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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聯合國第 3屆世界婦女會議後，國際社會逐漸將關注焦點從「婦女」轉

移到「性別」，由此做為起點，性別的視角逐漸由生理性別擴展到了社會性別，同時

也開始關注到性別和其他弱勢群體的關聯。1995年聯合國第 4屆世界婦女會議正式

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督促在政府施政的各個階段

皆能夠納入性別平等的關懷。

國內婦女運動以倡議婦女的人身安全與強化參政權為起點，開啟了民間與政府

的合作過程。1997年，我國成立了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並於該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中，決議由內政部編列預算全額捐資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專司於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以更具彈性的方式推動婦女權

益及性別平等相關工作。行政院自 2005年開始積極推動 4年為 1期的性別主流化工

作。在推動方法上，我國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

識培力、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等 6項作為主要推動工具。基於對性別平等制度的推

進，2012年在行政院下設立性別平等處，並將原「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

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性

別平等政策，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能落實性

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

而在各項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具中，我國於 2009年推動之性別影響評估機制無

疑是最重要的一項舉措，規範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律案，自研擬規劃、執行至結果評

估各階段，均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運用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方法，思考政策如何有

效回應不同性別者之需求，成為我國將性別平等觀點融入政府施政之主要工具。

在世界各國響應性別主流化的實踐過程中，各自發展出了不同的軌跡，我國的性

別影響評估機制，也正與許多國家發展性別分析的途徑殊途而同歸。一來，皆納入了

計畫週期的概念，強調從計畫發展的各個階段皆需考量到性別觀點，二來，也都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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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的回應，也就如同 2019年性別影響評估新制的調整重點，要能在「看見性別」

後「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

因此，我國所接續發展的性別分析是強化性別觀點的技巧，協助公務同仁於業務

中深化分析其中的性別內涵，同時也能做為推動其他性別平等業務時可以運用的指引

技巧。本手冊即在此脈絡之下，針對性別影響評估發展一套參考做法，協助公務同仁

學習如何運用性別分析技巧提升性別影響評估品質，進而應用於業務中落實性別平

等。本手冊將爬梳性別主流化之意涵，說明性別影響評估與性別分析之概念內涵，並

提供相關學習案例，希望能夠讓公務同仁可以有效學習性別分析，進一步看見自身業

務中可以推動的性別平等工作。

在此，特別感謝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安妮副院長、國防醫學院黃淑玲教授、中山大

學彭渰雯教授、彰化師範大學陳金燕教授、臺北大學陳芬苓教授、開南大學葉文健副

教授、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黃鈴翔副執行長、朝陽科技大學顏玉如助理教授於本

手冊撰寫期間所提供的專業見解，豐富了本手冊的內涵。

性別分析一直是推動性別主流化的過程中一塊重要的拼圖，在本手冊中我們將學

習如何搭配既有的性別影響評估制度，妥善的運用性別資料，並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分

析，在計畫早期納入社會溝通機制，秉持著對人群的關懷與生命困境的體察，分析不

同性別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面向下處境的差異及現象的成因，促

成共生、共善、共好的性別平等政策。就如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誓言「Leaving no 

one behind」，透過共同激盪對於性別平等社會的想像與實踐，我們將逐步邁向一個沒

有任何人被排除或遺落的世界，創造性別平等與永續共榮的臺灣社會。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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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析參考手冊閱讀指引

性別分析參考手冊閱讀指引

看完這段指引，打通您性別業務的任督二脈，讓我們看見性別！

國際上如何看待性別分析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認為性別分析是將性

別觀點納入主流的關鍵起點 1。性別分析涉及運用性別資料指認性別議題，與轉換為

政府施政標的與改善策略的過程。理想上，透過性別分析，在政府施政的層次，能夠

發展出改變性別處境的政策、方案或措施，在個人的層次，能夠提升性別敏感度，引

發自我的覺察與行動。良好的性別分析可以幫助國內政策措施在制定時，即融入性別

平等的關懷面向，有效回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北京宣言暨行動綱

領」與「2030永續發展目標」等國際倡議事項，並得以促進婦女以至於不同性別群

體的權利。

性別分析的在地實踐—性別分析參考手冊之定位與學習標的

回顧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發展過程，從 2009年即已開始施行性別影響評估機

制，致力於讓國內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律案皆能融入性別觀點。推行至今，更明

確以「看見性別」與「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兩個部分作為主要的評估項目，引導機

關同仁檢視機關計畫案或法律案所存在之性別議題。

鑒於我國性別主流化的推動途徑，本手冊所稱的性別分析，主要係為輔助性別影

響評估，透過培養公務機關同仁性別分析的基礎能力，深化性別影響評估中「看見性

1　UNDP（2016）. How to conduct a gender analysis: A guidance note for UNDP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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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內涵。本手冊參考了加拿大 2、紐西蘭 3、聯合國等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發展性別

分析的相關著述，以及我國過往的辦理經驗，綜融成一套深化性別分析能力的操作指

引，而相關的指引做法也可作為推動其他性別平等工作的參考。

希望能以這本手冊作為一個起點，培養公務同仁性別分析的能力與習慣，讓我們

在政府的施政項目，都能關注到不同性別、年齡、族群、教育程度、性別認同、性傾

向與性別氣質等人口群的處境和需要。

手冊所用詞語概念定義

關於「性別」一詞的使用，由於中文「性別」一詞，內涵包括生理性別（sex）

與社會性別（gender）兩種涵義，在本手冊中包括「性別」及「不同性別」之用詞，

如未特別區分，則同時指涉兩者；第二章中我們將透過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說明

兩者的差異。

關於「計畫」一詞的使用，由於政策工具有多元樣貌，本手冊以「計畫」或者「計

畫方案」代稱計畫、方案、措施等不同態樣的政策工具。

關於「讀者」的代稱，為了內文的書寫與讀者有更多的對話，將會交互使用「讀

者」或「您」的用詞。

手冊架構說明與閱讀建議

這本操作手冊主要由三個章節構成，針對不同目的的學習者，我們提供了對應的

學習目標與閱讀建議：

2　加拿大線上性別分析學習網頁，可參考以下連結：https://cfc-swc.gc.ca/gba-acs/index-en.html
3　紐西蘭線上性別分析學習網頁，可參考以下連結：https://women.govt.nz/gender-tool

https://cfc-swc.gc.ca/gba-acs/index-en.html
https://women.govt.nz/gender-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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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性別分析的重要性：本章的學習標的是引起學習動機，將分別討論瑞

典的剷雪政策與我國的交通運輸政策，邀請讀者一起想想在性別分析之後，對

於政策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章　認識性別主流化與相關重要概念：本章的學習目標是認識性別主流

化，從性別主流化的發展背景開始，接著說明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性別

分析的相關概念，以及這幾種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間的關聯性。 

 第三章　將性別分析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本章的學習目標是認識性別分析的

基礎概念，後續藉由引導式提問與步驟化學習的方式，將之應用於性別影響評

估之中，讓讀者可以更加深入的思考自身業務與性別平等的關聯性，從中發掘

性別議題。

手冊概念圖

發掘中長程個案計畫與法律案其中的性別議題是性別影響評估的主要目的，我們

會以「看見性別」稱呼這個階段，而性別分析在其中提供步驟指引，使得分析內涵可

以更加深入。

本手冊將以下面這張概念圖，帶領讀者一起學習性別分析的參考步驟，並運用於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的過程。下圖您將看到性別分析的七大步驟 (如中間段 )，與性

別影響評估之對應欄位關係，並將在第三章第二節完整說明。現在，就要讓我們開始

這本手冊的學習之旅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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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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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性別分析參考步驟中長程個案計畫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法案及性別
影響評估檢視表

1-1請說明本計

畫與性別平等

相關法規、政

策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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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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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性別分析的重要性

第一章　性別分析的重要性

在說明性別分析的重要性之前，讓我們先探討性別平等與政策的關聯性，作為本

章的起點。

很多人會覺得如今的社會已經相當平等了，為什麼還要高談性別平等呢？而性別

平等又與政策規劃有什麼關聯呢？加拿大性別分析（GBA+）網站 4中，整理出了一般

社會大眾對於性別平等與性別分析的想法，往往存在以下三種迷思：

迷思 1：「已經男女平等了，所以不需要性別分析」5 

迷思 2：「性別分析為婦女發聲，只能應用於處理婦女議題」

迷思 3：「性別分析僅能應用於『社會』部門」

這些迷思是否有切中您心中所想呢？或者您有不同的意見？又或者您從過往生

命中所汲取的經驗，是可以回應這些提問的？其實，以上三個問題恰好反映我們怎麼

思考「目前性別平等的程度」、「性別平等是誰的議題」以及「性別平等應達成的面

向」。

這幾個問題的內涵將會貫穿整本手冊。我們如何思考我們手邊的計畫、方案、法

案目前的社會背景，標的人口群是誰，在實施之後受益或者受害的對象是誰，他 /她

們面對著怎樣的性別議題，有著怎樣的性別需求，而身為政策規劃者或服務提供者的

我們，可以如何設計以回應這些需求。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兩個案例，第一個將與各位讀者分享瑞典的剷雪政策，接著再

4　網址：http://www.swc-cfc.gc.ca/gba-acs/index-en.html
5　原文原指「加拿大已男女平等」，本處為求文義統一，因此酌作修改。

http://www.swc-cfc.gc.ca/gba-acs/index-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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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國的交通運輸政策，這兩種政策與性別平等的關聯性在哪裡？該如何切入會讓

政策更有機會達成性別平等的目標呢？讓我們看下去。

第一節　剷雪政策的性別平等觀點—瑞典經驗

每個國家因為經緯度、地形環境等等的影響，都存在不同的氣候環境，而在當地

生活的人們也都因應氣候發展出了不同的生存策略與生活型態。以下這個案例，發生

在北歐五國之一的瑞典，是近年瑞典在應對冬天降雪、積雪時，運用性別主流化工

具，調整了政策的真實案例。

雪？！沒錯，是雪！在往下閱讀前，希望邀請您先試著想想看，降雪、積雪跟性

別的關聯性是什麼呢？

「瑞典地方及區域協會」6（Swedish Associa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and Regions）所出版永

續性別平等的影片，說明瑞典政府如何藉由性別主流化的思考調整實際政策。在影片

6　 此協會是自治市與郡相互觀摩與交換經驗的重要平台，市郡可自由加入成為會員，年費依據稅

收比例。協會接受瑞典中央與歐盟經費，補助市郡進行性別主流化計畫。資料來源：黃淑玲

（2014）。全球典範！？瑞典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公共治理季刊，2（2），69-82。

我覺得極端氣候（暴風雪）與性別的關係是……

我覺得交通與性別的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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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分析了瑞典冬季下雪時的情況。

根據調查發現，道路的使用存在性別差異，有較多的男性開車，而女性傾向徒步

在人行道上，因此也有較多的女性在冰上滑倒；統計顯示，每年冬季下雪期間，人行

道上受傷的人數是道路上的 3倍，交通意外所需支付的預算，約為剷雪費用的 4倍。

圖 1　瑞典行車與用路性別比例示意圖 7

在過去，鏟雪車首先從主要道路和建築工地等清除新雪，然後再依序鏟除人行道

和自行車道上的積雪，讓一些性別專家關注到，或許調整剷雪順序，就有機會可以減

少女性在人行道上受傷的機率。

由於男人大多開車，女性的交通方式則是主要搭乘巴士、騎腳踏車或步行，原來

的鏟雪順序，如同以男性需求為優先，這雖非當局故意，但顯然有調整必要 8。著眼

於此，2014年取得瑞典執政權的紅 -綠聯盟（Red-Green coalition），提出一項女性主義

的剷雪措施，調整剷雪順序，將人行道上的積雪作為優先的剷雪標的，而後再剷除道

路的積雪。

7　 資料來源：瑞典地方及區域協會出版影片截圖；讀者如對影片有興趣可依以下連結網址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ikioYiilU
8　 楊芬瑩（2015）。夜間公車、冬天鏟雪、學校功課、救護車接送 ...... 瑞典「性平政策」管很大。

刊載於風傳媒網站。網址：http://www.storm.mg/lifestyle/4516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ikioYiilU
http://www.storm.mg/lifestyle/4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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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政策思維，瑞典政府 2015年對斯德哥爾摩市採取了調整剷雪措施的試

驗，額外挹注了 250萬瑞典克朗的預算 9，2016年也採行了相同的做法，但是在 2016

年 11月的一場暴風雪後，這種剷雪方式卻成了眾矢之的，並飽受批評。報導是這樣

形容的 10：

數十萬人受到影響，大部分巴士路線停駛，乘客不得不等待幾個小時。

上週警方表示，這個制度非常糟糕，救護車無法沿斯德哥爾摩的道路前進，

對社會構成危險。

瑞典調整剷雪順序的目的是恢復交通秩序與行人安全，而在眾多可能的策略選項

中，以（女性）行人的安全為優先所為的安排，這種做法的基礎是已經考量到道路使

用的性別差異（性別統計），並配置更高的剷雪經費（性別預算），但為什麼還會遭

致批評？請試著寫下您的想法，我們將在第三節進一步討論。

9　 Nordström & Otto (2016). Jämställd snöröjning blev ett fiasko i ovädret. 網址：https://www.dn.se/arkiv/stockholm/

jamstalld-snorojning-blev-ett-fiasko-i-ovadret/
10　 Hale, V.（2016）. ‘Gender-Equal Snow Ploughing’ Plunges Stockholm into Chaos. 網址：http://www.breitbart.

com/london/2016/11/14/gender-equal-snow-removal-policy/

動動腦：

您覺得 2015年斯德哥爾摩市剷雪政策的優點是什麼？有沒有缺點？

您覺得這項剷雪政策為什麼會被批評？可以如何改進？

https://www.dn.se/arkiv/stockholm/jamstalld-snorojning-blev-ett-fiasko-i-ovadret/
https://www.dn.se/arkiv/stockholm/jamstalld-snorojning-blev-ett-fiasko-i-ovadret/
http://www.breitbart.com/london/2016/11/14/gender-equal-snow-removal-policy/
http://www.breitbart.com/london/2016/11/14/gender-equal-snow-removal-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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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運輸政策的性別平等觀點—臺灣經驗

過往有許多性別友善交通運輸的政策，都環繞在安全性的議題上。

回顧臺灣經驗，以近 10年（98-107年）性騷擾發生地點統計，大眾運輸工具約

為 4.04%-18.22%之間，可以說許多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地點都發生在大眾運輸工具上，

是在性騷擾防治中應當要注意的場所；另外，我們透過性騷擾加害人統計，觀察同樣

的十年間，受到裁罰的人男性占 95.35%以上，因此我們可能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

在大眾運輸中防範性騷擾，女性是主要的保護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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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性騷擾防治業務事件裁罰件數－加害人部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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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護婦女在搭乘大眾運輸時候的人身安全，國內外採取了許多不同的因應策

略，比方說巴基斯坦首都喀拉蚩（Karachi）11規劃了一輛輛粉紅色的計程車，而在土

耳其的地方政府馬拉蒂亞（Malatya）12則設計了粉紅色的巴士，這些服務方案的特點

是，以相近的顏色識別系統進行設計，由女性服務女性，並僅限女性搭乘，以確保女

性的安全。

同樣的，為了回應性騷擾問題，2006年臺鐵曾經試辦過「女性專用車廂」；

2016年臺北捷運公司為了保障夜歸婦女，特別劃設了「夜間婦女候車區」，這兩項

試辦的措施在當時引起了一些討論，有男性團體發聲抗議，婦女團體、性別團體間也

存在不同立場的聲音。

這些政策引發了不少討論，一來，在保障的對象上，有人認為應該特別強調婦女

作為保護的對象，但也有人表示人身安全的保障對象應該是全體乘客；二來，在這

些試辦措施的辨識設計上，相關車廂、區域的識別都採取了粉 (紅 )色作為代表色，

複製了顏色對應特定性別的性別刻板印象；第三，以生理性別做為空間使用的判準，

強化了男女之間的二元對立，同時也排除了跨性別者使用該空間的可能性。13請您先

回顧以上的論點，您有沒有什麼想法？要怎麼做才能夠促成您心中所嚮往的性別平等

呢？

11　 延伸閱讀：徽徽（2017）。 女性限定 巴基斯坦粉紅計程車上路。刊載於地球圖輯隊網站，

https://dq.yam.com/post.php?id=7427；而讀者或許也可以想到，為什麼女性專屬的服務，通常會以

粉 /紅色系呈現呢？有沒有其他的顏色識別可以替代？
12　 BBC(2017). 100 Women: The pink bus designed to protect women from harassment. http://www.bbc.com/news/av/

world-41673352/100-women-the-pink-bus-designed-to-protect-women-from-harassment
13　相關討論可延伸閱讀：

