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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 
100 年績效評估結果 

 

100 年度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業務計畫總體目標為深化性別議題之

研究發展、建構婦女團體溝通聯繫網絡、加強性別事務之國際經驗交流，

分列研究發展、網絡培力、交流活動、行政事務等業務面向，100 年度

依計畫具體實行，目標達成情形良好。 

年度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 2 

評估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 3 

年度目標 達成度1 

CEDAW 公約推動：辦理 4

場「CEDAW 法規暨案例檢

視會議」 

★ 良好 

1.針對外籍移工、家庭暴力、優生保健、

非預期懷孕等四大主題辦理「CEDAW
法規暨案例檢視會議」。參與人數共計

120 名。 
2.出版 CEDAW 系列叢書：《我們的法律

是否支持性別平等？以 CEDAW 為基準

的法律檢視手冊》。 

性別平等機制規畫研究 ★ 良好 

召開 9 場「 CEDAW 推動機制研議讀

書會」，研讀美國芬蘭、智利等國落實 
CEDAW 之經驗，並提出台灣落實 
CEDAW 之實際策略，以為國內施行法

通過後之整備。 

透過專案會議，研議照顧

公共化的各項議題，場次

預估 3場以上。 

★ 良好 
總共辦理 3次普及照顧政策研議小組會

議。 

辦理性別影響評估學

分班及完成「性別影響

評估學習手冊」。 

★ 良好 

與臺灣師範大學合作，課程時數計 36 小

時，並授予 2 學分本次報名學員計 78

位，錄取 40 位。 

完成《性別影響評估學習手冊》。 

性別平等政策綱領 ★ 良好 

召開 2場「性別平等政策綱領」編輯會

議，確定「權力、決策與影響力」、「就

業、經濟與福利」、「人口、婚姻與家

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

安全與司法」、「健康、醫療與照顧」、

「環境、能源與科技」等 7篇初稿內容，

提供全國婦女國是會議討論。 

出版千禧年發展目標學

習手冊、更新性別統計

資料。 

★ 良好 

編譯 2本「千禧年發展目標：性別觀點」

系列學習手冊(1)環境永續與性別平等

(2)消除貧窮與性別平等。 

搜集、彙整並製作與「性別平等政策綱

領」各篇相關之性別統計資料，共 370

筆，並持續進行資料更新。 

性別觀點提案案例 ★ 良好 

編撰「APEC 性別觀點案例參考手冊」，

收錄農業科技、能源效益、中小企業發

展、資通訊科技等 4類共 27 案。 

辦理 3梯次婦女團體溝

通平台補助，至少辦理

100 場的平台活動，總

★ 良好 

三梯次共補助 42 個團體，北區團體 23

個，南區 11 個，中區團體 8 個，東區則

無團體通過本計畫之補助，然而透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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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數 4,000 人次以

