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     錄】 

 

參與「2017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分享暨性別議題座談會議程 3 

主持人簡歷 5 

報告內容 11 

2017 年 APEC 與會分享暨科技性別化(GIFTS)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3 

企業性別平等標準再發想 21 

女性健康與經濟參與：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 53 

  

 

  



2 
 

  



3 
 

參與「2017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分享暨性別議題座談會 

 

壹、 背景介紹 

本(2017)年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於 9 月 26 日至 29 日期

間在越南順化召開。我代表團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高副主任委員仙桂擔任團長，率公私部門共 16

名代表與會。大會主題定為「在變革中強化婦女包容性與經濟賦權」 (Enhancing women’s 

inclus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a changing world」，所延伸的次主題分別為： 

(1)促進性別平等達致永續、創新及包容性成長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ve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2)增進女性微中小型企業創新與競爭力(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 of women-owned MSMEs)；(3)消弭人力資源發展的性別鴻溝

(Narrowing gender gaps i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主要議程包括：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會議(PPWE) 、公私部門對話會議(PPDWE)，以及高

階政策對話會議(HLPD)等三大部分。周邊會議則為：我國與越南共同舉辦「APEC 女性運用新

科技展現創作力」工作坊、菲律賓辦理之「女性為包容性經濟的主要驅動者」工作坊、俄羅斯

主辦之「傑出女性中小企業獎」、美國與越南合辦之「交通運輸領域中的女性」工作坊、日本

辦理之「APEC 透過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對話以促進女性領導力」工作坊，以及韓國所主辦之「工

業 4.0 與女性企業主能力建構」工作坊等。 

我國代表團與美國、紐西蘭、越南及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進行雙邊會談，並與其他經濟體

代表進行場邊會晤，交換各種支持女性參與經濟之政策經驗。此外，成員於多場活動擔任開幕

致詞貴賓、主持人、講者等重要角色，展現我國外交軟實力；團長高副主委則於「高階政策對

話會議」（HLPD）中發言呼應會議主題，說明我國積極提升女性微中小型企業主競爭力與創新

能力，透過長照與公共托育政策減輕女性負擔、強化女性經濟參與促進包容性成長，深獲肯定。 

綜上，為有效提升國內公私部門之認知並促進交流，特舉辦經驗分享暨專題座談，期對於

婦女與經濟議題之推動方向提供具體建議。 

貳、活動時間：中華民國106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  9:30~16:00 

叁、活動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肆、主辦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伍、參與對象：中央與地方政府性別、勞動、經濟發展等單位人員、相關領域研究者共 50 名 

陸、議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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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 

09:30 ~ 09:40 開幕式 

  吳秀貞處長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09:40 ~ 10:00 2017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暨科技性別化(GIFTS)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分享  

陳嘉琦科長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0:00 ~ 12:00 2017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與會分享暨綜合座談  

王秀芬委員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葉德蘭委員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楊筱雲參議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黃蘭琇專門委員 / 教育部 

黃耀滄科長 / 勞動部 

陳雅芳創辦人 / 璽賞 

Q & A 

12:00 ~ 13:30 午餐 

13:30 ~ 14:30 企業性別平等標準再發想 

主持人 

葉德蘭委員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報告人 (15~20 分鐘) 

  李立璿研究員 /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與談人 

李安妮副院長 / 臺灣綜合研究院 

黃耀滄科長 / 勞動部 

14:30 ~ 14:40 中場休息 

14:40 ~ 15:40 女性健康與經濟參與：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 應用推廣 

主持人 

王秀芬委員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報告人 (15~20 分鐘) 

陳羿谷研究員 /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與談人 

陳芬苓教授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許秀雯委員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15:40 ~ 16:00 閉幕式 

  吳秀貞處長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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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處長 

學   歷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經   歷                                                                  

臺北市政府社工員 

行政院研考會專員、科長、專門委員、副處長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副處長 

 

  

 

 
 
 
吳秀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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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蘭 

現   職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研究員暨婦研縱橫主編 

學   歷                                                         

賓州州立大學文學院口語溝通系博士 

研究專長：語言溝通、語藝分析、非暴力溝通、和平教育、性別與安

全 

國際/公共事務參與                                                                   

曾任臺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董事、亞洲主要都市網女性社會參與項目連

絡人、臺北市政府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台灣女性學學會理事/監

事/副理事長、國防部性別平等小組/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高中英文學科中心諮詢委員等； 

現任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臺北市都市發展局性別平等小組委

員、臺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性別平等小組委員、考試院性別平等委

員會委員、教育部公費留學諮詢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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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芬 

現   職                                                                        

聯發科技公共事務處執行總監 

學   歷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電腦碩士 

東吳大學法律碩士 

台大植物系學士 

國際/公共事務參與                                                                   

現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行政人事總處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曾任文化部、飛安委員會、經濟部、經建會、青輔會性別平等

委員會委員； 

曾任中華民國軟體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理事十多年以及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協會理事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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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性別平等標準再發想 

壹、 緒論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推估報告指出，2021 年我國人口將轉呈負成長，高齡人口占比也將在

2061 年達到 38.9%。我們正在經歷人口結構的改變，可預見的勞動力短缺危機，將在不久的未

來快速逼近。1在此背景下，推升女性勞參率已是我國人口政策之一。而落實鼓勵女性勞動參與

率的具體行動則刻不容緩。2  

 性別平等不只是提升女性勞參率要素，更是達成高就業率及高生育率的有利環境條件。而若要

有效的達成女性參與經濟活動，企業的自主行動將是關鍵。以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全球性別差

距報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4）為例，排名前 5 的國家，如：北歐芬蘭、挪威、

瑞典、丹麥等，除了眾所周知的完善托老及托育制度外，性別平等與女性經濟參與程度之高也

聞名於外。3  

國際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 在「Women in Workplace 2016」中不斷強調，

企業內的性別多樣化措施將有益兩性員工的勞動投入與認同；4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Trends for Women 2017」總結，

在達成永續發展指標 Goal 5 Gender Equality 的途徑中，必不忘包括工作職場的平等，且在改善

勞動市場的性別落差建議時指出，提升職場的性別平等條件將是關鍵。5 

企業行動對女性勞參率提升的重要性已獲國際權威研究機構肯認，分別作出以企業為性別平等

行動執行者的倡議研究，當企業採取性別平等措施，將不僅僅是企業與員工受益。例如，麥肯

錫公司提倡 CEO 身為企業領導，更應該理解性別平等及女性高階人才對企業的正面貢獻與影

響力。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研究的發展則更加全面。

UNDP 表示，當企業進行具有性別意識且平等的管理方式，因此獲得的回報包括員工的優秀表

現與低缺勤離職率、激發員工潛能的有利工作環境，以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提升企業公眾形

象；同時，對政府來說，則可藉由具體推動性別平等的工具，建立公部門與企業主的溝通橋梁、

貫徹性別主流化，並藉此發展出減少性別落差與職場性平政策的永續發展策略；當然，對員工

來說更不僅是獲得一個尊重兩性工作權益的工作環境，還有提升工作與組織認同、良好的溝通

與滿足感，以及參與及晉升決策的發展機會。 

                                                      
1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我國 2061 年時每 10 位國民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高

齡人口。 
2  國家發展委員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國發會推升婦女勞參率」，2016 年 9 月 18 日聯合報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1967585。  
3 2016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性別差距最小 5 國則是冰島、芬蘭、挪威、瑞典與盧安達。盧安達在勞動參與、女

性參與國會比例、同工同酬、初級次級教育與出生性別比等 6 大項均為全球第 1。 
4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rganization/our-insights/women-in-the-workplace-2016。此處性別

多樣化指種族、年齡、性別、族群等的不同，而非指多元性別。  
5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trends-for-women2017/lang--en/index.htm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1967585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organization/our-insights/women-in-the-workplace-2016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trends-for-women2017/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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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性別平等不只是提升女性勞參率的關鍵要素，更是達成高就業率的有利條件。然而

欲提升一國性別平等水平，除了增進大眾對女性權益和性別平等概念，政府與私部門的相互合

作亦不可或缺。以下介紹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和歐盟兩大國際組織之相關報告，即分別從執行性

別平等業務機關和企業角度出發以訂立性別平等工作的檢視參考，供後續策略參考。 

貳、 企業性別平等倡議辦法 

第一節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性別平等認證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自 2009 年起發展「性別平等認證」計畫及標章認證流程，希望公私

部門企業與各機關團體，藉由取得標章的過程提升對工作場所中性別平等的重視，並達到員工

權益保障、工作生活平衡、提升環境品質以符合員工對性別平等需求等目的。UNDP 期透過計

畫推廣與認證，呼籲公私部門企業與團體應檢視自身架構的性別不平等、重新打造性別友善與

平權的勞動體系。 

UNDP 認為，「性別平等認證」是具備可持續追蹤、可衡量並協助機關團體在女性權益和性別

平等目標能力的質量保證計畫。性平認證提供可接受的最低品質標準、清楚的架構以引導、連

結職場性別平等發展，提升機關團體內的執行效果，且此認證流程同時是對性別主流化的回顧

與檢視的新平台。這和過去的性別評估不同，而是藉創造包含多向性、開放性的對話與思考空

間，達至建構性別平等的共同目標，並激發策略性合作與交叉實踐機會的手段，並再次激發機

關團體對於性別主流化的認識與關注。 

UNDP 的性別平等認證架構共有兩套，分別是以全球「公私營企業」和聯合國體系之「區域辦

事處」對象所發展的不同標準、步驟與標準的認證辦法。 

I. Gender Equality Seal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for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公私企業

性別平等標章計畫 

自 2009 年開始推廣至今，已有超過 400 家企業獲得 UNDP 所頒發的性平標章，且絕大多數集

中於拉丁美洲。從這 400 多個企業範例中，UNDP 總結推動標章可帶動企業的性別意識與效益

有；6 

 減少性別薪資落差 

 提升女性在組織中的決策角色 

 強化工作與家庭平衡 

 降低女性傳統工作角色刻板印象 

 嚇阻並杜絕工作中的性騷擾 

 「使用包容及非性別歧視的溝通方法（Using inclusive, non-sexist communication）」 

                                                      
6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womens-empowerment/the-gender-equality-seal--a-
certification-programme-for-public-a/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womens-empowerment/the-gender-equality-seal--a-certification-programme-for-public-a/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womens-empowerment/the-gender-equality-seal--a-certification-programme-for-pu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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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以公私企業為對象的性別平等認證行動在 2016 年推廣至亞太地區。UNDP 的親善大使楊

紫瓊在 2016 年的永續發展商業論壇致詞時表示，亞太區的企業應立即採取行動以結束工作場

所中的性別不平等，政府也應一同加入，作出反歧視性立法的積極承諾。7 然性平推動工作需

要時間耕耘發酵，故該倡議自 2016 年推廣至亞洲後，將於今(2017) 年年底檢視當前進度，顯

示各國努力成果。 

簡而言之，所有公私部門企業，都可藉由以下 10 個步驟取得 UNDP 所頒發的性平標章，宣示

對兩性平等工作權及友善環境的支持與承諾。這些步驟分別是：1). 作出性別平等承諾、2). 建

立委員會、3). 培力高階管理者性平觀念、4). 進行企業自我評估、5). 性平策略、6). 付諸行動、

7). 進行外部審視、8). 取得標章、9). 監督後續執行與 10). 保持行動。 

當中審視的面向則包括但不限於：消除基於性別的薪酬差距、提高女性決策角色、 重視工作

與生活的平衡、強化女性進用非傳統職務、消除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以及使用無性別歧視的溝

通管理方式等。 

II. Gender Equality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for UNDP Entities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實體單位

之性別平等檢定計畫 

另一套以 UNDP 體系的辦事處或服務中心為對象的標章認證系統則稱為「Gender Equality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for UNDP Entities」。由於 UNDP 期許體系內的辦事處等單位，在未來推

動性平倡議行動中扮演更多角色，故這套以區域辦事處等單位為對象的性平認證規範，對於單

位的年度計畫、單位主管與內部員工在內，均以性別平等概念的高標準加以檢視。8 

為有效推展性別平等認證，激勵 UNDP 及其所屬的區域主動成為這項行動的重要網絡、一同響

應此項活動、以及自主性的投入和支持 UNDP 所推廣之性別相關倡議， UNDP 針對區域辦事處

所另發展的性平標章認證，涵蓋了 7 大面向與 18 項子指標共 44 個質量化評估標準。 

這 7 大面向包括管理架構(Management System)、行政能力(Capacity)、有利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計畫/專案管理(Programme)、合作夥伴

(Partnership) 與影響力評估(Gender Equality Impacts) 等。以下摘要部分 UNDP 以區域辦事處為

對象的性平標章指標標準，作為下段章節國內專家座談討論之參考。 

表 1 UNDP 性別平等認證架構 

關鍵要素 指標 

1. 性別主流化的管理

架構 

I. 管理責任制及運作完成度。 

II. 活躍且有效率的性別焦點小組。 

III. 適當的性別主流化資源。 

2. 行政能力 I. 工作人員對於性別主流化有基本共識。 

                                                      
7 http://www.eco-business.com/news/time-for-asia-to-seal-in-gender-equality/  
8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gender-equality/institutional-innovations-for-gender-
equality-.html 

http://www.eco-business.com/news/time-for-asia-to-seal-in-gender-equality/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gender-equality/institutional-innovations-for-gender-equality-.html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urwork/gender-equality/institutional-innovations-for-gender-equa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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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辦事處對性別主流化有適當的技術與能力。 

III. 辦事處具備性別能力建構之策略行動。 

3. 有利環境 I. 在地化並實行職場性別平等。 

II. 在地化並實行職場薪資平等原則。 

III. 公開且可參與的過程。 

4. 知識管理 I. 發展並宣傳關於女性培力和性別平等知識。 

II. 反映組織致力於性別平等和女性培力的溝通計畫

和文件。 

5. 計畫/專案管理 I. 由全球性別策略和架構帶領性別主流化專案。 

II. 在計畫執行週期內落實整合性別相關議題。 

III. 執行專案的性別平等潛能。 

6. 合作夥伴 I. 在性別平等目標上與國家關鍵參與者合作。 

II. 在性別平等和女性培力中的跨機構合作中的系統

性參與。 

7. 影響力評估 I. 發展對性別平等有重大貢獻之計畫。 

II. 辦事處在性別議題上影響重大的公眾宣示。 

 

表 2-1 性別主流化的管理架構 

指標 指標說明 

1.i I. 管理責任制及運作完成度 

1) 管理階層可將目標轉換成清晰

的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 

性別平等策略需要資深的管理階層，確認該辦事處具

備執行、開發、管理、知識、溝通和宣告性別平等策

略能力。依此標準，辦事處應備有性別平等策略或計

畫之文件。 

2) 辦事處的中階主管的績效責任

檢視中，包含至少一個性別相

關之關鍵成果。 

性別主流化的可靠與有效性不只掌握在資深管理階

層，而應散布在辦事處中。納入清晰的性別相關表現

目標，可確保中階管理者符合此推廣方向。 

3) 辦事處包含至少一個專注於性

別的活動。 

目標明確的監督性別相關活動，將有助於促進辦事處

整合性別平等的做法。 

1.ii 活躍且有效率的性別焦點小組 

4) 由辦事處主管階級領導的性別

焦點小組 

性別焦點小組(Gender Focal Team, GFT) 是性平策略計

畫所制訂的管理協議關鍵元素。當性別焦點小組由資

深管理人領導，不僅代表辦事處對性平事務的投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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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還可確保計性別主流化將根深於辦事處整體策略

性計畫之意圖。 

5) 性別焦點小組中應包含來自專

案及實際執行與運作單位之工

作、承辦人員。 

若要避免性別主流與性別平等概念，被視為單純技術

性的實作，或者是對組織沒有關聯的議題，確保 GFT

中已納入來自專案或運作單位的工作人員十分重要。 

6) 性別焦點小組具有清晰的工作

權責範圍和年度行動計畫。 

性別焦點小組須要肩負執行和監督辦事處性別平等策

略和性別主流化行動之責任。將性別焦點小組的工作

權責明列並分享於辦事處，將有助於增進小組獲得辦

事處認可。性別焦點小組的行動計畫亦可整合至辦事

處的年度計畫中。 

1.iii. 適當的性別主流化資源 

7) 計畫系統標記出至少 30%的專

案計畫是使用於性別平等的成

果。 

UNDP 著重在整合性別平等相關的專案組合、性別專

門的投資預算，以及女性限定的專案。辦事處至少應

有三分之一的專案，以符合辦事處視為優先的性別平

等成績。 

8) 國家計畫中至少有一個性別專

案。 

性別相關計畫需要大量資源。這類計畫不但專業性高，

且需要勞力、時間、訓練有素員工，以及此領域具有

分解和評估數據能力的資深性別專家。但因為核心資

源是有限的，辦事處應主動確認性別平等與其他資源

之配置。 

 

表 2-2 行政能力 

指標 指標說明 

2.i. 工作人員對性別主流化有基本共識 

9) 所有員工需完成聯合國發展計

劃署性別相關的線上課程。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應該要對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目標

和獨立、專業的性別平等有基本了解。線上課程不但

可滿足此需求，也是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修習的課

程。 

10) 將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性別平

等項目納入新員工的就職訓

練。 

新進員工需要在就職訓練中，就對聯合國發展計劃署

對性別相關之目標與任務有相當程度瞭解。辦事處的

就職課程應該已將性別平等之相關議題整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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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i. 辦事處對性別主流化有適當的技術與能力 

11) 擁有專業的性別單位或性別專

家。 

雖然各階層的員工都應該要參與性別平等的活動，還

是需要內部的技術能力來確保各活動的效率及影響

力。 

一個專門的性別專家或性別小組可以為專案單位提供

技術上的支持，並開發性別專門與女性特定的專案、

建構與婦權運動的夥伴關係和致力於塑造出辦事處對

性別的提倡工作。 

12) 專案管理人應對性別主流化或

性別平等概念宣導有豐富經

驗。 

在推廣性別主流化時，若所有經理人已對性別有基本

專業能力，將可達成有效率之管理。因此，管理階層

和性別相關領導階層需對性別議題有一定程度的認

知、辨認並處理性騷擾能力，以及聯結在地的性別議

題能力。 

2.iii 辦事處具備相關能力的策略性行動 

13) 辦事處有至少 10%的學習預算

編列在性別相關的學習活動。 

性別能力的建構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與結果。為了跟

上推廣性別平等概念所需的知識與能力，需要有規律

性的更新。辦事處中有一部份的學習資金應投入性別

相關的領域，有策略性的花費以作為辦事處收益。 

14) 辦事處過去 1 年內舉辦至少 2

場性別相關學習活動。 

透過在組織內組成性別相關活動來讓組織內的所有人

都能夠對此有興趣，對使性別平等議題保持重要性來

說非常重要。這些可以是影片、由從在家庭中體會到

性別不平等的男性或從相關組織來的女性做的報告。

這些活動都是有效又有趣的方式來創造出組織內的文

化。 

 

表 2-3 有利環境 

指標 指標內容 

3.i 在地化並實行職場性別平等政策 

15) 工作生活政策已確實告知所有員

工並實行。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工作生活政策，對促進性別平

等而言是非常重要之工具。不只可顯示兩性員工對

此議題之認同，並可確保在員工遇到個人突發狀況

或家庭壓力時可以配合工作做出彈性安排，使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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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獲得最高效益。 

16) 向所有員工告知性騷擾防治法並

實際施行。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政策完全無法容忍性騷擾。資深

管理人應確實向更高層級傳達此政策概念，避免發生

任何形式的騷擾和職權濫用，並由自身做出榜樣以提

供所有員工模仿、確認騷擾防治，尤其是監督單位、

對任何騷擾事件立即做出調查、保障機密性並感同身

受，並確保任何事件不會產生出復仇行為；同時與員

工溝通此政策，確認所有員工均完成此線上課程。 

17) 全部的員工都完成有關性騷擾的

線上課程。 

辦事處全部人員都必須強制完成針對騷擾、職權濫

用和職場倫理的線上訓練。 

3.ii 在地化並實行職場薪資平等原則 

18) 辦事處的性別平等策略及行動，

應同時包含性別薪資平等目標和

行動計畫。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致力於在各層級達到性別薪資平

等，並辨識薪資平等的「4R」（徵才、留才、用才與

育才）策略。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認為，薪資平等行

動計畫應包含有完整的人力資源政策、員工發展資

源、能力管理工具和培養潛在管理人的管道。 

19) 辦事處在面試新進員工時，應遵

守性別導向的面試守則。 

在招募新人時，辦事處應依照性別導向的選擇程

序，以確保新進員工和顧問對尊重性別的工作環境

有基本的了解、技巧和經驗。所有參與招募過程之

人員，亦應具備性別意識訓練以無偏見地完成招募

程序。 

20)   