　    畢恆達、彭渰雯（2008）。保護？矯正？排除？女性專用車廂的性別意涵。女學學誌，第 25期，

頁 43-79 。

　    彭渰雯（2010）。女性觀點的「通用設計」：性別主流化再思考。研習論壇月刊，第 120期，

頁 8-16。

https://dq.yam.com/post.php?id=7427
http://www.bbc.com/news/av/world-41673352/100-women-the-pink-bus-designed-to-protect-women-from-hara
http://www.bbc.com/news/av/world-41673352/100-women-the-pink-bus-designed-to-protect-women-from-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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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分析對於政府施政有什麼益處

以上兩個案例，都有統計資料作為實證基礎，藉此改變既有的政策措施，期望達

到性別平等的目的，但同時也都面臨到不同的輿論挑戰。

從剷雪案例來說，從過往從主要幹道開始清除積雪，調整為優先剷除人行道積雪

的措施，已經從性別統計資料更進一步的看到行人 (女性為主要的人口群 )安全的需

求，但出自於保護行人安全的出發點，卻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造成部分用車人的行車

危險。而就臺鐵專用車廂與臺北捷運夜間婦女候車區措施來說，出自於保護女性的出

發點，劃設了女性專用的空間，但卻因為未能周全的思考保護對象及性別內涵的多元

與複雜性，而引發了許多討論。

其實，這些政策的背後涉及不同的政策主張，也反映了不同女性主義的立場 14，

14　若希望對不同女性主義的觀點有更多的了解，可延伸閱讀：

　   顧燕翎（2019）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臺北：貓頭鷹書房。

　    成令方、游美惠、邱大昕、吳嘉苓譯（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臺北：群學。（Allan 

G. Johnson著）

動動腦：

您覺得女性專用車廂與夜間婦女候車區措施的優點是什麼？有沒有缺點？

您如何評價前面的各種觀點？這些措施可以如何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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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的女性主義者認為生理女性受到壓迫的狀態，只有女性才能理解；但即便同樣

以女性主義為出發點，也有女性主義者關心相關政策與措施的推動，有沒有可能壓迫

了不同階級的女性，或者傷害了不同性別的族群？比方說，經濟弱勢的婦女無法總是

依憑著女性專屬的計程車移動，如此一來，這些措施並未讓全體女性都因此擺脫在大

眾運輸上受到性騷擾的陰影，而是聚焦在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女性因此受惠，並且排

除了性別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者。

現在，讓我們一起回顧前面兩個案例，可以透過哪些努力，使這些政策措施更加

完整，切合不同性別的需求呢？比方說，我們可以這樣做：

1.  強化性別資料的蒐集：在理解性別的內涵可以更加豐富且多元的前提之下，

可以進一步蒐集更豐富的性別資料，加強性別與其他面向（如年齡、教育、

收入、區域等）間的交織分析，更進一步了解服務使用者的性別經驗與性別

需求。比方說，即使是女性，了解不同女性使用道路以及搭乘大眾運輸的狀

態和需求，如果是為了照顧幼童或身心有狀況的家人，而需搭乘公路運輸的

女性，會受益於優先剷除人行道積雪的政策嗎？透過這些反問，我們可以想

想如何能夠蒐集到更加完整的性別資料，看見不同性別及同一性別間不同背

景者的需要。

2.  加強利害關係人溝通：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指的是在這個議題 /計畫 /

政策 /方案中會發生影響力或受到影響的團體或個人。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政

策制定者應與多元利害關係人的進行充足的溝通。對於剷雪順序的調整或者

女性專屬車廂的設置，受影響的民眾有哪些（比方說男性、女性、長者、幼童、

就醫民眾、接送孩子上下學的家長等），他 /她們的觀點與需求是否充分的反

映在政策的制定過程？

3.   落實跨機關合作：方案的推動過程，可以開啟不同層級政府與機關間的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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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否有考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跨機關間進行協商，依權責分工合

作的可能性？以瑞典的剷雪政策來說，中央及地方政府可以推動彈性工時，調

整上下班時間，錯開交通時段，以減少斯德哥爾摩市尖端交通負荷量。

4.  檢視方案與既有方案之間的補充 /替代效果：這項方案已經是最適方案了嗎？

有沒有考量過串連其他方案，以及制訂危機應變計畫（contingency plan）？或

者，有些性別議題沒辦法在這個計畫、方案處理，可以在未來以其他計畫、

方案辦理？以瑞典的剷雪政策為例，或許可以制定面臨極端氣候時，交通與

剷雪政策的應變措施與彈性調度機制。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將性別分析視作將性別觀點納入主流的關鍵起點。性別分析涉

及運用性別資料指認性別議題，與轉換為政府施政標的與改善策略的過程。本章分享

兩個國內外的實際案例，帶領我們看到性別分析的重要性、分析與實務操作內涵的深

度。性別分析之所以重要，在於能夠將性別平等的思考融入於政策發展的過程，讓我

們從過去政策思考的慣習（habitus）中解放出來，顛覆或者修正過去認為只要是對全

民實施的政府政策、措施、方案，就必然是性別平等的假想；如同若干政策一樣，如

果有相對縝密的思考，能夠減少政策的非預期效果，使人民免於直接或間接遭受負面

影響，並使政策效益極大化。透過性別分析，能在政策推動的過程中兼顧不同性別、

年齡、身體狀況等人口群的權益，在各項政府施政措施中融入性別平等的觀念，讓政

策設計符合不同性別的需要。

回顧我國過往推行性別主流化的發展路徑，是透過「性別影響評估」的制度，讓

政府計畫方案自規劃前期、執行至評估階段關照到不同性別的經驗與需求。而本手冊

的學習，更是建立在性別影響評估制度的基礎之上，引導讀者充分學習性別分析的概

念之後，充分應用於性別影響評估的分析過程。

透過本章節的學習，讀者應該能夠初窺性別分析的概念與重要性，下一章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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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從頭說起，完整的說明我國性別主流化的推動歷程，並分別說明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與性別影響評估的概念與彼此的關聯性，最終希望能夠幫助讀者學習透過操

作性別影響評估的過程，發掘其中的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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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認識性別主流化與相關重要

概念

第一節　話說從頭—性別主流化

讓我們回到源頭，什麼是性別主流化？性別主流化是什麼時候發展出來的？而它

又有什麼目的呢？或許我們可以從性別主流化的基礎―性別統計開始說起。

統計學的歷史源遠流長，目前我們熟知的性別統計，或許可以回溯到社會統計。

時間回到 19世紀，當當代國家、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愈發確立，國家需要擔負起

公共治理的角色也就更加穩固。為了要蒐集更多的資訊，提供政府解決社會問題，作

為擬定政策的基礎，逐漸發展出許多社會調查的項目，藉由彙總量化的統計數據，以

說明社會情境，也就是社會統計的開端。

來到 20世紀，推動性別平等的倡議者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夠看見性別間存在的不

平等，而發展出性別統計的概念。1975年第 1屆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會中指出了

當時普遍缺乏描述婦女狀況的指標，無法清楚地描述婦女所面臨到的各種不利處境，

以提供決策者制定有關婦女政策的必要背景資料，同時因為缺乏統計資料，也無法

看見婦女的貢獻，於是提出將建立婦女相關的統計資料做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15；1985

年第 3屆婦女大會，進一步擴展婦女統計的概念，指出統計應包括兩性資料 16；而至

1995年第 4屆大會，提出聞名的「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

15　 United Nations(1976). 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 網址：https://www.un-

.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Mexico/Mexico%20conference%20report%20optimized.pdf
16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9）。性別主流化系列叢書―性別統計。臺北：財團

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Mexico/Mexico%20conference%20report%20optimized.pdf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Mexico/Mexico%20conference%20report%20optimiz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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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for Action）17，在推動要項 206.(a)指出「確保與個人相關的統計資料，應依生理性

別、年齡蒐集、整理與分析，並反映出男女間既存的問題、議題與疑題」，同時，在

該次大會，也正式提出如今我們熟知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其意

涵除了將婦女議題轉化為性別議題，並強調在所有政府施政的過程中，均應納入性別

平等的觀點，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及

資源取得之機會，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我國性別統計的建立早於全面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前，也是後來推動性別主流化

的基礎。1999年 1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5次委員會議決議：「建立我國

以性別為基礎之國家相關統計分析資料」，啟動全面而系統性的蒐集性別統計資料。

奠基在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民間委員的倡議與性別統計的基礎之上，我國自

2005年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在推動方法上，以性別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

響評估、性別分析、性別意識培力、性別平等機制等 6項作為主要推動工具，其中，

自 2009年開始施行的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GIA）應是最廣為

公務機關同仁所知的制度。

行政院 2009年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及「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注意事項」，規定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律案陳報行政院

審議前，均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2016年起，也將此一制度推廣至各機關及地方政

府參考使用。而 2019年修正函頒的現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則透過「看見性別」

與「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兩大部分，以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作為「看見性別」的重

要助手，協助機關同仁在性別影響評估的過程中，看見計畫案與法律案的性別議題。

17　 United Nations (1995).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of Action, adopted at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網址：

　   t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Mexico/Mexico%20conference%20report%20optimized.

pdf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Mexico/Mexico%20conference%20report%20optimized.pdf
https://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Mexico/Mexico%20conference%20report%20optimiz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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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我們認識了性別主流化的發展淵源，下一節，我們將更加深入的介紹性別統

計的定義、性別統計分析常見的方法，以及如何走向性別分析。

第二節　從性別統計、性別統計分析走向性別分析

壹、認識性別統計

從前面的說明，我們知道性別統計是最早被提倡的性別主流化的工具，也是推動

性別平等業務的基礎。依照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司（The Statistics Divi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的定義，統計資料若具備以下其中

一項至數項特徵即可稱作性別統計 18：

1. 資料的蒐集與呈現皆以生理性別作為全面且主要的分類方式。

2. 資料能反映出性別議題。

3.  資料所憑依的概念與定義，能夠充分反映男女間的多元樣貌，及其生命的各

個面向。

4.  資料的蒐集方式須將可能致使資料存在性別偏見的刻板印象與社會文化因素

考量在內。(以大型訪調為例，男性與女性都有機會成為訪問員與擔任主管，

且調查問項、訪員手冊與訪員培訓過程，都能審視其中是否有性別刻板印象

的相關文字，並加入提高工作人員性別意識的相關訓練，以避免性別偏見 )

由以上的定義，我們知道性別統計是透過性別區隔的統計資料，按性別和其他特

徵對數據進行分類，以反映性別間的差異和不平等之情形。性別統計涉及資料蒐集、

分析與反映出性別議題等工作項目，性別統計可以促進我們了解不同性別所面臨的處

境差異，作為政府部門規劃政策的參考依據。

18　United Nations (2016). Integrat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Statistics. Series F No. 111. Sales No. E.13.XVI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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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概念，我們試著舉出幾個性別統計的資料，來更進一步的了解性別統計

的內涵，以及與性別議題的關聯。

106學年度大專校院「工程、製造及營建」畢業生人數女性為 11,486人 (18.39%)，

男性為 50,970人 (81.61%)，男女之間的落差為 63.22%。看到這個統計結果，我們可能

會好奇為什麼在兩性之間有這麼大的落差存在，工程、製造及營建的領域人才的性別

差異會是來自於教育分流的結果嗎？

為了探究原因，我們可以向前溯源，了解高中職階段的科系領域選擇結果，也可

以向後追蹤，了解執業人數與畢業人數是否相近，並繼續分析，科系選擇結果是否反

映著過去科系男生選填理工科系，女生選填人文科系的性別刻板印象，或者執業場所

可能有不利於特定性別的因素，需要加以排除。

再舉一個例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請領者 19如果有懸殊的性別比例差距，則值

得深思政策上除了不分性別的請領資格設定之外，這看似是性別中立的政策，是否潛

藏其他的社會、經濟、文化議題 (比方說，預設特定性別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配偶

雙方的經濟收入差異所影響的選擇結果等 )，需要透過其他配套政策或鼓勵措施，補

充不足之處。

讀者看到這邊應該已經充分的瞭解性別統計資料的建置原因與發掘性別議題的

重要性。請您回顧本節性別統計的舉例，我們會發現性別資料與性別議題呈現雙向的

關係。有時須由各項質化或量化性別資料的建立，從而推導出性別議題的現況 (如同

前面的例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有超過 8成以上是女性，呈現出請領者女性化

的議題 )；但有時也會為了特定的性別議題，需要蒐集更完整的性別資料，以持續關

注是否存在落差情形 (同前例，當我們發現請領者女性化的現象時，或許我們可以著

手蒐集未請領者的阻礙因素 )。

19　 依勞工保險局統計，107年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領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件數，男性為 79,245件

（17.93%），女性為 362,728件（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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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讀者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問題，當我們有了這些統計資料後該如何進行初步分

析呢？以下我們將說明性別統計分析的常見方法。

貳、性別統計分析的常見方法

常見的性別統計分析方式，包括：比較性別間的差異、比較不同時間點的歷史資

料、比較不同區域，以及進行性別與其他類別的交織性分析。

1. 比較性別間的差異：

性別間的統計資料呈現多少落差，透過如百分比、算術平均數等統計數據進行比

較，並可透過統計檢定的方式比較組間是否達到顯著差異，例如：男女之間的無酬照

顧每日平均時數、參與政治（如：議員、立委）、工作滿意度的性別差異等。

示例類型：比較性別間的差異

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數：

依衛生福利部「108年 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婦女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3.18 小

時，而有配偶或同居伴侶之婦女，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4.41 小時，與其配偶或同居伴

侶 1.48小時比較，兩者之間時間落差達 2.93小時，婦女花費時間為其配偶或同居伴侶近

3倍。

子女與長輩同住意願：

依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1年第 6期第 2次調查資料，本手冊進行二手資料分析

其中問項「站在為人子女的立場，父母與已婚子女在住的方面應如何安排較好」，經卡

方分析得知兩性間存在顯著差異（Df=1; χ2=4.57; p=.033），男性較傾向認同父母與子女

同住。

與子女同住 不必與子女同住 總和

性
別

男 696(77.2%) 205(22.8%) 903(100.0%)

女 605(72.8%) 226(27.2%) 831(100.0%)

總和 1301(75.1%) 431(24.9%) 173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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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不同時間點的性別資料：

說明不同時間點性別資料的改變情形，瞭解該議題呈現持平、逐漸惡化或逐漸改

善的變化情形，例如不同年份的大專、研究所畢業生性別比例。

示例類型：不同時間點的性別資料

高等教育中女性畢業於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比例：

由不同學年度觀察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人才的性別差異，該領域雖然仍以男性為主，

但近年（105-107學年度）隨著男性人數下降，兩性間的性別差距縮小，女性比例有緩步

增加的趨勢。

工程、製造及營建畢業生 男 女

105學年度 52,368 (81.88%) 11,589 (18.12%)

106學年度 50,970 (81.61%) 11,486 (18.39%)

107學年度 49,143 (81.11%) 11,442 (18.89%)

資料來源：教育部

3. 比較不同區域的性別資料：

比較不同區域或跨國間的性別資料。在進行跨國比較時，須特別留意各國的比較

基礎是否相同，意即指標定義與計算方法可能會有所出入，而這些定義又各自反映各

國的語言、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差異。在此我們以「行政院 109年性別平等觀念電話民

