 

2. 辦理去除性別偏見之宣導活動：於服務區舉辦性平創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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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例如以繪圖比賽、猜謎給獎等活動宣導性平觀念。 

(三) 逐年修正服務區委外經營招商模式 

除高公局的投入外，也期許服務區廠商重視並投入資源，

強化性平之影響範圍，故自 107年起於招商文件中明定投標廠

商應提出對性平友善之措施作為，使性平之觀念與作為，由政

府延伸至廠商，擴大性平之影響範圍與層面。 

二、 高速公路服務區友善廁所全面改建歷程 

103年至 107年過去 5年間，各服務區廁所進行全面改建者

計有 16處，另有 2處正在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各歷程說明如

下： 

(一) 服務區廁所全面改建經費投入 

高速公路服務區廁所最早在國道 1號完成時即提供服務，

其數量、男女配比、親子、性平等服務條件皆已不符要求，高

公局自 101年從國 1新營服務區開始，展開全面性的服務區廁

所改善、改建工程；共分成二類，第 1類全面改建：所需經費

較高，約在 2千萬至 5千萬之間；第 2類部分修建、增設友善

性設施：所需經費較少，約在百萬之譜；自 101年至今總投入

經費高達 8億 1,848萬 6,0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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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區廁所改建各階段歷程 

高公局考量臺灣進入高齡化社會加上社會風氣改變，全家

出遊比率增高，非二元性別如廁問題及外出婦女哺乳權及夜間

停車安全等議題，特別分年精心改造各服務區內外設施，提供

高齡、性別及親子友善環境，提高女性廁間數量比率、廁所全

面增設扶手無障設施、綠建築思維等，並結合經營廠商推出五

星級貼心服務，全面改善高速公路服務區廁所，廁所改建歷程

如圖 2。 

圖 2 高公局廁所改建歷程示意圖 

 

102年：硬體設
施進階改善： 

消除廁間階差，
方便行動不便及
高齡者使用 

103-104年：營造性別
友善環境： 

照顧非二元性別、全
家出遊及腸造口患者 

增加舒適及隱私性 

加寛入口及走道 

友善通道設計 

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105-106年：
深化廁所景觀： 

生態化呼應周
遭的綠意景觀 

自然採光 

照明區分4種
模式，達到亮
度均齊與節電
之效果 

全面加裝扶手 

 

107-108年：性別
無國界： 

友善穆斯林 

關心兒童福利，優
化親子廁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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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區廁所改建之思考面向 

1. 性別平等與多元尊重之面向 

各服務區廁所以人性化、生態化及考量無障礙設施設置，

並以性別平權理念進行規劃設計，期讓用路人更方便使用。

部分廁所設置有無障礙廁所，增設照護床、電腦監控緊急求

救、顯示廁所使用狀態，並於入口處及服務區服務台圖控顯

示，避免於廁間發生意外而未能即時協助或救援，且考量穆

斯林旅客使用習慣，無障礙廁所增設免治馬桶，如圖 3。 

2. 親子或身心障礙陪同使用之面向 

因應臺灣高齡化社會來臨，將廁間馬桶蹲坐比適度做調整，

於男女廁所入口處附近規劃無障礙廁所、獨立式親子廁所等

友善空間；且於親子廁所內設置兒童小便器、兒童洗面盆、

尿布檯、兒童安全座椅等設備，設置親子廁所及盥洗室之引

導及標示牌，擴大使用彈性與可及性，達到性別平權皆可以

照護出遊幼童之需求，如圖 4。 

3. 隱私性及安全性之面向 

引用「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規範要求，推廣人

性化之設計外，特別注意使用上的方便性、隱私性、安全性

及合理性，同時亦兼顧其清潔、衛生、維護及維修上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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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符合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之趨勢，如圖 5。 

圖 3 性別平等與多元尊重優化設施 

 

 

(1) 性平意識--方便全家 

一同出遊的親子廁所 

(2) 幼兒專用洗手台， 

養成洗手好習慣 

  
(1) 舒適的無障礙廁所 (2) 增加了腸造口清洗盆及更衣

平台方便長輩清洗及換尿布 

  

   
(3) 性別友善廁所標示 (4) 考量穆斯林旅客使用習慣，

無障礙廁所增設免治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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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寛入口及走道，方便長輩 

及小朋友進出 

(4) 多功能女性專用廁所 

圖 4 親子或身心障礙陪同服務優化設施 

4. 男女廁所設備比例之改善 

基於男女如廁時間之差異，以推動性別平等為目標，男

女廁間比從1:3，逐步改善至1:4.5，期符合使用者之行為

需求，更達到性別友善廁所與性別平權理念之目標。 

5. 改變用路人對公共廁所之觀感 

國道服務區廁所全面改建以擺脫骯髒惡臭擁擠等不良

形象，提升成為通風明亮易維護具地區風貌特色之場所，

結合外部景觀與無障礙措施，讓使用者更加方便舒適；新

營服務區為高速公路服務區最早進行廁所革命，符合性別

平等與優化之廁；南投服務區廁所則以布農族的生活作息

與星象息息相關，將意象帶入廁所空間設計，形塑地區風

貌特色，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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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適整潔的梳妝台 (2) 洗手枱從走廊移入公廁內 

