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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謹識

自從1995年在北京舉辦第四屆全球婦女大會將”性別主流化”納入新興觀點

後，世界各國對於如何將性別平等整合納入不同領域的政策與計畫之策略起了莫

大的關注，我國在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領導及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大力推動下，致力於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及組織人員意識增強之工具與方法，從

經濟的培力、政治培力、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與暴力、及消除性別刻板印

象等不同的性別平等面向，藉由產、官、學、研的通力合作，不斷研發適合我國

推動的務實性作法，也開啟了我國婦女/性別工作另一個新的紀元。

今（2007）年適逢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立十周年，在各界期盼下，

由「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結合民間專家學者、婦女團體，歷經一

年半的時間，終於完成「台灣婦女年鑑（首版）」，特別具有時代的意義。本年

鑑架構為三個單元：第一單元收錄我國政府近幾年來大力推動的「性別統計」資

料，讀者可以從統計數字中察覺與檢視各項現實生活中的性別差異，做為未來改

善的基礎；第二單元收錄近十年來政府相關「婦女/性別政策與法令」，本單元記

載這十年來台灣在法治面、政策面的各項努力與成果，讀者可以了解台灣這些年

來在婦女/性別事務上的進展與成效；第三單元收集整理2005年民間婦女團體各

項動態與發展，試圖呈現民間團體在婦女/性別議題上的倡議性角色，以及扮演

監督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相信，本年鑑的內容對於各不同的領域都極具參考價

值，同時也希望藉由「首版」的發行，為台灣這幾年來推動婦女/性別工作的努力

留下真實的見證與紀錄。

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相關政府單位以及許多民間團體的支持與配合，尤其

本書召集人蘇芊玲老師、李安妮、陳惠馨、李兆環、黃長玲等多位專家學者的鼎

力協助，更要感謝本會相關同仁的辛勞蒐集與資料彙整，方能完成這本國內首版

的婦女年鑑。我們相信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事務的推展是需要長期有系統性的跨

部會合作，以及民間資源與力量的共同監督與積極參與。喜見行政院各部會在行

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督促與指導下，已經發展出各項性別主流化推動計畫

與措施，代表著臺灣已經正式向性別平等國家邁進。因此，藉由本書出版之際，

要特別感謝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台灣婦女/性別工作的所有政府單位、專家學者以及

婦運團體們，因為有大家的付出，才得以讓本年鑑內容暨多元又豐富，也因為有

大家的努力，台灣性別平等工作的落實推動，充滿了無限希望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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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年鑑

從二次戰後1970年代初算起，台灣的婦女運動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走過

前面十年的拓荒期，解嚴前的80年代到解嚴後的90年代中期，民間婦女團體紛紛

成立，迅速成長，她們大抵以意識覺醒與倡議方式蓄積運動能量。90年代中期開

始，婦女運動理念開始有了在體制內落實的空間，1995年台北市政府率先成立婦

權會，接著有中央於1997年設置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行政院婦

權會），以及同時成立的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權基金

會）。十年之間，不僅中央政府，各縣市政府也都成立了地方婦權會，組織建制

算是已臻完備。

除了健全組織之外，在婦女平權和性別平等理念的落實上，近年來行政院

婦權會也大力參考並引進國際間「性別主流化」的實施策略，無論是性別統計分

析、婦女預算編列、婦女人才培力、性別影響評估等等，都有著系統性地穩健發

展。這些基礎工作的努力與累積，不僅有助於培養女性參與政治／政策的深厚實

力，更能有效達成從根本改造社會的深遠目標。

《台灣婦女年鑑》的製作出版，也是在這樣的背景與潮流中被提出。

2005年10月，第四屆婦權基金會於董監事聯席會議中，通過了由董事黃長玲

提出編纂首部「台灣婦女年鑑」的建議，將之列為2006年的重要工作計畫。2006

年1月，先行邀請行政院婦權會委員就其內容進行討論與規劃，3月成立編輯專案

小組，由蘇常務董事芊玲擔任召集人，另有李常務董事安妮、黃董事長玲、行政

院婦權會蔡委員宛芬等人。

2006年3月，專案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確認各篇章內容、收錄年別與進行

方式。《台灣婦女年鑑》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大類，首先是近幾年由行政院主計處

逐步完成之各項性別統計資料，二是政府已通過的諸多婦女／性別政策與法令，

三是民間婦女團體的各項動態與發展。因《台灣婦女年鑑》為首度嘗試，在有限

人力物力考量之下，三篇收錄的內容與時間點各有不同。首篇統計部分以政府公

務部門最新的調查統計資料為主；政府政策方面先以中央政府資料為主，地方政

府部分則待未來另行收錄之。行政院資料主要呈現近十年來行政院院會決議以及

行政院婦權會歷次會議之重要決策。第二篇除法律和大法官解釋為全面收錄外，

政府針對婦女權益所行之重要政策與法規，則以近十年為範圍。第三篇民間婦女

團體部份則僅收錄2005年資料。

上述各種不同資料年份之呈現方式各有差異，為利於閱讀並方便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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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鑑之年別呈現方式，除「重要政策與法規篇」係以民國計年外，「權益發展