意調查 20」其中的題項舉例。

20　 本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年滿 20歲以上之民眾，以電話訪問（CATI）方式進行隨機抽樣調查，

共計完成有效樣本 1,079份，以 95%信賴度估計，抽樣誤差約為±2.98個百分點；本文引用

資料加總未達 100%，係因表格內未納入不知道 /無意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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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類型：比較不同區域

在「在職場上，不可以因員工是同性戀而影響他的升遷和考績」的題項上，有 76.9%的

民眾感到同意 (其中非常同意 42.5%，同意 34.4%)，21.7%的民眾感到不同意（其中不同

意 12.8%，非常不同意 8.9%）。

以「性別」變項進行分析，同意的比率，以女性 79.1％高於男性 74.4%。

以「居住地區」變項進行分析，同意的比率，以居住在北北基的 80.3%、桃竹苗的

79.6%、中彰投的 77.4%，高於高屏澎的 74.1%、雲嘉南的 71.7%、宜花東的 71.3%。

　　性別平等

區域　　　　   觀念

在職場上，不可以因員工是同性戀而影響他的升遷和考績

同意 不同意

北北基 80.3% 16.9%

桃竹苗 79.6% 18.9%

中彰投 77.4% 21.1%

高屏澎 74.1% 25.5%

雲嘉南 71.7% 27.9%

宜花東 71.3% 28.7%

4. 性別與其他面向的交織性分析：

交織性分析是探討所關注議題的性別資料與不同面向 (例如：教育階段、年齡、

所得等 )的交織分析，探討在哪個 /些向度上顯現了落差，比方說在關注勞動力參與

議題時，可以同時探討性別與年齡的交織關係；也就是除了分析勞動力參與在性別間

是否存在落差外，也可以進一步的分析性別在不同年齡層間的勞動力參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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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類型：性別與其他面向的交織性分析

2018年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

2018年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為 58.99%，其中男性為 67.24%，女性為 51.14%，兩性間落

差達 16.1%；依年齡來看，25-29 歲為女性就業高峰（91.82%），但自 30-40歲女性勞參

率降至近 7成 9，維持至 50-60歲，再次陡降至約 4成，男性則自 25-50歲皆維持 9成之

高勞參率，顯現出我國女性勞動力早退情形，導致女性較易落入貧窮風險，也容易對其

未來老年經濟安全造成威脅。

56.52

94.96 98.34 96.46 94.06 94.31

86.43

70.62

50.28

13.15

56.34

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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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參、性別統計分析的注意事項

使用性別統計時，除了透過前述的統計方式，了解不同性別的分布狀態，也可以

思考該項議題是否需要透過統計檢定的方式推測母體的情形。更具體來說，在機關操

作面上，建議業務單位與統計單位雙方可以多加合作，借重統計單位的專業，協助更

精準地判讀相關資料及協助業務單位規劃後續回應方案；而在資料面上，可以從以下

幾個提示觀察及思考性別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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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統計數字的離散趨勢，是否有些人被特別遺漏了。做法上，可以觀察統計資料

變異情形是否很大，如果是，除先了解極端值的情形外，也可能需要了解變項上表

現特別弱的群體的需求；比方說，實質薪資除了看到平均數之外，也可以透過標準

差顯示整體資料與平均數間的離散程度，看到實質薪資特別低的群體以規劃改善策

略。

2.  在使用相關統計資料的時候，也請讀者留心，有若干的因素會影響統計資料的正確

性與可靠性，比方說統計項目的定義在不同次的調查中是否有所調整、資料產製的

過程是否足夠嚴謹 21，以及黑數（dark figure）22的存在都會對統計資料的品質有所影

響。此外，在資料判讀時，也應當注意統計上的虛假關係是否存在，當發現性別間

存在差異時，需要小心推論，這個差異的來源是否僅因為性別，或者是由其他的事

件或者變因所造成。

3.  隨著對於性別內涵的了解愈發多元豐富，也應思索在不同議題的統計項上納入不同

年齡、區域、教育程度、性別認同、性傾向與性別氣質等選項。如果性別統計並未

敏感地發現這些不利處境人口群的存在，便可能會失去瞭解和協助的機會。（請延

伸閱讀第三章第一節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

肆、走向性別分析

我們在此稍作停頓，回顧一下本節的內容。

本節開始我們認識了性別統計的定義與性別統計常見的分析方式，我們知道建立

性別分類 (或稱具備性別敏感度的 )指標的重要性，我們也認識到性別資料與性別議

21　 比方說，指標定義不清，各層級的承辦人員對於指標定義的理解不同，而收錄不同資料；或

因建檔疏漏而有錯誤等。
22　 比方說，家庭內的暴力行為，不見得能為外人所知曉，沒有正式成案，因此也不會呈現在官

方統計資料上。



24

性別分析參考手冊 —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的概念與實作

題間的雙向關係，但是觀察過去的實務操作，我們會發現有幾個常見的問題，而使得

分析不夠深入，或者過度概化因果關聯：

1. 對於「性別」內涵的理解不夠全面：

就如同第一章瑞典的剷雪案例或我國女性專用車廂的案例一樣，無論是對於行人、

用路人或者乘客的思考，都應當考量生理性別間（男性、女性、雙性人）或生理

性別內（如身心障礙女性、社經地位較弱勢的女性等）；或者更進一步的，將性

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等不同對象的性別經驗考量在內，對於性別議題的探

討就能更加深入。（這部分在第三章將有更完整的討論）

2. 對利害關係人的探究不夠完整：

在前面的案例中有提到行人、用路人以及乘客的影響與需求為何，但是如果由第

一線的工作者――駕駛員來思考，她 /他們又會怎麼從什麼角度去思考剷雪政策、

專用車廂的措施呢？我們在擬訂政策或計畫方案時，應該可以試著盡可能的考量

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觀點。

3. 缺乏性別資料作為訂定計畫案或法律案的基礎：

譬如說在規劃某技職教育人才培育計畫時，如果缺乏技職學校在學生及畢業生等

性別統計，將無從由入學情形、在學表現、畢業留向等面向判斷科系間是否存在

職業性別隔離的情形；在規劃某館舍改建計畫時，如果缺乏不同性別對於場站的

經驗回饋意見，將無從得知不同性別對於該館舍的性別需求。

4. 性別資料多僅有性別統計，且僅止於描述統計的層次：

觀察過往部分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的填答內容，多數僅提供性別為基礎的描述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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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未能提供更完整的性別資料，無法清楚的了解性別落差存在哪些面向，也未

繼續分析原因與可能的影響；以第一章的案例來說，可以透過訪談多元利害關係

人，透過質性資料更深入的分析不同的性別需求，而以量化資料來說，也可以運

用本章的學習，讓判讀的內涵更加深入。

我們從過往的許多案例中，看到了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無論在廣度或深度都有可

以再繼續耕耘的地方，但是，到底什麼是性別分析？要怎麼做，可以讓我們從過往所

建立在性別統計的基礎之上，將性別分析做的更好呢？

按照聯合國計畫開發署 23的說法，性別分析有兩個主要的目的：首先，性別分析

可以突顯出對於問題與解決方法的性別關聯；其次，透過性別分析可以促進提出其他

可能的行動方案。

綜合以上的說明，性別分析涉及運用性別資料指認性別議題，與轉換為政府施政

標的及改善策略的過程。而這也就是現行性別影響評估機制的實質內涵，因此我們在

下節將說明性別影響評估的內容，再逐步的說明如何在操作性別影響評估過程中，融

入性別分析的相關概念。

第三節　認識性別影響評估並了解與性別分析之關聯

在本章的開始，我們曾有簡單的說明性別影響評估在我國的發展過程。行政院

2009年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注意事項」，依據這兩項規範，重要的「中長程計畫」與「法律

案」，都應該要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影響評估的目的是要促使政策制定者清楚掌握不同性別處境，使性別落差獲

23　UNDP（2001）. LEARNING & INFORMATION PACK: Gend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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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改善。注意到了嗎？這也與前一節最後所談到的性別分析有著相同的重點，也就是

說，依循著我國性別主流化的發展途徑，性別影響評估已將性別分析的概念吸收並內

化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而作為性別影響評估的過程――「看見性別」的一部份，

至於什麼是「看見性別」，我們以下說明。

性別影響評估制度歷經數次修正，現行 (2019年7月函頒，同年10月1日正式實施 )

的性別影響評估表件，在架構上，分為「看見性別」與「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兩大

部分，也就是透過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發掘出性別議題，並且制定策略進行回應；

而在程序上，則可分為「研擬階段」、「研擬完成階段」、「計畫審議階段」與「計

畫執行階段」24，要求機關在完成計畫草案與法案草案編擬後，須透過機關內、外部

的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透過參與計畫研商會議、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或書面審查等方

式，與機關溝通與計畫案或法律案相關的性別平等觀點，與可推動的性別平等工作。

過往機關同仁在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時，較常遇到的困難是不知道如何開始，也難

以想到自身的業務與性別平等議題的關聯性。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透過相關的評估引

導文字，引導填答者思考「看見性別」――看見與計畫案或法律案相關的性別議題：

看見性別 中長程個案計畫 法律案

檢視表評估項目 1-1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政策之相關性

1-2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

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畫

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

情形及原因

1-3  請根據 1-1及 1-2的評估結果，

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 

8-1  從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確認與

法案相關之性別議題

8-2  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策之

內涵

24　 請參閱附錄一、二表件之相關說明，並可參考以下連結得到更多資訊 https://gec.ey.gov.tw/Page/

E3B16FCD552924BA

https://gec.ey.gov.tw/Page/E3B16FCD552924BA
https://gec.ey.gov.tw/Page/E3B16FCD552924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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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個評估引導文字相互關聯，並且延續了前面兩節的學習。一方面，透過檢視

國內外既有的性別平等政策、法規，以引導計畫案與法律案踐行其中的性別平等價值

與政策方向；接續著，透過性別（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找出性別議題；此外，作為

政策方案的規劃者，我們在追蹤現況、發現落差與原因後，也會著手「回應性別落差

與需求」，訂定性別目標、執行策略及編列相關預算（請參考附錄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

從以上的說明我們知道，性別分析是強化性別影響評估的重要方法，是「看見性

別」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具體來說，要怎麼做能夠得到更有品質的性別分析結果

呢？我們將在第三章完整的說明性別分析的重要概念，以及運用性別分析「看見性

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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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將性別分析運用於性別影響

評估

第一節　性別分析的重要概念

我們再次回顧性別分析的定義。性別分析涉及運用性別資料指認性別議題，與轉

換為政府施政標的與改善策略的過程。在學會將性別分析做好之前，希望各位讀者跟

我們一起進行一些練習，讓我們認識並培養性別分析的重要概念，這些概念包括：釐

清自身與所屬組織性別視角、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以及實務性 /策略性的性別需

求。本節將由概念說明開始，後續我們也會學習將之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

壹、釐清自身與所屬組織性別視角

做好性別分析的第一要務是釐清我們自身的性別觀點。

我們須先理解性別分析的定位，性別分析是社會經濟分析的一個次分類 25，這意

味著性別分析與社會政治經濟脈絡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從事性別分析時，我們並

非處於一個真空的狀態――這意思是說，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有哪些制度

與政策法規，影響著我們的思考，指引我們的行動。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背

景，這帶來各自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時我們也身處在不同的組織環境，這將影響我們

的性別觀點以及後續可以採取的行動策略。

以下將透過兩個練習，邀請您一起回想自己過去的經驗和接觸過的對象，從中觀

察我們現在有著怎樣的性別觀點。

25　UNDP（2001）. LEARNING & INFORMATION PACK: Gender analysis. 



29

第三章　將性別分析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

釐清自我性別觀點的第一個練習：一名消防人員

請在下框盡可能地「畫出」您對「消防人員」的印象，並用文字註記相關的訊息

（比方說：年齡、身體狀態、信仰、性別……等）：

當您看到消防人員這個詞的時候，腦中呈現的消防人員的樣貌外觀是怎樣的？

釐清自我性別觀點的第二個練習：一名照顧伴侶的照顧者

請在下框盡可能地「畫出」您對「照顧伴侶的照顧者」的印象，並用文字註記相

關的訊息（比方說：年齡、身體狀態、穿著打扮、信仰、性別……等）：

 

關於家庭照顧者，有許多文獻都指出，女性是家庭內的主要照顧者，但也請您試

著想像，不同性別的家庭照顧者，會不會面臨不同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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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以上的案例與練習

我們一起來回顧您所繪製的圖像，您對這個圖像呈現或撰寫愈多的訊息，可能代

表您對這個領域或對象有更多的了解（或者誤解）。

請您先看看第一個練習中您所繪製的圖像。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2016

年底消防人力男性佔 88.12%，因此若您繪出一個男性消防員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

樣的，若您腦中僅有男性消防員的形象，代表有 11.88%的女性可能不在您的觀察之

列。

接著請看看第二個練習中您所繪製的圖像。根據相關研究指出 26，男性因照顧家

人而被迫離開職場時，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大環境的不友善，被貼上「遊手好閒」的標

籤，男性家庭照顧常常陷入無法自我肯定的負面情緒中，壓力表現方式也較為激烈。

我們經常假設，我們的工作或政策同樣適用於每個人，因此沒有性別或多元性的

問題需要考慮。但真的是這樣嗎？透過以上兩個練習，或許我們可以一起想想，為什

麼當我們提到消防員，很多人心裡想著的是男性，說到照顧者，很多人腦中便浮出女

性的身影。

從這些性別經驗與性別觀點的釐清，可以作為我們進行性別分析的基礎。在接下

來每一個分析的環節，也請時時想起這個起點，反思我們的性別觀點，並持續的思考

我們與性別議題的關聯。

26　岳青儀、林文善（2017）。男兒有累不輕談。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9），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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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我」的性別觀點是怎麼來的？

以下表格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架構（目的是提供一個自我檢視的機會，不是

每個欄位都需要回答），這個架構幫助我們思考生活的多樣性，想想我們在各

種議題上所表達的態度，是怎麼被我們的價值觀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所影響

的，當我們對此有所覺察，或許也會做出不一樣的判斷。

您可以試著紀錄您在不同面向中的客觀資訊與主觀想法，也可以寫出一段

自我的敘事分析。以「我 x信仰」這一個欄位為例，客觀資訊是「我是佛教 /

道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主觀想法舉例來說可以問自己「我對宗教信仰

的想法是……；我對他人的宗教信仰的想法是……；我的宗教信仰在 ____議

題上的態度是……；我想要接受 /有條件接受 /反對 /補充這樣的態度，我的想

法是……」等，您可以透過這些做法，剖析自己現階段的性別觀點。

種族 族群 年齡
生理

性別

性別

認同

性傾

向

性別

氣質
特長

宗教

信仰

教育

程度

身心

狀態
其他

我

家人

好友

同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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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

接著我們一起來認識性別分析的核心概念，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透過這三

個相互補充的面向，可以更加完整的理解「性別」的內涵，並靠近利害關係人多元的

性別經驗與性別需求。

這三個思考面向分別是：「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交織性」，相互補充「性

別」這個概念的內涵：生理性別（Sex）是基於生物學上的差異，如男性、女性、雙

性人，關注生理性別的不同是否存在經驗差異；社會性別（Gender）是在社會建構

的基礎上，意即強調性別角色認同、社會互動與關係，關注一個人的社會性別如何被

看待；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則是關注性別與其他面向（例如：性別氣質、性傾

向、性別認同、年齡、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的相互關聯情形。 

圖 3　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概念圖

■ 性別分析的第一個思考面向：生理性別（Sex）的不同是否存在經驗差異？

一般來說，多數人針對性別議題常有的討論方式，是將性別做為二元理解，也就

是區分為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來分析差異。

貫穿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

生理性別：�基於生物學上的差異，如

男性、女性、雙性人。

社會性別：�在社會建構的基礎上，關

注性別角色認同、社會互

動與關係。

交 織 性 ：�關注性別與其他面向（例

如：性別氣質、性傾向、

性別認同、年齡、族群、

地區、障礙情形等）的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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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將生理性別做男女區別，是來自於性染色體的差別，與解剖學上性器官的不