，整體空間整潔舒適 

  
(3) 系統連線緊急求救 (4) 無障礙廁所增設照護床 

—國道首創 

 

 
(5) 全面採用省水器具 (6) 男女廁所加裝扶手 

圖 5 隱私性及安全性之面向優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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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坑服務區打造生態化舒適公廁 (2) 古坑服務區公廁內部呼應 

服務區周遭的綠意景觀 

  

(3) 東山服務區在屋頂局部施作 

天窗引入直射陽光 

(4) 古坑服務區照明區分白晝輔

助照明、夜間照明等 4種模

式，達到均衡亮度與節電 

  

(5) 南投服務區廁所外觀 (6) 新營服務區廁所外觀 

圖 6 改變用路人對公共廁所觀感優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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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區優化性別平等停車設施辦理歷程 

101 年 8 月 31 日高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

決議，為保障女性駕駛朋友夜間停車的安全性及方便性，於高

速公路服務區規劃設置夜間婦女專用停車位，以保障婦幼停車

需求，照顧婦孺夜間停車安全。高公局走在時代與法規前端，

最早實施婦幼安全停車空間規劃、設計與實施之單位。 

(一) 夜間婦女專用停車位設置 

1. 設置位置規劃： 

以距離服務區大廳最近、區位照明充足、配合設置攝影機

之停車格位為設置標準；夜間婦女停車後，亦可協請保全陪

同至停車場。 

2. 設置歷程： 

高公局於102年9月30日完成中壢、湖口、關西、石碇、

泰安、新營、仁德、古坑、東山及關廟等10個服務區之夜

間婦女專用車位設置，並於102年12月2日前，完成西湖、

清水、西螺及南投等其餘4個服務區設置「夜間婦女車位」。 

3. 商請學校設計簡潔之專用圖示標誌 

服務區夜間婦女專用時段規劃為22-6時，設施設計圖為

商請雲林科技大學廖志忠教授免費協助規劃設計，以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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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之圖形識別方式，設計「車輛導引牌面」、「立式牌

面」及「地面塗裝」三種型式，如圖7。 

 

 
(1)入口車輛導引牌面 

  

(2) 格位旁立式燈箱 (3)地面塗裝 

圖 7 夜間婦女專用車位圖形化識別標誌 

 

4. 設置經費： 

為達到提供婦幼夜間停車安全，更為提升照顧幼兒之用

路人有便利之停車空間，高公局近年來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在優化性別平等停車設施已高達439萬3,8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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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置成果： 

夜間婦女專用車位設置後，有接近八成以上民眾感到滿

意，且為避免違規占用，高公局則利用服務區之 LED 字幕

跑馬燈加強宣導用路人勿占用夜間婦女專用車位，同時針

對前述夜間婦女專用車位遭占用情形較為嚴重之服務區，

加強勸導違規占用之用路人。高公局並於106年7月25日將

「夜間婦女專用車位」更名為「夜間安心車位」，以擴大適用

對象，夜間婦女專用車位設置成果如圖8。 

 

  
(1)明亮簡潔之停車位標示 

  
(2)明顯之停車格位標示，並有效管理避免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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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間安心車位導引標示 

圖 8 夜間婦女專用車位設置情形 

 

(二) 服務區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兒童者專用停車位設置 

依據 104年 12月 16日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簡稱兒少法）第 90-2條規定，自 107年 12月 16日起

未依規定設置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兒童者專用停車位者，由

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 

交通部於107年6月29日訂定發布施行「孕婦及育有六歲以

下兒童者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高速公路服務區於101年設

置夜間婦女專用車位，另依106年7月25日召開之高速公路106

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案由二決議，改設置

夜間安心車位，雖然早在法規規定之前即已完成設置，惟仍

file:///C:/2018服務區來客數資料/兒少法33-1,33-2,90-2.pdf
file:///C:/2018服務區來客數資料/兒少法33-1,33-2,9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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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依據無障礙及婦幼車位等專法保障專用對象停車權益之立

法意旨辦理，並考量婦幼車位、無障礙及夜間安心車位之競

合，避免停車指引過於複雜，遂將夜間安心車位全數改設置

婦幼車位，完成設置成果如圖9。 

 

  
(1)清楚標示導引停車路徑之指示牌面 

  
(2)婦幼方便停車空間及有效管理專用停車位 

圖 9 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兒童者專用停車位 

(三) 服務區無障礙及復康巴士專用停車位設置 

服務區內除婦幼專用車位外，亦設置無障礙及復康巴士專

用停車位，提供有需要者便利之停車空間，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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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障礙停車位 

  