與現況篇」及「團體動態與紀實篇」均採西元計年，惟「婦女團體聲明與新聞稿

選錄」乙節，採民國與西元併呈，以尊重團體相關文件之原貌。

初步架構確定之後，4月開始各項資料蒐集工作，期間特別邀請婦女團體全國

聯合會、世界和平婦女會、女青年會YWCA、婦女救援基金會、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主婦聯盟基金會、勵馨基金會等團體，針對「婦女團體動態」此一篇章

之內容範圍與呈現方式，提供意見並進行討論。5月間，開始針對400個婦女相關

團體發出問卷，以蒐集調查其94年度重要工作紀實。同一個月，亦發函考試院、

監察院與司法院，請其提供推動性別與婦女政策相關措施的資料。之後約有半年

時間，負責此專案工作的同仁顏玉如，在副執行長黃鈴翔的領導與多位同仁的協

助之下，一邊忙著聯絡各團體回收問卷調查表，一邊陸續著手整理龐大繁雜的資

料。這是一個艱鉅異常、亟需耐心的工作。

10月間，專案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除確認各篇資料內容與體例，並決定擴

大收錄1949至2005年間司法院大法官之相關解釋，以及近十年行政院院會與婦權

會之重要決議。民間婦女團體動態部份為呈現團體動能，特別選錄婦女團體聲明

與新聞稿，作為運動紀錄與參考。該次會議並成立各篇審閱小組，協助各篇內容

細節之確認。

2007年1月，專案小組召開第三次專案暨定稿會議，逐一確認各篇內容、體

例，以及編輯、封面等事項。經過了一年多密集的投入與努力，《台灣婦女年

鑑》終於今年4月順利出版。

《台灣婦女年鑑》的出版要感謝許多人，首先是這麼多年來投入婦女平權

運動的所有包括民間婦女團體以及政府公部門的眾多人士，如果沒有她／他們長

期盡心盡力地打拼和努力，《台灣婦女年鑑》不可能有這麼豐富厚實的內容。行

政院婦權會的所有委員和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全體董監事的全力支持，是最有力

的推手。專案編輯小組和審閱小組的成員，以及工作同仁，在此過程中的全心投

入，當然不在話下。特別要感謝此次熱心提供各項寶貴資料的所有公私部門團體

的夥伴，沒有大家的信賴和協助，這一本《台灣婦女年鑑》是無法完成的。

但我們也深知，這一部首次嘗試的《台灣婦女年鑑》首版，過程中雖已盡心

盡力，不免還會有許多疏漏缺失，深切期望各方先進好友，不吝提供指正和改進

意見，我們一定會在未來的新版之中，力求進步，更臻完美。

有了這樣一部將大家打拼過的足跡留下紀錄的《台灣婦女年鑑》，無論是回

首，或是前瞻，相信在打造台灣成為婦女平權／性別平等的現代社會目標上，一

定可以成為大家的有力工具與學習依據。

編輯專案小組暨工作同仁 謹誌

（本文作者：蘇芊玲現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創會理事長、現任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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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行動．我們紀錄／編緝小組 

第一節　總論─從統計測量性別溫度 

第二節　性別與人口	

　　　　壹、人口結構與性比例025　　貳、出生與死亡032

　　　　參、婚姻狀況與外籍配偶039　肆、家戶型態及家務分工048 

第三節　性別與健康	

　　　　壹、疾病與死亡率053　　貳、生活保健習慣065 

　　　　參、性健康與性自主069　肆、懷孕與人工生殖074 

　　　　伍、老年健康077 

第四節　性別與就業經濟	

　　　　壹、勞動就業079　　　　貳、未勞動與失業092 

　　　　參、女性婚育與就業098　肆、薪資與經濟能力102

　　　　伍、就業服務與職業災害107 

第五節　性別與政治、社會參與	

　　　　壹、公職人員選舉109　貳、公務人員115　

　　　　參、社會參與121

第六節　性別與教育	

　　　　壹、各級教育學生教育概況124　

　　　　貳、特殊教育與弱勢族群學生概況132 

　　　　參、各級教育學校教職人員概況137

　　　　肆、教育程度及其他教育議題142 

第七節　性別與人身安全	

　　　　壹、犯罪被害概況145　貳、犯罪概況149 

　　　　參、查尋人口153　　　肆、性侵害154　

　　　　伍、家庭暴力156

第八節　性別與福利、救助及保險	

　　　　壹、兒童及少年福利160　貳、婦女福利165 

　　　　參、身心障礙者福利169　肆、老人福利171 

　　　　伍、社會工作176　　　　陸、社會救助176 

　　　　柒、社會保險178 

【第一篇】權益發展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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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總論─用權利伸張女人的公義	