同，來區分生理性別。但我們也需知道，因性發展疾患（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的

影響，而有雙性 /間性（Intersex）的狀態，亦即同時擁有雙性特徵，或者缺乏被定義

為某一性別所需有的生理特徵 27。

進行性別分析的第一步可透過了解生理性別的差異來進行。舉例來說，因為女性

一般擁有較男性小的身體結構和不同的循環系統，同樣的吸菸量會對女性導致更多的

傷害影響 28，這樣的分析對於心臟病危險因子的考量與後續疾病防治上就可以依據生

理性別的差異採取比較合宜的對策。這樣的分析帶給我們對於性別分析的第一個思考

面向：生理性別（Sex）的不同是否存在經驗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存在於哪些面向上？ 

這些差異是怎麼造成的？ 29 而在相關設施設備、制度以及政策的討論與解決方案的發

想中，是不是能夠在看見生理性別差異的基礎上進行設計？

27　 林奕萱、徐志雲、陳牧宏、黃偉烈、黃璨瑜、劉弘仁、衛漢庭、顏如佑、顏正芳（2018）。

精神健康與性別。收錄於性別意識進階教材系列叢書―性別健康、醫療與照顧。臺北：行政院。
28　成令方（2015）。醫療知識中的性別盲：女人與心臟病。醫療品質雜誌，9（2），110-114。
29　 舉例來說，可能在年齡、身體組成、國籍、社經地位、教育背景、生活型態……等面向上有

所差異，您是否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呢？

動動腦：

■  針對以上包括照顧者、消防員等各個例子所指出的性別比例的落差，您覺得

可以透過哪些政策作為改善這樣的現象呢？

�■  也請您思考，就您的生活或工作經驗，有沒有其他生理性別差異的例子可

以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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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分析的第二個思考面向：社會性別（Gender）如何被看待？

對於某一個性別角色被期待應該展現什麼特質，或者是自己期待自己如何展現，

稱作社會性別，因為性別化的角色、身分認同、特質、態度與行為是由社會建構所生

成的，是學習而來的，因此社會性別與特定時空的社會環境，及其內含的文化規範和

價值體系息息相關。舉例來說，我們希望探討中風的危險因子與防治對策，而肥胖是

所有中風類型的危險因子，代表著肥胖可能會增加中風的風險；但如果再進一步探索

風險因子之間的關聯性，相關研究指出，僅在女性身上，肥胖才會與同樣也是危險因

子列表中的沮喪、心理社會壓力有所關連，代表著因為社會情境期待女性的身體意象

要瘦、要苗條，促使女性在肥胖時可能會有較高的沮喪、心理社會壓力，而男性則沒

有呈現此種現象 30。

這裡進入了性別分析的第二個思考面向：一個人的社會性別（Gender）如何被看

待？這些對社會性別角色的期待有沒有造成了誰被壓迫？如果有的話，可以怎麼改

善？ 

30　 成令方、陳師迪（2016）。性別創新的醫學研究：以中風研究為例。臺灣醫學，20（3），

297-305。

動動腦：

■  您認為肥胖對於不同的性別是否存在不同的意義？怎麼樣的身體意象才是美

的呢？這些想法有無存在性別的刻板印象？請說明您的想法。您覺得可以透

過哪些政策作為，改變社會既定的認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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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性別化創新

著眼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的關聯性，美國學者 Londa Schiebinger在 2005

年提出「性別化創新」（Gendered Innovations）的概念，並於 2009年在史丹佛大

學發起了「性別化創新專案」，內容含括科學、健康與醫療、工程、環境等領

域，目標在於強化科技工程領域人員對於性別差異的敏感度，在科技研發的過

程裡，將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思考置入其中。

該專案後續提出許多研究與案例，其中一個經典案例便是指出駕駛座位與駕駛

者身形不合時，往往會導致更嚴重的汽車事故傷害。1970年代，當時通用汽車

用以作為汽車撞擊試驗的假人係以模擬美國男性第 50百分位體位做為常模，

這表示在設計過程中忽略了不同體型的人（比方說，孕婦、小孩）在意外中可

能會造成的傷害，後續的研究也提醒安全帶設計應考量具懷孕婦女的需求，安

全氣囊應考量女性與男性的體重差異進行設計等。

在 2009至 2013年間，美國史丹佛大學發起「性別化創新專案」，與歐盟攜手

合作建立性別創新網站，詳盡介紹透過性別化創新進行性別分析的相關定義、

方法及二十餘項案例解析，我國科技部也與學者專家合作，將之轉譯為中文網

站，各位讀者可以在「性別化創新」網站獲取更完整之資訊 http://genderedinnova-

tions.taiwan-gist.net/what-is-gendered-innovations.html。

延伸閱讀：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17）。性別化創新各國政策比較建議。

http://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GenderPolicy/DealData.aspx?sn=EwJMZmAt5v4og-

cUZEF12VA%3D%3D

■  性別分析的第三個思考面向：從性別作為出發點，關注性別與其他因素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的議題，特別是多重弱勢者的社會處境

沒有一個人的特殊性是應該被忽視的，每個人的性別經驗也都不會是同質的。舉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what-is-gendered-innovations.html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what-is-gendered-innovations.html
http://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GenderPolicy/DealData.aspx?sn=EwJMZmAt5v4ogcUZEF12V
http://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GenderPolicy/DealData.aspx?sn=EwJMZmAt5v4ogcUZEF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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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說，同樣在臺東，生長在東河鄉與長濱鄉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成長經驗，以原住民

來說，原住民族間不同的信仰、文化認同，仍在原鄉工作的、移居至平地的、往返工

作場所的不同生活經驗，經歷不同殖民階段與殖民者的合作、競爭關係等，因為這些

背景屬性的差異，雖然我們以原住民這個名詞統稱，但我們也能夠理解到原住民有著

共同的，但也有著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慣習與性別經驗，這些屬性與性別或對於性

別平等的期待之間也發展出了各自的樣態與議題。

性別分析的第三個思考面向特別關注交織性的議題，特別是多重弱勢者的社會處

境。從性別作為出發點，思索「人」和「人群」的異質性或特殊性，了解每個人所處

的社會位置、身上與生俱來的特質或後天經驗後，連帶考量包括種族、族群、年齡、

階級、文化、收入、語言、能力、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身心障礙狀態、性別認同、

性傾向 31 和性別氣質 32 等因素，會造就每個人的特殊性，以及每個人的不同需求。

31　 延伸閱讀：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多元性別專區教育訓練教材

　   https://gec.ey.gov.tw/Page/9C0B08279246AD6C
32　 有許多性別歧視的話語便是來自於對於生理性別與性別氣質的刻板印象組合，比方說娘娘腔、

男人婆等。延伸閱讀：鄒鄒（2015）。我是娘娘腔？刊載於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網站。網址：

https://www.tgeea.org.tw/gender_equity/326/

小知識：性別認同、性傾向和性別氣質的意思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性別認同是「我覺得自己是什麼性別？」，可再區分為出生性別與

性別認同都一致的「順性別」（Cisgender）與出生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致的跨性

別（Transgender）；性傾向的意思是「我喜歡哪種性別的人？」可再細分為異性戀、

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等；而性別氣質指的是一個人展現出的氣質，比方說

陰柔、陽剛…等。

https://gec.ey.gov.tw/Page/9C0B08279246AD6C
https://www.tgeea.org.tw/gender_equity/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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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認識一個人的多面向，就是交織性分析的開始

問題也隨之而來，怎麼去了解每個不同個人的需求，並用以作為發展政策的性別

分析呢？過往我們常見的作法是透過性別統計進行初步的了解，但如果單單只看生理

性別的差異，未考量到性別與其他面向的交織關係，便容易因為在統計上樣本數較

少，而忽略了這些群體。如果性別統計並未敏感地發現這些人口群的存在，便可能會

失去瞭解和協助的機會，以下我們將透過性別認同與身心障礙 2個面向舉例交織性分

析的概念與重要性。

交織性分析

—從了解人與人群的

不同面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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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性別認同與交織性的概念

舉例來說，電影《丹麥女孩》33所反映的是跨性別（transgender）34議題。跨性別

所指的是對於性別認同與其出生時被認定的性別感到矛盾（ambivalent gender identity，

相較於自己出生時的性別，對另一個性別有相同的認同感）或不一致的性別認同（in-

congruent gender identity，相較於自己出生時的性別，強烈地認為自己該是另一個性別）

的人口群；而後者會有較高的意願完成性別重置手術（或稱性別還原手術、性別確認

手術，俗稱變性手術），更改法律上的性別身分，成為生理性別與自己的性別認同一

致的變性者（transsexuals）。

歐盟 2012年的調查報告指出，有超過五成的跨性別者有過被歧視的經驗 35。國際

上有不少團體正在積極破除這些過往對於將跨性別 /性別不一致疾病化所造成的負面

烙印。

2013年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所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SM-5），以「性別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取代被認為有負面涵義的「性別認

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意味著跨性別認同不再被視為一種障礙或疾病。

2018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公布第 11版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ICD-11）

更明確表明性別不一致並非是精神治療保健服務。

33　延伸閱讀：性別視聽分享站―丹麥女孩――追尋一個不一樣的人生。https://goo.gl/immGWU
34　延伸閱讀：

　   （1）維基百科―性別不安症：https://zh.wikipedia.org/wiki/性別不安症；

　   （2） 性別到底是什麼？「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反而更像是光譜…」https://www.thenewslens.

com/feature/2016transgender/35686 ；

　   （3） 世界衛生組織 ICD-11說明頁面 https://icd.who.int/en

　   （4） 林彥慈、王紫菡、成令方（2015）。認識跨性別。臺灣醫學，19（3），270-278。
35　 洪滋敏（2016）。想讓臺灣成為性別友善的社會，你不能只知道男女平等。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16transgender/35731 

https://goo.gl/immGWU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16transgender/35686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16transgender/35686
https://icd.who.int/en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16transgender/3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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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跨性別人口比例的估計通常仰賴間接方法，例如統計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

人口，但不是每個跨性別者都有意願或能力完成手術，這樣的統計方式顯然會低估這

些人口群。

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將性別認同的問項置入大型的人口調查中，歐盟基本權利局

（2014:15）（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RA）36，便引述荷蘭及比利時

所做的幾項研究指出，約有 2.2%-4.6%的男性與 1.9%-3.2%的女性對於性別認同感到

矛盾，而有 0.7%-1.1%的男性及 0.6%-0.8%的女性有強烈不一致的性別認同，這樣的

統計數字反映了多少的人口呢？

我們假設這樣的調查是可以推論到其他的國家 37，並以 2018年 2月的臺灣現住人

口換算，代表著我們的身旁至少有 82,020名男性與 71,126名的女性，可能是有著強

烈不一致的性別認同 38，這樣的數字是否也令您感到驚訝呢？

㈡性別與身心障礙交織性的概念

再舉一個例子，1991年 CEDAW的第 18號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指

出障礙婦女受到「性別」與「障礙」雙重歧視，導致受到最易受傷害的生活處境。我

們透過工作與生活面向來觀察女性的身心障礙者可能面臨到的情境。

按照衛生福利部的調查資料 39，男性身心障礙者是勞動力的比率達 25.2%，較女

性 14.1%來的多，再進一步探討為什麼身心障礙者未能夠參與勞動市場。在未參與勞

動原因裡面，回答「料理家務」的女性（9.73%）明顯高於男性（0.12%）。從以上的

統計資料我們看到，身心障礙者原本就因為若干的因素而未能充分參與勞動市場，而

36　FRA（2014）.“Being tra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U LGBT survey data”
37　此處僅為說明跨性別者潛在人口有被低估的可能性，推論人數未臻精準。
38　 依內政部統計資料，2018年 2月有 11,717,087名男性與 11,854,321名女性，分別以強烈不一致

的性別認同，採低推估 0.7%和 0.6%，計算得出人數。
39　衛生福利部（2018）。10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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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心障礙者更因為承載著照顧家庭的責任，而顯現了進入職場的雙重阻礙。

接下來將透過一個簡單的案例說明，幫助我們思考身心障礙女性所面臨的生活情

境。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一起思考空間、機具設計與障礙類別、女性的身體和母

職經驗之間的交織情形。

請設想一個情境，我國目前補助 45歲以上未滿 70歲婦女，及 40歲以上至未滿

45歲且其二親等以內血親曾患有乳癌之婦女每 2年可進行 1次乳房攝影篩檢費用，

並且透過巡迴檢查車，讓更多的女性能夠使用到這項服務。但我們來想想，不同障礙

類別 40的女性使用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如果是肢體障礙者，可能會面臨到輪椅如何上巡迴檢查車並且移位到檢查點的問

題，對於聽力障礙者來說，如何有效的理解醫療人員的解說與及溝通，可能會有提供

手語或聽打溝通的需求，對於智能障礙者來說，是否能夠提供更為便於理解的說明方

式，讓她們了解這項服務的目的以及檢查的結果。而女性的身體與母職經驗，包括在

婦產科求診移動上檢查台、在公共場所換生理用品乃至哺餵等，都會面臨以上的各種

狀況，影響到接受服務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並造成健康不平等之情形。因此，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也就以上議

題，提出合理調整（Reasonable Accommodation）的概念，將工作內容或流程進行職務再

設計（舉例來說，讓部分工作數位化在家即可工作），物理空間設備設施（舉例來說，

巡迴車的車體再設計、婦科檢查台的高度做升降設計等）也可依使用者的需求進行調

整。

再次的，我們看到，如果我們能對於性別與其他因素的交織有所覺察，就有機會

能夠看見差異，並提供合理的措施，進一步往實質平等的目標邁進。目前，在社會學、

40　 為利說明，本文未採用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為

基礎之鑑定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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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法律、文學、政治學、社會工作等不同的學科領域都已開始關注交織

性的分析，擁護者雖然都能一致同意交織性的分析是重要的，但是其中仍有一個尚無

定論的議題：分析的類屬這麼多元，要怎麼開始選定交織分析的項目，觀察單位要切

分到多細，才算完成交織分析？

讓我們回到交織性分析的目的，那就是如何揭露出性別不平等與被壓迫的經驗，

讀者在養成前面數項的性別分析能力之後，應該可以開始試著從個人經驗與觀察、性

別資料分析、利害關係人意見蒐集等面向，完成交織分析項目的初步設定。

參、實務性性別需求與策略性性別需求

性別分析的第三項重要概念，是對於性別需求的認識，能夠運用在之後界定性別

議題時，使內涵更加豐富。在此我們引介英國女性主義學者 Caroline O. N. Moser所發展

出來的 41兩類性別需求：實務性性別需求與策略性性別需求：

■　 實務性性別需求（practical gender needs）：在不涉及改變社會性別的期待下，

滿足實務上的需求。舉例來說，為了要協助媽媽們在外照顧幼兒，有哺餵及換尿

布的需要，而在女廁廣設尿布台。

■　 策略性性別需求（strategic gender needs）：為了回應性別不平等的狀態，挑戰

制度化的性別歧視以及性別分工。延伸前面的例子，如果我們認為只有女廁需要

設置尿布台，反映的是將照顧幼兒定型為女性照顧的工作。如果要挑戰和改變的

是，父母同樣都有照顧子女的能力和義務，則應該就廁所，甚至是其他公共空間

如何提供良善幼兒照顧的空間和調整相關規定（這時候您也可以試著再把交織性

的概念帶進來），設定為議題來做討論才是。同樣的，為了改變當前政治結構的

41　 Moser, Caroline O.N. (1989).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World Development . 17 (11): 1799–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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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分布，運用「性別配額」制來挑戰既有的權力運作，也是回應策略性性別需