(2) 復康巴士專用停車位 

圖 10 無障礙及復康巴士專用停車位 

四、 公共藝術的發展演進歷程 

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內除了植栽為重要的景觀元素外，道路設

施也是影響視覺品質的重要元素，包括道路主體的橋樑、隧道；

建築主體的服務區、收費站；附屬設施的路燈、護欄、標誌、防

炫版、隔音牆、擋土牆等，都需要考量型式、材質、色彩等加以

美化。 

(一) 高速公路公共藝術之演進(由觀賞到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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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高速公路建設（國道 1號，又稱中山高速公路）多

採路堤形式，穿越丘陵、台地與平原，沿線的設施形式統一、

樣貌平實，連服務區的建築外觀及配置都是功能取向，僅在戶

外空間建設水池、花臺、花架、涼亭等景觀設施做些變化，沿

線的景觀設施是以具紀念意義的地標為主要考量，如起點的華

表、中沙大橋紀念碑「友誼長存」等，如圖 11。 

圖 11 高速公路早期之公共藝術 

後續國道 3號(又稱福爾摩沙高速公路)服務區及收費站

建築有了地方特色與建築風格的展現，像是以沙漠中的綠洲

為主題的清水服務區，在建築設計時保留了百年老樹作為服

務區焦點的東山服務區，及以燈籠為造型的關廟服務區等，

即是從照明的路燈、隔音牆的造型、牆面的色彩等多元面向，

將工程透過藝術的方法，所呈現出美感造型融入交通建設的

  

(1)國道 1號起點(華表) (2)中沙大橋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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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為了營造藝術氛圍、追求美感而設置的公共藝術，在文化

藝術獎助條例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的催生下，公共藝術像雨

後春筍般出現在新建的高速公路上。 

(二) 高速公路公共藝術近 5年之推動、投入情形 

高公局近年來公共藝術設置經費來源，多為近期新建之重

大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的公共藝術設置經費合併運用，近

5年來設置完成之公共藝術計畫如下: 

1. 泰安服務區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經費來源為辦理國 6南投段埔里公警分隊及草屯公警

小隊警勤廳舍建築工程，與國 1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

及國道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二期)三

案，共 25,370,750元。本案自 101年 11月開始成立執行

小組，委員共 7人，其中 4名為男性，3名女性，女性比例

超過三分之一。泰安服務區南北站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及周

邊景觀改善工程，於 105年 12月開放，成功地將公共藝術

與環境景觀結合，營造出有溫度、溫馨又幸福的服務區。 

泰安服務區南站的公共藝術以赤子之心為發想，將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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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及幸福等元素帶入作品中。南站主題「幸福驛站」

為藝術家陶亞倫作品，將用路人帶入遊戲、童話及音樂旅

程，作品共 2件，「花園中的音樂木馬」以兒時夢幻的旋轉

木馬，搭配薩克斯風組合成的花型遮陽棚及互動的旅遊地

圖，彷彿身處夢幻的樂園；「餐桌下的秘密基地」以巨大的

餐桌椅結合兒童遊戲場，彰顯國道溫馨的餐飲服務。 

北站主題「安安的奇幻樂園」為藝術團隊台北市開放空

間文教基金會黃浩德及吳建福作品，透過自創的童話故事

「安安的奇幻旅程」將公共藝術遊具化，營造出「酷閃重

機」、「幻炫木馬」、「飛天咘咘車」、「飄飄觔斗雲」、「蔓葉

蹺蹺板」、「幸福轉轉輪」、「酷樂搖搖船」及「電光樹精靈」

等 8件故事場景作品，都是由藝術家親手打造，一次滿足

大小朋友的喜好，如圖 12、圖 13。 

 

 

圖 12 公共藝術均符合兒童遊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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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酷閃重機 (2) 酷樂搖搖船 

  

(3) 飄飄觔斗雲 (4) 幸福轉轉輪 

  

(5) 蔓葉蹺蹺板 (6) 飛天咘咘車 

圖 13 泰安服務區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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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壢服務區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經費來源為國道 3號增設古坑交流道、南雲交流道、樹

林交流道、國道 1號增設大灣交流道及國道 5號增設頭城

交流道上下匝道工程經費五案，共 9,200,000元。本案自

104年 5月成立執行小組，委員共 7人，其中 5名為男性，

2名女性。徵選出之藝術家團隊，其中 1名為男性，2名女

性。 

為整體提昇中壢服務區服務水準，除辦理公共藝術設置

外，更同時辦理中壢服務區整體景觀改善工程及國道客運

轉運站之興建，大幅加強其交通轉運之效能，並加強多元

環境特色及服務。公共藝術作品《蓮香‧桐花‧甜滋味》，

除包含桃園當地觀音鄉特色，蓮花與白鵝，更將代表桃園

客家文化的油桐花及獨具特色之老屋建築的彩色燒陶浮貼

於座椅，設置於服務區的花園之中提供旅客休憩，因此也

設置富饒童趣的彩色甜甜圈的作品，更提供用路人豐富的

視覺及藝術感受，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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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逸蓮香 

 

(2)甜蜜滋味 

 

(3)桐雪客居 

圖 14 中壢服務區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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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藝術影響程度與具體績效 