第二節　法規	

　　　　壹、婦女政治參與相關法規199 

　　　　貳、婦女勞動與經濟相關法規200

　　　　參、婦女福利與脫貧相關法規201

　　　　肆、婦女教育與文化相關法規203

　　　　伍、婦女健康與醫療相關法規204

　　　　陸、婦女人身安全相關法規205 

　　　　柒、婦女婚姻及家庭相關法規208

　　　　捌、其他法規211

第三節　政策措施	

　　　　壹、行政院213 

　　　　　　一、行政院院會重要婦女與性別決議213 

　　　　　　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重要決議216 

　　　　　　　　（一）強化婦權會運作與婦女權益推動機制216　

　　　　　　　　（二）婦女與人口政策綱領研修218

　　　　　　　　（三）性別主流化之發展與推動220 

　　　　　　　　（四）提高婦女政治及社會參與222 

　　　　　　　　（五）婦女勞動與經濟224 

　　　　　　　　（六）婦女福利與脫貧226 

　　　　　　　　（七）婦女教育與文化228 

　　　　　　　　（八）婦女健康與醫療229 

　　　　　　　　（九）婦女人身安全230 

　　　　　　　　（十）其他相關議題232 

　　　　貳、司法院233 

　　　　　　一、司法院大法官促進性別平等之解釋233

　　　　　　二、研擬家事事件法與籌設家事法院239 

　　　　　　三、設置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239 

　　　　參、考試院239 

　　　　肆、監察院241 

　　　　　　一、監察院調查案件241 

　　　　　　二、監察院巡察工作246 

【第二篇】重要法規與政策

　

192

194

199

213



台灣婦女年鑑

008 009

第一節　總論─台灣婦女運動啟示	

第二節　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壹、推動性別平等專責機制與強化地方婦權會功能254

　　　　　　一、中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倡議254 

　　　　　　二、防暴專責機制倡議254	

　　　　　　三、強化地方婦權會功能254

　　　　貳、婦女社會及公共參與255 

　　　　　　一、提升女性政治參與255	

　　　　　　二、組織培力教育255	

　　　　　　三、基層女性培力257	

　　　　　　四、青少女培力260 

　　　　參、婦女勞動與經濟261 

　　　　　　一、婦女創業261	

　　　　　　二、就業支持與促進262	

　　　　　　三、勞動權益保障263	

　　　　　　四、職訓與輔導機制264	

　　　　肆、婦女福利與脫貧264 

　　　　　　一、婦女福利法規與制度倡議264	

　　　　　　二、普及照顧服務制度與體系265	

　　　　　　三、家庭支持與服務266	

　　　　　　四、弱勢兒童/婦女支持與扶助268 

　　　　伍、性別教育與文化272 

　　　　　　一、校園性別平等教育272	

　　　　　　二、媒體識讀與監督272	

　　　　　　三、性別平等學術交流273	

　　　　　　四、多元文化與性別角色274	

　　　　　　五、性別權益與法律推廣274	

　　　　陸、婦女健康與醫療277 

　　　　　　一、法規與制度倡議277	

　　　　　　二、性教育與愛滋病防治279	

　　　　　　三、健康促進宣導281	

　　　　　　四、職訓與防制機制283	

【第三篇】團體動態與紀實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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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婦女人身安全284 

　　　　　　一、性別暴力防制284	

　　　　　　二、人口販運防制289	

　　　　　　三、兒少性交易防制290	

　　　　　　四、建立安全空間290	

　　　　捌、外籍配偶與新移民291 

　　　　　　一、法規與制度倡議291	

　　　　　　二、多元文化交流292	

　　　　　　三、外籍配偶支持與輔導293

　　　　玖、其他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295 

　　　　　　一、人口議題295	

　　　　　　二、婦女與科技應用295	

第三節　團體工作紀實─國際篇	

　　　　壹、北區婦女團體298 

　　　　貳、中區婦女團體318 

　　　　參、南區婦女團體318 

第四節　聲明與新聞稿選錄	

　　　　壹、性別專責機制與婦權會功能324 

　　　　貳、婦女社會及公共參與341 

　　　　參、婦女勞動與經濟350 

　　　　肆、婦女福利與脫貧360 

　　　　伍、性別教育與文化380 

　　　　陸、婦女健康與醫療412 

　　　　柒、婦女人身安全424 

　　　　捌、外籍配偶與新移民444 

 

台灣婦女年鑑收錄單位名錄	

【關於出版者】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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