求的一項良好做法。

以上性別需求的分類是為了提醒讀者，身為政策規劃與執行者的我們，往往會夾

雜在性別需求與我們自身業務的關聯程度、實務可行性之間，這時候我們可以視重要

性、挑戰度與可行性，設定目標逐步達成。

在本手冊後續的案例引導中，會盡量區分兩者，讓讀者一起想想我們所發展出的

做法能夠滿足哪一類的性別需求；但這兩者在實務上，有時並不是這麼截然的二元區

分，為了實務性性別需求所提出的策略，也可能會部分回應到策略性的性別需求。

本節我們學習了性別分析的重要概念，在下一節，我們將學習將之應用於性別影

響評估。

第二節　將性別分析運用於性別影響評估的「看見性別」

接下來要邀請您一起腦力激盪，練習將性別分析應用於性別影響評估，在以下的

說明中，我們將以計畫案為說明主軸，並於每一步驟下方標註法律案對應參考欄位。

請跟著我們這樣做，準備進行以下的練習：

1. 請選擇一份較熟悉的計畫案或法律案草案。

2.  將計畫案或法律案草案放在一個穩固的平面上。做幾件可以讓自己放鬆的事

情，比方說，泡壺茶、沖杯咖啡、做點伸展、整理好眼前的空間等。適當的

距離與舒適的環境，有助於檢視我們與這些文本的關聯。

3.  下圖顯示了整個探討性別議題的過程，我們以「看見性別」稱呼這個階段。

請您將目光先移至中間部分，您將會看到性別分析的 7個參考步驟，與中長

程個案計畫與法律案的性別影響評估表相互對應。在下圖的左側，您將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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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Checklist for Medium- 

to Long-term Individuals Plan，以下以 GIA代稱）3個欄位的引導文字，右側則是法

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Regulatory and Gender Impact Assessment Checklist，以下以

RGIA代稱）2個欄位的引導文字，在以下的練習中，我們將說明 7個步驟的內

涵，指引對應 GIA以及 RGIA的關聯，並以引導式提問、說明與舉例交錯的方式，

幫助讀者掌握性別分析的概念，循序漸進的看見計畫案或法律案的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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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在性別影響評估中導入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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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在性別影響評估中導入性別分析的七個步驟

第一步：檢視自身與所屬組織的性別視角

【參考對應 GIA1-1；RGIA8-2】

延續著前一節釐清自身與組織性別視角的練習，這些釐清自身狀態以及看待組織

性別觀點的練習是進行性別分析的起點，我們要能夠後退一步去觀看過往認為理所當

然的習慣和想法，不被過往的經驗所侷限，才有機會跳脫出過往的框架，用更多元的

視角，思考如何達成性別平等。同時，希望能夠透過思考個人的性別經驗，幫助發想

計畫可能的性別議題與目標人口群的處境，這樣的發想過程，也有助於我們釐清後續

性別資料的收集方向與及發想後續的回應策略。請思考下列提問，完成本項評估作

業：

　　√　 您的性別視角是基於怎樣的經驗而來的？背後反映了什麼樣的性別平等

價值或思考？

　　　   舉例來說，在民俗儀典上，常常認為女性於月事期間是不潔的，因此有

許多宗教儀式女性都必須避開，也無法從事典儀人員。您怎麼思考這樣

的文化習俗？您是否認同？是否覺得需要採取改變策略？這些思考與您

過去的工作經驗、生活經驗、您的信仰有關，也將影響後續性別議題的

判讀與目標設定。

　　√　 您所屬的組織對此計畫的前期計畫與相關計畫所涉及的人口群過去有著

怎樣的立場？預備採取怎樣的立場？ 

　　　   因為機關屬性以及組成不同，在同一個議題上可能採取不同的改變策

略，請您想想，根據過去的經驗，機關可能採取怎樣的作法？背後反映

了怎樣的價值判斷？並請預想您所屬機關目前可能的立場及作法為何？

延續上面的文化禮俗案例，民政單位可以與典儀主辦單位合作，逐步改

變典儀人員的性別角色分工、教育單位可以透過不同階段 (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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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社會教育 )的性別教育改變性別刻版印象。 

第二步：參照計畫內容，檢索國內外相關的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

【參考對應 GIA1-1；RGIA8-2】

接著，請您根據手上的計畫案或者法案，檢索相關的性別平等法規與政策，包含

憲法、法律 (如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42等，以了解上位政策的相關規範、政策方向與性

別平等價值；同時，若您本身就是政策規劃者，也可以一併檢閱相關法規規範是否有

需要搭配修正之處。請思考下列提問，完成本項評估作業：

　　√　與計畫相關的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有哪些？請加以臚列。
　　　   請檢閱您手邊的計畫，並參考計畫的主題、計畫目標、工作項目等，探

討與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的關聯。

　　　   例如計畫涉及培育專業理工人才，即與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

與科技〉篇破除性別隔離、CEDAW公約第 5條及第 10條所反映消除基於

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有關。

　　√　請說明這些政策或措施反映了怎樣的性別平等價值或觀點？
　　　   例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指出追求平等參與、

破除性別隔離的精神，即是反映了現存職業領域的性別隔離現象，由於

女性參與工程領域的人數較少，在缺乏女性楷模的情形下，使得性別刻

板角色容易自我持續，弱勢性別的觀點容易被忽略。

運用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貫穿資料蒐集與分析的過程

【應用於 GIA1-2；RGIA8-1】

在接下來的 3個步驟 (第 3步驟至第 6步驟 )，請運用第二章所介紹的性別分析

42　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網址：https://gec.ey.gov.tw

https://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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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個思考面向，可使指認利害關係人至性別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內涵更加深入且多

元。無論是身為政策規劃者或者是執行者的我們，都需時刻謹記這三個思考面向，並

將之作為收集及分析資料的維度，才能讓不同性別的性別經驗都能盡可能被納入參

照，以及可使後續歸納性別議題與設定性別目標能貼合其需要。

在此我們稍稍停頓，再回顧一下三個思考面向的內涵 (您可以回頭檢閱第二章，

複習完整的內容 )： 

　　1.  生理性別：基於生物學上的差異，如男性、女性、雙性人，關注生理性別

的不同是否存在經驗差異。

　　2.  社會性別：在社會建構的基礎上，關注性別角色認同、社會互動與關係，

從中剖析社會性別如何看待或被看待。

　　3.  交織性：關注性別與其他面向 (例如：性別氣質、性傾向、性別認同、年齡、

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 )的交互影響，以看見更細緻的性別處境與性別

需求。

第三步：指認利害關係人並進行有效溝通

【參考對應 GIA1-2；RGIA8-1】

由於性別分析的核心關懷是人，在進行性別分析時，通常會將整個方案發展過程

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43都一併思考在內。我們在第一章曾說明過，利害關係人

指的是在這個議題 /計畫 /政策 /方案中會發生影響力或受到影響的團體或個人。

43　 本手冊提供了利害關係人的基本定義供讀者參考，如果想要更加完整的了解定義、分類，及

指認利害關係人的方法，可延伸閱讀以下文章：

　   1.  陳敦源、劉宜君、蕭乃沂、林昭吟（2011）。政策利害關係人指認的理論與實務：以全民健

保改革�例。國家與社會，（10），1-65。

　   2.  柯于璋（2015）。利害關係人分析在政策分析之應用－以大社石化專業工業區土地使用計畫

為例。政策與人力管理，6（2），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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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思考與計畫或法案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是哪些人或群體？在不同的議題中，利害

關係人之間各自存在不同的立場和想法，有著立場相近、相同或相左的利害關係人。

對於機關來說，分析這些意見、策略與機關原先規劃的出入，並在規劃前期便將利害

關係人納入溝通徵詢，將有助於機關擬定或修改政策 /計畫方案。

為了便於說明以及後續的練習，本手冊依方案發展週期將利害關係人歸納成政策

規劃者、服務提供者與受益者 (或受影響者 )，但實務上應是包括但不限於前面三類。

舉例來說，當我們想到修繕道路的時候，會有哪些人參與其中？可能包括了負責修繕

業務的機關 (政策規劃者 )，在規劃施工的過程中，有施工單位 (服務提供者 )對於工

法的專業意見，以及道路使用者和沿線居民 (受益者 /受影響者 )對其權益的維護想法，

此外，由於修繕的範圍或工法對於環境會造成影響，也應該將代議士、環境保護團體

的觀點一起納入考量。

基於以上的說明，接下來當我們提到利害關係人的時候，主要是指以下三類；接

下來請依以下分類，指認利害關係人，並進行後續的溝通：

　　1. 政策規劃者：例如機關計畫方案的研擬與決策人員、外部諮詢人員等。

　　2. 服務提供者：例如機關計畫方案的執行人員、委外廠商人力等。

　　3.  受益者（或受影響者）：法案、計畫方案執行後直接受益或間接受影響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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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為了能夠在計畫或法案擬訂前期就能夠充分蒐集多元的性別觀點，請確保

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過程是暢通而且有效，以瞭解利害關係人的性別經驗與真實處

境。請您參考下列指引，進行有效溝通：

　　√　 邀請受益者、服務提供者參與決策過程。

　　　    在計畫或法案在研擬或審議的階段，可以透過能力培養與機會提供之方

式，邀請受益者、服務提供者一同參與決策過程，提供諮詢意見 (例如

可邀請擔任計畫的外部委員 )。

動動腦：

請指認與計畫方案或法案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寫在下方留白處），並可結合性

別分析的三個面向，想想有哪些多元的利害關係人：

1. 政策規劃者：     

         

　例如計畫決策團隊、計畫審議委員會等。

2. 服務提供者：              

　例如計畫執行團隊人員、得標廠商、施工單位等。

3. 受益者：                  

　 例如補助計畫的受補助對象、受政府服務資源的服務使用者；可進一步透過

性別分析的三個面向來思考受益者範圍，以親密關係暴力的受暴者來說，因

為生理性別、族群文化經驗、性傾向等因素，有各自不同的性別經驗，因此

應該擴大徵詢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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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有效的溝通。

　　　   在徵詢的過程中，可以考慮使用宣導、公聽會、聽證會、公民審議對話

等溝通管道，進行更完整的資訊交流，並有機會獲得更多數人的理解與

認同。有效的溝通方式通常具備以下要件：

　　　  ❖溝通資訊在事前或是舉辦過程中充分揭露。
　　　  ❖溝通的內容避免性別刻板的文字、語言或圖像。
　　　   ❖ 溝通過程考量不同性別及交織性因素，設計友善的溝通平台與溝通方

式。

　　　   　 例如為性別暴力受暴者提供安全空間；考量不同年齡、性別習慣，使

用對應的資訊接收平台和接收方式；尊重不同性別文化、信仰及族裔

的習慣選擇辦理的時間及場地；為家庭照顧者提供臨托服務；考量舉

辦會議地點的無障礙空間；考量聽覺障礙提供手語服務；對外籍移工

或配偶提供多語翻譯等。

　　√　  納入關注議題的性別團體或專家的觀點。

　　　   例如婦女就業計畫，是否已諮詢勞動與就業領域之性別專家或婦女團體

意見。又例如徵兵體檢方案，是否已將關注性別認同不一致之精神科醫

師、專業團體之意見納入。

第四步：蒐集性別資料

【參考對應 GIA1-2；RGIA8-1】

由於性別平等工作實際面對的是與「人」切身相關的各種議題，諸如人的感受、

對事物的評價、社會角色與關係等，往往隨著人的想法與時間的流動而不斷改變，性

別統計僅是作為判讀社會情境的部分基礎資料。本手冊所稱的「性別資料」強調兼容

質性與量性的資料使用，透過量化與質性方法的活用，我們有機會能夠較完整的呈現

人或人群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從而更加接近方案規劃對象的生活世界，也能設計出更

貼近性別需求的回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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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在第二章的討論中也認識到，性別資料與性別議題分析的關聯上呈現

雙向的關係，我們會透過各項質化或量化性別資料的建立，從而推導出是否存在性別

議題、該議題的嚴重程度；但同時也會為了特定的性別議題，蒐集更完整的性別資料，

以了解性別落差的成因，並擬訂對策。如同第二章第二節所舉的例子，由性別資料顯

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者有超過 8成以上是女性，呈現出請領者女性化的議題；

但當我們發現請領者女性化的現象時，或許我們可以著手蒐集不同行業別、企業規模

請領者的背景資料、阻礙未請領者申請的因素等質性資料，以定位這個性別議題的內

涵以及規劃政策因應方向。

延續前一步驟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過程中，雙方開始進行了初步的資訊交流，政

策規劃者也開始了解服務提供者與受益者對於計畫方案或法案的性別視角；以這些資

訊為基礎，接下來請盡可能的蒐集利害關係人的性別資料。

1.  性別資料類型：可分做量化資料與質化資料兩類，常見的量化資料，為我們熟

知的性別統計 (包括描述統計或推論統計 )，有助於快速的掌握議題的輪廓，

並能夠分析變項之間的關係；質性資料則包括深入訪談、民族誌、田野調查、

焦點座談、文本分析、政策比較分析的逐字稿、田野筆記、既存政策等文本，

有助於探索與解析複雜的社會情境與不同角色間的動態關係。

2.  性別資料來源：可運用現有的政府資源，收集需要的性別資料，並可參考行政

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44、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性別統計專區、行政院性別平等

研究文獻資源網及國內外的統計資料庫 45等網站。

44　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網址為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Field.aspx；
45　 近年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也陸續建置了性別統計資料庫，以追蹤各國的性別平等進展情形，

讀者也可以參用以下的連結，了解世界各國的性別統計資料：

　   1.  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EIGE）為會員國和歐盟所建立的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s://eige.europa.eu/

gender-statistics/dgs；

　   2.  聯合國統計司（UNSD）作為全球性別統計方案協調和指導機構的秘書處，所建立的查詢系

統 https://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social/gender/

　   3.  世界銀行（World Bank）性別統計資料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gender/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Field.aspx
https://eige.europa.eu/gender-statistics/dgs
https://eige.europa.eu/gender-statistics/dgs
https://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social/gender/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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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利害關係人作為主要性別資料蒐集範圍

從政策規劃者 (例如研訂計畫之任務編組或執行委員會等 )或服務提供者 (例如

受委託執行公權力之業者 )、受益者 (例如補助計畫的受補助對象 )的性別資料，探討

他 /她們的性別處境；並請嘗試納入生理性別、社會性別與交織性分析的思考，探討

此一議題。

表 1　性別資料蒐集重點

分析對象 性別資料蒐集重點 資料蒐集目的

政策規劃者 1.  規劃者的性別比例，例如：蒐集計畫審議委員會之性別統計。

2.  性別間或性別內的差異對於成為決策者機會之影響，例如：

訪談決策者如何看待決策者的社會性別角色期待，並做成逐

字稿；蒐集計畫審議委員會的背景資料，成為決策者之機會

是否因為生理性別、地區、族群、年資、身心狀況等因素而

有差異。促成計畫審議委員會目前的性別比例分布的社會經

濟條件。

關注不同性別

（特別是不利

處境的群體）

是否都有參與

決策的機會。

服務提供者 1.  服務提供者的性別比例，例如：計畫執行團隊人員、營建廠

商、施工單位之性別統計。

2.  性別間或性別內的差異對於取得提供服務機會之影響，例

如：邀請計畫執行團隊人員、營建廠商、施工單位針對他 /

她如何進入從業職業領域，如何看待該職域的性別角色關係

撰擬田野筆記；分析得標廠商的業主或工作人員的背景資

料，獲得政府資源與成為工作者之機會是否因為生理性別、

地區、族群、年資、身心狀況等因素而有差異。

關注不同性別

是否都有平等

參與服務提供

的機會，職場

有沒有不利於

特定性別（特

別是不利處境

的群體）的因

素。

受益者 1.  不同性別是否均有機會參與計畫方案或法案制定過程，例

如：計畫、法案於研擬過程中的徵詢對象，辦理公聽會、聽

證會參與者之性別比例。

政策或計畫方

案推行而直接

或間接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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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對象 性別資料蒐集重點 資料蒐集目的