近年來高速公路的服務區，服務客層遍及士農工商，不僅

針對不同客層提供多元服務，更是公共藝術作品的展示空間，

設置的作品也多能展現在地特色、提供民眾親近、停等或遊憩

的功能為目標。 

公共藝術設置過程中，除成立公共藝術粉絲團，提供相關

設置理念或活動訊息，亦配合高公局親子日或至鄰近小學辦理

公共藝術教育工作坊、結合服務區廠商及社區媽媽辦理公共藝

術作品開幕活動，廣徵愛好攝影的所有民眾參加攝影比賽，邀

請鄰近國高中的美術班學生參加繪畫比賽及相關得獎作品展等

民眾參與活動，不分年齡、職業或性別，所有願意了解或親近

公共藝術的民眾，都能夠感受公共藝術所帶來的藝術氛圍。也

讓公共藝術不再只是觀賞的藝術品，更深入並融入民眾的生活

以及教育之中。 

公共藝術之設置需結合各單位合作並考量在地人文及特色，

其藝術推廣亦擴及各相關專業之工程司、在地各學校或社區民

眾甚至服務區之 OT廠商，進而喚起對於公共藝術作品的認同與

歸屬感，並投注相當的精神及人力，在聯繫與協調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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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溝通以共同為環境或公共藝術的發展而努力，也為了達到

了一個性別平等，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好生活環境為目標，如圖

15。 

  

(1) 鄰近小學辦理公共藝術工作坊，

美學教育從小紮根 

(2) 攝影比賽作品展 

〈清逸蓮香，攝影比賽作品〉 

  

(3) 配合高公局員工親子日辦理 

公共藝術工作坊 

(4) 結合社區媽媽喚起在地民眾 

對公共藝術的認同 

圖 15 服務區公共藝與社區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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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性別友善服務措施辦理歷程 

近年來高公局與服務區經營廠商不斷持續改造服務區導

入具有社會公益、有溫度之措施，協助弱勢族群，彰顯廠商、

政府及用路人合作幫助弱勢的溫暖情懷。諸如提供行動不便、

高齡者及婦女、兒童更優質貼心的服務，並配合高品質之軟

體服務，包括提供弱勢女性發展平台、無障礙專用停車位、

孕婦、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復康巴士專用停車位、

無障礙公廁並提供熱水沖洗服務、無障礙用餐區及視障 App

科技導覽等，持續推動服務區優質的友善環境，營造更友善

的休憩空間，有關高公局國道服務區友善服務措施之營造概

述如後。 

(一) 提供弱勢女性發展平台 

1. 泰安服務區：飛雁小舖旗艦館 

於國道服務區提供實體銷售據點，提供創業女性行

銷產品的平台，106 年 5 月 12 日舉辦「飛雁小舖旗艦

館」揭幕活動，現場邀請多位女性創業者蒞臨並分享創

業故事活動內容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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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幕活動 

 

 

(2) 民眾參與 (3) 記者採訪 

圖 16 泰安服務區「飛雁小舖旗艦館」開幕活動 

 

2. 古坑服務區：尤多拉夢想館 

古坑服務區自 105 年 9 月起在服務區賣場內設置尤

多拉夢想館，與雲林縣及臺南市勞工局合作，提供弱勢、

單親婦女們一個免費的販售平台，銷售自製之手工藝品

如尤多拉布偶娃娃、手作包包等，不僅發揮自我專長同

時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使弱勢的家庭能重新站起來。

為延續這份愛，服務區經營廠商海景公司亦於 105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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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每月提撥尤多拉夢想館 1%營業額，用以資助雲林水

林溪墘社區和安國小與長青食堂，累計已達 283,332

元，尤多拉夢想館專櫃如圖 17。 

 

 

圖 17 古坑服務區尤多拉夢想館 

3. 關廟服務區：晴天坊、秀閣樓專櫃 

關廟服務區在 107年 12月 30日起於南站、北站皆設

置有晴天坊及秀格樓櫃位進駐，晴天坊與秀閣樓都是臺南

市勞工局所設置的機構，晴天坊全名是「晴天創意築夢坊」，

成立的宗旨是「給他們釣竿，更要幫他們開拓漁場」為主

的方向，主要是協助身心障礙朋友；秀閣樓則是協助新住

民以及弱勢婦女展示手作藝品，把他們創意手工作品呈現

給大眾看到；因為身體的不方便，讓這些朋友反而更專注

在創作，很多作品的手藝都很精湛，其中關廟服務區南站

設有獨立專櫃，長期提供支持福利團體輔導婦幼創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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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名受輔導之婦女工作夥伴之作品上架，有造型串珠、

皮革特色藝品、王怡靜陶藝品，還有無患子手工皂、布藝

背包、髮飾等，如圖 18。 

 

  

圖 18 關廟服務區晴天坊及秀閣樓專櫃與活動市集 

(二) 提供弱勢女性小農行銷平台 

小農市集的經營模式，為參考日本「道之驛」在高速公路

服務區販售新鮮蔬果的概念，而早在民國97年，為提供921地震

災區之農產有更好之販售平台，國道3號古坑服務區設有 2 個

臺車讓弱勢女性農民擺攤，初期規模不大，102年起各服務區逐

步引進小農販售農特產品。 

104年服務區經營廠商南仁湖企業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補助，以「道農市集」為服務區小農市集揭開序幕，爾後