上。 

體跨區串連，花蓮、金門、澎湖等地仍

有平 

台活動舉行。全年度共舉辦 168 場平台

會議，參與人數達 7,256 人次（女：5,939

人；男：1,317 人）。 

辦理 5場次婦女館跨領

域網絡會議暨婦女中心

聯繫培力。 

★ 良好 

辦理「婦女就業促進研討會」、「性別平

等教育施行實務研討會」、「護理勞動權

益座談會」、「社工專業與性別研討會」

及「婦女中心聯繫會議暨性別政策工作

坊」，共計 5 場次，參與人數超過 300 人

次。 

協助單親家長申請就學

及托育補助，提升就業

競爭力。 

★ 良好 
協助 674 人次單親家長申請就學及托育

補助。 

定期雙週發行電子報。持

續更新性別主流化人才

資料庫達 200 人以上。 

★ 良好 

電子報共發 52 期，100 年婦權基金會網

站總上網人數共計 70 萬人次。性別主流

化人才資料庫達 245 人。 

參與聯合國 CSW 會議。 ★ 良好 

參與聯合國 CSW55 共計 28 人與會，其

中民間代表 13 人及政府代表 3 人於 12

場周邊會議中擔任與談人，議題涵蓋科

技教育、和平教育、同工同酬之推動、

愛滋感染女性處境、女性培力等。 

APEC 議題國際交流會議 ★ 良好 

11 月 23 至 24 日舉辦「落實 CEDAW 培訓

工作坊」邀請美國紐約州立大學波茲坦

分校助理教授 SusanneZwingel、芬蘭社

會事務暨健康部性別平等組資深官員

HannaOnwen-Huma、律師及亞太婦權行動

觀察前執行長 TulikaSrivastava 等三

位分別來自學界、政府部門與 NGO 的

CEDAW 專家來台分享經驗，兩日的活動

共有公務人員 61 人、NGO 工作者及律師

57 人、學界 5人參與。 

婦女領導人網絡相關會

議 
★ 良好 

配合美國會議改制，原 APEC-WLN 會議已

不復存，本計畫改支應新推展之手工藝

國際合作案。於 4 月初申請 APEC 補助

計畫通過，並於今年完成與智利、秘魯、

越南之第一階段工作，確認整體供應鏈

及在地團隊，完成加拿大市場開發研究

等，定期回報 APEC 秘書處計畫執行成

果。 

為強化國際團隊合作緊密度，更於 4月

及 10 月兩次邀請加拿大團隊來台，舉辦

簽約儀式暨圓桌論壇，並邀請外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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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說，加深與國內微型企業主之互動交

流，並實地參訪我國高雄、屏東、台東

代表性原鄉在地微型企業，以及觀摩我

國首次推出「嫄」品牌曝光之國際時尚

開幕展秀，針對我國計畫推動策略及團

隊模式交換意見。 

性別聯絡人相關會議 

（參與 2011WES 相關事

宜） 

★ 良好 

為加強公、私部門對話合作，並提高參

與層級，使各經濟體更加重視性別議題，

2011 年由 APEC 主辦國美國整合民間參

與之「婦女領導人網路(WomenLeaders'

Network,WLN)」會議，以及官方組成之

「 性 別 聯 絡 人 網 路

(GenderFocalPointNetwork,GFPN)」會

議，於 9月 13 日至 16 日，在美國舊金

山舉辦「第一屆婦女與經濟高峰會議

(WomenandtheEconomySummit,WES)」。

‧本次會中我國積極參與舊金山宣言草

案之討論及草擬工作，俾將我方經驗融

入宣言建議中。亦積極爭取我方代表擔

任講員，與各國代表進行實質交流分享。

‧為於國內落實舊金山宣言，就國內執

行中計畫、當前進度及未來擬推動之施

政內容等三大面向，於會後彙整國內對

應宣言之實質作為，並建請相關單位積

極辦理。 

性別議題網營運計畫 ★ 良好 

本站原於 97 年建置完成，為擴充本站對

於國際間性別及婦女相關議題資訊的收

集、加強與國際組織間之連結，於 98 年

改版完成並陸續邀請各部會及相關單位

上傳性別議題英文資訊及活動。今年持

續搭配今年各項國際婦女議題會議進行

宣傳，發佈國際性別訊息，傳遞我國相

關政策資訊。 

出版 3期國際性別通訊 ★ 良好 如指標完成 

「台灣國家婦女館-臺灣

女人特展」來館人數至

少 12,000 人次以上，提

供機關團體辦理各項會

議與活動，接待國內外

來賓參訪。 

★ 良好 

台灣國家婦女館自 97 年 4月開館以來，

來館人館總計達 47,026 人次（男性

26.4%、女性 73.6%）；今年來館人數共

有 11,687 人次，其中男性占 26.8%；女

性占 73.2%，提供國內 86 個單位場地使

用與參訪服務，共計辦理 226 場次會議

與活動，平均每月 18.8 場(次)。 

團體參訪方面：總計接待 67次國內團體

及國外人士參訪，服務 1,861 人次（男

性 24.7%；女性 75.3%）。國外人士參訪

方面，共接待 20 次，14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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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部份，則接待 47 次政府單位及民間

社團。 

性別教育宣導 ★ 良好 

1.辦理「性別學習」與「臺灣女人精采

一百」特展系列活動，期間共舉辦 4場

名家講座、12 場電影賞析、2場參訪，

共計有 18 場次 66 個單位 982 人次(男

223 人次，女 7598 人次)參加此次活動，

其中中央政府單位計 35 個達 695 人次，

地方政府單位計 3 個達 10 人次、內政

部及所屬單位計 23 個達 215 人次、團

體學校計 3個達 58 人次參加此次活動。

2.美麗活影城與諮詢講座-100 年度社

區心理健康促進活動：共辦理 15 場次，

計 258 人次參與（男 36 人次，女 222 人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