3.iii 公開且可參與的過程 

21) 辦事處的重要決策組織成員達

1/2 性別比例原則。 

透過各項行動與決策中強制的平等參與率，創造女

性發展空間。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性別薪資平等政

策同時也代表著男性與女性在做重要決策時有平等

的參與率。 

22) 至少 75%的員工認為可跟管理階

層有誠實並開放的討論。 

標準設在 75%以使其反映出組織內的文化。 

23) 至少 70%的員工可以在職場表達

出他們的意見。 

若組織想成功推動性別主流化，擁有包容不同意見

和解決衝突的空間是很重要的。讓所有人都有機會

說出意見並加深對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把爭議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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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減少不必要的紛爭並可以專注在重要的問題

上，並提升彼此之間的共識。將標準設在 70%是希

望能夠反映在主要的組織文化內。 

   

表 2-4 知識管理 

指標 指標說明 

4.i. 發展並宣傳關於女性培力和性別平等知識 

24) 過去 1 年內辦事處曾出版、發

行或產出至少 1 個性別相關知

識作品。 

在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性別委員會中，包容、塑造和

刺激不守常規的思想是作為初步創新的關鍵。辦事處

應該要積極參與年度計畫、執行策略與溝通，並分享

他們從性別主流化中得到的經驗、觀點和課程知識。 

25) 總體而言，過去 1 年內，辦事

處員工曾對國內外的性別社群

做出至少兩個貢獻。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發展了知識交換與強化內部學習的

線上社群。互動式學習不應該局限於“特定”的性別，

在不同的議題實作區都有珍貴的性別學習機會，可藉

此和辦事處不同部門或不同社群產生共鳴。與各地的

倡議參與者一起進行線上討論也是可把握的學習機

會。 

4.ii 反映組織致力於性別平等和女性培力的溝通計畫和文件 

26) 辦事處的溝通計畫適當地將性

別平等議題整合在一起。 

各辦事處應發展出在地且具有溝通性和倡議性的性別

主流化相關計畫。這類計畫在考量時程和資源配置的

同時，也應考慮如何將性別平等意函內化為組織內部

共識，及創造具外部影響力的訊息與策略。 

27) 使用並推廣性別友善的用語。 辦事處的不論是內部和外部文件、溝通，以及所有聯

合國發展計劃署的宣導文件，都應該要使用性別友善

的言詞，並適當地反映出組織內對於性別平等的投入

程度。辦事處可清楚列出可使用和不可使用的性別友

善用語和詞句。 

28) 辦事處網站應可反映對性別平

等的投入程度。 

辦事處網站是民眾對該單位能見度最高、最方便且最

直覺取得的管道。因此，如何在網站上清楚呈現聯合

國發展計劃署在性別平等上的投入程度是十分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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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計畫/專案管理 

指標 指標說明 

5.i. 由全球性別策略和架構帶領性別主流化專案 

29) 國家性計畫文件(country 

program document) 應與 UNDP

所發展的性平策略計畫一致。 

UNDP 的性別平等策略的範圍涵蓋聯合國發展計劃署

的各個優先區域裡的性別分析，以及當中的性別代表

性。辦事處應遵守這些準則，確保性別平等的相關議

題在文件中獲得重視。 

30) 國家性計畫文件(country 

program document) 應包含最少

一個性別成果與適當的成果指

標。 

在國家性計畫文件，辦事處應和至少一個性別項目展

開合作。這類項目應以性別平等為重點，某些如「包

含性別平等」或「對性別平等特別留心」之類的詞

語，將無法被接受或採納。 

5.ii 在計畫執行週期內落實整合性別相關議題 

31) 相關計畫成果評估，應包括有

別於專案標準的性別檢視或性

別準則。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計畫準則裡已明列專案的性別主

流化標準，例如以性別觀點檢視計畫成果。 

32) 專案文件具備性別觀點的合併

指標。 

UNDP 的性別平等架構曾提供各個聯合國發展計劃署

優先領域的性別相關成果指標清單。辦事處應該要遵

守這些清單來確保計畫的進行和成果已融入性別主流

化。 

5.iii. 執行專案的性別平等潛能 

33) 辦事處有至少 10%的專案或計

畫是以性別平等和/或女性培力

為目標。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對性別主流化有兩種不同做法: 完

成性別平等和女性培力的計畫，和完成所有其他計畫

裡提及之性別平等議題。標準設置在 10%是為了反映

出明顯高於目前平均水準的表現。(目前平均值: 6%的

計畫共占 4%的預算比例) 

34) 辦事處至少有 50%的專案或計

畫可確保兩性有同樣的參與率

和/或利益相等。 

兩性的平等參與率是最基本條件。不只是女性，同時

也確保男性和女性有同樣的參與率和平等分配利益。

此標準設置為 50%是為了要反映需在平均水準之上的

表現。(目前符合標準計畫比例為 23%) 

35) 在國家性計畫中，辦事處發展

出至少一個性別跨領域行動。 

從過去的經驗裡，我們發現那些打破常規的創新方

式，多是由跨領域的合作促使而成的。來自其他領域

的觀點和課程可激發潛在的性別平等機會都浮出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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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跨領域的行動同時能增加工作夥伴在性別平等創

新參與方面的思考空間。 

 

表 2-6 合作夥伴 

指標 指標說明 

6.i  在性別平等目標上與國家關鍵參與者合作 

36) 在國家性計畫中，辦事處與國家

層級性別機制至少合作過一次。 

對於聯合國展計劃署來說，當地政府機關是非常重

要的合作夥伴。所有工作對應的行政單位，特別是

國家婦女權益機制和負責監督和回報千禧年發展目

標的行政單位，對性別平等相關的持續性對話和夥

伴關係都應該隨時保持。 

37) 在國家性計畫中，辦事處與關鍵

行政單位至少合作過一次。 

性別主流化需要將性別平等議題整合進所有的專案

和計畫中，且性別平等策略計畫包含了制定不同領

域的準則，以及性別成果指標清單。辦事處可與一

個或以上的行政單位建構堅強的夥伴關係以利日後

發展並直接獲得性別平等相關行政單位行動支持。 

38) 在國家性計畫中，辦事處與在地

女性組織至少合作過一次。 

女性組織具備實質知識和能力來完成性別主流化，

並可連結進入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辦事處與女性組

織的夥伴關係，範圍包括專注於任何在地關切的性

別特定議題，以及從組織的計畫及能力建構中吸收

專業經驗與知識。 

6.ii 在性別平等和女性培力中的跨機構合作中的系統性參與 

39) 在過去 1 年內對跨機關性別專題

小組(Inter-Agency Gender 

Thematic Group) 做出至少一個

實質貢獻。 

在實施「One UN」計畫的國家來說，UNDP 扮演協助

整合性別觀點、確保各項活動中可學習性別相關經

驗之角色。 

40) 在最近的國家性計畫中，和 UN 

Women 參與合作過至少一個活

動 

身為在聯合國系統中的有關性別方面的領導機構，

UN Women 對 UNDP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夥伴。辦事

處應與 UN Women 發展實質合作關係，以發展性別

目標。 

 

表 2-7 影響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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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指標說明 

7.i 發展對性別平等有重大貢獻之計畫 

41) 過去 3 年內的年度成果報告中，

提報至少一個「轉型改變」。 

年度成果報告(Results-Oriented Annual Reporting, 

ROAR) 在強化績效管理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2011 的 ROAR 期中回顧曾新增成效指標以掌握

UNDP 在轉型改變中的「願景」。辦事處應該要對他

們性別主流化的策略進行檢測，針對國家型計畫想

要強化的方向發展與改變。 

42) 辦事處在過去 3 年內，至少有一

次直接性的支持女性培力和/或促

進性別平等實例。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性別主流化策略，將在一般民

眾手中進行最終考驗。實踐性別主流化的過程需獲

得成果的支持以顯示其重要性。達成特定成果對行

政單位來說非常重要。辦事處在性別平等的貢獻應

同時獲得政府對應部門和民間社會機構的認可。 

7.ii 辦事處在性別議題上影響重大的公眾宣示 

43) 參加過最近國家性計畫中性別相

關議題的倡議活動至少一次。 

在全國建立性別平等的共識是性別平等策略 2008-

2013 的關鍵目標。在社會議題發展空間越來越飽和

的情況下，主動參與公共性別議題倡議活動對辦事

處也很重要，這有助於建立一個性別平等的公共共

識。 

44) 過去 1 年內，辦事處在性別平等

的貢獻在主流媒體上被強調至少

一次。 

媒體反應及塑造大眾想法，因此在媒體上能看見

UNDP 的性別平等措施可被視為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

宣傳形象，且可以表示出辦事處在媒體策略的成

功。 

 

綜上，UNDP 在發展性別平等認證時，不僅僅以單位的固定產出為衡量標的，而是擴及年度目

標、行動、對外連結與對內訓練、宣傳甚至是議題倡議效果等，都是架構於從上到下、從內到

外、參考實際平均值後的性別平等概念的基礎之上。縱使 UNDP 指標並非完全適用於企業，但

對於從事性平業務和性別主流化推廣工作的機關團體而言，相信仍提供許多創新思考的空間和

方向。 

 

第二節  歐盟打造性別平等企業手冊 

世界經濟論壇 2016 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6) 指出，全球性別差距在

「經濟參與機會」和「政治參與機會」兩方面仍持續擴大。此外，性別差距指標和人力資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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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強烈關聯性表示，充分運用女性能力將可增近該國的人力資本。9而在企業端，女性人才仍

然是現在企業利用最少的資源之一。 

就在今年，資誠國際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 針對想招募女性人才的企業

提出研究建議。PwC 在進行全球 70 國近 5 千位來自不同產業的人力資源工作者訪問後，發表

「Winning the fight for female talent: How to gain the diversity edge through inclusive recruitment」

調查報告。PwC 建議有意招募女性人才的企業，應打造多元且具包容性、重視工作生活的平衡，

以及提供性別平等發展機會的企業文化。10當企業有可見的女性職涯發展機會(例如女性高階領

導)、具備競爭力的薪資福利及彈性工作安排等要素，將更容易獲得女性人才青睞。 

因此，此節介紹歐盟出版之「Gender Equality in Your Company」應用手冊，除了一步步的教導

重視性平概念的企業如何在薪資、職涯發展或晉用上採取具性別敏感度的做法外，更提供可有

效協助企業追蹤人力管理方面是否已達性別平等做法的檢視表。 

此份手冊有別於前述 UNDP 體系以大量的性別主流化政策及性別平等策略為基礎，而是以企業

熟悉的管理邏輯為出發點，提出包含薪資差距、福利制度使用比例、在職訓練使用率等量化指

標，讓企業主能以實際數據作為未來性別平等方針或人力管理政策的參考依據。其中衡量的面

向包括有員工比例、職務類別、薪資差距、工時、福利使用比例、財務分紅、升遷頻率、在職

訓練比以及招募職缺比等。 

下列表格透過企業內的相關人力資料，除清楚掌握企業人力分布與分析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外，

更可藉由追蹤變化趨勢而進一步在數據和事實基礎上，檢視企業人力資源與性別平等政策的有

效性。以下簡述量表使用方式及建議釐清方向： 

1. 兩性在企業職務比  

在討論女性勞動參與障礙與工作權益時，玻璃天花板的關注音量從未消失。但若只觀察高階管

理者的性別比例似乎不夠客觀，若能清楚追蹤女性在企業各階段管理職比例及占女性員工占比，

對釐清企業人才升遷策略將更有幫助。 

下表可透過員工結構以比較男女性員工及其在公司中，不同工作類別/層級的比例。例如區分

管理類、財務類等，或是可使用公司現存分類系統代替。故各工作類別可基於公司層級，因公

司而異。  

表 3-1 兩性員工占比 

 工作類別 女性  %  男性  %  總共  

員工人數 (過去 1 年內平均，

或當月)  
          

                                                      
9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6/  
10 https://www.pwc.com/gx/en/about/diversity/women-at-pwc/internationalwomensday/female-talent.html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6/
https://www.pwc.com/gx/en/about/diversity/women-at-pwc/internationalwomensday/female-tal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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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高階管理人員           

類別：中階管理人員           

類別：基礎管理人員           

類別：基礎僱用人員           

類別：非正式人員           

…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高階管理層的兩性比  

 是否有何工作層級或類別為單一性別  

 是否越高層級則性別比例越傾斜  

2. 僱用合約種類  

企業與員工的僱用關係有許多形式。雖然從人力調度的角度而言，非定期式勞動僱用使企業擁

有較多的人力運用彈性，但不穩定的僱用關係不僅不利長期穩定的勞資合作和人才培育，同時

也削減勞工的保障權益。過去數據顯示，台灣女性從事部分工時的比例遠高於男性，女性從事

非典型工作的人數也呈現增加的狀態。11因此，檢視企業是否在僱用關係上有顯著的性別差距，

有助於釐清企業的人力僱用現況。 

表 3-2 兩性僱用合約差異 

  女性  %  男性  %  總共  

無指定限期合約            

定期合約            

兼職合約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男性或是女性所占兼職比較高  

 兩性及員工無指定限期合約比率，兩性何者有較高定期合約比率 

 兩性員工之合約種類是否有明顯不同  

3. 薪資及薪資差距  

薪資差距可能來自於年資、教育程度、職務以及工時等因素。12 但在釐清各項造成薪酬差異的

成因或是著手進行改革前，企業可先從兩性在同等級職務的員工人數比以及薪資比，理解企業

是否仍存在看不見的薪資差異盲點。 

表 3-3 兩性薪資差距 

                                                      
11 「性別平等資料庫資料應用分析案就業經濟與福利篇」，周碧娥，性別平等資料庫資料應用分析案，2017 年 2

月。「台灣非典型勞動的問題：趨勢與對策」，台灣新社會智庫，2010 年 8 月。 
12 「兩性薪酬平等議題-上」，李立璿，國際性別通訊第 17、18 期，2014 年 8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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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類別/職業  

女性總工

資除以特

定職位女

性員工總

數(女性薪

資平均)  

男性總工

資除以特

定職位男

性員工總

數(男性薪

資平均)  

女性平均

薪資與男

性平均薪

資的差距

(薪資差

距)  

占總工資

的百分比  
總員工數 

高階管理人員           

…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薪資是否有差距，若有，則男女差距有多大  

 是否男女的工作備受不同等的重視  

4. 薪資、薪資差異和工作差異   

表 3-4 兩性薪資差距 - 依管理職務分 

薪資組別 

(如:根據工作類別)  
女性  

女性百

分比  

員工百

分比  
男性  

男性百

分比  

員工百

分比  

高階管理人員薪資級距             

中階管理人員薪資級距       

基礎僱用人員薪資級距       

…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公司內工作職位是否分為男女性，以導致薪資及其他與工作有關的差距  

 薪資差距最大的是高層管理人員還是專員  

5. 個人獎金或獎勵  

表 3-5 兩性員工使用獎勵比 

  女性  
女性佔所有獲獎

金/獎勵的百分比  
男性  

男性佔所有獲獎

金/獎勵的百分比  

車子          

手機          

汽油費補償          

電話費補償          

其他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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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獲得什麼樣的獎金 。若需更徹底的分析，可在特定工作類別中比較類似數據。  

6. 工作時數  

藉由企業收集工時資料方式，企業可分析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數據，還能提供工作類別中，各

自可能出現的性別差距概況。此外，藉由下表交叉比對後，亦可分析兩性員工的工作時間組織、

薪資差距和職涯發展等，另可依工作職務類別交叉表列，有助於思考職務分配及兩性薪資差異

的合理性。 

 

6.1 加班(根據年度報告)  

表 3-6-1 兩性員工加班使用率 

  女性  
女性員工百

分比  
男性  

男性員工百

分比  

加班時間總

計  

基礎/中/高階管理者平均加班

時間 (以過去 12 的月平均為

例) 

     

兩性平均加班時間           

有支領加班費            

無支領加班費            

….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支付男女性加班費中是否有差異  

 從工作與家庭生活和諧的角度來看，比較男女性工作時間和夜間工作/待命時間較有用。  

6.2 男女性有薪休假日(根據不同假期類別)  

表 3-6-2 兩性員工使用企業福利比率 

有薪休假類別  
女性員工

使用天數  

女性員工

預計總天

數百分比  

女性員工

百分比  

  

男性員工

使用天數  

男性員工

預計總天

數百分比  

男性員工

百分比  

  

年假              

育嬰假              

…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兩性員工是否平等的運用他們的權利  

 公司福利是否平等的被使用，福利設置是否有性別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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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兩性職涯發展脈絡  

下表有助於分析兩性是否平等的分擔高階、較多責任的職位，亦可與表 3-1 和表 3-2 一同討論。 

表 3-7 兩性員工升遷及職務比例 

  女性  %  男性  %  總共  

升遷(至負擔更多責任的職位)            

職位類別            

…            

全部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升遷員工的男女比率 

 誰較常獲得升遷，男性還是女性  

8. 參與學習/訓練的兩性員工比  

為比較參與訓練的兩性員工及訓練有效性，企業可統計參與訓練的時間及花費，從中分析訓練

的時間、類別、內容是否仍有性別盲點存在，以及是否確切符合員工職務需求。 

8.1 訓練量  

表 3-8-1 兩性員工參與學習訓練比 

1 天/1 小時的訓練量 女性  %  男性  %  總共  

X 小時/天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企業所提供訓練，兩性參與比例是否均等 

 企業中兩性的學習/訓練份量是否成比例  

8.2 訓練花費  

表 3-8-2 兩性員工使用企業訓練成本比 

  女性  
參與訓練的

女性  
男性  

參與訓練的

男性  
總共  

訓練總花費(活動及

額外花費，例如可

包括住宿和交通等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是否平均投資訓練男女性員工  

 此訓練是否有助於職涯發展  



41 
 

比較男女性員工參與的不同類別訓練(如:語言、管理和職業培訓等)能獲得更完整的分析。 若

要確認訓練真的有助於男女性員工的職涯發展，應比對此數據與先前的表格。  

9. 兩性員工招募 

建議用涵蓋過去 12 個月或上一次招募的數據。  

表 3-9 兩性員工招募比 

  管理職  工作類別 I … … 全部  

女性          

應徵者          

錄取者          

應徵者佔比          

男性          

應徵者          

錄取者          

應徵者佔比          

應徵者及錄取者的性別分析有助於檢驗招募流程與準則，以達到公司內部男女性員工平衡，

減少基於性別的職業隔離。 

以上 9 類表格同時也協助企業整理 4R 策略成效(徵才、留才、育才與用才) ，以及檢視是否存

在以性別為人資管理策略之可能性。讓企業有機會自現有規範內消除基於性別的薪資差距、強

化兩性平等晉升管道，以及提高兩性平等的決策比例與福利措施等。 

另一方面，除了 4R，不得以性別歧視為考量基準的解僱，也應列入評估標準內。因此，本文於

此處另增列下表作為禁止性別歧視解僱之參考量表。 

10. 離職或解僱 

下表可透過員工結構以比較男女性員工及其在公司中，不同工作類別/層級的解僱或離職比例。 

表 3-10 兩性員工離職/解僱比 

 工作類別 女性(%)  女性員工(% ) 男性(%) 男性員工( %) 

離職員工人數 (過去 1 年內，

或當月)  
        

類別：高階管理人員         

…     

解僱員工人數 (過去 1 年內，

或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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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高階管理人員     

…     

此表格助於釐清及表明:  

 離職/解僱員工的男女比率 

 是否有何工作類別或層級的解僱/離職比例有性別傾斜 

參、 我國企業性別平等法規與措施 

接續前段介紹國際組織企業性別平等指標與規範，本章節將以國內性平主責業務單位及企業相

關法令與鼓勵瓣法為主，期藉由盤點我國主要推行性別平等策略的法規與企業主責單位獎勵措

施，形塑可供實際運用指標辦法之建議對照。 

第一節 我國公私企業性別平等獎勵辦法 

I. 促進性別平等相關獎勵辦法 

政府單位 獎勵辦法 目標與性別平等內容簡述 

行政院 行政院金馨獎 

(行政院所屬機

關推動性別平

等業務輔導考

核及獎勵計畫) 

引導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於擬訂政策、計畫及措施時能融入

性別觀點，主動創新推展性別平等措施、推動性別主流化、

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 CEDAW，積極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平等而訂定之。 

考核指標： 

(一)「必評項目」及「自行參選項目」： 

1.必評項目：包含基本項目、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CEDAW、性別主流化實施及加分、扣分項目。 

2.自行參選項目： 

(1)性別平等創新獎：由各部會(或推薦所屬機關)擇考

核期間所推動與性別平等相關，且具有績效之創新措

施或方案。 

(2)性別平等故事獎：由各部會(或推薦所屬機關)提出

近 2 年於推動性別平等的措施或方案過程中具有貼近

人民且感動人心的內容與事蹟者。 

(二)各項具體評量方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等，由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會商相關權責機關定之。 