鑒於國道服務區每日有大量的車流與人潮，各服務區經營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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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跟進，如新東陽公司之「農青市集」及統一超商、全家便

利商店之「小農市集」、「石碇驛站」等，於假日期間設攤展售

新鮮國產優質蔬果，照顧弱勢女性農作莊稼人，譬如西湖服務

區的江阿婆客家柚子，讓在地農產透過產地直送，以實際行動

幫助女性小農創造經濟利益，進而帶動服務區周邊休閒農業經

濟效益。 

服務區小農農產品行銷從初期(102)年營收為190萬，逐步

提升至106年的4,100萬，107年更高達6,600餘萬，農產品銷售

累計營業收入已逾15,000餘萬元，營業額逐年穩定成長，顯示

高公局與經營廠商致力協助推廣優良農土特產品在服務區行銷，

已創造台灣新形態的國道小農市集型態的觀光旅遊景點，普獲

用路人及消費者好評，如圖19。 

 

   
(1)道農市集 (2)農青市集 (3)石碇驛站 

圖 19 服務區小農之經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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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友善環境之塑造 

1. 提供弱勢者從到站到離站完整性之服務 

自 100年以後各服務區貼心設計提供行動不便者從進

入服務區停車專用車位開始的一系列服務，首先是設置於

最方便之區位之專用停車位(包含有無障礙停車位、復康巴

士停車位、孕婦、育有 6歲以下兒童者之專用車位)，下車

後如需要協助者還可在車位旁按服務鈴由專人到場協助使

用各項服務。接著是提供舒適的無障礙專用廁所，想要購

物或有餐飲的需求者，則可透過無障礙坡道通路或行動不

便專用升降梯進入賣場用餐或購物。進入賣場後有寬敞之

無障礙專用座位可用餐，還可使用輪椅專用充電插座來充

電，還有無障礙公用電話、無障礙廁所等友善設施。努力

成果獲得內政部主管機關高度肯定，除了個別服務區都獲

得友善餐廳及休憩場所認證外，高公局更獲得「友善建築

評選」頒發特殊貢獻獎項之殊榮，服務區友善設施如圖 20、

圖 21。 

2. 對視障者的貼心服務： 

105年首度在關西服務區利用視障導覽科技應用，於無



 
36 

 

障礙停車位、公廁、賣場入口處、電梯、服務台、小吃區、

用餐區、哺集乳室、戶外區等重點設施位置佈置約 50個低

功耗的藍芽傳輸 Beacon，透過行動 App科技讓視障者只需

下載手機行動 App，便能舒適自在點餐，並透過科技引導了

解區站環境設施自由自在行動，提升服務區對視障用路人

之服務品質，服務區視障導覽科技應用如圖 22。 

 

圖 20國道服務區友善設施 

 

圖 21 國道服務區友善設施獲頒特殊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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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國道服務區視障導覽科技應用 

 

(四) 其他貼心的服務 

高公局除了貼心設計行動不便者各項專用設施外，

在國道服務區也提供各式免費又貼心之友善服務，讓國

道服務區成為真正友善幸福的服務平台，服務區友善服

務如圖 23。 

1. 駕駛人休息室：為舒緩用路人南來北往旅途疲累，截至

目前為止，國道全線 14 處服務區計有南、北向等 15

處均已設置各型駕駛人休息室(含簡易休憩室)，可提供

駕駛朋友適當短暫休息避免行車疲勞，提高用路人行車

安全，大部分服務區並且貼心的提供女性專用駕駛人休

息室，讓女性用路人更放心的使用，男女分隔之駕駛人

休息室讓之女性駕駛人可以舒緩旅途的疲憊。經高公局

統計，自 101 年啟用至今(108)年 2 月底止，其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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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已達 350,216 人次。 

2. 哺(集)乳室：發揮創意規劃設置不同風貌哺(集)乳室，

室內各項設備均有專人管理與維護，媽媽們一進門便能

感覺溫馨舒適又有安全感，忘記攜帶寶貝尿片時，還有

免費的尿片提供，如圖 24。 

3. 年長者需求服務：因應老年化人口趨勢，更擴及年老、

失能族群等服務範圍，提供成人使用之紙尿褲。 

4. 街頭藝人表演及視障按摩：國道服務區秉持社會回饋及

弱勢關懷之理念，提供表演及服務的場域空間，積極關

懷弱勢守護身障朋友，善盡社會責任。 

5. 服務台：早期的服務區係由高公局派駐人員販售便當、

易開罐裝飲料等簡易餐飲服務項目，並專設服務台為駕

駛朋友服務，服務項目為旅客諮詢服務、兌換零錢、零

售書報、代售回數票、代售電話卡及失物招領，此外，

偶有代客找人尋車、代招修車輛或代客急救包紮、代看

迷路孩童覓其親人等均是服務台服務項目。目前服務台

服務項目計有回數票回收、兌換零錢、電話卡代售、廣

播尋人、旅遊諮詢、失物招領、影印傳真、簡易救護(含

氧氣、AED)、USB 充電、汽車救援、尿布供應、免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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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輪椅、汽車充電器、老花眼鏡、胎壓偵測器胎紋深