2.  對於資源的受益與賦權的結果，在性別間或性別內是否有所

差異，例如：獲得租屋補助金額或安置服務人次的性別統計；

檢視受益者切身相關的法規命令與相關計畫（如安置計畫、

就業服務計畫、補助計畫等）；後續可分析造成其目前性別

處境之原因，是否因相關法規命令與相關計畫未注意到性別

氣質、性傾向、性別認同、年齡、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

多元交織因素所造成

的對象，在受

益情形、賦權

情 形 等 面 向

上，是否存在

性別落差。

第五步：檢視性別資料豐富度

【參考對應 GIA1-2；RGIA8-1】

在進入下一步驟原因與影響分析之前，請檢視一下手邊的資料是否足以分析利害

關係人的性別處境，若認為還不夠豐富，或在分析過程間發現尚有不足，發現資料尚

無法回答相關提問時，可以採取以下方法補充性別資料。

1. 建立性別資料：

　 如果手邊的性別資料尚有不足 (如尚無計畫相關性別統計資料可供分析 )，可

依計畫性質進行跨區域、跨機關、跨國資料蒐集 (如某縣市欲發展捷運計畫，

可參考已推行捷運縣市之乘客性別統計 )。若確實查無性別資料，可將建立性

別統計或進行研究調查等方向，設定為性別目標，在未來執行計畫之後，可以

再進行後續評估。

2. 利害關係人再溝通：

　 當您認為手邊的資料不足，可再行檢視過去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是否足夠，請

您參考下列提問與指引，蒐集更多利害關係人的相關經驗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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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徵詢是否足夠？

　　　    請試著檢視過去所徵詢的利害關係人是否已經足夠？有沒有哪些邊緣或

弱勢群體的經驗沒有發聲的機會？先前的溝通過程是否足夠友善且有

效？並請整理出利害關係人間有哪些相近、相同或不同的觀點。

　　　    例如身心障礙醫療補助計畫，過程間關注身心障礙議題的團體是有否有

完整表達意見的機會，男性身心障礙者與女性身心障礙者在醫療需求上

有無不同等。

　　√　 關注議題的性別團體或專家的觀點是否已經納入？

　　　    例如婦女就業計畫，是否已諮詢勞動與就業領域之性別專家或婦女團體

意見。又例如徵兵體檢方案，是否已將關注性別認同不一致之精神科醫

師、專業團體之意見納入。

第六步：檢視性別落差與需求，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

【參考對應 GIA1-2；RGIA8-1】

這個步驟是集合以上大成的步驟。若您判斷已完成初步的性別資料蒐集，請參考

以下指引進行分析，針對資料屬性採用合宜的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可參考第二章第二

節的相關說明）；在分析的過程中如遇困難，無法探究性別議題的現況，可再回到第

3、4步驟，檢視是否需要再蒐集或建立性別資料。

性別分析的角度百百種，若您還在想要如何切入，可以參考以下的分析重點，首

先，我們可以將利害關係人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從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出發，

觀察性別間 (如男性與女性之間 )或性別內 (如身心障礙女性、高齡女性與整體女性

之間 )，在規劃研擬、推動執行、檢討評估等各個階段，在需求面、服務供給面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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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面等哪些面向，存在機會或資源的性別落差，從而探討落差的原因。這些分析的目

的在於梳理其中的性別議題，後續將透過性別目標與執行策略的擬定，以促成資源環

境的改變、提升弱勢人口群的影響力，並以實質性別平等為努力目標。請參考以下指

引進行分析：

表２　性別分析 - 原因與影響評估

分析對象 原因分析 影響評估

政策規劃者 •  生理性別：生理上的性別差異，是

否會影響不同性別參與政策規劃之

機會？

•  社會性別：社會文化所建構之性別

角色，是否會影響不同性別參與政

策規劃之機會？

•  交織性：性別與其他因素交織的影

響下，是否會使特定性別更加不利

於參與政策規劃的過程？

•  特定性別擔任決策者之比率較低，

該性別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力可能較

小 (以理工領域為例，假如女性參與

比例較低，則女性的經驗、意見與

需求可能將不被納入決策考量 )。

•  不利處境群體的經驗、意見、利益

與需求，亦有可能未納入決策考量。

•  決策若未能充分蒐集不同性別以至

於不利處境群體之意見，可能會不

夠周延或存在盲點，影響未來的可

執行性。

服務提供者 •  生理性別：生理上的性別差異，是

否會影響不同性別參與服務提供之

機會？

•  社會性別：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

角色，會不會影響不同性別參與服

務提供之機會？

•  交織性：性別與與其他因素交織的

影響下，是否會使特定性別更加不

利於服務提供的過程？

•  從業人員以男性為主的職場，其職

場文化可能較少關注員工家庭照顧

需求；其設施設備的安排亦可能沒

有考量女性的操作需求，而促成不

利於女性進入該職場的因素，進一

步的維繫了既存的職業性別隔離。

•  職業性別隔離會影響女性或男性在

非傳統性別領域中發揮潛能，並影

響就業之機會，也是性別薪資落差

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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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對象 原因分析 影響評估

受益者 •  生理性別：生理上的性別差異，是

否會影響不同性別的受益機會或受

益程度？

•  社會性別：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

角色，會不會影響不同性別的受益

機會或受益程度？

•  交織性：性別與與其他因素交織的

影響下，是否會使特定性別更加不

利於取得受益機會或使受益程度較

低？

•  不同性別可能未能有平等取得政府

資源或社會資源之機會。

•  不同性別可能未有平等參與社會及

公共事務之機會。

1. 藉由「資源的受益與賦權情形」，檢視性別落差與需求

探討資源的受益與賦權情形，目的在於促成資源環境的改變、影響力的提升，以

及實質性別平等。

關於什麼是「資源的受益與賦權情形」，我們可以分成前後段進行理解，首先我

們將說明什麼是資源，接著我們將透過受益與賦權這兩個面向作為分析性別落差

的參考：

(1) 什麼是資源？

   a.  資源的定義：資源包括利害關係人自身所擁有、所需要之資源，以及政府透

過計畫、措施方案等方式將國家資源再分配之公共資源。

   b.  資源的類型：包括有形的與無形的資源。有形的資源在個人層面如現金、土

地等動產、不動產，而就政府施政來說，如提供現金補助、人才培育課程、

公共服務等公共資源；無形的資源如就學機會、就業機會、時間、政治權力、

聲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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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在政策規劃者端，我們會關注不同性別是否都有參與決策的機

會；在服務提供者端，則會關注不同性別是否都有平等參與服務提供的機

會，職場有沒有不利於特定性別的因素。

(2) 性別落差與需求之分析：

   a.   受益情形：指的是利害關係人 (特別是受益者 )容易取得資源的程度 (也就

是說，政府所提供的資源，利害關係人是否能夠輕易取得呢？ )，以及從主

觀或客觀層次，對於需求的滿足程度 (也就是說，自身想要什麼、想要多少、

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或資源是否可滿足其需求、滿足了多大程度的需求呢？ ) 

　　 以政府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受益者―無家者 (homeless)為例，考量到女性無

家者生理期的物資需求，將女性生理用品（如衛生棉、護墊、女性衣褲及內

衣褲等用品）納入物資提供的項目之中。此外，考量到女性無家者間有各自

的身心狀況 (比方說：慢性病、精神疾患等 )，因此在服務提供上，連結衛

政、社政等資源。又例如，根據性別統計資料，家庭暴力的受暴者中，有 4%

來自不同國籍，因此不同國籍的受暴者，在取得服務資源的接近程度有所不

同，在服務輸送的方式上，尚須考量不同國籍的語言、文化特殊性的需求。

   b.  賦權情形：自身是否擁有協商、分配、控制這些資源的權力和能力。(也就

是說，利害關係人是否有機會能夠參與決策，或者透過教育訓練等方式提高

能力與自我權能感、自己做出決定等 )

　　 比方說，從無形的資源「時間」來進行分析，一個人在特定長度的時間中如

何分配工作時間、休閒時間、照顧親屬時間？而從控制的角度進行分析，是

否能夠有調配時間的權力？以及是否會因為時間的分配結果，而喪失某些機

會？根據過往的經驗，女性會因哺育工作而將較多的時間分配在照顧親屬工

作上，較男性更容易出現職業中斷的可能性，有晉升不易、再就業困難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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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退休金等問題，而成為老年經濟安全上的風險人口。如由此例來說，可

繼續進行交織性分析，探討不同地區、教育程度的女性對於經濟安全的風險

程度是否有別，以進行後續 1-3的性別議題設定。

2. 透過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

延續著以上的分析，在看到了性別落差或者需求的存在之後，我們會繼續追問，

法律上的權利保障是否相同？除了形式上的規定之外，實質結果又是如何？接著

可從性別分析的三個思考面向，探討落差的原因。

舉例來說，我國對於財產贈與以及繼承權等相關法律規定雖無男女之別，但是實務

上國人受贈人數以男性為多（依國人贈與受贈人數統計，2016年男性占 61.5%）、

拋棄繼承事件聲請人之性別統計以女性為多（依國人遺產拋棄繼承人數統計，2016

年女性占 56.4％）。如由此例來說，可繼續分析社會性別對於兒女角色的期待，探

討社會上是否仍存續傳子不傳女觀念，以進行後續 1-3的性別議題設定。

第七步：整合各項分析結果，找出計畫案或法律案的性別議題

【參考對應 GIA1-3；RGIA8-1】

性別議題是基於性別資料的梳理，分析其中的性別意涵，各個利害相關人的資源

受益與賦權情形，並進行議題設定 46，釐清與計畫相關的性別議題之成因與影響，其

46　 關於議題設定的方法，楊智元、陳明俐、紀凱齡、邱錦田、劉倩華（2014）等人提出幾種經

常用以進行議題設定的工具：確認組織內部與外部發展因素，以進行策略分析的 SWOT 分析法；

確認、整合外部環境因素對政策成果造成影響的 PESTLE 分析法；運用群體專家意見的德菲法；

提供決策者在進行政策決策、選擇未來發展方向時之相關資訊的情境分析法；透過因果關係

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階層性關係的問題樹分析法；協助解決思考流程的魚骨圖；協助將複

雜的問題進行層級分解後加以綜合評估，提供決策者進行適當方案之層級分析法；諮詢相關

利益關係人，廣納意見的諮詢方法公聽會、問卷調查、焦點團體等，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25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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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可運用實務性與策略性的性別需求的概念 47，讓性別議題的分析面向更為周全。

性別議題將影響後續如何訂定性別目標，以及採取行動的方向。

現在，請您透過下列思考，檢視性別議題是否周延及完善：

　　√　 檢視步驟 1至步驟 2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1欄 )的性別平等法規政策，

指出了哪些性別平等政策方向？背後彰顯了哪些性別平等價值？是否有

可借鏡參考融入計畫的性別議題？

　　√　 從步驟 3至步驟 6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2欄 )的分析結果，指出了哪

些應該要注意的性別議題？

　　√　綜整前兩項的分析結果，指出本計畫想要改善的性別議題。

　　√　議題陳述的常見態樣：「問題描述 +影響層面」

　　√　 可練習運用實務性及策略性的性別需求觀點，讓性別議題的面向更為周

延，我們以「公共運輸站體之廁所改善」舉例：

� 　　  ❖　 實務性的性別需求：為了公共廁所的安全性，強化照明、監視設備；

又或者為充分回應多元的使用需求，考量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於

公共廁所進出路徑整平、去除高低差、於廁所內預留移位空間或設

置移位設備，以利輪椅族群使用，同時考量身心障礙女性於月經期

間更換衛生棉之需求，設置照護床等。

� 　　  ❖　 策略性的性別需求：從過往男性與女性之性別角色如何被自我以及

外在社會所形塑，思考如何改變社會結構。比方說，在公共運輸的

47　 實務性性別需求：在不涉及改變社會性別的期待下，滿足實務上的需求；策略性性別需求：

為了回應性別不平等的狀態，挑戰制度化的性別歧視以及性別分工。請參考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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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站體內如果只有女廁設置尿布台，這反映的是只有女性需要照

顧幼兒的假設，也反映出需要改變的性別刻版印象。因此策略性的

性別需求可以重新規劃哺集乳室之使用空間、設備與規範，歡迎男

性及女性家長皆能自在使用，破除將照顧幼兒定型由女性負責的分

工模式。

� 　　  ❖　 性別議題：現存公廁之路徑高低差、回身空間不足、未設置照護床，

及尿布台多僅設置於女廁之現況，使不同性別以及面臨不同處境

（比方照顧幼兒、長者或身心障礙者等）使用者的需求無法獲得滿

足，顯示「提升整體性別友善廁所空間之安全性及友善性」有待提

升，因此可作為前開討論之性別議題。

　　√　 是否有些性別議題無法在此計畫進行處理，而須發展其他延伸計畫？又

或者，優化組織行政程序或者相關的做法，即可促成更加性別友善的結

果？

貳、案例學習「看見性別」

本節最後，請各位讀者在完成以上的練習之後，跟著我們運用重要性別統計資料

庫中的「性別分析」專區收錄案例，練習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1、1-2到 1-3。

案例一：改寫自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性別比例差異改善計畫」

GIA 評估項目 填寫範例

1-1   請說明本計畫與

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政策之相關

性

（請參考步驟一至步驟二）

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健康、醫療與照顧篇〉指出不同性別會面臨不同

的健康風險，應就不同性別與族群之健康平等風險管理，建立性別及文化

敏感度之全人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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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 評估項目 填寫範例

1-2   蒐集與本計畫相

關之性別統計及

性別分析（含前

期或相關計畫之

1.  政策規劃者：建議可建立本計畫之規劃團隊性別資料，並從中分析對不

同性別造成之影響與可能的原因（如不同性別處境的對象是否都有參與

政策規劃的機會，是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或其他因素而造成參與情形的

落差）。

　   執行結果）

（請參考步驟三至步驟六）

2.  服務提供者：建議可建立本案服務提供者（如社工師、護理師等專業人

員）之性別資料，並從中分析不同性別造成之影響（如在服務提供模式

上是否有不同性別經驗的考量）。

3. 受益者：包括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

　(1)生理性別：

　　a.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8,126 人

（70.08%）、女 3,469 人（29.92%）。

　　b.  根據醫療相關專業見解，部分發展遲緩類型，男童較女童容易發生

（例如：構音障礙之男女發生率為 1.8~2.9：1；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之男女發生率為 3~5：1；學習障礙之男女發生率為 8：1）。

　(2) 社會性別：對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察覺發展遲緩之敏感度：

由於社會對男女性別特質有不同的刻板，對於話少、文靜特質的女童

而言，家長可能認為尚屬正常而忽略了其發展遲緩的徵兆。

　(3) 交織性：以地理區域進行交織性分析，2019年 6月底，新北市服務

發展遲緩之男女同平均性比例為 228.8；其中，烏來區性比例高達

500，顯示服務提供之可近性須考量部分地理區域差異進行調整。

1-3   請根據 1-1及 1-2

的評估結果，找

出本計畫之性別

議題

（請參考步驟七）

由以上資料，可初步判斷「女童篩檢率偏低」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而由

實務性的性別需求觀點，可提高服務輸送可及性，如發展行動車，將篩檢

服務送達偏鄉。

次由策略性的性別需求觀點，可提升家長早期預防的概念，並同時減少性

別刻板印象，讓女性幼童能及早接受發展篩檢，同時回應我國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健康、醫療與照顧篇〉建立性別及文化敏感度之全人健康服務之

政策意涵。

由前開討論，本計畫性別議題完整定義如下：「因傳統對女性嫻靜少言之

性別刻板印象及篩檢服務輸送便利性尚不足，致女童篩檢率偏低，將不利

女童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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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改寫自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從子女姓氏約定淺談性別平權之認知與實踐 -
以阿蓮區居民為探討中心」報告