勞動部 工作生活平衡

獎 

為鼓勵企業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打造正向支持的工

作環境，辦理「工作生活平衡獎」優良企業評選暨表揚，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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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肯定企業對員工的關懷與用心。另邀請獲獎企業代表，

分享推動「工作生活平衡」的創意措施，期透過熱忱與溫

暖的交流，激勵更多企業參與響應。 

工作與生活平衡包括工作、家庭與健康等三面向，企業得

參考下列面向之例舉措施擇一或全部參選： 

(一) 工作悠活組--工作自主與成就  

1. 彈性工作安排 

2. 優化給假 

3. 正向紓壓工作環境 

(二)家庭樂活組--家庭關懷與支持  

1. 母性保護友善措施 

2. 家庭照顧與支持 

3. 促進員工家庭關係與情感 

(三)健康快活組--身心健康與安全  

1. 員工協助方案 

2. 健康促進活動 

另訂定評選標準如下： 

(一) 員工需求導向(30%)：措施規劃以員工需求為核心，並

充分提升員工參與使用。 

(二) 有效性與影響力(30%)：推動措施具有執行成效，對員

工、企業及社會具有影響性與價值。 

(三) 前瞻性、創意與展望(20%)：推動措施理念具有前瞻性，

設計具創意巧思或結合企業組織特性，並提出未來計畫發

展方向與改善措施等。 

(四) 建立制度及推動機制 (20%)：將「工作與生活平衡」措

施納入公司規章或員工手冊、對外公布周知、負責部門主

管、同仁參與培訓、主管支持度、宣導方式及內部評核機

制。 

經濟部 經濟部工業局 辦理國家品質獎及卓越中堅企業獎，納入鼓勵企業營造友

善家庭之職場環境措施，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A. 國家品質獎全面卓越類：表揚企業、學校、機構、法人、

團體及個人在全面經營品質之推動具卓越貢獻者。對企

業、學校、機構、法人及團體之獎勵採分級制，頒給卓

越經營獎及績優經營獎，每屆合計以二十名為限。105

年甫核定新制之「國家品質獎」，已將「營造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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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納入新修訂評審基準檢視重點中，並自第 25

屆開始實施。  

B. 卓越中堅企業獎：為鼓勵企業積極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

境，第 4 屆遴選特於評選標準之「領導與經營策略」增

列「積極營造友善職場環境」，由進入複審之企業中擇

優選出營造友善職場優良中堅企業，計有 212 家企業提

出申請。 

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 

將「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納入獎項評選標準，影響每

年參選企業及得獎企業，加速其改善並重視營造性別平等

工作環境，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A. 國家磐石獎：透過表揚傑出中小企業，以促進中小企業

標竿典範之模式，讓獲獎企業的經營模式，透過全國性

的發表，塑造台灣所有中小企業互相學習成功的模式，

彼此激勵震盪，加速企業升級。 

於評審項目「社會責任」項下，納入「營造兩性平等與

分享之工作環境」評量指標。  

B. 小巨人獎：透過選拔表揚活動，評選產品在國際市場中

具高度競爭力、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健全，足堪為表率的

中小企業業者以玆表揚外，也期望藉由相關活動的舉

辦，彰顯擴散宣導示範的效果，進一步促進同業或異業

的知識交流。 

於評審項目「社會責任」項下，納入「兩性平等工作環

境」評量指標(第 19 屆計有 55 家企業參選，選出 10 家

得獎企業)。  

C. 新創事業獎：為營造優質創業環境，形塑台灣成為創業

型社會，辦理「新創事業獎」選拔活動，鼓勵青年、女

性及熟齡創業者(50 歲以上)，發展具備優質營運模式之

新創事業，樹立成功典範，提振創業家精神，帶動國內

創新創業之風氣，為經濟注入活水。 

第 15 屆新創事業獎將「企業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

納入新創事業獎評審標準加分項目中。 

經濟部能源局 節能標竿獎：為鼓勵公、民營企業及機構推動節約能源、

建立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並於夏月期間加強落實節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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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抑低二氧化碳排放及夏月尖峰

用電，特選拔並表揚節約能源績效卓越之公、民營企業及

機構。 

106 年「節能標竿獎」評選指標，「兩性節能參與」更改為

「營造性別平等的工作環境」。105 年共有 103 家廠商報

名參與，其中 16 家廠商或單位有女性主管或同仁參與節能

推動工作，占整體報名家數之 16%。 

金管會 公司治理評鑑

指標 

自 2014年起，為強化我國企業公司治理，提升企業自發性

改善公司治理的意願及行動力，持續辦理公司治理評鑑。

範圍包括有維護股東權益、平等對待股東、強化董事會結

構與運作、提升資訊透明度，以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等 5

項。其中「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指標列有 

3.32 公司董事會成員是否至少包含一位女性。 

3.35  公司董事任一性別是否皆達董事會席次三分之一以

上。 

上述指標皆以公司申報之內部人股權異動資料及公司自評

內容為依據。 

  

 

第二節 企業性別平等工作自我檢視 

在過去性別平等工作法尚未推動前，勞動條件法規中對性別工作平等的規範並不完整。以工廠

法第 24 條或勞動基準法第 25 條為例，僱主對於勞工不得因其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工作相

同、效率相同之勞工，不分性別，僱主皆應該給予相同之工資，即所謂「同工同酬」。然而這

類給予兩性均等工作會最低標準之規定，仍未有效提供積極有效保障。 

在性別工作平等法出現後，成為消極性的喝止兩性工作不平等及保障性別平等工作權益的重要

手段。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2005 年至 2015 年，短短 10 年間上升了 8 個百分點，推測與保

障女性平等工作權益的法規推動高度相關。因此，檢視性別工作平等法中有關提升女性工作平

等權益之規範，是要求企業提供兩性工作權益平等保障的最低條件，也是最直接的手段。 

2014 年適逢性別工作平等法推動 10 週年，眾多團體檢檢視推動成果後指稱，政府機關在落實

面仍有施行不力之處。然實際上勞動部為促進勞動基準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落實，已將性別

歧視之禁止、性騷擾防治與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納入勞動檢查項目。近來另設置企業的勞動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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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表與性別工作平等法自主檢查表，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10、11、13 至 21、23 條，列

為重點檢視項目。以下簡介建議之對照參考。 

 

法源與類別 法規內容 建議對照指標 

性別歧視

之禁止 

 

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7

條 

僱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

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

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

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

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1) 表 3-1 兩性員工比例 

2) 表 3-7 兩性員工升遷及職務

比例 

3) 表 3-9 兩性員工招募比例   

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0 條 

僱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

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應給付同

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

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

素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僱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

資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1) 表 3-3 兩性薪資差距 

2) 表 3-4 兩性薪資差距 - 依

管理職務分 

3) 表 3-5 兩性員工使用獎勵

比例 

4) 表 3-6-1 兩性員工加班使用

率 

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1 條 

僱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

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

而有差別待遇。 

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

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

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

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

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

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

力。 

1) 表 3-6-2 兩性員工使用企業

福利比 

2) 表 3-10 兩性員工離職比 

性騷擾之

防治 

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3 條 

僱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

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

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

示。 

1) 表 2-3 有利環境第 16 項指

標-向所有員工告知性騷擾

防治並實際施行 

 



47 
 

僱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

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三節 小結 

依據前揭指標及初步盤點內容，此處以不同機關單位為對象提出整理如下。 

1. 企業方面 

企業重視性別平等可獲得的效益眾多，而在成果展現之前，如何利用指標協助企業在

法規面、內部執行面提出可信賴的數據發展面向，即是本文依據前述回顧擬提供之重

點。 

長久以來，由於缺乏實際的統計數據支持，職場上的性別平等程度難以衡量，而性別

友善措施又因女性為主要獲益者的刻板印象(例如育嬰假或哺乳設施)，而落入企業性

別平等只在乎女性員工，又或者是再次強化女性身兼母職角色的藩籬。 

民間團體在 2014 年回顧性別工作平等法推動 10 週年時曾指出，性別平等的教材與研

究未獲得足夠重視，且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具體落實及強化企業僱主提供對應的權益與

保障概念，仍有努力空間。 

由於企業在工作托育、育嬰的福利措施進一步加深女性承擔此類則認的刻板印象，因

此觀察實際的福利與工作生活平衡措施的使用率、推廣男性職員的福利使用率等，將

有助於提倡企業內的性別意識培力，也增加福利利用率和需求性的討論機制。 

企業人資政策方面，第三章所整理 10 項表格，可完整對照至企業進行無性別歧視的招

募、留才、育才等人力資源策略，包括工作職務、員工訓練協助、薪資差距、福利與

利益關係者的性別比/使用狀況以佐證無歧視之人資使用、或是以追蹤離職率與工作績

效計算性騷擾的申訴成本。 

因此，在已有健全法規與勞檢制度的同時，如何進一步促使企業自發性營造性別平等

工作環境將是關鍵。性別工作平等法是確保兩性具有平等工作權益的最低保障，我們

仍期待政府於除推廣友善工作措施，能輔導企業在提供育嬰假和彈性工作之餘，進一

步將性別平等融入企業文化。 

2. 推動性別業務機關與獎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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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 性別平等標準適用對象包括有以推動性別平等與勞動條件保障為主之立法、政

策與行政單位，以及推廣性別平等倡議之民間團體等。在過去的相關工作中，性別主

流化是其主要參考依歸，目前已發展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分析等訓練。UNDP 此項

標準及適在性別主流化基礎下，深入且內化，發展以人為本的性平落時架構。因此，

對中央部會來說，UNDP 的 7 大要素可納入內部評估機制，包括對內要求員工的性平

知識專業度，對外部團體的連結推廣，並進一步跳脫以性別比例獲性別預算為參考的

框架。例如，在行政或立法單位層面，性別焦點團隊強調不應只有高階且資深的性平

專家，實際執行者、多元的參與和納入利益關係者均十分重要。地方政府則有別於中

央，以在地參與合作、人員性別意識培力為主要指標改進方向。 

(1). 對公部門表揚計畫衡量指標：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指標」 

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指標」以促進性別平等為目的，以 106 年性別平

等業務輔導考核指標為例，初步對照前述 UNDP 的 7 大面向共 44 項指標與企業量

表，發現填報數據已包括：表 3-1 兩性員工比例、表 3-7 兩性職涯發展脈絡與表 3-

8 兩性員工參加學習訓練比例。 

另，質性標準上也已涵蓋 UNDP 性平認證指標的「管理責任制及運作完成度」、

「活躍且有效率的性別焦點小組」、「適當的性別主流化資源」、「辦事處對性

別主流化有適當的技術及能力」、「辦事處具備性別能力建構之策略行動」、「在

性別平等目標上與國家關鍵參與者合作」以及「辦事處在性別議題上有重大宣示」

之檢視。以上多項指標集中於「性別主流化管理架構」、「行政能力」、與「合作

夥伴」等三大類，而「有利環境」和「影響力評估」兩項則有再參採空間。 

(2). 對私部門表揚和認證計畫衡量指標： 

i. 勞動部辦理工作生活平衡獎項以呼應我國性別主流化工作及提倡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促進工作平等措施，分別從工作、家庭與健康等三面向鼓勵企業打造

正向工作環境，自 2013 年開辦以來推廣成效良好。其中評選機制部份強調員

工需求導向、有效性、制度性與宣導評估等，或可以表 3-6-2 福利使用比例以

佐證員工需求導向及該措施具性別敏感度；有效性及宣導評估方面，建議可

酌參影響力評估在公眾或內部重大宣示及相關倡議活動之認定建議。 

ii. 經濟部在引導企業理解國家政策一向不遺餘力，上述獎項之「營造性別平等

的工作環境」方面，評選內函包括友善職場措施、員工管理與員工福利、董

監事比例原則等面向。然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除第四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

第二章性別歧視之禁止與第三章性騷擾之防治，表 3-2 兩性僱用合約差異、

表 3-6-2 兩性員工使用企業福利比、表 3-7 兩性員工升遷與職務比例，以及表

3-10 兩性員工離職/解僱比例等，可作為企業施行辦法外，增列輔助參考之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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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專家座談暨落實性建議 

國際勞工組織於「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Trends for Women 2017」中總結，在達成

永續發展指標 Goal 5 Gender Equality 的途徑中，必不可忘工作職場的平等，且建議在改善勞動

市場的性別落差時，提升職場的性別平等條件將是關鍵。另一方面，國際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

在「Women in Workplace 2016」也中不斷強調，企業內的性別多樣化措施將有益兩性員工的勞

動投入與認同。 

 

因此，欲提升企業乃至國家的性別平等水平，除增進大眾對女性權益與性別平等概念，政府與

私部門的相互合作亦不可或缺。前述內容已綜整鏡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和歐盟兩大國際組織所提

報告，分別從執行性別平等業務機關和企業角度出發，提出兩種不同層次的性平標準再思考作

為後續推動性平工作之檢視。為增進國內落實措施並廣納專家學者意見，以形塑具體政策建議

及執行步驟，特於 8 月 21 日辦理專家座談會議，就教實際應用與落實性評估討論。 

第一節 專家審查暨座談會摘要  

- 黃煥榮副教授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為了解決企業性平問題，我們應從不同利害關係者來思考。性別平等的推動應與國際脈動

一致，因此從國際組織以檢視國內作法是需要的。但從宏觀角度來看，公部門推動性別平

等政策如三分之一比例原則時並無爭議，這是因為公部門對於性別平等價值有一定共識，

且民主價值讓性平概念得以順利推行。但類似的推動辦法若放入企業施行則有調整的必要。

即使前述報告提到的辦法方向正確，但受限於在現有研究對積極提升女性領導比例對公司

獲利的結果未有一致說法，在企業決策多以營利本質為出發點時，非強制性的認證或是政

策工具的選擇就有再思考的必要，因此，公部門的性別平等工具和私部門就必須有所區別。 

我國性別主流化已有 10 多年歷程，在這些歷程中如性別統計等工具，可保留並引用至企

業中。因此，臺灣要推動企業認證前仍有一段歷程要走。我國公部門的資訊揭露及資訊透

明的工作做的十分到位，但企業私部門的資訊公開程度則可在加以強化，過去上市櫃公司

的財報的董事成員揭露並不包括性別，但這類資訊是粉重要的。企業很多資訊部公開且無

性別意識，部理解性別對企業的運作有騎腳色重要向，因此要求公開資訊即給企業一種無

形壓力，例如食品成分揭露使製造商減少糖量或熱量的組成，而資訊透明的揭露也可在推

行認證前，讓企業先有自我檢視機會。因此，性平的推動應有階段性。首先步驟可從公司

治理原則的資訊揭露開始，在來推行認證，最終再以性別比例原則為最終法規限制。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最低標準包括有性別歧視禁止和性騷擾防治，除了防弊，近一步應以興

利作法以降低推動性別平等概念的爭議性。政府部門的相關機構參與的確很重要，除文中

所提經濟部、勞動部外，金管會掌管國內重要上市上櫃公司，雖然國內有許多中小企業，

但大型企業的示範作用的擴散效應更大。金管會的公司治理評鑑，公司治理關注在高層，

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則是保障基層員工，如公部門的帶頭示範作用一樣，期待可從董事會結

構的改變，將可對整個組織的結構產生改變。此外，這類的高層結構的改變欲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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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從評鑑指標的加強權重來強調政府的重要政策方向。另外，報告的公司員工表格不見

得讓公司願意揭露，因此，這部份也是可以從公部門對企業的統計和調查掌握來進行，就

現有公部門的統計數據來羅列企業可揭露指標。 

最後，性平會推動的女性經濟力提案，包括女性領導比例的提升，或是性別工作平等法，

這兩個方案的層次與對象就會不同，因此，釐清推行的優先重點將更有助於未來的推動效

果與方向。 

- 天下雜誌洪渼涓總監 (籌辦企業社會責任獎) 

推動企業性別平等是一項欲速則不達的工作。法令是現行工作的最低標準，以企業角度而

言，在 CSR推行時就以實證數據證明 CSR具正向的營利營運收穫，必須以正面案例的方式

來進行概念推動。在一個新價值觀尚未水到渠成之前，以法令的強制限令，在此企業營運

艱峻的時代背景下，現階段可能由於營運壓力的增加而無法達成預期效果。因此，進程的

合理性也是政策或價值觀推動的關鍵。 

在過去進行公司治理和 CSR 的評比中，近 10 年的推動經驗裡並未關注到女性董事成員和

女性領導力比例。但企業的性別平等以資訊揭露作為起步是個很好的手段，即使一開始無

法一步到位，無法一開始徹底或完整，但至少困難度較低，在無法有足夠資源加以檢視剖

析之前，可藉以塑造一種自我要求的氛圍。而認證則是正面表列，CSR的報告書的提列，

並不是百分之百的達到高標準，但延續性的檢是將有助於自我時間與規劃。正面的文化包

括揭弊和鼓勵，台灣為中小型企業為主，結構也以男性為主，故循序漸進的文化及以資訊

揭露作為氣氛營造的手段，讓企業最終可接受性別平等為投資而非花費費用的概念。 

- 工研院張淑櫻副組長 (2014勞動部工作平衡獎) 

以企業人資的執行角度而言，性別平等的指標必須先建立才能讓企業有跟隨的標準，且標

竿企業的存在與文化價值的塑立也很需要。包括經濟部等事業單位或縣市政府，提供企業

相關的補助獎勵多以為中小型企業為對象，但若可在補助評分中將性別平等指標以正面加

分的方式與以獎勵，可有共明顯的效果。因此，指標的先行提出是必要。但另一方面，由

於國情差異，台灣女性婚後產後的工作機會與就職比例無法和歐洲甚或是北歐相比，但女

性在經濟條件獲得保障的情況下，才有自主選擇的餘地。去年所提的多元工時可讓更多女

性回到職場。即使是約聘或是臨時人員，在經濟條件獲得保障的前提被滿足下，女性的聲

音與未來發展潛力才能被看到。 

工研院因為是研究機構，性別歧視的狀況並不明顯，但若有指標出現，大家就會自動朝指

標前進。性別平等的分數很難給企業評分，但單一且具體的指標，可以引導文化的發展方

向，也可以讓政策有明確的強調方向。以工研院來說，因為產業僱用員工的畢業科系本身

以男性為多數，但高階女性比例並沒有較低。以企業來說，如果兩性可以在績效面表現相

同，企業並不會有所偏好，且女性的保護政策某方面可能使男性占在不同的競爭基準，或

是限制了女性的競爭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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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惠 (女性企業主代表) 

優秀且具備特殊技能的女性，經過職場磨練後一定有被拔擢的能力與機會，但意識形態的

強調並不合適企業的晉升選擇，中階主管的培養本身具有關鍵作用。二度就業女性因為離

開過職場，年資因為無法累積，因此實際可從員工到中階到董事會，並沒有做為正式且具

制度的管道，因此脈絡的養成很重要。 

 

第二節 推動企業性平概念之建議步驟 

本文以企業性別平等標準的再次討論為目標，參考來自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與歐盟兩份報告，提

出包括以區域和國家整體為推動角色，或是以企業為出發點，兩種不同層次的性平標準再思考。

擬藉由此初步介紹，拋磚引玉的邀請來自公私部門專家，就教可實際應用與落實性評估討論後，

歸納落實性建議如下:  

1. 以資訊揭露開啟階段性的企業性平辦法 

性別平等的推動是一個跨越層級組織的重要課題，在這項性別平等運動裡，不只有策略性

的監督與制訂需要關注討論，吸納更多機關團體參與宣導和實踐同樣不可或缺。以企業實

施性別平等為目標前，需先釐清政策的推行對象以及不同時程的階段性目標，如前專家所

建議，在推動辦法上，企業資訊揭露即可作為不引發爭議的做法之一。 

從資訊揭露開始到最終的性別平等，是一種文化的潛移默化的過程與結果，並非一蹴可幾

之政策。例如推動一例一休或禁香政策的兩種對比方式，因此，政策方向正確的前提下，

以平穩的推行方式、分層次的推動策略，將更有助於企業平緩的將性別觀點內化為企業政

策。 

短期來說，金管會要求上市櫃公司揭露經理人性別即為第一步，部會還可增列相關資訊，

如兩性薪資差距、女性雇用及升遷比例等數據揭露行為，列為企業獎助條例辦法。再者，

效法經濟部工業局以園區和輔導企業為對象，實地訪談後編撰性別平等實施參考的案例手

冊，當企業想進行具性別意識的管理辦法實，就是很好的參考和推廣工具；  

中長期上則可比照工作生活平衡獎、企業社會責任獎與性別平等標章概念，將國際間企業

性別平等之趨勢及觀念導入現有的企業核心，主動邀請企業參與相關標章認證，並給予專

業輔導與協助；另方面，由於企業營運方針多以利益導向，故發展研究以支持女性留任與

晉用對企業利潤及成長有明顯幫助的實證論點，創造實際誘因以激發企業的自我驅動力。 

2. 以大型企業為對象，建立企業如何實施性平辦法之示範作用 

延續前項建議，將大型企業列為首要推行對象，除企業擁有較豐富資源且對國際趨勢掌握

較深外，上市櫃公司需受金管會公司治理評鑑列管，可從經理人性別比例開始逐漸增列相

關項目。另一方面，大型企業具有標竿及影響產業風氣之領導作用，且彼此間多以同儕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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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與曝光方式，表達對企業核心議題之重視。因此諸如媒體揭露報導、連結企業核心價質