度器)、宅配服務等多元化服務。國道各服務區服務台，

提供駕駛朋友多元化資訊與服務，服務台人員經常會面

臨旅客的各種問題，故親切的服務態度、良好的應對能

力，則成為服務人員之重要的條件，駕駛朋友途經國道

服務區，若有相關需求，相信服務台多元化功能服務，

將提供駕駛朋友貼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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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國道服務區友善服務 

 

 

  

圖 24國道服務區 5A星級之哺(集)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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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廣性別平等觀念與作為 

(一) 舉辦宣傳活動 

1. 結合活動與去除性別偏見之宣導 

服務區透過 LED跑馬燈、CMS資訊可變標誌，24小時

宣導相關重大影響之性別政策，賣場座位置設置液晶電

視，配合政府播放性別平等相關影片，區站管理人員每

日定時檢視各項宣導設施，確保設施正常運作。 

2. 舉辦性平創意活動—性別平等宣導 

107年 6月 15日高公局中分局人事室古主任及邱珮

綺小姐至服務區，以面對面方式推廣「性別平等宣導」，

參與的旅客均可得精美禮品 1 份,宣導成效良好,民眾

參與踴躍。 

107 年中秋佳節西湖服務區舉辦「剝柚子比賽暨性

別平等宣導」活動，除應景剝柚子活動，贈送中秋月餅

外，中分局人事室現場進行性別平等有獎徵答宣導，現

場民眾參與情況熱烈，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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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推廣性別平等宣傳活動 

3. 徵選性平海報 

高速公路服務區皆會不定時的辦理各項活動，透過

性平海報徵選活動，強化性平意識共同營造職場性別平

等及無性別歧視之環境，並從小扎根性平觀念，賽後優

選 6 件作品分別張貼於新營、仁德、關廟、東山、古坑

等服務區，對外向用路人擴大宣導，進而喚起民眾對性

別平等議題之重視，獲得用路人的廣大迴響，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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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性別平等活動海報 

(二) 逐年修正服務區委外經營招商模式 

自 107年起於招商文件中明定投標廠商應提出對性平友

善之措施作為，使性平之觀念與作為，由政府延伸至廠商，

擴大性平之影響範圍與層面。 

自推行「新招商模式」以來，關西服務區 102年度榮獲財

政部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獎」優等獎項，東山/關廟服務區

105年度榮獲財政部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獎」特優等獎項，

西螺、古坑、南投服務區分別於 103、104、105年度榮獲財

政部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獎」優等獎項，證明納入關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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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概念、關懷弱勢等議題，普獲評審之青睞，如圖 27。 

 

 

 

圖 27服務區榮獲多項財政部金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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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影響程度(具體績效)-人民有感之故事或案例 

一、 服務區廁所滿意度調查成果 

高速公路各服務區辦理民眾滿意度調查時，歷年針對服務

區廁所項目之滿意度調查皆能獲得民眾認可，獲得極高之滿意

度調查成績，103年至 107年度持續追蹤服務區廁所滿意度調

查成果如圖 28，滿意度調查成果顯示逐年成長，表示近年來投

入改善之親子廁所、友善廁所、穆斯林廁所等獲得民眾之肯定

(107年整體滿意度達 88.74分)。 

 

圖 28服務區公共廁所設備滿意度調查歷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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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區停車位滿意度調查成果 

高速公路歷年針對服務區停車位項目之滿意度調查成果普

遍獲得民眾認可，獲得極高之滿意度調查成績，103年至 107

年度持續追蹤服務區停車位滿意度調查成果如圖 29，且滿意度

調查成果逐年成長，表示近年來投入婦幼停車相關改善作為獲

得民眾之肯定。 

 

圖 29服務區停車位滿意度調查歷年成果 

三、 服務區友善服務措施滿意度調查成果 

國道服務區除了休憩及餐飲基本功能外，已兼具融入在地

文化、美食、觀光旅遊及生態教育等功能，已成為多元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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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場站。近年國道服務區營業狀況逐年成長，總營業額從

101 年 32.2 億元持續逐年成長至 107 年 40.6 億元，顯見國道

服務區推動多元服務，普獲用路人肯定，未來高公局仍會朝向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繼續邁進，歡迎用路人善加利用各項服務設

施，增進長途行車安全與旅遊品質。 

高速公路服務區民眾滿意度調查，自 104 年度起針對民眾

使用服務區服務設施之滿意度調查成果如圖 30，顯示民眾對於

各項服務設施滿意度都在八成五以上，表達很高之肯定且逐年

成長，特別是設置無障礙用餐區、視障 APP 等設施，如圖 31。 

 

