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力、決策與影響力篇（部會分工/期程）
具體行動措施

相關部會

期程
（短程 2 年；
中程 2-6 年）

1.

建立並強化五院之性別平等政策 建請監察院研處
機制
建請司法院研處
建請立法院研處
目前五院之中，各院之性別平等機制與
政策發展存在落差。至今性別平等政策
(一)強化性
機制之建立主要由行政院率先推動，考
別 平 等 之 政 試院也成立性別平等諮詢小組並發表
策 及 治 理 機 過性別平等政策白皮書，如何推及其餘
三院建立性別平等政策機制，仍是未來
制
持續努力的方向。監察、司法與立法院
應儘速建立性別平等政策機制，加強對
相關人員之性別意識培力，並研議發布
性別平等施政綱領、綠皮書、或白皮
書。
2.

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及

行政院所屬各部會

人事行政總處

各縣市婦權會的民主治理功能

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採取高度透
明之方式運作，公開接受相關團體推薦

短程

民間委員，公開委員名單，會議記錄全
文上網，並開放民間提案。由婦權基金
會協助行政協調，各部會與各縣市民間
委員定期舉行聯繫會報，分享參與經驗
及相關部會或縣市的有效做法。
3. 提升原住民、新移民、老年、勞動、 原民會
農村及偏遠地區女性之參與治理
內政部
機會
勞委會
農委會
各部會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各縣市婦權 客委會
會及相關部會之委員邀請，應提升原住
民、新移民、老年、勞動、農村及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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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女性之代表性。
持續推動並擴大實行三分之一性 建請考試院研處
建請監察院研處
別比例原則
建請司法院研處
我國政務官的性別比例並未有法 人事行政總處
律規範，而是植基於總統的競選承諾。 經濟部
財政部
然而，除內閣閣員外，考試委員、監察
交通部
委員、與大法官也是總統任命職。因此
1.

短程-中程

針對總統任命職的部分，修改相關法
（二）提升女 令，設定性別比例。
性 參 與 機 自 2004 年行政院婦權會決議行政院所
屬各部會的委員會都應符合三分之一
會，擴大參與
性別比例原則以來，委員會治理的部分
管道
已經廣泛適用性別比例原則，未來持續
推動外，將性別比例原則擴展至國公營
事業董監事會、政府出資或贊助超過 50
％之財團法人董監事會與社團法人之
理監事會等。公職人員簡任官的拔擢或
是升任簡任官前的九職等官員，以單位
為基礎，在資歷相當情形下，優先晉升
少數性別，以達到各單位中每一職等符
合三分之一性別比例為原則。
2.

修正地方制度法，將婦女保障名額 內政部
改為性別比例原則，並提高比例

目前在憲法及地方制度法中有設定婦
女當選的保障名額，主要政黨國民黨與
民進黨針對黨內職位與公職人員提名
辦法，也分別設定婦女保障名額與性別
比例原則。地方制度法所設婦女保障名
額約為 15％至 25％不等，視選區大小
而定。由於女性縣市議員總比例已於
2009 年突破 25％，五直轄市中，除臺
中市外，女性議員比例也於 2010 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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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30％，可修法將婦女保障名額改為性
別比例原則，更符合性別平權精神，並
調高比例，以北京行動綱領所設定之
30%為中程目標，未來則以達成 40%性
別比例原則為最終目標。
3.

政黨補助金中提撥一定比例促進

內政部

婦女參政

短程-中程

許多研究顯示婦女參政的最大障礙不
是當選，而是獲得提名。我國主要政黨
雖然已建立黨內規範，保障婦女的參政
權利，但是對於促進女性參政所投入的
資源仍然有限。在政黨補助金中，依各
政黨在選舉中提名女性的情形，而提撥
一定比例，以促進婦女參政。
4. 降低選舉保證金門檻及政黨補助 內政部
金分配門檻
中選會

短程-中程

由於女性參政資源與男性的差距，因此
選舉保證金門檻應降低，或以連署人數
與保證金制度並行。女性在小黨中較易
得到參政機會，因此政黨補助金分配門
檻對於小黨的生存具有關鍵意義，可考
慮從現行 5％的得票率降低為 3％。
內政部
1.