與績效表現等，都是從大型企業著手的相對優勢。 

然而，國內企業結構以中小型企業為多數，大型企業雖可帶頭實施以啟發中小型企業效法

模式，但實際做法不一定適用於中小企業生態與競爭環境。此時仍須由專家輔導與前述案

例手冊，作為由點到面的推廣工作時的參考工具。 

3. 在地化及可近性的適應性指標調整 

國外的指標範例如何在國內背景與企業結構中，找出合適的推展階段與策略是借鏡國外政

策實的重要調整。因此，依據國內專家學者建議，可先設定階段性的性別平等目標與推動

對象，例如大型企業的女性高階主管比例為第一階段，典範標竿的宣傳與塑造為第二階段，

最終以法規推動為最終目的。 

在微中小企業方面，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於企業補助獎勵辦法中，依獎助標準及目的

後列出性別平等加分項目，以正面表列方式以降低企業壓力及反彈力道，並進一步成為企

業聘僱、晉用及相關政策之參考。此時如已建立起大型企業的典範作用下，還可達塑造企

業文化之趨勢。 

最後，此處亦呼籲政府結合現有鼓勵性別平等之政策，以性別統計等已具效果及經驗之性

別主流化工具，作為輔助參考以避免倡議流於形式，此外，持續性的研究追蹤及統計數據

是檢視政策成效的有力工具，政府應善用政府資源與資料蒐集的優勢條件，定期檢視企業

性別平等調查，作為公共討論與政府施政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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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康與經濟參與：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 應用推廣 

陳羿谷(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1 

壹、研究主題及背景 

二十餘載以來，APEC 各經濟體殫思竭慮，著眼於貿易、投資、中小企業等範圍並

逐步擴大，力求透過具體政策與創新方法強化區域發展，成為國際社會中舉足輕重之經

濟合作論壇。1996 年以降，APEC 開啟婦女與性別議題的系列討論，於 2013 年 APEC

領袖宣言第 20 段更言明經濟包容性對於企業表現和經濟繁榮至關重要，且允諾將性別

因素納入 APEC 各類活動的優先事項2，推展迄今而未有中輟，則為女性與跨領域合作

奠定備受重視之基礎。 

然而在數年的努力下，亞太地區女性的經濟參與程度仍未臻理想，究其原因乃是囿

限於各類形式與結構的障礙，包括性別差異或健康條件欠佳，致使女性長期處於不利地

位；以甲狀腺疾病為例，其對於女性的影響，遠比男性高出 8 至 10 倍之多3，且心血管

疾病也是女性的主要死亡成因，卻普遍被認為是男性的疾病，從而於社會觀念、初步診

斷、治療選擇和臨床照護等方面，往往側重在男性健康需求的研究，有待更為細緻的性

別觀點重新檢視。另一方面，亞太地區諸多國家逐步面臨人口老化、勞動力流失的衝擊，

不僅高齡人口從 7％增加至 14％的時間約莫為 15 到 25 年(圖 1)4，且由於氣候變遷、大

環境條件異動，從而導致傳染性/非傳染性疾病的危險因素有增無減，此即彰顯人力資

源與健康相互影響的重要性；如何以明智的政策與解決方案突破瓶頸，亦成為亞太地區

尋求經濟成長致勝關鍵的嚴峻考驗。 

囊括近半人口的女性，若無法充分參與發展、貢獻才能，則開創卓越與先進的亞太

地區或恐難以克竟其功。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綜

整資料5，全球迄今仍有將近 8 億 6,500 萬名女性，包括：從事非正式、不穩定工作者、

身心障礙者以及移工等，不僅尚未在正式經濟體系中有所發揮，且往往置身於未受管制

的工作環境，對於健康形成慢性或無可挽回的傷害卻鮮為人知，也容易成為各種暴力行

徑下易遭忽略的受害群體6。再者，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引述

                                                      
1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諸多先進賜教，此版本乃依據 2017 年 10 月 19 日審查建議刻正修改中，尚未定稿。 
2 2013 The 21st APEC Economic Leaders Declaration: …the economic inclusion of women is critical for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in acknowledging the cross-cutting natur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y…promoting efforts to integrate gender considerations across APEC activities as a priority… 
3 Office on Women's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5). Thyroid Disease Fact Sheet. 
4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 7%時稱之「高齡化社會」，達到 14%為

「高齡社會」，若達 20%則屬「超高齡社會」。World Bank (2016). Live Long and Prosper: Aging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 
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a). 10 Keys for Gender Sensitive OSH Practice – Guidelines for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7).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for wome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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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管理顧問公司「博斯(Booz & Company)」的研究7，若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至各國

內之男性勞動參與之水準，將可分別於中國、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再行提高 5%，以及

於日本提高 9%，實力不容小覷8。 

職是之故，APEC 健康工作小組(Health Working Group)、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及人力資源工作小組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於 2014 年起共同推動「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期以具體可行且可量化的方式，促進女性全面參與

經濟，此舉不僅需要連結 APEC 各經濟體的勞工、衛生與性別部門官員、私部門、學術

界與其他利益相牽涉者，以積極行動支持性別平等與女性經濟賦權，更呼籲應聚焦於關

鍵問題並形成政策工具且善加利用。此後，於 2015 年完成初步資料彙整並形成政策知

識工具包，其目標便是協助女性提升健康狀態以增進勞動參與，且分別針對：工作場所

健康與安全(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健康覺知與取得服務(Health Awareness and 

Access)、性與生育健康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性別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等五大主題領域進行分析。 

此外，2016 年 APEC 總主題「優質成長及人力發展(Quality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同年度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關注於

「達致包容性成長的經濟照護制度(Economy care systems to break down barriers for 

inclusive growth)」、「因性別暴力所付出的代價(Cost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 2017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論壇主題之一「促進

性別平等達致包容性成長：使所有女性皆能獲得醫療保健照護(Promote gender equality 

for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all women are entitled to health care services)」，足見其相當

程度地呼應促進健康、提升經濟力的重要性。 

經濟成長、女性就業與包容性密切相關，經濟的成長與穩定係女性獲得機會的必要

條件，而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程度亦為實現經濟成長與穩定的重要環節，則包容性

的實踐便在於體察女性勞動參與的特性、翦除限制女性潛能全面發展的不利因素。我國

刻正面臨社會結構的消長變化，而影響人力資本的主要因素，正是教育和健康；教育為

國家百年大計毋庸置疑，健康則不僅止於身心無恙，更涉及整體環境的穩定完備；伴隨

著新科技的一日千里，雖然形成更為便利的生活，卻也導致各項產業與經濟模式面臨速

度、範疇與系統整合的挑戰，無論是創業或因應風險的敏捷度、技能的學習與提升、法

規與標準的變化修訂，首當其衝者便是全球勞動力的替代或精簡。女性如何在轉型的浪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Women, Work, and the Economy: Macroeconomic Gains from Gender Equity. 
8 Aguirre, DeAnne, Leila Hoteit, Christine Rupp, and Karim Sabbagh (2012). Empowering the Third Billion. Women and 

the World of Work in 2012. Booz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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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中，維持健康、避免競爭力衰退，且受惠於社會公平正義而共享榮景，亦值得深思。

本篇研究專題擬參考該政策知識工具包的觀點，輔以師法優秀範例，串連性別、健康、

人力資源發展等議題，期針對：(1)國家政策下所投入醫療保健、勞動環境、防治暴力、

促進安全等服務的盤點；(2)公私部門挹注資源，其選擇、取得或替代對於性別可能造成

的影響；(3)不同群體對於促進健康所面臨的困難或差異；以及(4)公私部門如何相互協

力以蒐集數據並規劃後續發展等項目提出建議，重新思考人力資本的大勢所趨及合作

方向，並從促進性別平等與經濟發展的觀點，以長遠的眼光關注健康議題。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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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政策知識工具包觀點研析 

維護健康與發展經濟皆為提升國力之根本，相關獨立論據亦所在多有，其重要性無

需贅述9；而扣合兩者之相互作用的聚焦討論，則可溯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 1993

年的「世界發展報告：投資健康(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Investing in Health)」，

不僅提及健康係社會與經濟成長的關鍵，其研究結果更強調應採取的政策方向10：(1)形

成有利於改善健康的環境：確保經濟弱勢族群增加收入、擴大對於學校教育和女孩的投

資，以及透過法律/政策提升女性的權益與地位；(2)調整醫療衛生相關支出：解決傳染

性疾病、環境污染的外部風險，將健康狀態視為生產性資產(productive assets)並藉由機

制合理分配；(3)促進多樣化與競爭：強化民間單位的參與程度，以制度化的措施鼓勵其

提供醫療衛生方面的設備與服務。 

爾後於 1994 年的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本於社會正義的核心價值，著眼在性別平等、性與生育健康等議題，相關

成果形成聯合國人口基金組織(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的指導原則11、1995 年在

北京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宣言和行動綱領，其分別載列生育衛生和婦女健康之

定義，更造就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問世12。時至今日，達致

良好的健康狀態已然超越其目標本質，更持續反映在勞動條件、教育程度、年齡結構、

性別觀點等各項討論當中，從而連結經濟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健康權的實現與國際人權憲章中所載述的各項權益密切相關，包括：生命、自由、

獲得食物、住房、工作、教育與身而為人的尊嚴，以及不受歧視的平等；且健康權包括

多方面的社會經濟因素，對於使人民享有健康形成基本而關鍵的影響，諸如：食物和營

養、適當的衛生環境、安全而有益健康的工作條件等13。 

再者，2015 年 9 月於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正式公告《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並在隔年生效，其聚焦於 17 項目標(Goals)及

                                                      
9 以健康權為例，其相關論述至少包括：《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25 條第 1 款、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 12 條、《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第

5 條(e)(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第 11 條第 1 款(f)和第 12 條、《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 24 條。此外，區

域性的人權文件也對於健康權有所著墨，例如：《歐洲社會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第 11 條、《非洲人權和

人民權利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第 16 條、《美洲人權公約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

利領域的附加議定書》(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Area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 10 條等。 
10 World Bank (199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11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4).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1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13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000). Substantive Issues Aris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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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則細項標的(Targets)，以此奠定全球公私部門長期合作的使命，對於促進平等及權

益的強化，不僅展現重大且審慎的承諾，其宏觀願景亦彰顯當今快速轉變的社會環境實

已與跨領域觀點密不可分，而反映在革除貧窮、消弭飢餓、確保健康、性別平等、尊嚴

勞動等廣泛而相互關連的目標，並架構出關鍵且具備包容性的議題維度14。 

另一方面，社會通念常認定疾病所造成的危害並無差異，且無論女性或男性皆有罹

患相同疾病的可能；但由於社會和生物因素，女性與男性實則暴露於衛生保健層面不同

程度的風險，附加以女性長期面臨性別歧視、缺乏教育及暴力等不利條件，導致在尋求

醫藥衛生或預防疾病的協助時仍困難重重。更進一步就大環境而論，例如：已開發國家

與開發中國家在 2013 年的孕產婦死亡人數，其差異懸殊竟達 19 倍之多15，相似情形不

勝枚舉，從而引發各界重行探索健康程度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而性別觀點不啻為

嶄新且實際的切入點，以尋求更為細緻的分析角度。 

「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始於 2014 年由

美國發起並在 APEC 數個工作小組進行跨論壇倡議，其總體目標係編撰同名政策知識

工具包(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 Toolkits)，藉此識別女性獲取並保持健康、參

與經濟活動時所涉及之五大主題領域，進而兼具由消極層面探討環境障礙如何導致女

性退出勞動力市場，更以此從積極層面追求職場安全條件與女性健康程度的整體強化，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降低女性失業率與請假/缺勤等無法工作的情形。而該倡議雖然

並未能對於「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提出詳盡而

完整的定義，但綜整前述之精神，至少可梳理出：(1)藉由保障與提升女性身心健康，從

而促使經濟成長之可長可久；(2)型塑一個沒有歧視、剝削且有助於女性健康發展的經

濟狀態等相輔相成之理念。以下則由國際趨勢及 APEC 區域需求，簡述各問題領域之主

要脈絡： 

一、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咸認為無論女性或男性，倘若皆能全面參與勞動力市場，該國之經濟成長將邁向樂

觀蓬勃便屬指日可待。儘管如此，在數十年來的積極發展後，APEC 各經濟體舉凡：印

尼、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與菲律賓的女性，其勞動參與率仍與該國男性相差 25 個

                                                      
14 於本文所探討之範圍，即涵蓋：(1)目標 1：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2)目標 2：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End hunger,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d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3)目標 3：確保健康的生活，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4)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強化婦女及女孩的權能(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5)目標 8：促進持久、包容與永續的經濟成長，以及充分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使人人獲致體面的工作(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6)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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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點以上16，且即便女性勞動者約莫為世界勞動人口的四成，但仍以庶務、輔助性質

居多，擔任管理職務者比例較低17。  

何以就業或投入勞動力市場有其重要性？溯其本質，或可彰顯成就與施展抱負，但

往往更實際反映個人的主要收入來源，以及由此支應日常生活所需而達成身心健全與

滿足；亦即，參與勞動之所得與平等密切相關，並參照社會條件等外部因素，而足以使

受僱者及其家人享有社會保障、衛生保健、教育和基礎的生活水準，亦包括食物、飲用

水和衛生設施、住房等費用18。然而，執行業務時所潛藏之不同程度的疾病、傷害或風

險，亦不應輕忽怠慢。依據國際勞工組織在 2009 年的調查19，1998 年至 2008 年間，全

球每年約有 3.3 億人遭受工傷事故，與執行業務直接相關而失去生命者約 200 萬起案

件，但該等數據仍可能因為各國不盡相同的政經情勢或法治素養而有所低估。一旦發生

職業傷害或疾病，相對應的損失必然隨之而來，不僅使受僱者及其家人陷入困頓，雇主

也會因為責任追究與生產力降低而必須付出一定程度的代價。 

在可知但不可測的風險與挑戰面前，生命更形平等而脆弱；關於職業安全規範的內

容，常攸關如何控制明顯而立即的危害，因此著眼於建築、伐木、採礦等以男性為主導

卻鮮少有女性參與的行業，從而推斷女性因職業災害所導致的死傷必然遠低於男性，但

該等推論實則忽略幾項考量。 

首先，當前職業安全與健康(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所相對應之法令規

範、判斷標準、暴露於有害物質的限制，以及職場機械器具之裝配條件等，仍如同前述

以男性人口為標的，長年以來並未獲得大幅度的檢視與更新。而絕大部分的女性勞動者

存在於製造業、農業、醫療業、服務業等20，與之相關的職業傷害或疾病卻甚少受到細

緻的觀察與分類21。除此之外，許多女性服務於職業健康安全管制較少的非正式部門，

                                                      
16 請參閱附表 1：2015 年 APEC(我國以外)各經濟體 1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數據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15).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Labor Force Structure. 圖表為自行整理。 
17 IFC (2013). Investing in Women’s Employment: Good for Business, Good for Development. 
18 至於平等的實現，則需透過客觀評價，包括所需具備的技能、履行的職責、付出努力的程度，以及工作條件，

且必須擺脫性別等因素所造成之直接與間接的歧視。The ILO 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No. 100, article 

1 (b).以及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016). The right to just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3. 
1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9). Providing Safe and Healthy Workplace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20 製造業的女性常暴露於灰塵、化學物質、噪音，以及重複而單調的操作流程，長此以往便容易導致肺部疾病、

聽力受損、肌肉骨骼傷害；農業中的女性在缺乏衛生教育及安全配套措施的狀況下，亦有中暑、操作機械事故、

寄生蟲、農業化學品/農藥中毒等風險，且殘留於女性體內的農藥往往引發不孕、早產、死胎，甚或透過哺餵母乳

將危險移轉至下一代；醫療業與服務業的女性，則可能需要長時間站立、輪流排班，對於懷孕或長期生理時鐘混

亂的女性而言，其身心健康是否形成影響，包括流產、罹患癌症、不規則的月經週期、胃潰瘍、失眠、高血壓與

心臟病等；另外諸如美容美髮業亦屬女性居多，則可能因為長時間站立與雙臂懸空容易導致肩頸、背部及腿部疲

勞痠痛，嚴重時可能造成脊椎變形，此對於孕婦而言相當不利，以及接觸各類藥水等化學產品或造型器材，若未

徹底清潔將使皮膚產生病變或細菌感染等，皆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 
21 加拿大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政府於 2017 年 4 月初基於性別平等與人權考量，修改勞工賠償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ct)以禁止雇主強制女性員工穿著高跟鞋上班，新聞內容請見：http://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

http://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high-heels-code-bc-1.406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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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在酬勞與保障方面亦相對不利，於此未考量女性因生理、體型上的差異所遭遇的職

業傷害或工作壓力，則更無從瞭解22；而企業主若在性別意識、勞動安全缺乏充足理解

或因事業態樣/規模而未受強烈監控者，則在危機處理及採行預防措施的妥適性，或恐

難以成為其最重要與最優先的考量。 

另一方面，即使國家具備強大的數據統計體系，欲蒐集、計算職業傷害與疾病的相

關資料仍有其不易，原因係受僱者可能會擔憂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造成勞資關係的破

壞，企業主也欠缺主動揭露事業內部真實營運情形的意願，致使職業傷害非但難以詳加

定義，在判定因果關係時亦有其複雜難解，是以尚未浮現於檯面的黑數必然存在。在「健

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推行前，尚無以全球或

APEC 規模為主之職業傷害與疾病的性別統計23；就現況而言，即使著手蒐集以性別為

分類基準的職業傷害與疾病數據，然而包括：(1)各部門勞動者遭遇職業傷害或疾病的

總人數、類型與性別比例；(2)懷孕女性於工作時受傷、罹病或死亡的情形與其因果關係

的判定；(3)賠償制度的流程與設計是否帶有性別歧視與偏見；(4)職業傷害與疾病類型

及與之相對應且可真正獲取的損害賠償等分析結果，在諸多國家與經濟體仍是付之闕

如。 

綜上，女性於工作環境中所面臨的風險和健康議題、職業傷害與疾病的勞動條件檢

查、受災後的復健診斷、達致損害賠償制度的公平而免於遭受歧視、協助勞動者培訓技

能以重回職場的計畫，皆需要透過性別觀點詳加評估其影響性與實益。 

二、健康覺知及取得服務(Health Awareness and Access)  

從生物學與社會學觀點，探討病症如何形成對於女性的風險，以及對於不同性別所

可能致生的差別影響，為該知識工具包所關切的面向；首當其衝者，便是非傳染性疾病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NCD)的相關研究。依據該倡議的發現，非傳染性疾病在

APEC 各經濟體係重大的公共健康議題，且深刻影響女性的勞動力。其癥結在於倘若發

生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民眾理應得以在充足的宣導下提高警覺並注意衛生；反之，非傳
                                                      
columbia/high-heels-code-bc-1.4060983(最後瀏覽日期：2017.08.31)；以高跟鞋修飾身材雖有助於視覺形象，然而更

容易造成意外傷害(腳踝扭傷、疲勞性骨折)與慢性物理傷害(拇指外翻、膝關節與脊椎退化)；我國目前相類之性別

統計與研究較少，依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現有資料，並無穿著高跟鞋所引起的職業災害案件，多為長時間站立而

罹患足底肌膜炎所認定之職業病；以及 2005 年王姓女學生於知名飯店擔任服務人員時，因主管要求必須穿著高

跟鞋上班，附加以工作環境缺乏防護設備而於廚房外的斜坡摔倒兩次、撞擊頭部，引發臚內出血而死亡，該案經

當時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判定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勞工保險局亦以職災死亡給付，然業者堅持不予理賠導致

雙方纏訟數年之憾事。 
22 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家務幫傭者，因應雇主家庭生活作息而長時間提供服務，往往在勞動環境、職業安全、生活

居住條件、文化信仰等方面遭受侵害，且多為獨立作業、缺乏隱私權而少有同儕接觸，造成身心與外界隔離而感

受孤單、精神緊繃與疲憊，至於外籍移工/家務幫傭者則加上語言不通或無從得知尋求協助的途徑等因素，而在人

身安全方面受到威脅。 
2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Building healthy and equitable workplaces for women and men: a resource for 

employers and worker representatives. 

http://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high-heels-code-bc-1.4060983


66 
 

染性疾病/慢性病則常牽繫於個人經年累月的生活作息、飲食偏好等條件，對於患病意

識及風險因素的察覺便相對遲緩。 

參考非傳染性疾病聯盟(Noncommunicable Disease Alliance, NCD Alliance) 24、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5分別於 2011 及 2014 年的調查，非傳染性疾病不