圖 30服務區友善設施滿意度調查歷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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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無障礙服務鈴、無障礙用餐區 

四、 服務區整體滿意度調查成果 

為了落實顧客導向的理念，了解民眾對目前服務區所提供

的各項服務之滿意度看法，做為評估各服務區之績效及改進之

參考，並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作為未來高速公路服務區規劃

之參採，103 年至 107 年度持續追蹤服務區整體滿意度調查成

果如圖 32，滿意度調查成果顯示民眾滿意度逐年成長，表示近

年來投入在服務區的各項設施相關改善作為獲得民眾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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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 

 

圖 32服務區整體滿意度調查歷年成果 

五、 服務區提供性平平台及關懷弱勢之具體事蹟 

(一) 保障女性街頭藝人優先權利之表演空間與活動 

民國 100 年起高速公路服務區陸續規劃「街頭藝人表演

場地」，予具備有街頭藝人許可證的街頭藝人進行表演，鼓

勵有一技之長者發揮所長，展示拿手絕活，讓行經高速公路，

來站停留、休憩的用路人，感受表演藝術融入生活的悠活樂

趣，增添區站風采。國道服務區「街頭藝人表演場地」為鼓

勵弱勢團體申請，善盡社會關懷，明定以弱勢女性族群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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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優先申請，提供弱勢團體走入人群，展現自信與勇氣的友

善環境，如古坑服務區之張瓊文、向日光樂團、視障團體「心

視界樂團」音樂表演、「向日葵陶笛樂團」唐寶寶等街頭藝

人音樂表演活動，已核准合格街頭藝人證書女性街頭藝人 37

人、男性 61 人，共計 98 人，女性保障名額已超過三分之一，

如圖 33。 

 

   

圖 33 街頭藝人表演活動 

 

(二) 客家寶柚公益義賣 

國道 3號關西服務區自 106年以來，連續兩年舉辦「客家

寶柚公益義賣」活動，對於弱勢族群推出愛傳承公益禮盒，幫

助「失依、失能、失智」的三失年長者，幫助弱勢團體籌措經

費，同時透過與在地特色結合，推廣關西客家柚，號召民眾一

起響應公益。嚴選來自關西農場以無毒無農藥方式栽種的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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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用路人對於這個義賣活動的反應也相當踴躍，而義賣所得

全數捐給東光國小作為獎助學金使用，如圖 34。 

 

  

圖 34客家寶柚公益義賣活動 

 

(三) 柚香飄飄剝柚趣 

中秋節對於華人來說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團圓節日，西

湖服務區在中秋節這段期間舉辦「柚香飄飄剝柚趣」中秋節剝

柚子比賽，現場提供的柚子，都是由今年已 88歲的江阿婆親手

栽培的客家柚，30年前她因丈夫過世，為了養家活口，才開啟

了她的柚子生涯。年邁的她現在仍踏著穩健的腳步，穿梭在柚

子園，親自照料一甲地近 2、300棵的柚子樹。多年來，江阿婆

用最真誠的心、最樸實的態度，努力地栽培著柚子樹，更不斷

在各大競賽中屢屢獲獎，無數的獎牌代表著品質的保證，儘管

江阿婆沒有固定的銷售通路，但靠著口碑相傳累積了不少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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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下次經過西湖服務區，不妨來品嚐江阿婆柚子園的這份

在地好味道，如圖 35。 

 

  

圖 35 江阿婆客家柚子及柚香飄飄剝柚趣活動 

 

(四) 自助人助的尤多拉夢想館 

102年 7月份南仁湖集團經營古坑服務區，為幫重度身心障

礙天使張瓊文圓夢，多年來古坑服務區無償保留一個鋼琴演奏

區，讓瓊文彈奏出一曲曲動聽音樂，已成功募得了 2部復康巴

士及慈善基金，見證了社會大眾的的善心，也化身為莊園引領

幸福的小女孩－尤多拉。 

古坑服務區並以張瓊文的故事為創意發想，希望打造手創

娃娃「尤多拉」（法文譯音，意思是來自上帝的禮物），幻化

成「尤多拉夢想館」，創立自有品牌並結合公益、文創、愛與

關懷的「尤多拉夢想館」。經主動洽詢臺南市府勞工局推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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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歐式童話風格見長的格主陳美莉，手作可愛的尤多拉布偶、

髮夾、鑰匙圈等，在古坑尤多拉夢想館展售，這個充滿生命力

而且具有療癒效果的手工藝品獲得用路人好評和支持。 

瓊文溫暖的愛以及美莉媽媽的堅持，感動了古坑服務區

及高速公路用路人，完成了助人的夢想，進而促成了「尤多

拉夢想館」。尤多拉夢想館販售尤多拉布偶娃娃、手作包包等

商品，提供弱勢、單親婦女們一個創業的販售平台，改善其

經濟問題。107年度尤多拉夢想館營業額為 2,233,227元。

108年 1-5月的營業金額 1,729,040元。每月提撥尤多拉夢

想館營業額 1%資助雲林水林溪墘社區和安國小與長青食堂，

累計已達 283,332元。也許對許多人來說，「尤多拉夢想館」

只是一個普通的販售平台，但對許多弱勢家庭來說，「尤多拉

夢想館」不僅是一個夢想，更是愛的傳遞。尤多拉夢想館故

事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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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尤多拉夢想館 