GIA 評估項目 說明範例

1-1  請說明本計畫與

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政策之相關

性

（請參考步驟一至步驟二）

2007年以前，依當時民法第 1059條「子女從父姓」之規定，子女出生後

直接跟隨父親的姓氏，子女沒有選擇姓氏的權利；至 2007年通過修正該

條條文第一項為「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

姓」、並增訂第三項為「子女已成年者，經父母之書面同意得變更為父姓

或母姓」，已兼顧父母對於姓氏之平等選擇權以及保障人民自己決定姓氏

的權利，前開修正符合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揭示之政策意涵，使所有的人在平等的基礎上，都能免於被支配的命運，

從而得到自我實現的可能。

1-2   蒐集與本計畫相

關之性別統計及

性別分析（含前

期 或 相 關 計 畫

之 執 行 結 果 ）

（請參考步驟三至步驟六）

1.  政策規劃者：建議可建立本計畫之規劃團隊性別資料，並從中分析不同

性別造成之影響（如不同性別處境的對象是否都有參與政策規劃的機

會）。

2.  服務提供者：建議可建立本案服務提供者（如戶政人員等）之性別資料，

並從中分析不同性別造成之影響（如在服務提供模式上是否有不同性別

經驗的考量）。

3. 性別資料說明

　(1) 依照內政部統計資料 48，2018年出生嬰兒從母姓者僅有 4.95％，從父

姓者比率為 94.99％，有非常明顯的性別落差。另，高雄市阿蓮區子

女姓氏約定之情形，102年至 104年度阿蓮區申請出生登記案件，經

雙方約定從母姓比例分別為 2.15%、1.8%及 1.53%。

　(2) 阿蓮區公所為探討民眾對於從姓政策改變的知悉與認同情形，透過

問卷調查法了解民眾的想法，並回收 36份有效問卷，重點摘陳如下：

　　a.  民眾對於「贊成子女從母姓 ?」問項的回答情形，贊成者女性比例

多過於男性（女性有 55.56%贊成，男性則僅 38.89%）（註：有部

分民眾勾選不一定或看情況，爰本項加總並非 100%）。

　　b.  民眾於「不贊成子女從母姓，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的問項中，

認為傳統父系傳宗接代觀念占 53.33%，為最主要之考量；且在「您

48　資料來源：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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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 評估項目 說明範例

　　 會贊成子女從母姓，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的問項中，「生育第二胎

以上」為民眾最能認同的理由（41.17%）。

　　c.  民眾對於「父母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從母姓 ?」

問項的回答情形，不知者的比例佔 22.2%，以 60歲以上（8.33%）、

國中及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均為 8.33%）為多，高齡者及教育

程度較低者，較未獲知相關政策資訊。

4. 性別分析：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民眾贊同子女從母姓，很大程度的受到傳統傳宗接

代與子女出生序之影響，從社會性別的角度觀察，在過往漢人家族以男

性為中心繁衍子嗣的觀念尚未改變的情形下，多數民眾仍選擇嬰兒從父

姓；其次，法令宣導尚需時間改變民眾觀念，宣導方式與成效也需再行

檢視。

1-3  請根據 1-1及 1-2

的評估結果，找

出本計畫之性別

議題

（請參考步驟七）

由以上資料，可初步判斷「嬰兒從父姓比例」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而由

實務性的性別需求觀點，應該加強政策及法令宣導，促進民眾了解約定從

姓政策，另考量家長如有一方為外籍人士，於辦理出生登記時，可提供多

國語言版本的子女從姓約定書供其參考使用。

次由策略性的性別需求觀點，為了要翻轉漢人家族以男性為中心繁衍子嗣

的觀念，以及決定子女姓氏的作法，從根本的觀念去改變行為。

由前開討論，本計畫性別議題完整定義如下：「法令宣導不足及沿襲過往

以父系為主的子嗣傳承觀念，導致嬰兒從姓比例差距甚大，不利女性社會

地位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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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做好性別分析，讓我們接住每一個人

感謝我們一起走到了這一步！

性別分析在各個國家的發展階段與內涵都有所不同，它可能是思考架構，也可

以豐富到在整個政策發展的過程中穿針引線，縫補政策在性別面向的缺漏。聯合國

在 1990年代發展了許多不同架構的政策工具，而後各國也因應實地需求，而發展了

在地性別分析的操作方法。另外，國外也有組織在進行性別分析工作坊的訓練時，使

用了一些創意發想的方式 49（比方說 SWOT分析、生命故事敘說等），及研究方法（如

焦點團體、個案分析等），作為性別分析的操作模式。

依循我國性別主流化的發展歷程，本手冊綜融各國著述與我國推動經驗，並補充

其中的概念與脈絡，發展出性別分析的重要概念，同時透過步驟間的引導式提問，讓

讀者可以快速將性別分析的內涵融入於性別影響評估的過程。本手冊或許仍有不足，

但已開啟一扇門，使學習性別分析成為可能，同時也期待經過本手冊的學習，可以讓

性別影響評估的工作更加踏實。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性別平等的表現已可立足於先進國家之林，依據聯合國開發

計畫署（UNDP）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將我國資料代入

公式計算，臺灣 2018名列亞洲第 1 名、世界第 9 名。而依據世界銀行 2019 年對全世

界 192 個國家所進行的統計，將我國資料加入評比，我國國會議員女性比例 39.8%，

名列亞洲第 1 位、世界第 23 位。

這些傲人的成果其來有自。回顧過往，彭婉如事件，推動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

法，葉永鋕事件，加速了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祁家威先生等人的堅定，讓臺灣社會

49　 延伸閱讀：Tools for gender and livelihood analysis

　   https://www.slideshare.net/ILRI/presentation-4-tools-for-gender-and-livelihood-analysis

https://www.slideshare.net/ILRI/presentation-4-tools-for-gender-and-livelihood-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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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做好性別分析，讓我們接住每一個人

在 2019年迎來《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這些事件與背後奔走的人員、

團體所付出的這些努力，都指向了一個更加性別平等的社會。

性別平等從來不是口號，將在您我的手上實踐――而性別分析的素養，則是我們

達成此理想的基礎。我們渴望，同時也可望，讓我們的下一代活在一個更加性別平等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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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

一、 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GIA）目的係促使政策制定者清楚

掌握不同性別處境，並設定預期結果，使性別落差獲得改善，確保政策、計畫與

法案，從研擬規劃、決策、執行、監督評估與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都能

納入性別觀點。

二、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不論新訂或修正，皆應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但經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所提出之修正內容（修正計畫），若僅限於下列

事項者，得【免重辦性別影響評估】（各機關須檢附前次辦理之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並確定該表內容已根據核定計畫完成修正）：

　　（一）因物價調整修正計畫經費。

　　（二）變更計畫期程。

　　（三） 調整計畫執行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施作技術、工法或工項調整、招商

模式改變、配合法令修改調整計畫分工權責機關、修正經費來源或調整自

償率，及前開事項衍生之經費調整。

　　（四） 因預算不足，刪減工作項目，且該工作項目業經前次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未

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者之平等受益權益。

　　（五）計畫之部分內容調整由其他計畫規劃辦理。

三、 為協助將性別觀點融入計畫規劃及執行，請性別諮詢員配合計畫主辦單位之作業

時程，於計畫研擬或修正初期，適時就計畫方向、構想、草案、本表填寫內容及

其他相關事項，從性別平等觀點提供諮詢建議。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可擔任機

關之性別諮詢員（請提醒性別諮詢員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

公開計畫草案）：

　　（一）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公、私部門均

可）。（人才資料庫網址：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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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三）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四） 曾任各機關性別平等專責人員（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7成以上）累積

滿 2年者，或曾任性別平等兼辦人員（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3成以上）

累積滿 3年者。

　　（五） 曾辦理或協助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填寫作業，

且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專區」收錄至少 1案者。

四、 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若僅單純辦理下列事項者，考量其與不同性別、性傾向、性

別特質或性別認同之平等受益關聯甚微，為簡化評估作業，計畫主辦單位經諮詢

第三點所稱之性別諮詢員之意見後，可選用【簡表】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一） 非供民眾直接使用之建物、設備、工程，未涉及專業人才培育：如污（雨）

水下水道建設、道路拓寬、無涉休息站區之國道及快速公路新建工程、公

共設施管線配置或汰換工程、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港口疏浚、水庫清淤、

人工湖工程、防淤隧道工程、伏流水開發工程、深層海水取水工程、再生

水工程、排水系統整體改善工程、焚化爐興建、海纜觀測系統、紅外線熱

影像系統、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等。

　　（二） 既有建物之結構補強，未變更原有空間格局：如橋梁、校舍等公有危險建

築物之耐震補強工程等。

　　（三）資通訊應用發展，未涉及民眾使用之介面。

　　（四） 動植物防疫檢疫，未涉及專業人才培育：如動植物邊境檢疫、口蹄疫撲滅

等。

　　（五） 生態環境維護，未涉及供民眾使用之公共空間及專業人才培育：如國家濕

地保育等。

五、 非屬前項類型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請選用【一般表】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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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表件選用指引圖

註： 請謹慎評估得【免重辦性別影響評估】（詳本作業說明第二點）及可選用【簡表】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詳本作業說明第四點）之規定，如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審查不符合得【免重

辦性別影響評估】及可選用【簡表】之條款時，得退請機關重新辦理。

中
長
程
個
案
計
畫

是否為

修正計畫

是否

符合第二

點免重辦

條件

是否
符合第四
點適用簡
表條件

免 重 辦 性 別
影響評估

【簡表】

【一般表】
程序

參與

行
政
院
審
議(

會
審
性
別
平
等
處)

(

非
修
正
計
畫)

(

修
正
計
畫)

1.�免重辦及表
件選用之妥適
性。
2.性別觀點納
入計畫內容之
���適切性。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請性別諮詢員提供協助及諮詢

計畫研擬階段 計畫研擬完成 計畫審議階段

請程序參與者
提供檢視意見

須檢附前次辦理之檢視表，

並根據核定計畫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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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一般表】

【第一部分－機關自評】：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說明】各機關使用本表之方法與時機如下：

一、計畫研擬階段

　（一） 請於研擬初期即閱讀並掌握表中所有評估項目；並就計畫方向或構想徵詢作業

說明第三點所稱之性別諮詢員（至少 1人），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收集性別平等觀點之意見。

 　（二） 請運用本表所列之評估項目，將性別觀點融入計畫書草案：

　　　1、 將性別目標、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納入計畫書草案之計畫目標章節。

　　　2、將達成性別目標之主要執行策略納入計畫書草案之適當章節。

二、計畫研擬完成

　（一） 請填寫完成【第一部分－機關自評】之「壹、看見性別」及「貳、回應性別落

差與需求」後，併同計畫書草案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第二部分－程序

參與】，宜至少預留 1週給專家學者（以下稱為程序參與者）填寫。

　（二） 請參酌程序參與者之意見，修正計畫書草案與表格內容，並填寫【第一部分－

機關自評】之「參、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三、 計畫審議階段：請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或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修正計畫書草

案及表格內容。

四、 計畫執行階段：請將性別目標之績效指標納入年度個案計畫管制並進行評核；如於

實際執行時遇性別相關問題，得視需要將計畫提報至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進行諮詢討

論，以協助解決所遇困難。

註： 本表各欄位除評估計畫對於不同性別之影響外，亦請關照對不同性傾向、性別特質

或性別認同者之影響。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單位）

（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壹、 看見性別：檢視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並運用性別統計及性

別分析，「看見」本計畫之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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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1-1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策包含憲法、法律、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s://gec.ey.gov.tw）。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1-2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

期或相關計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

原因】

　　 請依下列說明填寫評估結果：
　　a.  歡迎查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置之「性別平等研究

文獻資源網」（https://www.gender.ey.gov.tw/research/）、
「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https://www.gender.ey.gov.tw/
gecdb/）（含性別分析專區）、各部會性別統計專
區、我國婦女人權指標及「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

別分析」（https://gec.ey.gov.tw）。
　　b.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資料蒐集範圍應包含下列 3類

群體：

　　　① 政策規劃者（例如 :機關研擬與決策人員；外部
諮詢人員）。

　　　② 服務提供者（例如 :機關執行人員、委外廠商人
力）。

　　　③受益者（或使用者）。

　　c.  前項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盡量顧及不同性別、
性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探究其處境或需

求是否存在差異，及造成差異之原因；並宜與年齡、

族群、地區、障礙情形等面向進行交叉分析（例如：

高齡身障女性、偏遠地區新住民女性），探究在各

因素交織影響下，是否加劇其處境之不利，並分析

處境不利群體之需求。前述經分析所發現之處境不

利群體及其需求與原因，應於後續【1-3找出本計
畫之性別議題】，及【貳、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

等項目進行評估說明。

　　d.  未有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資料時，請將「強化
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列入本計畫

之性別目標（如 2-1之ｆ）。

https://gec.ey.gov.tw
https://www.gender.ey.gov.tw/research/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
https://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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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1-3  【請根據 1-1 及 1-2 的評估結果，找出本計畫之性

別議題】

　　 性別議題舉例如次： 

　　a.參與人員

　　　 政策規劃者或服務提供者之性別比例差距過大時，

宜關注職場性別隔離（例如：某些職業的從業人

員以特定性別為大宗、高階職位多由單一性別擔

任）、職場性別友善性不足（例如：缺乏防治性

騷擾措施；未設置哺集乳室；未顧及員工對於家

庭照顧之需求，提供彈性工作安排等措施），及

性別參與不足等問題。

　　b.受益情形

　　　① 受益者人數之性別比例差距過大，或偏離母體

之性別比例，宜關注不同性別可能未有平等取

得社會資源之機會（例如 :獲得政府補助；參加

人才培訓活動），或平等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之機會（例如 :參加公聽會 /說明會）。

　　　② 受益者受益程度之性別差距過大時（例如 :滿意

度、社會保險給付金額），宜關注弱勢性別之

需求與處境（例如 :家庭照顧責任使女性未能連

續就業，影響年金領取額度）。

　　c. 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之規劃與設計，宜關注不同性別、性傾

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之空間使用性、安全

性及友善性。

　　　① 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生的不同需求。

　　　②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全設施。

　　　③ 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特

殊使用需求。

　　d. 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藝術展覽或演出作品、文化禮俗儀典與觀念、文

物史料、訓練教材、政令 /活動宣導等內容，宜注

意是否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有助建立弱勢性

別在公共領域之可見性與主體性。

　　e. 研究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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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類計畫之參與者（例如 :研究團隊）性別落差過大

時，宜關注不同性別參與機會、職場性別友善性不足

等問題；若以「人」為研究對象，宜注意研究過程及

結論與建議是否納入性別觀點。 

貳、 回應性別落差與需求：針對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訂定性別目標、執行策略及編列相

關預算。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2-1   【請訂定本計畫之性別目標、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

目標值】

　 請針對 1-3的評估結果，擬訂本計畫之性別目標，並為

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請訂定相應之績效指標、衡

量標準及目標值，並納入計畫書草案之計畫目標章節。

性別目標宜具有下列效益：

　a. 參與人員

　　① 促進弱勢性別參與本計畫規劃、決策及執行，納

入不同性別經驗與意見。

　　② 加強培育弱勢性別人才，強化其領導與管理知能，

以利進入決策階層。

　　③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縮小職場性別隔離。

　b. 受益情形

　　① 回應不同性別需求，縮小不同性別滿意度落

差。 

　　② 增進弱勢性別獲得社會資源之機會（例如 :獲得政

府補助；參加人才培訓活動）。

　　③ 增進弱勢性別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例如 :

參加公聽會 /說明會，表達意見與需求）。

　c. 公共空間

　　 回應不同性別對公共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

之意見與需求，打造性別友善之公共空間。

　d. 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① 消除傳統文化對不同性別之限制或僵化期待，形

塑或推展性別平等觀念或文化。

 　　② 提升弱勢性別在公共領域之可見性與主體性（如

作品展出或演出；參加運動競賽）。

　e. 研究類計畫

□ 有訂定性別目標者，請將

性別目標、績效指標、衡

量標準及目標值納入計畫

書草案之計畫目標章節，

並於本欄敘明計畫書草案

之頁碼：

□ 未訂定性別目標者，請說

明原因及確保落實性別平

等事項之機制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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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產出具性別觀點之研究報告。