僅為全球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比例高達 65%至 68%；對照其他相類似之研究，則包

括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共 10 國於 2005

年因非傳染性疾病死亡者約為 260 萬人，預估 2030 年時將增加至 420 萬人26。近年來，

APEC 各經濟體分別對於非傳染疾病死亡率形成較為細緻的分析，但仍然欠缺完整圖像

而窺其梗概；更有甚者，則應進一步思索非傳染性疾病對於勞動力的斲傷與經濟力的減

損。 

承前述，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4 年的全球調查資料中，提出癌症、心血管疾病、慢

性呼吸系統疾病與糖尿病為最為嚴重，其總數佔因非傳染性疾病而死亡者之 82%；誠然

在 APEC 區域內，70 歲以下且因非傳染性疾病而死亡者仍以男性居多，但基於女性與

男性在生理結構方面的差異，其所經歷的非傳染性疾病類型亦有所不同27，附加以女性

勞動者較易基於婚育等因素頻繁進出或轉換職場，在工作時曾經接觸的風險因素是否

足以導致慢性病的發生，在追蹤與判斷技術方面仍需要累積資料。 

而除了心血管疾病同為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女性亦面臨更多其他類型的非傳染

性疾病，諸如：甲狀腺疾病、狼瘡、骨關節炎、婦科癌症(卵巢癌、子宮頸癌等)，以及

心理疾病。與其著眼於女性在健康層面的耗損，毋寧正視此等現象於經濟層面將其推向

更為困窘的境地；以現況究其可能原因，於個人層次而言則區分為：(1)衛生保健常識低

落，導致女性輕忽自身健康與疾病徵兆的覺察，而不知即時求助、誤信缺乏根據的療法

或藥方，反而延宕就醫的最佳時機；(2)受限於傳統角色分工而必須全面擔負家務，未能

外出工作以擁有經濟自主權或個人積蓄，在必須仰賴他人的前提下僅能將有限的金錢

與資源使用於照顧家庭成員，避免因為自身的醫療費用造成財務負擔或引起共同生活

者的反感。 

該等未為尋求醫療或健康服務的現象，其所指涉者並非盡然是因為女性在主觀層

面的不願或不為，而係客觀條件所導致的不如願或不能為。儘管女性在就業情況、教育

程度、年齡、生活條件、種族或所隸屬之群體各異，從而影響其生命過程中對於接受醫

                                                      
24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Alliance (2011).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 priority for Women’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4).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26 Dans, Antonio, Nawi Ng, et al,. (2011). The Rise of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Southeast Asia- Time for 

Action. The Lancet 377. 
27 Clow, Barbara, Ann Pedersen et al. (2009).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Sex and Gender Based Analysis for Health Planning, 

Policy and Research in Canada. Atlantic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Women’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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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與否的選擇，但整體社會與經濟結構層面的障礙，方為致生風險的關鍵因素。 

舉例而言，忙於家務的女性無從撥冗出門，或因未有私人交通工具而採取大眾運輸

系統卻更加曠日費時且有其安全疑慮28；即便是就業中的女性，當雇主未落實法令規範

提供充足休息時間/醫療配套或在不甚靈活的人事管理制度下，女性無以在業務高峰期

間啟齒表達就醫的需求，遑論請假暫離廠區前往較遠的醫療機構，或非編制內的臨時員

工欲取得醫療保險或相關福利勢必更加艱難29。 

再者，相較於男性，更多女性屈居於經濟弱勢而無力支付龐大或因應慢性疾病所需

的長期醫療費用，此等財務障礙終將迫使女性延緩或放棄治療以避免債台高築。然而，

臻於理想健康境界的期許，不僅涉及專注在個人生理或社會經濟的先決條件，亦必須考

量整體資源的掌握與分配，正如同國家無以對於所有可能造成疾病的原因(遺傳、體質

孱弱與否、高風險的生活方式等)提供保護，是以健康權的實踐，仍應奠基在享有達成

健康所必須的各種設施、商品、服務及條件等權利之上；為此，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0

年呼籲各界應思考如何30：(1)以財務保障降低民眾自行支付的費用；(2)擴大醫療服務的

普及程度，以及(3)在未行補貼的基礎上提升醫療服務的質與量；期醫療保健服務更趨

公平合理且實惠可得(圖 2)；更於 2014 年進一步闡述達致全民健康所不可或缺之條件，

在於：(1)提供高效能的綜合保健服務，俾利及早發現與治療疾病；(2)減低民眾尋求醫

療服務時的財務困難；(3)受到良好培訓且具備充分能力的醫療從業人員；以及(4)交通

運輸、教育制度與城市規劃的相互配合31。 

                                                      
28 World Bank (2013). Investing in Women’s Employment Good for Business, Good for Development. 
29 全球性非營利組織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曾經於 2006 年針對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菲律賓、

越南等國共 34 間製造業工廠進行調查，其中八成以上的勞動者為女性，常因業務繁忙、擔心遭到解雇而刻意忽

略就醫需求或定期產檢，且 70%~90%的非正式員工皆無從享有醫療保險。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2006). 

Women’s General & Reproductive Health in Global Supply Chains.隨著時空背景變遷，前揭國家亦逐步修訂相關勞動

法規，惟是否落實而對於女性形成助益，則更值得細究。 
3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Health Systems Financing: The Path to Universal Coverage.  
31 http://www.who.int/features/qa/universal_health_coverage/en/ (最後瀏覽日期：2017.10.08) 

 
 

 

 

 

 

 

 

 

 

 

 

 

(圖 2) 

http://www.who.int/features/qa/universal_health_cover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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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與生育健康(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性與生育健康通常足以反映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以及基於性別、族裔、年齡、身心

障礙等因素所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均。舉凡貧困、歧視和邊緣化等皆可能成為性與生育健

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透過法律和政策的體現，從而限制個人在此方面所能作出的選擇

32。有別於男性的生理構造，女性歷經生理期、懷孕、更年期等更為複雜的變化，同時

也需要更為細膩的政策考量與配套措施；是以協助女性掌握自身健康從而達致全面且

完備的性與生育自由，將減省個人與社會的時間與醫療成本，亦更有利於成就其自身與

家庭的經濟安全。 

性與生育健康所涉及之權益甚為廣泛，大致上涵蓋：安全且不受歧視地取得醫療保

健服務、以自由而負責任的態度決定生育時機、間隔與子女個數，且得以透過相關資訊

和取得途徑支持前述作為33。而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第 12 條(健康)、第 16

條(婚姻和家庭生活)，以及第 24 號一般性建議皆言明各國應關切女性健康和福址的核

心問題，並為消除歧視、實現女性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而採取必要措施。此等理念則與

前揭兩項問題領域環環相扣，而反映於優質服務及觀念傳遞等層面。 

就長遠而論，透過營養調配改善健康、藉由教育形成正確認知以避免性傳染疾病、

在自主意願下決定懷孕並安然度過妊娠期間、產後的不適與焦慮，使女性及其子女皆能

健康無虞，實則對於跨世代人口素質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以女性整體生命歷程觀之，優

質服務至少涵蓋以下範疇34：(1)愛滋病/HIV 服務(AIDS/HIV Services)：病毒檢測、護理

和治療，透過支持團體減少污名化並培養積極的生活方式；(2)家庭計畫服務(Family 

Planning Services)：懷孕前的諮詢、流產後的護理及追蹤、治療性傳染疾病；(3)產前服

務(Antenatal Services)：生產前衛生保健、協調與建立接生計畫、提供關於貧血、性傳染

疾病、肺結核、瘧疾的篩檢和治療、營養評估、嬰幼兒餵食諮詢，以及飲用水暨衛生設

備指導；(4)分娩服務(Childbirth Services)：提供知識豐富、技術熟練的助產/醫療人員、

產科急診護理；(5)產後服務(Postpartum Services)：提供新生兒照護與疫苗接種、哺餵母

乳與衛生保健指導；(6)嬰兒/孩童服務(Infant/child Services)：提供生長發育、常見疾病/

                                                      
32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016). The right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rticle 12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2. 
33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rights refers to the right……to access safe and non-discriminatory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services; to freely and responsibly decide the number, spacing, and timing of their children and to 

have the information and means to access the services to support their decisions. Asian-Pacific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 (2014).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in the Post-2015 Agenda: Taking Their Rightful 

Place. 
34 Lindegren, Mary Lou et al. (2012). Integration of HIV/AIDS services with maternal, neonatal and child health, nutri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Review),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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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營養方面的評估和支援。 

與之同等重要者，係尊重女性對於自身狀態的理解與選擇，掌握健康後方能獲致獨

立自主的機會，而非匡限於母職或社會觀點；隨著女性在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自我意識

的醒覺，生育與否不再以婚姻或傳統文化觀點作為單一、絕對的標準，而配合生涯規劃

擁有更多元的選擇和自由；與之相對應者，則為安全可靠之避孕/避病措施的認識及取

得，以此具體尊重女性而無論其年齡與婚姻狀態如何，皆得以在自由意志下確定是否及

何時成為母親、免於性傳染疾病的威脅，且毋須在道德層次、政策制定時受到標籤化與

譴責，或簡化為消弭貧窮的捷徑35，甚至是僅因為懷有身孕而受拒於教育體系及勞動力

市場之外36。 

此等風險，往往施加於年輕女性/青少女而使其成為擔負倫理與法律責任的角色；

然而，更重要者係培養其在面對情感時，能夠抱持自尊和智慧做出決定，且瞭解自己得

以立足於完備支持和法治基礎之上、有效調適人際關係的變化，而非侷限於認定伴侶即

是生命中唯一的重要他人，或因為懼怕和疑慮而逃避問題；同時亦應提升教育體系人員

對於社會資源的熟悉度、醫療從業人員的性別意識，以及親職的溝通與陪伴，共同提出

實際的處理方式取代威嚇、限制、隱晦與懲罰，使學生的權益不致受到影響。 

四、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性別暴力是基於性別歧視所致生的暴力行為，包括：肢體傷害、精神威脅、強迫或

任意剝奪自由；有別於一般著重在家庭暴力、性侵害等議題的探討，「健康女性、健康

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聚焦於工作場域的性騷擾與親密伴侶

暴力對於女性勞動力的危害。 

關於性騷擾一詞，目前於 APEC 各經濟體之間並未形成合致的共同詮釋。我國已設

置《性騷擾防治法》並將其定義為37：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

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2)以展示或播送

                                                      
35 秘魯曾經專為農村、貧困女性啟動一系列的法律及方案，並免費提供家庭計畫諮詢與避孕商品；然而，經過 5

年的觀察後，反而是越來越多富裕地區的女性主動尋求與利用該項資源。此現象發生的原因在於：(1)對於前揭農

村與貧困女性而言，服務的取得並未真正便利可及；(2)在地的公共衛生中心收取額外的費用，導致婦女無力負擔；

(3)女性於尋求家庭計畫與避孕措施時遭到親友/社群的誤解或詆毀，從而缺乏配合意願或怯於付諸實行。是以政

府部門在保障婦女健康與消弭貧窮的過程中，提供正確資訊及價值觀，輔以有條件的經費補助或社會保險，仍為

重要的環節。Gribble, James, Elaine Menott, and Suneeta Sharma (2007).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Poor: Peru's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33(4). 
36 依據聯合國人口基金組織(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的調查，24%至 37%的智利高中女學生因為懷孕之後，

便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而無法繼續就學或完成學業。UNFPA (2012). By Choice not by Chance-Annual Report on 

Family Planning,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37 《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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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

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

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亦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38所界定之精神相去不遠；而《性別工作平等法》

更本於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於多項條款中對於職場中的性騷

擾行為有其更加詳細的規範39。 

性騷擾雖非極為重大之罪行，卻始終因難以計量測度而無以準確瞭解其對於受騷

擾者所產生的實質惡害；2016 年國際勞工組織專家會議的結論則指出40：任何人都有可

能遭遇或實施暴力和騷擾行為；暴力和騷擾可能為平行與垂直形式41、源自工作場所內

部或外部42，而同時發生於公私部門或非正式經濟中；且暴力與騷擾亦可能訴諸於苛刻

的工作任務、受限的決策權、貶抑的地位、未盡充分的保障，而損及受害者的尊嚴、安

全與健康福祉。 

事實上，所謂的「工作場所」已然不限定於一時一地，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應涵蓋上

下班通勤、與工作相關的社會活動場所、非正式經濟所衍生的場地、住家，包括家務勞

動者與移工的住宿處，以及透過任何方式將勞動者與工作場所形成連結的空間43。植基

於此，由日益變化的工作內容和技術類型所帶來的新挑戰和新風險，將使暴力與性騷擾

的問題更加複雜44，從而導致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等勞動條件也可能更為廣泛或失去精

準定義，以及相關的法律保障範圍亦成為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 

其次，鑒於工作場所與性別暴力/性騷擾型態的多樣化，女性的安全感與信任感在

勞動力市場的意義便顯得格外重要，亦即性別暴力/性騷擾將影響女性的工作能力與在

職場的整體感受。經歷過騷擾的女性不僅認為此項舉動擾亂其工作進行導致生產力低

落或更常請假，並以負面詞彙諸如「受挫、尷尬、羞辱、不舒服」等形容性騷擾事件所

                                                      
38 Sexual harassment includes such unwelcome sexually determined behaviour as physical contact and advances, sexually 

coloured remarks, showing pornography and sexual demand, whether by words or actions. Such conduct can be humiliating 

and may constitute a health and safety problem; it is discriminatory when the woman has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her objection would disadvantage her in connection with her employment, including recruitment or promotion, or when 

it creates a hostile working environment. CEDAW-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19.  
39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6-1、12、13、27、28、30 條。 
4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6).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Fifth Supplementary Report - Outcome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Men  in  the  World  of  Work, 

GB.328/INS/17/5. 
41 「平行」係指主管之間或受雇者之間的暴力，而「垂直」則為階級關係中的暴力行為。 
42 「外部」意指來自顧客、主管機關或其他第三人，尤其常見於餐飲、服務、運輸等行業。 
43 同註 24。 
44 例如透過電子郵件、簡訊的網路霸淩(cyberbullying)，便屬心理和性別暴力/騷擾的新型態。APEC 婦女與經濟

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2017 年宣言第 18 段即指出此等暴力將阻礙女性參與經濟(...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brought new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cyber-bullying, online harassment and 

cyber-stalking. Such violence has prevented women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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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困擾45。此外，性騷擾引發工作場所的緊張局勢亦阻礙團隊合作精神，甚而勇於

提出申訴者在未有公平處理機制的支持下，也背負著破壞原有和睦氣氛的指責，而承受

解雇或無法採取行動對抗施暴者/騷擾者的風險，對於從事非正式經濟、就業保障相對

薄弱的弱勢和移工而言，更顯雪上加霜。 

職場欺凌如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面臨肢體與情緒的暴力亦然46；此舉不僅導致

身體與心理受到創傷，也因為憂慮不安而影響睡眠品質、於執行業務時注意力難以集中

而工作表現欠佳或更為容易發生事故47。對於企業主而言，無論係工作環境中的性騷擾

或受僱者所遭遇的暴力對待，皆能造成直接的財務成本，例如：(1)因缺勤、離職、訴訟

和賠償而難以保持穩定性或達致最佳的人員流動調度；(2)生產力下降；以及(3)損害企

業的長期聲譽、形象和競爭力。 

工作場所/親密伴侶暴力及性騷擾現象的持續發生，所反映者泰半為大環境的縱容

或漠視，以及監督支援機制未能展現實效，形成女性在身心層面的莫大壓力；為尋求預

防及解決之道，實有必要重新瞭解女性身處的環境、促使風險增高的關鍵，包括：性別、

種族、年齡或身心障礙等因素所造成的歧視；亦應透過服務的連結以減低受暴者在身體、

心理、經濟層面的壓迫與控制，增進醫療界於協助防治暴力的投入程度，以及提供維護

尊嚴的醫療環境與適切的轉介服務。 

五、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 

在家務分工的觀念未能徹底落實前，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為事

業成就與家庭責任難以兼顧48，抑或即便是力求無所偏廢，也常因為雇主考量或假設家

庭事務足致消耗女性員工的時間與心神，從而影響進用、升遷的決定49；是以工作與生

活平衡所涵蓋的配套措施，舉凡：禁止懷孕歧視、給假制度、育嬰與家庭照顧、母乳哺

餵，以及彈性的工作時間安排等方案與作為，皆影響女性的參與或續留勞動力市場的意

願。 

時至今日，女性因懷孕而遭受歧視的現象仍屢見不鮮；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在 2014

                                                      
45 AWARE (2008). Research study on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46 舉例而言，在舊有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下，女性無論於職場或家庭往往更容易被要求/期待表現出體貼順從、

溫柔正向、善於照顧他人的言行舉止，但長期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不僅耗費心力、難以見其成果或不被

視為專業技能，對於個人也可能在個性、價值觀、表達方式或內容造成高度的不協調性，從而產生抑鬱、焦慮以

及工作效能的低落，因此波及日常生活運作或是埋下衝突的根源。David, Susan (2016). Managing the Hidden Stress 

of Emotional Labo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9). Gender and Labour Migration in Asia. 
48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校(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於 2011 年進行調查，以亞洲各地不同專業背景的女

性領導者共 50 名為對象，要求其選擇對於女性領導能力的最大挑戰，調查結果以「家庭生活的束縛」列居首位，

「組織內的政策與作法較有利於男性」為次之。Tuminez, Astrid S. (2012). Rising to the Top? A report on Women's 

Leadership in Asia. 
4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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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針對 165 國的研究50，其中僅有 20 個國家立法明文禁止對於懷孕或因懷孕所需之病/

事假的歧視。而懷孕之所以在職場上受到拒絕或排斥，常根源自對於女性將因此影響績

效表現、難以堅守崗位等不足以勝任工作的質疑51。即便女性並未因為懷孕而被迫離開

職場，也可能由於給假制度過於嚴格或不敷使用、請假時面臨刁難等主客觀條件欠佳的

窘境。 

就 APEC 各經濟體現況觀察，雖然絕大部分的勞動制度皆具備有薪假的設計，但當

務之急則為關照支持產業運作卻隱而未顯、服務於非正式經濟的女性懷孕勞工，皆能公

平合理、一體適用人事制度與福利保障52，不致於形成差別對待。進一步而言，給假制

度設計與執行的真正價值，在於有其更臻完備的分類或運用，伴隨女性在具備工作意願

與能力下安然度過懷孕期間，即使因為產後休養照護、育嬰/育兒53等需求而暫離職場，

假以時日仍能重回工作且適才適用，而非全然否定過往所積累的資歷與成就。 

在突破女性回任職場的藩籬後，與之相輔相成者應以靈活的時間安排為大原則，透

過支持母乳哺育、家庭照顧假等政策加以實現。以母乳哺育為例，便是以友善職場為出

發點，減輕女性員工在嬰兒哺育和工作之間的衝突、焦慮及疲勞，從而提升工作專注程

度與生產力。至於家庭照顧假或其他類似之彈性安排，看似增加企業經營者的行政負擔

或經費支出，實則在包容性的考量下，酌為調整請假期程、薪資與任務內容，以設計出

同時滿足業務環境及員工需求的政策，並非毫無轉圜或商量之餘地。 

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權衡，並非全然著眼於短時間內金錢與人事的數字流動，而是雇

主在不違反國內勞動法規，附加以政府獎掖鼓勵的前提下，制訂有助於企業永續發展的

計畫並有效實施、定期追蹤與修正，其思考面向或可涵蓋54：(1)反映企業的價值觀：如

何展現最大程度的包容性，使彈性政策與托育照護設施得以嘉惠負有親職的員工以及

同性伴侶、全職/兼職人員；(2)請假期間長短與薪資比例的分配：對於因突發狀況而具

有強烈照顧家庭需求的員工而言，靈活運用請假/休假時數便可能比獲得全薪來得更重

要；企業經營者與勞工在技術上確實得以透過協調而達到公平的效果，不需執著於單一

標準；(3)設立典範：即便政策立意良善，但若使員工感到愧疚或不適亦為枉然。主管與

資深員工應率先示範並主動分享經驗，使同仁瞭解在需要時提出休息或請假的申請並

無不可；(4)建置支持系統：以明白清楚的方式，指導員工在休假前應與人事部門及主管

                                                      
5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at Work: Law and Practice across the World. 
51 Bornstein, Stephanie (2011). Poor, pregnant, and fired: Caregive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ow-wage workers. Center for 

Work-Life Law. 
5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b). ILO Report: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 8th edition. 
53 我國受僱者任職滿 6 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 3 歲止，但不得逾

2 年；同時撫育子女 2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2 年為限。另有就業

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用意係提供受僱者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因無工作收入而給予的部分所得損失補助。以上