 

(五) 定期關懷獨居長輩 

1. 西湖服務區自107年7月起結合華山基金會得知苗栗地區

的獨居清寒長者需要到府協助及關懷。案例中，團隊人員

於 107年 7月 13日第一次到楊桃奶奶家中，覺得她是一

位活潑開朗的長輩，沒想到在與楊桃奶奶聊天的過程中發

現，她沒有家人陪伴，非常孤單，需要關懷與陪伴。所以

西湖服務區林炳宏副理及店長陳姍姍偕同服務區人員與

楊奶奶約定每個月定期到家中探望，幫她量血壓送物資，

協助整理環境與聊聊近況，楊桃奶奶總是把服務區的團隊

人員當成自己的家人。每當服務區成員到達楊桃奶奶家，

遠遠就能看到她開心的笑容迎接我們的到來。 

2. 關西服務區自 106年 1月 16日起響應財團法人(老五老基

金會)所舉辦的關懷獨居老人的(擁抱獨老 愛不打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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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家人)活動當天特地準備了六菜一湯與蛋糕為獨居

的侯奶奶慶祝 100歲生日，從此結緣之後轉為定期探望及

關心她的生活起居，再進化像(家人)般的關懷陪伴，已持

續了 2年半不間斷。 

關懷獨居女性長者，讓服務區人員盡自己綿薄之力，讓

獨居女性長輩獲得關懷快樂的生活，是服務區深耕性別平權

的實際行動，期望達成性別平權非口號，人人皆力行、關懷

無距離之目標，如圖 37。 

  

(1) 西湖服務區楊桃奶奶 

  

(2) 關西服務區侯奶奶 

圖 37 社區關懷年長婦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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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國道高速公路以車輛通過 ETC收費門架之車輛次計算，例

假平均每日交通量約 150萬輛車次/日，進入服務區之交通量約

約 20萬輛車次/日，南北向各約 10萬車次/日。在連續假日時，

進入服務區之比率更高，以 108年春節大年初三為例，進入服

務區比率高達 17.5%，進入服務區交通量更高達 30萬輛車次/

日。 

高速公路服務區承載龐大之旅次，107年全年進入服務區之

來客數達 31,563,587人次，在經營廠商和高公局一起努力和創

新，成功構建一個友善休憩與貼心服務的驛站；各服務區不僅

透過一區一特色來提供用路人不同之休息環境，更以「庶民餐

飲、人文關懷、鄉土融合、社會回饋」為經營理念來服務用路

人。此外更透過軟、硬體之性別友善服務措施，來深耕及示範

性別平等的氛圍與環境，包括： 

一、 性別友善停車空間：歷年之作為包括「夜間婦女專用車

位」、「夜間安心車位」，並配合 107年法規之規定改

制為「孕婦及育有 6歲以下幼童車位」等設施。 

二、 性別友善廁所：古坑服務區以女性為主題之五星級廁所，

各服務區亦普遍提高女性廁所比率、提供男女廁所梳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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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親子廁所、性別友善廁所、無障礙廁所、穆斯林友

善廁所等服務。 

三、 公共藝術空間改造：有別於以往工程師、男性主導思考

之設計元素，保障女性委員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以更親

民、更易於接近、更能讓親子使用的公共藝術設計。 

四、 提供友善服務設施：包括貼心免費的女性專用駕駛人休

息室、建構完整綿密的漂書站、提供多元的交通旅遊住

宿等資訊、全區無障礙的友善空間、視障 APP、獨立空

間之哺(集)乳室、免費尿布提供等多元且貼心的性別友

善服務項目。 

五、 弱勢婦女創業平台：提供如尤多拉夢想館、飛雁小舖旗

艦館、晴天坊與秀格樓等免租金專櫃，提供弱勢婦女

創業機會，提升婦女就業機會。 

六、 保障女性街頭藝人達三分之一以上之街頭藝人表演空

間。 

七、 建構弱勢女性小農銷售平台之友善作為。 

八、 辦理性別平等活動宣傳。 

九、 地方關懷活動：關懷地方弱勢女性長者、辦理社區媽媽

活動、生態與保育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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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服務區是南來北往用路人必經之地，來客數為所

有交通設施之冠，所提供之作為對我國性平業務推動有相當大

之示範作用，其影響既深且廣，而高公局經由以上各項硬體建

設改善、軟體服務提升、多元面向之相互結合，提供一個「軟

硬兼施」深耕性平驛站，相信今天的服務區已不只是一個服務

區，也是一個旅程中充滿幸福的性平友善平台。 

未來將持續透過招商機制修正檢討擴大性別平等之觀念至

經營廠商，內化至公司經營與管理，進而轉化成性別平等的企

業文化，以利於服務區性平環境之深化，作為國內相關公共場

域之標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