   　② 加強培育及延攬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之女性研究

人才，提升女性專業技術研發能力。

　f. 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g. 其他有助促進性別平等之效益。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2-2  【請根據 2-1 本計畫所訂定之性別目標，訂定執行策

略】

　請參考下列原則，設計有效的執行策略及其配套措施：

　a. 參與人員

　　① 本計畫研擬、決策及執行各階段之參與成員、組

織或機制（如相關會議、審查委員會、專案辦公

室成員或執行團隊）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

一原則。

　　② 前項參與成員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有參加性別平等

相關課程。

　b. 宣導傳播

　　① 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如不諳本國語言者；

不同年齡、族群或居住地民眾）採取不同傳播方

法傳布訊息（例如：透過社區公布欄、鄰里活動、

網路、報紙、宣傳單、APP、廣播、電視等多元管

道公開訊息，或結合婦女團體、老人福利或身障

等民間團體傳布訊息）。

　　② 宣導傳播內容避免具性別刻板印象或性別歧視意

味之語言、符號或案例。

　　③ 與民眾溝通之內容如涉及高深專業知識，將以民

眾較易理解之方式，進行口頭說明或提供書面資

料。

　c. 促進弱勢性別參與公共事務

　　① 計畫內容若對人民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宜與民眾

進行充分之政策溝通，並落實性別參與。

　　② 規劃與民眾溝通之活動時，考量不同背景者之參

與需求，採多元時段辦理多場次，並視需要提供

交通接駁、臨時托育等友善服務。

　　③ 辦理出席民眾之性別統計；如有性別落差過大情

形，將提出加強蒐集弱勢性別意見之措施。

□ 有訂定執行策略者，請將

主要的執行策略納入計畫

書草案之適當章節，並於

本欄敘明計畫書草案之頁

碼：

□ 未訂執行策略者，請說明

原因及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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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培力弱勢性別，形成組織、取得發言權或領導地

位。

　d. 培育專業人才

　　① 規劃人才培訓活動時，納入鼓勵或促進弱勢性別

參加之措施

　　 （例如 :提供交通接駁、臨時托育等友善服務；優先

保障名額；培訓活動之宣傳設計，強化歡迎或友善

弱勢性別參與之訊息；結合相關機關、民間團體或

組織，宣傳培訓活動）。

　　② 辦理參訓者人數及回饋意見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析，作為未來精進培訓活動之參考。

　　③ 培訓內涵中融入性別平等教育或宣導，提升相關

領域從業人員之性別敏感度。

　　④ 辦理培訓活動之師資性別統計，作為未來師資邀

請或師資培訓之參考。

　e. 具性別平等精神之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① 規劃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時，避免複製性別刻

板印象，並注意創作者、表演者之性別平衡。

　　② 製作歷史文物、傳統藝術之導覽、介紹等影音或

文字資料時，將納入現代性別平等觀點之詮釋內

容。

　　③ 規劃以性別平等為主題的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例如 :女性的歷史貢獻、對多元性別之瞭解與尊

重、移民女性之處境與貢獻、不同族群之性別文

化）。

　 f. 建構性別友善之職場環境

　    委託民間辦理業務時，推廣促進性別平等之積極性作

法（例如：評選項目訂有友善家庭、企業托兒、彈性

工時與工作安排等性別友善措施；鼓勵民間廠商拔擢

弱勢性別優秀人才擔任管理職），以營造性別友善職

場環境。

　g. 具性別觀點之研究類計畫

　　① 研究團隊成員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

並積極培育及延攬女性科技研究人才；積極鼓勵

女性擔任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研究類計畫之計

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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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以「人」為研究對象之研究，需進行性別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亦需具性別觀點。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2-3  【請根據 2-2 本計畫所訂定之執行策略，編列或調整

相關經費配置】

　 各機關於籌編年度概算時，請將本計畫所編列或調整

之性別相關經費納入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以確保性

別相關事項有足夠經費及資源落實執行，以達成性別

目標或回應性別差異需求。

□ 有編列或調整經費配置

者，請說明預算額度編列

或調整情形：

□ 未編列或調整經費配置

者，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方

法：

【注意】 填完前開內容後，請先依「填表說明二之（一）」辦理【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再續填下列「參、評估結果」。

參、評估結果

　　 請機關填表人依據【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性別平等專家學者之檢視意見，提出綜

合說明及參採情形後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3-1 綜合說明

3-2 參採情形

3-2-1  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調整（請

標註頁數）

3-2-2  說明未參採之理

由或替代規劃

3-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之評估結果：

已於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及「修正後之計畫書草案」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填表日期：＿＿年＿＿月＿＿日

•  本案已於計畫研擬初期□徵詢性別諮詢員之意見，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日期：＿＿年＿＿月＿＿日）

•  性別諮詢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身分：符合中長程個案計畫性

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第三點第＿＿款（如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者，免填）

　（請提醒性別諮詢員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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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程序參與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 1.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公、私部門之專家學者；其中公部門專

家應非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人員（人才資料庫網址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 2.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 3.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一）基本資料

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  參與者姓名、職稱、服務單位及其專長

領域

3.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二） 主要意見（若參與方式為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可附上會議發言要旨，免填 4至

10欄位，並請通知程序參與者恪遵保密義務）

4.  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相關性評估之合

宜性

5.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

6. 本計畫性別議題之合宜性

7. 性別目標之合宜性

8. 執行策略之合宜性

9. 經費編列或配置之合宜性 

10. 綜合性檢視意見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________________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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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簡表】

【填表說明】

一、 符合「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第四點所列條件，且經諮詢同作業說明第三

點所稱之性別諮詢員之意見後，方得選用本表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注意】：請謹慎評估，

如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審查不符合選用【簡表】之條款時，得退請機關依【一般表】辦理。）

二、 請各機關於研擬初期即閱讀並掌握表中所有評估項目；並就計畫方向或構想徵詢性別諮詢員

（至少 1人），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收集性別平等觀點之意見。

三、 勾選「是」者，請說明符合情形，並標註計畫相關頁數；勾選「否」者，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方法；

勾選「未涉及」者，請說明未涉及理由。

註： 除評估計畫對於不同性別之影響外，亦請關照對不同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者之影響。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單位）

（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本計畫選用【簡表】係符合「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說明」第四點第 ____ 款

評估項目

（計畫之規劃及執行是否符合下列辦理原則）
符合情形 說明

1. 參與人員

　1-1  本計畫研擬、決策及執行各階段之參與成員、組織或機制

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例如：相關會議、審

查委員會、專案辦公室成員或執行團隊）。

□是

□否

　1-2  前項之參與成員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有參加性別平等相關

課程。

□是

□否

2. 宣導傳播

　2-1  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例如：不諳本國語言者；不同

年齡、族群或居住地民眾）採取不同傳播方法傳布訊息

（例如：透過社區公布欄、鄰里活動、網路、報紙、宣傳單、

APP、廣播、電視等多元管道公開訊息，或結合婦女團體、

老人福利或身障等民間團體傳布訊息）。

□是

□否

□未涉及

　2-2  宣導傳播內容避免具性別刻板印象或性別歧視意味之語

言、符號或案例。 

□是

□否

□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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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弱勢性別參與公共事務

　3-1  規劃與民眾溝通之活動時（例如：公共建設所在地居民公

聽會、施工前說明會等），考量不同背景者之參與需求，

採多元時段辦理多場次。

□是

□否

□未涉及

　3-2  規劃前項活動時，視需要提供交通接駁、臨時托育等友善

服務。

□是

□否

□未涉及

　3-3  辦理出席活動民眾之性別統計；如有性別落差過大情形，

將提出加強蒐集弱勢性別意見之措施。

□是

□否

□未涉及

4. 建構性別友善之職場環境

　 委託民間辦理業務時，推廣促進性別平等之積極性作法（例

如：評選項目訂有友善家庭、企業托兒、彈性工時與工作安

排等性別友善措施；鼓勵民間廠商拔擢弱勢性別優秀人才擔

任管理職），以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是

□否

□未涉及

5. 其他重要性別事項：

•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填表日期：＿＿年＿＿月＿＿日

•  本案已於計畫研擬初期□徵詢性別諮詢員之意見，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日期：

＿＿年＿＿月＿＿日）

•  性別諮詢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身分：符合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

影響評估作業說明第三點第＿＿款（如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者，免填）

   （請提醒性別諮詢員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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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108.10.01 生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身分：□業務單位人員    □法制單位人員   □其他，請說明：＿＿＿＿＿＿

•  法案已於研擬初期□徵詢性別諮詢員之意見，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日期：

＿＿年＿＿月＿＿日）

•  性別諮詢員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身分：符合本表填表說明第三

點第＿＿款（如係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者，免填）

填　表　說　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律案報院審查，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注意

事項」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 除廢止案（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整批處理、單純訂修之法律案）外，皆應依據本表進行「法

案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 建議各單位於法案研擬初期，即應徵詢性別諮詢員（至少 1人），或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收集性別平等觀點之意見。性別諮詢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請提醒性別諮詢員恪

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法案草案）：

　　（一）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公、私部門均可）。（人

才資料庫網址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二）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三）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四） 曾任各機關性別平等專責人員（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7成以上）累積滿 2年者，　　　

或曾任性別平等兼辦人員（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3成以上）累積滿 3年者。

　　（五） 曾辦理或協助各機關「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填寫作業，且經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性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專區」收錄至少 1案者。

四、 法案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週之填寫時

間），參酌其意見修正法案內容，並填寫「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法案名稱

貳、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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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問
題
界
定

4-1-1  問題描述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概。

4-1-2  執行現況及問

題之分析

1.  業務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原

因分析。

2.  說明現行法規是否不足、須否配

合現況或政策調整。

4-2
訂
修
需
求

4-2-1  解決問題可能

方案

請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其評

估（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併列

之）。

4-2-2 訂修必要性

請說明最終必須訂修法案以解決問

題之理由；如有立委提案，並請納

入研析。

　4-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協

力事項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法

制整備等；相關機關協力事項請予

詳列。

伍、政策目標 簡要說明政策取向。

陸、徵詢及協商程序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6-1 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請說明法案內容主要影響之機關

（構）、團體或人員。



81

附錄

　6-2 對外意見徵詢

1.  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及與

相關機關（構）、地方自治團體

協商之人事時地。

2.  徵詢或協商時，應敘明其重要事

項、有無爭議、相關條文、主要

意見、參採與否及其理由（含國

際參考案例），並請填列於附表；

如有其他相關資料，亦請一併檢

附。

3.  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應落實性

別參與，如有相關參與者性別統

計資料，請一併檢附。

　6-3  與相關機關（構）及地方

自治團體協商

柒、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響：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7-1成本
1.  關於成本及效益，指政府及社會

為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付出之代

價及可能得到之效益。

2.  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難以量

化者亦應有詳細說明。
　7-2效益

7-3
對
人
權
之
影
響

7-3-1  憲法有關人民

權利之規定

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憲法有關人民

權利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

7-3-2  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一般性意見，

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7-3-3  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合

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之一般

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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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性別影響評估：以下各欄位除評估法案對於不同性別之影響外，亦請關照對不同性傾向、性

別特質或性別認同者之影響。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　　註

　8-1  從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確認與法案相關之性別議

題

1.  請蒐集與法案相關之性別統計既

有資料，並進行性別分析。

　 請參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

平等研究文獻資源網（https://www.

gender.ey.gov.tw/research/）、「 重 要

性別統計資料庫」（https://www.

gender.ey.gov.tw/gecdb/）、各部會性

別統計專區、我國婦女人權指標

及「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分

析」（https://gec.ey.gov.tw）。

2.  前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盡量

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

質及性別認同者，探究其處境或

需求是否存在差異，及造成差異

之原因；並宜與年齡、族群、地

區、障礙情形等面向進行交叉分

析（例如：高齡身障女性、偏遠

地區新住民女性），探究在各因

素交織影響下，是否加劇其處境

之不利，並分析處境不利群體之

需求。

3.  請根據前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

析，確認並說明法案相關之性別

議題。

4.  如既有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不

足，請提出需強化之處及其建置

方法。

　8-2  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

政策之內涵

1.  法案若涉及下列情形，本欄位不

得填列無關：

　(1)   內容係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為規範對象。

https://www.gender.ey.gov.tw/research/
https://www.gender.ey.gov.tw/research/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
https://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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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內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之

性別偏見。

　(3)  「8-1」欄所填列之性別統計資

料顯示性別比例差距過大。 

2.  請依「8-1」欄所確認之性別議題，

說明其與下列第 3點所列性別平

等相關法規與政策之相關性。

3.  本欄位所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

政策，包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及其一般性建

議、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各機關

有關促進性別平等相關之法規、

政策、白皮書或計畫等。

4.  落實前開相關法規與政策之常見

態樣及案例：

　(1)  採行一定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

其執行所造成之差別待遇，提

供較為弱勢之一方必要之協

助，以促進其實質地位之平

等。

　　 例如：為落實 CEDAW第 11條

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之歧

視，刪除禁止女性於夜間工作

等限制女性工作權之規定，並

增訂雇用人應提供必要之夜間

安全防護措施。

　(2)  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

別隔離，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

向所形成之差異。

　　 例如：為促進媒體製播內容符

合性別平等精神，規範節目或

廣告內容不得有性別歧視之情

形。

　(3)    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

務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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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1：為協助因家庭因素離
開職場之婦女，能重返職場，

提升婦女勞動參與，規範二度

就業婦女為政府致力促進就業

之對象。

　　 例如 2：為提升女性參與公共
事務之機會，擴大參與管道，

對涉及諮詢及審議性質之機

制，規範其成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5.  請優先將有助落實上開內容之部
分納入法案相關條文規定、授權

命令或未來業務執行事項，並於

本欄位提出說明。

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填表說明四」辦理【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再續填下列
「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9-1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9-2參採情形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調
整情形（含法案、授

權命令或業務執行之

修正等）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
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法案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已於＿＿年＿＿月＿＿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 e-mail　□郵寄　□其他　

拾、法制單位復核（此欄空白未填寫者，將以不符形式審查逕予退件。）

　10-1 法案內容：　　　　□提經法規會討論通過　□已會法制單位表示意見 
　10-2 徵詢及協商程序：　□已徵詢及協商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已適當說明與回應徵詢及協商對象所提之主要意見

　10-3  對人權之影響：　   □已由法規會具人權專長委員、曾受人權教育訓練之參事、其他高階
人員或委請之人權學者專家檢視

　10-4 訂修程序：　　　　□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復核人姓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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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壹、程序參與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 1.  現任臺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其中公部門專家應非本機關

及所屬機關之人員（人才資料庫網址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 2. 現任或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民間委員。

□ 3. 現任或曾任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一）基本資料

11-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11-2  參與者姓名、職稱、服務

單位及其專長領域

11-3 參與方式 □法案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二） 主要意見（若參與方式為提報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可附上會議發言要旨，免填 11-4

至 11-7 欄位，並請通知程序參與者恪遵保密義務）

11-4 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

11-5  從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確認與法

案相關之性別議題之合宜性

11-6  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規與政策之內

涵之合宜性

11-7 綜合性檢視意見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法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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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徵詢及協商程序之附表

重要事項
有無

爭議

相關

條文

相關機關（構）、團體或

人員之主要意見

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含國際參考案例）

1.

□有

□無

2.

□有

□無

3.

□有

□無

4.

□有

□無

5.

□有

□無

註： 為茲簡明，「相關條文」欄位中，各條、項、款、目等，分以下列方式表達：條→§（條號以阿拉

伯數字表達）、項→Ⅰ（羅馬符號）、款→ (1)（括弧內置阿拉伯數字）、目→（圓圈內置阿拉伯數

字），目以下則以「之○（阿拉伯數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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