規範適用於父職或母職，惟本文主要討論範圍在於女性健康及勞動力，於茲不贅。 
54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Inc. (2017).Why paid family leave is goo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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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溝通，並完成需要回覆的內容；(5)選擇衡量指標：得透過統計瞭解休假者及其暫時

的勞動力替代成本，以及員工對於福利保障與彈性工時等政策的看法。 

六、小結 

影響女性的勞動力參與因素，或可援引宏觀(macro)與微觀(micro)之概念作為論述

基礎；前者係透過政策消除職場環境中的阻礙與風險，包括：訂立安全與衛生條件、休

假制度設計，以創造更為融洽且具生產力的工作場域；後者與女性的日常生活相關，例

如：性別暴力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於就學或就業皆可能面臨相當程度的身心壓迫，從

而降低其生活水準與工作能力。至於健康意識的覺知與服務、性與生育權益則同時涵蓋

宏觀與微觀面向，需要透過完整的體系為女性提供適切、合理、具備醫學/科學基礎的

知識及服務傳輸，而於個人層面則建立有助於維持健康的模式與態度。 

另一方面，女性所面臨的健康、參與經濟活動的障礙，並非僅能選擇以政策做為解

決之道，文化變遷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在猶豫、害怕或缺乏信任感的情境下，女性便

無法確知自己是否可以有著更好的選項或更符合需求的途徑，舉凡：擔心雇主不會嚴肅

看待性騷擾/性別暴力的申訴並採取實際行動、缺乏對於性騷擾/性別暴力受害者的激勵

措施或身心健康服務等，企業或許得以透過與公部門的合作，成為推動文化轉變的樞紐，

而有助於就近解決女性在維持健康、參與經濟時的問題。 

大體而言，若取徑於提升女性健康，從而透過實質行動以強化經濟發展，則至少應

視以下層面為基本要素：(1)瞭解、研究並促進有利於健康的因素，且使相關設施、物資

在質與量之條件堪為良好；(2)確保有助於促進衛生醫療與職業安全等服務之適當性，

亦即培訓相關從業人員具備足夠能力以回應弱勢條件群體的需求，而非託辭於意識形

態並循此為取決的單一標準；(3)保障女性針對關於其健康狀況相涉資訊之尋求、接收

與傳播的權益，同時將年齡層、語言能力、教育程度、身心障礙、性取向、性別認同等

項目列入考量55，且支持其在知情、自由、負責任的前提下作出選擇。 

「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策知識工具包亦

揭示：不同社會經濟地位、正式/非正式部門對於女性所形成的障礙，有其多樣且複雜

的態樣與影響。以非正式經濟的女性而言，其更容易身陷於不安全與不健康的工作條件，

包括：職場環境缺乏降低風險(受傷或致病)的設備和措施、未完整納入醫療保險體系、

微薄而波動的薪資等因素，以及同儕之間無以團結或主張平等的訴求，致使女性容易遭

受性騷擾/性別暴力，長駐於職場便更顯難為。 

事實上，該政策知識工具包著實提供許多值得詳細研究的議題，協助 APEC 各經濟

                                                      
55 Council of Europe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15). “Human rights and intersex people” issu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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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依據其發展程度與產業類別，具體檢視癥結所在並蒐集、傳播最佳範例，以促進女性

的健康和勞動力參與。然而，其前提必須透過以性別為分類的數據蒐集、分析並投入更

多關注，方能準確識別障礙從而填補現行體制的闕漏。 

是以前述各項主題領域當中，即至少涵蓋以下面向值得努力並追蹤其成效：(1)肯

認女性暴露於有害物質的標準與男性不盡相同，是以勞動暨職業安全條件應納入性別

觀點，且隨之提升女性在接受資訊、控制風險等方面的能力與主動程度；(2)女性於遭受

職業傷害或疾病後所涉及之診斷、求償和復原等階段，其相關舉措適用情形，應符合程

序正義的保障及有效能的品質監控；(3)協助女性對於管理個人健康具備基礎的正確認

知，從而有助於避免非傳染性疾病因延誤治療而惡化；(4)性與生育選擇應建立於安全、

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且對於所採取之任何作為而可能衍生的副作用，應提供準確而全

面的諮詢及服務，且尊重女性自身的選擇；(5)於企業內透過更為開誠佈公且趨於合理

的討論機制，瞭解並支持女性於職場和家庭所擔負的責任，以建立有彈性的管理框架；

(6)正視並保障因從事家務勞動而受排除於勞資關係、社會福利制度之外的女性，避免

其在經濟條件相對不利的狀況下，無以享有健康等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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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我國現行法令規範與政策措施 

在「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策知識工具包

的脈絡下，或可得知數項基本原則：(1)維持健康與獲得保健服務是協助女性開拓經濟

機會的重要途徑；當女性具備足夠資源，足以自我照顧、發展潛能時，便可於社會各層

面產生影響與效益；(2)促進及保障女性的健康無法仰賴個人或單方面的努力，需要公

部門在衛生福利、勞動、性別領域的跨部會合作，並為私部門及民間社會提出明確的政

策方向；(3)改善女性健康、增進經濟參與涉及複雜的資源分配議題，是以發展以女性權

益為中心的公私部門夥伴關係至為重要。 

健康議題本為立國基礎，且我國《憲法》56明文規定國家應推行衛生保健、公醫制

度、全民健康保險及婦女兒童福利政策，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

性地位之實質平等，並保障扶助原住民族醫療保健及身心障礙者之就醫。自 1960 年後，

歷經產業快速轉型而使重心自農業朝向工商服務業發展，以男性為主體的勞動力已然

不敷需求，從而如何鼓勵女性於提升教育程度後有效投入勞動力市場，便逐漸被視為促

進國家經濟的重要政策之一；爰此，關於女性健康暨勞動力的研究與政策推行，即在中

央與地方結合民間組織協力下開展，並透過「婦女健康政策」57、「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

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國家報告」58等檢討與創見，期呼應聯合國性別主

流化策略及世界衛生組織所重視之健康平等理念，連結尊嚴勞動(decent work，或譯為

體面工作)59理念的實現，以全面維護及促進婦女健康與勞動之權益。 

本文擬依循前揭知識工具包的框架與脈絡，嘗試為我國現階段與婦女健康及勞動

權益相涉之法規、政策進行盤點，以瞭解目前體制為女性建構安全友善工作環境、促進

身心健全的具體表現及支持程度：  

                                                      
56 憲法第 153 條第 2 項：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57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通過性別健康政策，藉以促進全球各國認識並關注社會、文化、心理與生理對於女性

健康的影響；而我國於 2000 年所制定之婦女健康政策雖以生命週期為主軸，然被評價為性別意識不足，後於 2008

年納入性別主流化等國際趨勢而修訂為新版。 
58 國家報告分別於 2009、2013、2017 年提出，關於女性勞動參與及健康議題集中於第 11、12 條的檢視，餘則散

見在第 4、6、10 條之內容。 
59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 2008 年推出之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尊嚴勞動涉及三大面向：勞動條件低劣、職場

歧視、社會保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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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  

議題/措施 我國相對應之法規/政策 

議題 

根據職業安全與健康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法令規範，保障女性勞工的需求；可

能需要審查 OSH 法令規範，確認內容對於女性勞

工的需求具備敏感度。 

 

措施 

(1) 強化經濟層面的勞動、安全、衛生法規及其適用

上(例如：執行、檢查、協議、檢核表、手冊、計

畫)的性別敏感度，使女性與男性皆能在職業傷

害與疾病方面的防治工作，受到相同的法律保

護。 

(2) 實施風險評估與管理策略，以防治婦女於工作

場所中更常面臨的危險與風險。 

(3) 於 OSH 法令規範下，建立關於權利與責任的覺

知。 

法規 

— 《職業安全衛生法》：女性勞工暴露於職業風險

危害的母性健康保護。 

— 《船員法》：雇用人須提供夜間安全防範措施，

規範僱用懷孕中或分娩後未滿 8 週之女性船員

應參採醫師評估，並提供健康保護措施。 

— 《勞動基準法》：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經工會、勞資會議同

意後，且符合《事業單位僱用女性勞工夜間工作

場所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所載列必要之

安全衛生設施者，不在此限。  

— 《游離輻射防護法》：確保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

人員於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之曝露不超過

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 

— 《事業單位僱用女性勞工夜間工作場所必要之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應保持

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政策 

— 對於女性勞工從事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

所採取之措施，包括危害評估與控制、醫師面談

指導、風險分級管理、工作適性安排及其他相關

措施。 

議題 

強化對於弱勢女性勞工的保障；於非正式經濟或國

內法律保障以外之工作(例如：家務勞動)的女性，

其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與衛生保健普遍缺乏，且工

作場所事故或職業疾病的補償及康復照料也不足。 

 

措施 

(1) 擴充 OSH 法令規範，並施行足以涵蓋弱勢女性

勞工/農業勞動者的方案。 

(2) 為家庭內雇主、家務勞動者發展出適用的方針、

手冊及情報資訊。 

法規 

—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雇主聘僱

外籍勞工應訂定書面勞動契約，以保障外籍勞

工勞動條件。 

政策 

— 外籍勞工入國前須簽訂工資切結書並經外籍勞

工母國政府驗證，並應簽署勞動契約以約定工

資、工時、休息時間、休假及加班費等權利義務

事項，且未來若勞動契約變更，不得牴觸工資切

結書而為不利變更。 

— 首次聘僱外籍勞工從事家庭看護或幫傭之雇主

需完成聘前講習，以了解國內相關法令規定，保

障家事類外籍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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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透過教育訓練，協助移工瞭解在就業國的 OSH 法

令規範，以及所面臨的健康風險。許多女性移工並

不清楚就業國的健康風險、相關權利與保護措施，

對於當地風俗、業界慣例也不甚瞭解。 

 

措施 

透過宣傳手冊、出國前及入境後的教育訓練以強化

覺知。 

法規 

— 《加強推動外籍勞工諮詢服務中心業務實施要

點》：地方政府設置外勞諮詢服務中心，配置諮

詢人員提供外籍勞工及雇主雙語服務。 

政策 

— 為外籍配偶及移工編製「雇主防制就業歧視遵

循手冊」及「防制就業歧視指導原則手冊」之越

南文、印尼文、泰文及英文版，印製多國語「外

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就業及勞動權益手冊」。 

議題 

安排適當的政策與計畫，以因應懷孕與哺乳女性的

需求。懷孕女性可能需要調適，包括：較頻繁的休

息、工作期間可以坐下而不需久站的方案，或是透

過輪班/輪調以保護孕婦與胎兒的安全。 

 

措施 

(1) 發展適當方針，處理懷孕與哺乳女性的相關風

險，例如：搬動物品的重量限制、額外的盥洗或

休息時間、較低的化學品容許暴露門檻值、緊急

疏散程序等。 

(2) 為懷孕與哺乳女性安排替代任務及/或工作計

畫。 

法規 

— 《憲法》第 156 條：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

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 

—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維護婦女於公共場

所哺育母乳之權利，並提供有意願哺育母乳之

婦女無障礙哺乳環境。 

— 《職業安全衛生法》：針對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

一年女性勞工予以母性保護之特別規定，與不

得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詳細內容載列於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

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及《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 《性別工作平等法》：婦女不因懷孕遭歧視或解

僱、受僱者依法得請產假、安胎假、哺乳時間、

育兒工時調整等。 

— 《勞動基準法》：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

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

減少其工資。 

政策 

— 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

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分

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

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

留存紀錄。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作業程序變

更、當事人健康異常或有不適反應，經醫師評估

確認不適原有工作者，雇主應重新辦理之。 

— 雇主應明確宣示落實對女性勞工之母性健康保

護政策，使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同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醫護人員施行母性健康保護措施，並會

同勞工代表訂定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或將保護措

施定於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中，且將政策與作法

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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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關於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防治、診斷、補償與康復

的性別覺知需求。由於女性通常從事特定的工作類

型，因此遭遇慢性傷害問題的機會較高，例如：肌

肉骨骼傷害，便比急性病症更為常見。除此之外，

工作站與安全設備通常以男性的體格為設計基準，

所以適用於女性的效果可能不如預期。其他則包括

求償時的性別偏見，例如：拒絕以生育條件、更年

期為主張的索賠。 

 

措施 

(1) 針對較常影響女性健康的職業災害、疾病，例

如：慢性傷害，肌肉骨骼傷害等，為醫療保健從

業人員提供初期檢測與診斷訓練。 

(2) 消除審查索賠程序時的性別偏見。 

法規 

— 《職業安全衛生法》：雇主應依事業單位規模、

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計畫，並對於重複性作

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及輪班、夜間工作等異

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妥為規劃及採取

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政策 

— 雇主應使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同從事勞工健康

服務醫護人員辨識與評估工作環境及作業之危

害、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採取工作環境改

善、危害預防及健康指導等措施。 

議題 

納入性別統計資料，以檢測女性實際面對 OSH 問

題時的需求。 

男性與女性所面對者，是不同的 OSH 風險。舉例

而言，女性從事重複、長時間站立的低薪工作比例

遠超過男性，足以導致肌肉骨骼傷害和心血管疾

病。 

開發中國家女性勞動者的健康議題，其相關研究仍

相當缺乏。 

 

措施 

(1) 定期蒐集性別統計資料，並進行以性別議題為

主的研究與分析。 

(2) 該統計數據可用於設計、實施具備性別敏感度

的 OSH 計畫，有助於女性避免工作時的相關傷

害與職業病、受到適當診斷及補償，而從職業災

害與疾病順利恢復。 

法規 

— 《職業安全衛生法》：雇主應依事業單位規模、

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就物理性、化

學性、生物性、人因性及工作型態等所引起之危

害採取危害辨識與評估。 

 

政策 

— 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調查、設立職業傷病服務

管理中心網站做為職業傷病通報之平台，並加

強女性特殊職業傷病之分析。 

— 依據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內

容，透過系統化管理方法，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執行，並依 PDCA 循環(Plan-Do-Check-

Act Cycle)進行管理，促使管理成效持續改善。 

— 事業單位可依各自產業特性、實際風險概況及

可運用之資源等，建立母性健康危害辨識及風

險評估之管理機制，以有效執行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並將相關執行之措

施予以記錄，且相關文件至少保存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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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康覺知及取得服務  

議題/措施 我國相對應之法規/政策 

議題 

分列指標與數據。透過研究與疾病相關的性別數據，

用以瞭解其盛行程度及造成女性危險的因素，藉此

確保特定的性別健康計畫和介入得以順利發展。 

 

措施 

(1) 識別並採用國內與國際數據，以此判斷較為普遍

的女性健康風險。找出數據資料中的性別差異。 

(2) 識別並採用國內與國際數據，以此判斷女性取得

服務時較男性更常面臨的財務、地理與其他障礙。

找出數據中的性別差異。 

(3) 確認於數據的蒐集、分析與傳佈時，各機構之間

得以協調與合作(例如：曠職、職業病、職業傷害

與就醫的綜合數據)。 

(4) 讓社會大眾可以取得數據分析。 

政策 

— 透過「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相關政策研究分析」，提

出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高齡化社會勞動白皮書、

人口政策白皮書等，提升女性及中高齡勞動力參

與率。 

—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性別統計圖像」提供健康

狀態、健康危險因子、健康生育、醫療利用等數

據。 

— 關於職業傷害之相關性別統計，散見於：勞動部

統計處(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人次、職業災害保險給

付千人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職業災

害傷病給付件數及金額、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一次

請領失能給付件數及金額、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住

院給付件數及金額、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門診給付

件數及金額、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檢給付件數

及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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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提升女性對於影響自身疾病的覺察，包括：非傳染性

與傳染性疾病、生活型態的風險因素。心血管疾病是

女性的主要死亡成因，但卻普遍被認為是男性的疾

病。在國際醫學期刊《Lancet》指出，乳癌和婦科癌

症的研究、照護及治療都被忽略，而甲狀腺疾病對於

女性的影響，比男性高出 8 至 10 倍。 

女性罹患重度憂鬱症的可能性，幾乎比男性高 2 倍，

這跟許多問題有關，例如缺乏生產力。另外還存有對

於心理健康疾病的污名化、不瞭解心理健康服務等

相關問題。 

提升女性對於疾病症狀、治療方式選擇之覺知，例

如：性傳染疾病。 

 

措施 

(1) 建構生活型態相關的疾病風險因素(例如：營養、

運動與菸酒)的覺知，整合納入政府的健康宣導策

略。 

(2) 訓練都市與偏鄉的執業醫師，使其瞭解女性的常

見疾病及其風險因素，從而得以更有效地診斷與

治療。 

(3) 透過適合的教育活動，加上特定的重要取得管道

(例如：電視、社群媒體、工作場所、宗教場所、

學校)，為不同的人口群體(例如：移民、青少年、

少數民族、弱勢婦女)建立覺知。 

(4) 整合健康教育，涵蓋與生活型態相關的疾病風險

因素，納入正規學術課程當中。 

(5) 鼓勵民間團體從事提升觀念的活動。 

政策 

— 為促進不同生命週期與族群女性之心理健康，製

作心理健康單張文宣及編印「女性心理衛生與自

殺防治」、「孕產期婦女之情緒管理」、「婦女更年

期保健」、「更年期荷爾蒙療法衛教」等手冊及網

路影音教材並廣為發送宣傳。 

— 女性更年期後動脈硬化、心臟血管疾病發生頻率

隨著年齡增加而上升，且女性發生心臟疾病症狀

相較於男性典型症狀也有所不同，特別製作女性

心肌梗塞時會出現噁心、手麻、背痛、呼吸不順

等「非典型症狀」的宣導影片，透過媒體宣導以

提醒更年期女性早期警覺疾病症狀，定期追蹤與

及早治療。 

— 開發各項心理服務資源，結合社區各項服務通路，

盤整及開發社區基層各項服務資源，並運用衛生

所(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及社區關

懷據點等基層據點，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健康主題項下之全人

健康單元，提供孕產婦健康、婦女健康等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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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為提升覺知，設立特定機制與方案，協助弱勢女性(例

如：原住民、跨境勞動、移工、非正規工作者、臨時

工以及都市的貧困者)能更輕易取得醫療照護。弱勢

女性的健康狀況較為不佳，且在健康觀念及取得醫

療保健服務方面，存有較大的障礙。 

 

措施 

發展並強化特定機制與方案，確保弱勢女性能夠根

據各經濟體的當地法規，認知健康觀念並取得醫療

保健服務。重要領域包括： 

(1) 認知活動：針對特定群體(例如：語言、教育程度)，

製作適合的宣傳手冊與出國前、入境後的教育訓

練以加強覺知。舉例而言，菲律賓舉辦出國前講

習，要求勞工於離開菲律賓前必須持有參訓證

明 。 

(2) 服務可及性 (例如：偏鄉健康服務、特定群體的基

本照護服務) 

(3) 地理可及性 (例如：機動式健康服務、遠距醫療) 

(4) 文化與社會可及性 (例如：醫療保健提供者與社

區醫療保健工作者的特定訓練) 

(5) 財務可及性(例如：移民健康保險) 

政策 

— 「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計畫」促進衛生保健工

作，特別保障原住民兒童、老人、婦女及身心障

礙者之權益。 

— 補助地方推動衛生保健，提供原住民女性全面性

的孕產期、嬰幼兒保健之生育保健指導、諮詢與

相關資源轉介服務。 

— 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

提昇計畫」(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及「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鼓勵醫療院所至偏遠鄉鎮

區提供包含婦產科專科巡迴診療、婦女子宮頸抹

片檢查，對行動不便者提供到宅醫療或疾病個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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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女性健康的財務保障需求。女性在為自身與家人取

得醫療服務時，往往面對巨額開銷與高昂機會成本

的問題(這與女性同時身為勞工和主要照顧提供者的

多重身分有關)。 

 

措施 

(1) 發展並強化醫療保健系統，保障普遍取得醫療照

護服務的機會，並確認女性在取得醫療保健服務

時不會面臨財務問題。 

(2) 為不同群體 (移民、青少年、少數民族、弱勢婦女

等)規劃適合的教育活動，善用不同管道(電視、社

群媒體、工作場所、宗教場所等)，以建立財務保

障機制的覺知。 

(3) 確認特定性別的醫療保健服務，能公平納入全民

健康保險系統。 

法規 

— 《全民健康保險法》：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設置紓

困基金，供經濟困難、無力繳納保險費之保險對

象無息申貸或補助本保險保險費及應自行負擔之

費用。其判斷則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經濟困難認

定標準》為主，其中包括懷胎 6 個月以上或分娩

2 個月以內，依最近一個月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

文件、子女之出生證明或其戶籍資料足以證明者。 

—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

保險對象因分娩就醫者，免自行負擔費用。因分

娩引起之合併症或生產後於當次住院中併行其他

疾病之治療者，得免自行負擔費用。 

 