發展具備在地婦女觀點之政策，活

（三）培力女

化婦女組織，強化中央及地方婦權

性，活化婦女

會與婦 女團體之間的聯繫交流，

組織

持續進行「婦女團體溝通平臺」
由婦權基金會補助，民間婦女團體辦理
之「婦女團體溝通平臺」自 2005 年以
來，已在全國各地舉行超過百場。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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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具備活化婦女組織與增加政策溝
通的效果，也增加女性參與決策的管道
與程度。未來溝通平臺之決議或建議事
項，視其性質及業務區分，可由參與之
婦女團體在中央或地方婦權會提案。
2.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應與原民會協 原民會
力，挹注資源，對原住民女性、部 行政院所屬各部
落領袖及教會牧者進行性別意識 會
培力，活化原住民婦女組織，增加
原住民婦女參與管道

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協力，協助原住民團
體進行性別意識培力，活化原住民婦女
組織，並增進部落領袖及教會牧者對於
性別平權議題之認識。發展原漢性別文
化之積極對話，使原住民文化之豐富性
融入性別平權相關政策，使性別平權政
策符合多元平等之精神。
3.

短程-中程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應與內政部入 內政部
出國及移民署協力，挹注資源，對 行政院所屬各部
新移民女性、新移民配偶之家庭與 會
新移民人口集中之鄉鎮加強性別
意識培力及宣導，增加新移民參與
短程-中程
公共事務之機會

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協力，對於新移民及
其家庭成員，加強性別意識培力。對於
新移民人口集中之鄉鎮，應普遍加強宣
導性別及族群平等之觀念，建立友善社
會生活環境，並且增加新移民參與公共
事務之機會。
4.

對於農會、漁會、水利會、工會及
工商團體之會員及幹部進行性別
意識培力，提升女性參與程度，並
增加女性進入決策階層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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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流化之推動工作過去幾年雖然
已經在政府部門展開，但是重要的社會
團體如農會、漁會、水利會、工會及工
商團體中，女性參與程度仍低，也往往
無法進入決策階層。政府應運用相關資
源及政策，增加女性參與，鼓勵社會團
體對會員及幹部進行性別意識培力，並
積極建議社會團體及民間企業董監事
會採行三分之一性別比例。在六大工商
團體外，協助成立涵括大中小型企業的
女性企業家團體，將女性企業代表納為
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必要徵詢對象，以
增加女性進入決策階層的可能性。
1.

主計總處
短程-中程
建立市場經濟、社會組織、與家庭 行政院所屬各部
生活的性別統計
會

（四）深化性
兩性在國家事務以外的權力、參與決策
的情形、影響力的程度仍缺乏系統性的
資訊，增加政 統計數據或調查資料，應就相關領域中
府 政 策 資 訊 能以數據客觀量化的部分建立性別統
計，提供各界瞭解兩性在權力、參與及
之可及性
影響力的差異，俾據此規劃體制與政策
以改善性別不平等現況。
別統計相關

2.

落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建立參與 行政院所屬各部
平等
會
短程
資訊之可及性是平等參與的前提。各部
會有重大影響之性別政策，應採取積極
措施，透過大眾媒體，以淺顯易懂方
式，讓民眾瞭解，而非僅於網路上公
布，方能縮小資訊差距，建立參與平
等。
3.

重視在地知識，提升政策規劃的適 主計總處
短程
切性
行政院所屬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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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性別統計相關資訊的蒐集，或是 會
對於政策的公布與說明，應重視並善用
在地知識，以增加資訊蒐集的正確性，
及政策說明及溝通的有效性，進而提升
政策規劃的適切性。
1.

（五）重視國
際動態，持續
與區域及國
際性別議題
接軌

增加我國在國際場域性別平權表 外交部
現能見度
性別平權是重要國際趨勢，我國雖然有
外交困境，但近年透過性別主流化之推
動，已與聯合國重要國際性別進程接
軌。除聯合國進程外，應透過民間與政
府的積極協力，對區域及國際性別議題
有所掌握，並且增加我國性別平權表現
之能見度，並與其他國家建立持續交
流，互相學習的關係。
2.

增加政府涉外單位對性別平權政
策之理解與重視
性別平權作為國家價值，不僅應表現在
對內施政上，也應表現在外交政策上。
增加政府涉外單位對性別平權政策之
重視，以及對於國內性別平權進程之理
解，方能有效使我國與國際趨勢接軌，
並且在對外關係上彰顯我國性別平權
政策之發展。舉凡對外宣傳、援外政
策、國際參與及交流，都應具備性別平
權之觀點。

外交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經濟部

加強對國內團體議題倡議與國際
連結能力，並協助草根婦女團體之
國際參與
增強國內婦女團體與國際接軌之能
力，促進其瞭解國際性別議題在不同地
區之發展趨勢與進程；整理我國在地婦 內政部
女團體推動議題與倡議之經驗，透過國 外交部
際社群之連結，提高我國性別平等發展
進程之國內外能見度。

短程-中程

短程-中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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