政策 

— 針對新住民懷孕女性未納健保產前檢查補助 10

次。 

— 弱勢民眾安心就醫方案：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

近貧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受扶助者、懷孕婦女等，

如有健保費欠費，就醫仍得以健保身分接受醫療

照護。 

— 全民健保支付婦女分娩就醫或因分娩引起之合併

症或生產後於當次住院中併行其他疾病治療費

用，或因子宮內膜異位、腎上腺、甲狀腺等疾病

引起之不孕症治療費用，以及因治療需要而施行

人工流產之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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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提供更貼近女性健康需求的醫療保健計畫與倡議。

女性在取得醫療保健資源時，常面臨欠缺健康服務，

以及/或社會、文化、地理限制的情形。 

 

措施 

發展醫療保健政策、服務與方案，鎖定女性健康的促

進、疾病預防及照護(包括：提供醫療服務的創新方

法、綜合照護等)。重點服務領域為： 

(1) 普通照護層級的綜合健康服務 

(2) 性與生育健康服務 

(3) 心理健康服務 

(4) 非傳染性疾病方案(例如：乳癌與子宮頸癌篩檢) 

(5) 女性較男性常見的疾病與慢性病(甲狀腺疾病、狼

瘡、多發性硬化症、骨關節炎、性傳染疾病、愛

滋病毒/愛滋病、結核病) 

(6) 健康老化和營養方案 

政策 

— 成立孕產婦關懷中心，透過全國免費關懷專線、

APP 及關懷網站，提供從產前至產後相關之保健

諮詢，傾聽、關懷及支持與提供必要的資源轉介。 

— 農村社區服務中心提供農村婦女預防保健諮詢、

心理諮詢服務、電話問安、到宅問安、陪同就醫、

家事服務、送餐服務、失能者訪視等服務。 

— 提供 45-69 歲及 40-44 歲具乳癌家族史(祖母、外

婆、母親、女兒、姊妹曾有人罹患乳癌)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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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與生育健康  

議題/措施 我國相對應之法規/政策 

議題 

協助女性在人生的各階段，包括：孕/產婦、新生兒、

幼兒健康與營養、性與生育健康等，取得健康服務。

服務應包括但不限於：產前及產後的志願性家庭計

畫、結核病、愛滋病毒/愛滋病、性傳染疾病、乳癌、

子宮頸癌和甲狀腺問題的篩檢與治療、心理健康評

估與治療、妊娠期間瘧疾的治療、產前/產後照護及

支持母乳哺育、性別暴力防治與受害者支援、更年期

婦女。 

 

措施 

(1) 評估女性取得健康服務的障礙，並發展出完善的

計畫加以解決，包括：地理環境的困難、設備欠

缺、接受適當訓練且符合國際標準的工作人員不

足、運輸工具有限、服務網絡薄弱、供應鏈不善，

以及乏於彈性的營運時段。 

(2) 發展能支援女性健康服務、員工健康計畫的工作

場所政策。 

(3) 加強健康服務，使其更趨完善且符合各年齡所需。 

(4) 發展政策與方案，協助弱勢受僱者(例如：家務/農

務勞動者)取得健康服務 

(5) 降低女性在取得服務和供給的財務限制(例如：健

康保險涵蓋範圍、雇主給付、公共健康計畫)。 

法規 

— 《優生保健法》規定政府應實施「生育調節服務

及指導」、「孕前、產前、產期、產後衛生保健服

務及指導」及「嬰、幼兒健康服務與親職教育」

等事項。 

— 《全民健康保險法》提供產前免費篩檢補助。 

— 《社會救助法》：地方政府得視其實際需要及財

力，提供設籍於該地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產

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政策 

— 於國民健康署網站及孕婦健康手冊提供避孕及相

關補助資訊。並對弱勢族群予以補助裝置子宮內

避孕器、結紮手術及人工流產等費用。 

— 國民健康署提供高風險孕婦(凡 34 歲以上孕婦、

孕婦或配偶或家族有罹患遺傳性疾病、曾生育過

異常兒、孕婦血清篩檢疑似染色體異常之危險機

率大於 1/270、超音波篩檢胎兒可能有異常、或疑

似基因疾病等孕婦)產前遺傳診斷費用補助。 

— 國民健康署提供孕婦 10 次產檢(含 1 次超音波檢

查)、1 次乙型鏈球菌篩檢及 2 次衛教指導服務，

衛教內容包含維持母胎安全指導、兩性平權、孕

期營養、生產準備計畫、孕期心理適應指導、及

母乳哺育指導等。 

— 推動「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架構母子垂直感

染防疫網，提供懷孕婦女愛滋病毒檢查，並對未

篩檢之臨產婦及其新生兒提供快速篩檢服務及醫

療照護計畫。 

— 推展「兒童衛教指導服務補助方案」，由兒科或家

醫科醫師提供 0 至 7 歲兒童 7 次預防保健及衛教

指導，衛教重點包括：嬰幼兒猝死預防、事故傷

害預防、哺餵及營養指導、副食品添加、口腔及

視力保健、肥胖防治、居家安全及相關危險因子

等內容，以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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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協助女性在人生的各階段增進覺知，包括：孕/產婦、

新生兒、幼兒健康與營養、性與生育健康。服務應包

括但不限於：產前及產後的志願性家庭計畫、結核

病、愛滋病毒/愛滋病、性傳染疾病、乳癌、子宮頸

癌和甲狀腺問題的篩檢與治療、心理健康評估與治

療、妊娠期間瘧疾的治療、產前/產後照護及支持母

乳哺育、性別暴力防治與受害者支援、更年期婦女。 

 

措施 

(1) 發展綜合計畫，以協助女性、青少女、男性便於

取得服務，包括：散播以適當語言並配合教育程

度、高層宣導、手機與多媒體(印刷品、電視、廣

播、網路)所編寫的資料。  

(2) 鑒於社區與第一線醫療照護人員的重要性，應提

升社群民眾的能力，使其瞭解現有的健康服務，

並與醫療照護提供單位相互連結。 

(3) 為不同背景發展基礎深厚的性與生育健康教育。  

(4) 擴大方案以增進非傳統場域的服務範圍，包

括：兒童照護設施、工作場所、社區中心、家庭

中心、市場、熱線及社群媒體。 

(5) 處理關於家庭計畫與不孕的態度、迷思與誤解、

常見問題，以及對於性與生育健康服務造成限制

的社會規範(例如：配偶之間對於家庭人數缺乏溝

通與共識)。 

(6) 協助受益者瞭解可得的健康服務，包括：保險及

全民健保計畫。 

法規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2 條：締約

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保健方面對婦

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

種包括有關計畫生育的保健服務；且應保證為婦

女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

必要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

充分營養。 

— 《性別平等教育法》：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

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4 小時。 

— 《學校衛生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以上學

校需開設健康教育相關課程，另建置性教育教學

資源網提供授課教師教學參考資訊。 

 

政策 

— 編製多國語版「孕婦健康手冊」及「兒童健康手

冊」(越、印、泰、英、柬等 5 國語言)，提供新住

民婦女生育保健及兒童預防保健之宣導與使用。 

— 委託縣市衛生局辦理女性心理健康促進活動，服

務對象包含本國籍及新住民女性等。另製作孕產

婦及家屬心理衛生教育短片、單張及課程，以提

升使用者心理健康知能及預防孕期、產後憂鬱。 

— 國民健康署建置「青少年網站性福 e 學園」，提供

青少年、家長及教師有關兩性交往及青春期性健

康之諮詢服務。 

— 開辦「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及「未成年懷

孕求助網站」，修正「未成年少女懷孕服務流程」，

由地方政府提供個案管理服務，並結合民間團體

辦理「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及未成年父母支持服

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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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為女性的人生各階段，提供：孕/產婦、新生兒、幼

兒健康與營養、性與生育健康的高品質服務。服務應

包括但不限於：產前及產後的志願性家庭計畫、結核

病、愛滋病毒/愛滋病、性傳染疾病、乳癌、子宮頸

癌和甲狀腺問題的篩檢與治療、心理健康評估與治

療、妊娠期間瘧疾的治療、產前/產後照護及支持母

乳哺育、性別暴力防治與受害者支援、更年期婦女。 

 

措施 

(1) 強化醫護從業者的訓練，包括：提供高品質、無

歧視的服務，以及支持性的業務監督，確保各地

皆備有技術熟練的人員。 

(2) 促進各經濟體內外的技術交流。 

(3) 檢討所有公私立醫療保健工作人員、衛生技術人

員的認證與發證辦法，以及持續的在職訓練要求。 

(4) 檢討設施/場所的認可與核證辦法，包括：提供醫

療保健服務的場所與工作地點。 

(5) 加強標準、政策、規範與法律架構，以支援高品

質、具備性別敏感的服務(將取得與利用服務時的

權責、隱私保障、適時性，以及決策自主性等，

納入考量)。 

(6) 建立客戶滿意度評估工具，確保高品質服務。 

法規 

— 《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繼續

教育應包含性別議題課程。 

—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由國家承擔女性的生產風

險，確保產婦、胎兒及新生兒於生產過程中發生

事故時能獲得及時救濟。 

 

政策 

— 整合女性相關醫療專業、就醫空間及流程，設立

整合性門診，提供友善女性之就醫環境；並以「醫

院評鑑基準」明定病人就診、檢查及處置行為時

應保障其隱私及權利等項目。 

— 推動「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試辦計畫」，針對高

風險懷孕女性，提供從懷孕期至產後 6 週衛教、

關懷追蹤及轉介服務。 

— 將「高危險妊娠產婦及新生兒(含早產兒)照護品

質」納入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之中重度急救責

任醫院必評項目，以提升兒科與婦產科之緊急醫

療能力。 

— 透過「產、兒科醫療資源整合及品質提升計畫」

補助醫院辦理：24 小時產科與兒科醫療服務，獎

勵專科醫師值班費用，產房/新生兒加護病房維持

費用補助，醫護人員教育訓練。 

議題 

保護女性、青少女不受歧視。女性面臨可能造成劣勢

與有害健康的污名化、偏見與歧視，在受教權、求職

機會時亦然。該類針對女性的歧視情形，往往基於性

別因素。 

 

措施 

(1) 評估立法、法制、政策環境，以及法律施行，保

護女性、懷孕的青少女，在生育、受教等權益不

受歧視。 

(2) 發展政策並實施教育訓練，促使醫療照護人員不

得歧視生育年齡之女性。 

法規 

— 《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學校必須協助

懷孕學生完成學業、禁止歧視，並改善校園相關

硬體設施，提供懷孕或育有子女之學生友善安全

之學習環境。 

— 《大學法》：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

女，得延長修業期限。 

 

政策 

— 推動支持女孩行動計畫及防制措施，結合地方政

府衛生局輔導與監測接生及產檢醫療院所，並強

化辦理縮小出生性別比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或民

眾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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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暴力  

議題/措施 我國相對應之法規/政策 

議題 

工作場所中缺乏以下認識：關於性騷擾的構成要件、

性騷擾對於女性健康及生產力的影響。女性亦缺乏

處理問題的支援機制。 

 

措施 

發展、實施與監督關於防治性騷擾法規的明確定義，

包括： 

 促進零容忍環境及預防的責任； 

 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兩造的公平處置、正當程序； 

 涵蓋公共場所與大眾運輸的保障範圍。 

(1) 鼓勵雇主發展明確且促進零容忍環境的防治政

策。 

(2) 透過實體陳設與工作設計，促進性騷擾的防治。 

(3) 各機構定期為勞工、檢驗員、工會幹部、勞動安

全官員及人力資源部門辦理教育訓練，瞭解性別

歧視與性騷擾的相關議題。 

(4) 實施與性騷擾議題相關的傳播活動。 

(5) 強化政策，以鼓勵雇主針對相關事件進行通報與

記錄。 

法規 

— 《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大量解僱

勞工保護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

治法》，保障婦女於職場免於遭受歧視及性騷擾。 

— 《政府採購法》：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歧視婦女

情節重大者，得依法將該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全國各機關拒絕往來 1 年。 

— 《性別工作平等法》：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其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

示。且該法之主管機關(勞動部、直轄市與縣市政

府)應就所訂之性別、性傾向歧視之禁止、性騷擾

之防治及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納入勞動檢查項目。 

 

政策 

— 以「性別工作平等法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加強

性別平等之勞動檢查。 

— 加重雇主違反法令之罰則；另增列公布違法雇主

或負責人姓名，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 

議題 

於工作場所遭遇性騷擾的女性支援機制。 

 

措施 

(1) 發展、實施與監督支援機制，以處理工作場所的

性騷擾事件。 

(2) 促進雇主參與並提供獎勵。 

(3) 強化：匿名申訴機制、法律顧問、倡議宣傳、受

害者支援等服務的取得。 

法規 

—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

準則》：雇主應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於性騷擾之

工作環境，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戒及處理

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 

政策 

— 將機關性騷擾委員會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

定，納入公務人員保障法復審標的之範圍，維護

其救濟權，並促使機關營造免於遭受性騷擾之友

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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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女性移工、家務與行動工作者，處於性騷擾與性別

暴力的風險之中。未受管制、缺乏職業安全且隔離

的工作空間，皆增加勞工遭遇此類暴力的因子。 

 

措施 

(1) 舉辦出國前、入境後的說明會，提供：權利、工

作合約、聯絡人、旅行注意事項等相關資訊。 

(2) 為遭受性騷擾、性別暴力的女性，提供易於取得

的支援服務，並確定以當地語言普遍推廣。 

(3) 於就業國成立婦女求助中心並強化其功能，由具

備專業的人員進行調查、處理並回報性騷擾與性

別暴力事件。 

(4) 擴充法規以減低女性勞工的脆弱性；於國內部門

強化勞動檢查，並確保家務勞動者瞭解新的法令

規定。 

法規 

— 《人口販運防制法》：防制人口販運行為及保護被

害人權益之相關規定。 

— 建立《加強外勞性侵害案件通報機制及相關單位

業務聯繫分工與處理原則》。 

— 《外籍勞工轉換雇主準則》：外籍勞工如有遭受人

身侵害(性侵害、性騷擾、暴力毆打)及遭受人口販

運等情事，得於公立就業服務中心登記跨不同工

作類別轉換雇主。 

政策 

— 輔導各地方政府發展多元庇護服務及住宅方案，

並結合勞政資源共同扶植民間團體推動婦女就業

協助方案。 

— 辦理「建立性別暴力防治衡量指標計畫」，完成社

政、醫療衛生、警政、教育及司法五大領域之性

別暴力防治有效性衡量指標，發展性別暴力防治

嚴重性衡量指標之測量工具。 

— 辦理性別意識教育訓練，提升檢察人員及警察、

醫事、社工、教育等防治網絡人員對不同族群之

性別與文化敏感度及服務品質。 

— 設置「1955 外籍勞工 24 小時諮詢保護專線」，提

供雙語及免付費的申訴諮詢服務，並以簡訊主動

進行法令宣導、就醫/工作/生活所需的線上即時通

譯服務。 

議題 

對於：親密伴侶暴力的形式、暴力行為對於女性健康

與生產力的影響等議題不甚瞭解。 

 

措施 

透過資訊傳播、推廣宣傳活動，協助婦女免於親密伴

侶的暴力傷害，並具備採取具體行動的能力。 

法規 

—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8 條：各級地方政府應各

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結合警政、教育、衛

生、社政、戶政、司法等相關單位，辦理相關措

施，以保護被害人之權益並防止家庭暴力事件之

發生規定。 

—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機關、部隊、學校、機構

或僱用人之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數達 30

人以上，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與性侵害

防治教育訓練。 

政策 

— 每年 6月及 11月加強宣導 113 保護專線及鼓勵民

眾落實社區通報。另針對外籍配偶、原住民、同

志團體、社區民眾等辦理家庭暴力防治教育宣導。 

— 對於具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之家庭暴力被害

人，提供預備性/支持性就業服務，且知有加害人

至職場騷擾被害人情事者，得請求警政及社政機

關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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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與生活平衡 

議題/措施 我國相對應之法規/政策 

議題 

女性於工作場所面臨懷孕歧視。公司藉由驗孕或其

他措施而影響招聘程序。懷孕也影響女性於工作場

所的工作安全及發展。 

 

措施 

(1) 加強保護孕/產婦的法規架構，例如：禁止於招聘

程序與雇用期間進行驗孕、確保懷孕的女性具有

相同的升遷機會、保障產假結束後的女性能回到

相同的工作層級、禁止因為懷孕而終止雇用。 

(2) 為雇主安排訓練，使其瞭解就業平等的法規要求。 

法規 

— 《就業服務法》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

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

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

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

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

規定者，從其規定。且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時，

不得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政策 

—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

定，而向法院提出法律訴訟時，得向主管機關請

求法律扶助。 

 

議題 

強化病假與有薪假的政策。因為給休假不足所導致

的經濟與全民健康影響，包括：欠佳的工作績效、疾

病擴散、家計難以平衡(例如：撫養幼兒與照顧長輩)；

或是福利並未延伸至兼職人員與低薪勞工。 

 

措施 

建立或強化病假與有薪假的政策，確認能一體適用

於所有員工，而沒有性別、領域、全職或兼職狀態、

年齡層的差異。 

法規 

— 《勞工請假規則》：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其治

療或休養期間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 

— 《性別工作平等法》：事業單位應提供生理假、產

假、陪產假、家庭照顧假、哺乳時間及撫育未滿 3

歲子女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等友善措施。受僱

者為上開請求時，雇主不得拒絕或視為缺勤而影

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政策 

— 推動「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復職協助措施」，編印「企

業實施家庭友善措施參考手冊」，提供受僱者及雇

主職業訓練、就業服務、法律諮詢及扶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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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強化家庭照顧的選項。以支援性政策提供有薪產假

與育嬰假、兼職工作以及托兒服務。無論女性或男

性，在缺乏適當休假與兒童照護政策時，將導致較低

的生產力與留職率，這對雇主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成

本。該政策將對於收入較低的員工帶來更大的助益。

休假政策應提供適當的休息時間與補償機制。 

 

措施 

(1) 產出並蒐集數據，協助政策制定者、雇主瞭解支

持性的家庭照顧政策對於經濟所產生的影響。 

(2) 發展、實施並執行產假保護法規與政策，包括至

少 14 周的產假，且確保產假期間領有薪酬。 

(3) 推廣或擴增有薪親職假，採納家庭照顧假與家庭

政策。 

(4) 放寬家庭照顧政策的定義，以納入對於長者的照

護。 

(5) 鼓勵建置兒童照顧的相關福利措施，例如：工作

場所的兒童托育中心、公共的兒童照護服務等；

且無論部門、兼職或全職狀態皆一律適用。 

法規 

— 《性別工作平等法》：產假為 8 週且工資照給、陪

產假 5 日、產檢假 5 日。 

— 《性別工作平等法》：受僱者任職滿 6 個月即可向

雇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增加收養兒童共同生

活之受僱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就業保險法》

放寬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被保險人，於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亦得請領津貼。 

 

政策 

— 建置「育兒親職網行動學習平台」，教材平衡男女

角色，並倡導男性育兒照顧責任。 

— 透過「完善生養環境方案」強化家庭、社區、雇

主及政府間的合作機制，推動「衡平職場與家庭」、

「支持家長育兒」及「安親托育普及化」。 

— 推動「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增設以非營利

為主及公立為輔等公共化幼兒園。 

— 補助原住民社區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以回應偏

鄉幼托需求，並提供部落居民就業機會。 

議題 

支持母乳哺育的政策。工作場所中，不適當的哺乳設

施與休息時間，將影響女性回任職場的能力。 

 

措施 

(1) 實施強制政策，提供設備、休息時間以及符合衛

生且隱密的空間，以支持女性於生產後回到職場

並繼續母乳哺育。 

(2) 透過宣導活動與管理階層教育訓練，提升雇

主覺知。 

法規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8 條：雇主應每日另給哺

(集)乳時間 60 分鐘。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

長工作時間達一小時以上者，雇主應給予哺(集)

乳時間 30 分鐘。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100 人以上之雇主

應提供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 

政策 

— 以《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

助辦法》鼓勵雇主為受僱者設置哺(集)乳室與托

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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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應於工作場所中安排彈性時間表。容有彈性的時間

表能讓雇主節省人力成本，也能使員工更為愉快、更

有生產力。 

 

措施 

提供彈性工作表、補休以及遠距工作的選項 ，讓員

工能有餘裕照顧孩童、長輩，以及獲得所需的醫療照

護。 

法規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受僱於僱用 30 人

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得向

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或調整工作時

間。 

— 《勞動基準法》增訂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成員

需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

在 1 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

間。 

政策 

— 辦理「工作生活平衡獎」，選拔企業於工作、家庭、

健康等面向之優於法令之創意工作生活平衡措

施。 

議題 

應建構對於雙重負擔的覺知。為政府與雇主提供機

會，使其瞭解女性在有薪與無酬工作的雙重負擔，以

及所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將有助於推動社會而

朝向更為公平的工作分配。 

 

措施 

(1) 提供與性別平等相關的教育課程以及管理訓練。 

(2) 致力於量化並重視女性的無酬工作，提升覺知而

使無酬工作獲得認可。 

法規 

— 《性別工作平等法》：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

婦女就業之需要應編列經費，辦理各類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及再就業訓練，並於該期間提供或設置

托兒、托老及相關福利設施，以促進性別工作平

等。 

政策 

— 辦理「員工協助方案」及「工作與生活平衡」宣

導暨觀摩。 

— 將「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納入「國家品質獎」

評審重點及「卓越中堅企業獎」遴選項目；並於

不同類型之企業評鑑獎項納入「工作與家庭平衡」

相關評鑑指標。 

— 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補助計畫，補助雇主辦理「員

工關懷與協助課程」、「員工紓壓課程」、「友善家

庭措施」、「兒童或長者臨時照顧空間」、「支持特

定對象員工協助措施」及「工作生活平衡資源手

冊或宣導品」等設施及措施。 

(六) 小結 

我國於勞動安全衛生、女性健康等方面的法規、政策大致齊備，惟落實情形的追蹤、

累積必要且具備參考價值的數據，從而建構更符合環境與個人的架構則有待續為努力，

此至少包括：(1)加諸於不同職業環境中的女性，其工作內容或從業要求所可能導致的

身心傷害；(2)偏遠地區或天災高風險地區的女性不應屈就於次等或低質量的醫療服務，

其人力資源挹注或相關系統服務等，應有其高效率之分配及輸送；(3)引導私部門與企

業以性別觀點檢視女性身心健康，並使其為推動企業永續經營的核心目標，成為商業活

動、投資與創新、提高生產力、創造包容性環境的主要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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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實踐情形 

「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透過前揭五大

主題領域的相互連結，構築女性正視並掌握自身健康的選擇權，從而獲得個人智識的成

長且立足於社會；而該項倡議的另一重要精神，則是私部門或民間社會的參與，同時將

女性健康、經濟發展置放於更巨大的脈絡加以觀照，為趨向更加公平、包容的環境重新

定義；是以本節擬蒐集、彙整並簡要分析當前 APEC 各經濟體之運用情形，以及如何透

過創新方式締造公私部門不同樣貌的合作可能性。 

一、公部門觀點 

(一) 菲律賓-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該國於 2016 年以「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

策知識工具包為參考依據進行先期研究(pilot study)，並將五大主題領域輔以計分板方式，

透過優良、普通、不佳等區分級距，評估自願加入計畫的 12 家企業在保障女性健康權

益的執行情形(圖 3)，從而發現：(1)跨部門/機構及利益相牽涉者的參與程度仍然有限；

(2)以政策知識工具包所涵蓋的指標進行檢視之際，尚未能慮及企業規模大小與其勞動

力需求；(3)國內目前的文獻資料尚不足以支持此項計畫的後續發展。  

為持續配合該項倡議，菲律賓擬於 2018 年起開發監督與評估機制，輔以特定文書

規格以長期蒐集、載列女性健康政策執行情形，同時建置跨部門技術小組與對話機制，

鼓勵企業志願加入評估、形成連結共商對策，以容有更多政府部門及利害相牽涉者共同

合作，於 2022 年前將女性健康議題推展至全國各地。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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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越南-衛生部孕產婦及兒童健康司(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Department, 

Ministry of Health) 

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及越南勞動、

弱勢群體與社會事務部(Ministry of Labour, Invalids and Social Affairs, MOLISA)分別與

2015、2016 年的統計資料，該國人口概況為：(1)貧困與近貧者約占全國人口之 15%；

(2)文盲者近 130 萬人；(3)近 30%的山區居民為發育遲緩者。是以該司認為應取徑於健

康意識與生活習慣的強化，同時著眼於孕產婦及哺乳女性的營養失調議題，方為有效提

升人口素質之根本。 

越南以「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策知識工

具包為參考基礎，以之瞭解城市、山區、農村等地方之孕產婦在攝取蛋白質、維生素及

礦物質的整體情形，從而為孕產婦及哺乳女性發展指導原則並臚列其架構如後：(1)闡

明營養調理的重要性；(2)孕期、產後及哺乳期間的營養需求；(3)牛乳及乳製品的食用

建議；(4)營養調理與相關照護須知；(5)特定疾病患者(糖尿病、心臟病、內分泌失調等)

於姙娠期間在營養攝取方面的注意事項；(6)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其策略係以地方政府

為執行單位，結合在地民間團體的努力，開展符合需求的訓練課程。 

二、非政府組織觀點 

越南-Better Work 計畫(Better Work Vietnam,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Better Work 計畫隸屬於國際勞工組織與國際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致力於提升勞動環境條件與勞工權益。該計畫運用「健康女性、健康經濟

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策知識工具包為重要指標，從而瞭解越南將

近八成女性所從事的製衣與製鞋產業，其在化學品/有害物質的處理、緊急應變措施、

用水與衛生設備等方面的完備程度，以及因母職所產生之需求得否獲得支持。 

歷經 2 年的努力與督促，Better Work 計畫採取：(1)補強女性於該產業所應具備的

基本健康知識，於宣導過程中調整心態而不盲從流行或傳言，並習得如何保障自身權益；

(2)改善懷孕女性的健康，並減少勞工因為超時工作或追趕進度而挨餓的情形；其研究

結果則為：(1)改變既定的行徑與思維需要長期醞釀，且欲提升女性的健康覺知，其關鍵

在於運用同儕語言使其接受，同時鬆動看似牢不可破而規制女性對於外貌的價值觀；(2)

女性勞工的健康在獲得具體改善後，其子女的健康狀態也能有所進步，其因在於當女性

不再需要經常忍受加班時，將擁有更多的休息時間，亦能有所餘裕關懷子女的成長。 

三、產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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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默克藥廠(Merck) 

Merck 為具有 350 年以上歷史的國際藥廠，在醫療保健、生命科學以及先進科技材

料領域享有盛名，並於「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

倡議計畫擔任合作夥伴，共同研究女性在慢性疾病(婦科、甲狀腺、癌症等)的危機與解

決途徑。於瞭解女性在健康層面的需求之後，透過公私部門夥伴合作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為女性提供健康覺知方面的專業協助，包括：(1)全球層次：建立平台，倡導

女性健康及領導能力的重要性；(2)經濟體層次：邀請利益相牽涉者共同規劃路線圖

(Roadmap)以因應市場需求；(3)社群層次：以臉書、官方網站、專題講座、訓練工作坊、

廣播/新聞採訪等途徑傳遞知識。 

另一方面，默克與菲律賓政府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DOH)合作，共同研究

甲狀腺功能障礙與相關疾病，從國家政策層面提供醫療服務的檢視與評估，並提供改

善建議。 

(二) 秘魯利瑪商會-女性企業主發展委員會(Women Entrepreneurs Development 

Commission, Lima Chamber of Commerce, Peru) 

施加於女性的暴力不僅是身體和心理的傷害，亦導致受害者的醫療、輔導與安置費

用的高財務成本，造成產業與社會整體的重大經濟損失，遑論對於社會價值、人際信任

所產生的嚴重衝擊。依據秘魯聖馬丁德波雷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 Martin de Porres)行

政科學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 Daniel Hernán Valera Loza 教授於 2013 年針對其國內私部

門/企業員工出缺勤及流動率的研究結果60，因性別暴力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 67 億美

元、7000 萬個工作日的浪費，而相當於秘魯 GDP 的 3.7%。 

防治性別暴力的首要工作，在於應積極為社會大眾提供與性別暴力相關的知識和

證據，並培養女性的領導能力。該委員會認為私部門/企業具備必要資源，且得以透過

有效的管理模式，而足資成為消弭性別暴力的強大盟友。然而，關鍵在於如何引發私部

門/企業的興趣、並投入實質作為，而非侷限於道德上的承諾或善意表達。鑒此，倡議的

切入點應在於形成誘因，以培訓、輔導等方式引領私部門/企業認知推動性別平等的必

要性，且此舉將於對外有助提升形象、增進社會大眾肯定，對內則因尊重差異而體現包

容內涵，勢能穩定人心並強化產能績效。 

 

                                                      
60 Loza, Daniel Valera, et al. (2014).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ts financial consequences for businesses in Peru. Faculty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and Human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San Martin de Porres. 其論述基礎亦可參考 Vara Horna, 

Arístides Alfredo (2013). Los costos empresariales de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en el Perú. ComVoMujer & USMP,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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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觀點 

太平洋沿岸大學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APRU)  

該協會成立於 2007 年，結合 APEC 的 17 個經濟體、45 間研究型大學之能量，共

同為全球衛生與健康努力；除了各類主題研究、遠距教學之外，亦辦理虛擬案例競賽以

刺激青年學子運用創意解決全球健康挑戰。 

針對「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該協會

提出值得努力之方向如下：(1)透過對於議題的快速反應，提升民眾的關注程度；(2)揀

選最佳範例，從中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3)蒐集數據，建立實證基礎並進行影響評估；

(4)以性別觀點為核心，進行跨經濟體的法規比較，發展具備文化敏感度的方案，並對於

不足之處提供指引；以及(5)實際瞭解女性勞工在健康議題的認知程度與感受、優勢與

劣勢，以及所面臨的障礙與需求。 

五、小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 17 項「強化

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基本精神，亦為促進

公私部門合作、實現健康女性及健康經濟體的重要輔助工具，本文擬從以下面向說明： 

(1) 強化企業永續經營能力：以「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策知識工具包的指標，協助各類企業透過性別觀點檢視其內外環

境的風險、遵循法規政策的程度，從而建構適合該企業規模與型態的管理方針、

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以發展商機，或連結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典範，於經濟、環

境層面為利益相牽涉者創造價值。 

(2) 探索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以「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政策知識工具包所涉及之範疇，連結具有共同目標和優先事項的合

作夥伴(包括政府部門、企業、民間團體等)，或同一價值鏈當中的不同企業，結

合其技術與資源，以之建立有效且可持續發展合作與高度投入的關係。其實際

執行工作的要點將在於：設定共同目標、充分發揮各自強項、建立明晰的管理

結構與一致的監督框架，並將評估的重點關注於影響層面、透析未來的資源需

求及運用，以及建立知識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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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與政策建議 

健康的經濟環境，無法植基於身心與環境條件的剝削、犧牲及妥協隱忍；「健康女

性、健康經濟體(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倡議自 2014 年開展後歷時 3 年

餘，對於性別觀點與經濟發展的檢視，有其重要性而不容小覷；而該倡議之五大主題領

域雖由來已久，但隨著產業趨勢與人才需求的變化，國家對於女性健康權益的保障，亦

有其立足於數據與實證所衍生之多樣化、包容性的嶄新考量，從而成為提升勞動力素質

以達致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就我國現況而言，相關法規、政策尚稱完備，惟奠基於豐

沛知識、充足資源的基礎之上，如何善用此政策知識工具包輔以現有機制，從而透過具

體行動解決我國女性在健康、經濟參與之困難，則連結跨部會之功能與智慧便不可或缺。

而回應前揭主題的發展與觀察，本文謹提出建議如下： 

一、 關注及回應不同職業種類的特殊職業災害與性別差異 

【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我國推行各類法規、政策，協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

衛生條件，不僅在於減少職業傷害或疾病、提升健康勞動力，亦有助於企業主重新檢視

工作流程，尋求產業轉型、提升效能、吸引人才等各種可能性且漸有進展。隨著女性發

展各類專業而不再集中於有限領域，其相對應之就業條件、職災保險、社會機制等，勢

必也需要更為縝密周延的涵蓋架構，則在環境建構時回應女性的需求、發展具備性別意

識的安全觀念與職災認定，便屬值得努力之方向。舉例而言，現行的農民健康保險條例，

未見關於職業傷害之保障機制，且農業勞動者的職業傷害預防知識亦相對有限，在從事

農務過程中所承受的高溫、粉塵、污水、病蟲害、化學藥品，乃至於長期操作器械等，

對於皮膚、肺部與關節皆形成莫大負擔，而女性更可能因此於體內積累有害物質，在孕

期或哺乳過程中將風險移轉至子女。為進一步分析職業傷害或疾病之發生情形並以性

別觀點制定相關預防措施，應建置完整資料庫，以瞭解職業傷病之認定與狀況、工作內

容屬性、年齡層分佈、性別等。 

二、 鼓勵企業為員工發展支持方案，促進職場身心健康納入勞動安全條件 

【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2 項61臚列雇主應針對

重複性作業、輪班、他人不法侵害、保護身心健康等事項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其所涉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然而，

在促進身心健康方面其實並未具備明確定義，且即便相關指引散見於勞工安全衛生相

關資料，仍多為過勞預防、職場憂鬱、壓力調適、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61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二、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

害之預防；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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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等類型，至於因家庭/親密暴力涉入工作場域，導致個人/組織在身心健康、營

運效益的影響、威脅與經濟損失，以及雇主可能得以提供的預防措施、照顧義務和扶助

機制，其真實執行狀態無從瞭解，且本土相關研究與統計資料庫數據亦仍稀少而有待追

蹤、累積。 

【性別暴力】我國在法令、政策、倡導等各種途徑下，充分表達抑止性別暴力/性騷

擾之決心；然而性別暴力與性騷擾不僅是言語行為上的冒犯，亦屬於社會心理風險，導

致受害者形成身心壓力和倦怠，如同工作場所環境及其組織結構、企業文化與負面的權

力關係等其他形式的社會心理風險，若以其因果關係的專業判定較困難為由而未能消

除或緩解，經年累月仍可能助長性別暴力/性騷擾的發生，是以性別暴力/性騷擾的防治

應列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的必要內容之一，且保障範圍亦須涵蓋須長期居住於雇

主家中的家務幫傭者，其在性別暴力/性騷擾方面往往更加脆弱，或因為契約內容的設

計而限制其求助或反抗不合理條件的能力。 

【工作與生活平衡】隨著國際資本與人力資源的流動，無論是企業於海外拓展或人

力的派用輪調，皆面臨國籍分野漸趨模糊而強調高度包容性的跨文化管理技術。我國

《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第 5 款62明文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之約定，並應從預防觀點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則與此所涉，便涵蓋業務受調

動者的意願與安全感的建立，以及調職後對於家庭生活的影響。而對於處境更為艱難的

外籍移工，則應關切其基本生活品質、與家庭分離之焦慮，以及具備理解勞動契約和協

商權益的知能。 

三、 家庭與學校教育應落實與強化性/性健康教育，尤其著眼於女性不同生命周期的衛

教與諮詢服務 

【健康覺知及取得服務】健康意識的啟發，來自於女性體認、省思其處境後，感受

健康對於其生活品質的重要性從而尋求改變的漸進過程，看似隱而未見，但實質影響深

遠。其因在於健康意識的形成並非得以預設始末發展，而常取決於家庭背景、教育程度、

社會通念對於健康議題的參與及態度、自身罹患疾病或遭遇傷痛等經驗所形塑而來；是

以應瞭解不同群體的女性在健康層面的困難與需求，使其透過健康意識而肯定自我，不

再需要屈就於時空侷限，或盲目信取特意宣揚的美感標準及偏差資訊。 

除此之外，醫療保健市場的特性之一，即為消費者疾病發生與醫療服務費用支出的

不確定性，一旦罹病且需要就醫，便可能長期損耗個人或家庭的經濟能力，是以需要透
                                                      
62 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

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

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

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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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關保險制度，利用大數法則的原理，匯集眾人之力減輕個別消費者因為生病所造成

的財務風險，而隨著我國人口的平均餘命逐年延長，預估將於 2018 年邁入高齡社會63，

輔以新醫療科技與新藥的快速發展，相對應之診斷、檢查、治療等費用預期將持續攀升。

當前超過四成之醫療資源集中於泌尿、骨骼、癌症、事故傷害及腦血管等項目，然更多

慢性疾病或高齡女性的健康照護需求亦應列入考量，尤其在於女性的經濟參與情形未

若男性活躍的現況下，其財力是否足以支撐其獲取必要的醫療服務而安享晚年，此便涉

及國家透過精確統計而掌握女性罹患慢性疾病的情形，於用藥、臨床表現等足致影響生

涯發展的性別差異進行更為細膩的觀察，且需要相對應之醫療資源的分配、醫護從業者

的培養，以及在地型態醫療照護的建構。 

【性與生育健康】現行法律、資源、給付或補助等，對於生育權益的保障，其實已

經形成相當程度的支持；然而，後續應思考者，在於：(1)我國的孕產期衛教、母乳哺育、

托育等配套措施的推行，能否因應少子女化的趨勢而與時俱進，且尊重女性追求生涯發

展的前提下提供多樣化的選擇；(2)如何透過強化保障、改善勞動條件，不僅減緩婦產科

暨相關從業人員於城鄉分佈不均的現象，亦有助偏鄉女性在懷孕、生產、休養期間免於

舟車勞頓而緩不濟急。 

另外，青少年性健康、未預期懷孕、性傳染疾病等議題，在禁忌化、污名化和刻板

印象的作用下，無論是學校教育、媒體平台、醫療服務等雖尚能提供正確的訊息，卻往

往僅能各司其職而以分別以點狀方式存在卻無所連結，其偏向隱晦的處理態度亦難成

為重要的求助或參考途徑；而在性健康或身體自主權方面，青少女/青少年所學習的知

識與技能，若未能成為有知覺且負責任的價值觀，因此必須承擔其原本即難以想像的風

險，或在解決問題後無法從歷程中累積經驗而重蹈覆轍。是以性別平等機制的介入，貴

在避免因偏見、歧視造成事件當中所有相牽涉者的標籤化、人格受損或人際隔離，導致

問題的固著與累積，長此以往不僅無益於學子的受教權益，對於提升人力素質也會產生

負面衝擊64，或可考慮融合社會與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及身心教育資

訊，培養青少女/青少年的人際關係與行為技能。  

四、重視女性企業主的家庭與心理支持，Having it all is possible 

    【工作與生活平衡】無論選擇就業或創業，女性所展現的能動性、自主性與獨立性

皆是重要而不容否定的，且女性力求於家庭與工作之間維持平衡，則更值得鼓勵其活出

                                                      
63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民 105)年 9 月 12 日國情統計通報。 
64 舉例而言，未滿 18 歲對未滿 16 歲非強制性性行為事件得否免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責任通報，便涉及

《刑法》第 227 條之 1 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從而產生對於「性自主權」或「保護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孰為輕重的法益爭辯；惟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之要旨，

建立合作機制以強化當事人輔導，或善用轉介、法律諮詢與心理諮商等服務以切合各案需求，仍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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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自信。根據 2016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女性企業家數總計為 50 萬

8,701 家，約占所有可區分企業代表人性別之總家數的 35.91%，亦即平均每 3 位企業主

當中就有 1 位是女性；而就女性所經營的企業規模與產業類別觀之，則總計有 50 萬

2,470 家(98.78%)為中小企業，並以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營造業、其他服務業

與製造業為主；且女性企業主多為獨資、平均經營年數者較低。綜上，或可推知在受僱

者身分之外，透過創業以實踐理想的女性亦所在多有；雖其較能因應經濟情勢與經營情

況而靈活進出於市場，但企業體質亦顯不夠強韌而需要更為堅強的奧援，包括女性微中

小型企業主在面臨資金周轉、員工管理等龐雜事務的同時，如何協助其自身維持工作與

生活的平衡狀態，同時輔助其依循法規、政策而充實認知，以建置足以長遠經營的工作

環境與勞動條件，亦為值得關切的面向。 

五、其他針對公私部門之建議 

  (一)醫療與社會部門： 

不同群體的女性在獲得醫療衛生資源時，所面臨的障礙不盡相同(語言、文化不同)，

融入性別與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將使政策成效更為顯著，並協助其快速、安全取

得資源與服務，視維護健康為重要目標。 

  (二)經濟部門： 

依據各類產業發展趨勢，鼓勵企業主/經營者建置具備包容性的工作環境，使其瞭

解此舉不僅有助於響應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所附帶之效

率及獲利提升更有利於企業永續發展。 

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0 款之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

務主管，與第 13 款一般勞工需每 3 年至少接受 3 小時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規

定，建議私部門於員工安全衛生職能基準與課程設計時，即能針對勞工不同性別

需求給予合適職災預防及職場保健的課程訓練。 

  (三)政府部門： 

  協助推展公私部門合作，將使促進女性健康的政策推動更有效率，惟在觀念推動

時，應從經濟層次的具體影響，尋求與企業主/私部門對話的空間，而非訴諸於道

德憑依或善意表達，方能避免引起反彈或敷衍而無濟於事；建議於《政府機關推動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及獎勵辦法》，融入鼓勵推動「友善性別職業安全衛生

職場」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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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應提升蒐集、分析數據的技術，建構實用的評估工具，重新整理既有資料並

爬梳脈絡，研究來自不同地區、發展最佳範例藉此瞭解各經濟體於國內推動女性

健康議題的施行成效，並使之系統化，將有助於決策者瞭解問題、規劃適切的法規

或政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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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15 年 APEC(我國以外)各經濟體 1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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