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 
101 年績效評估結果 

 

101 年度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業務計畫總體目標為深化婦女(性別)
議題之研究發展、建構婦女團體溝通聯繫網絡、加強婦女(性別)事務之

國際經驗交流，分列研究發展、網絡培力、國際交流、行政事務等業務

面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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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 50 名 CEDAW 種子師資人才；

搜集 20 件歧視案例；舉辦 20 場

CEDAW 培力工作坊，參與人數 600

人以上。 

★ 良好 

培訓 233 名種子師資，

並舉辦 26 場 CEDAW

培力工作坊，參與人數

達 1063 人次。 

持續辦理普及照顧政策研議小組

會議，並召開性別政策討論會，

場次預估 5場以上，預估參與人

數 200 人次以上。 

★ 良好 

普照的部分應該是開了

4場會議外加完成一個

研究案「以國際人權規

範檢視長照制度：長照

雙法之檢視及議題清

單」及關於此研究案的

專家諮詢會議 1場。 

辦理性別影響評估專業人才案

例分享會，開辦性別影響評估

學分班，培訓 40 位學員。 

★ 良好 
開辦性別影響評估學分

班，培訓 44 位學員。 

更新性別統計資料、出版 MDG 學

習手冊及 CEDAW 系列叢書 1本。 
★ 良好 

出版 MDG 學習手冊及

《CEDAW 系列叢書：

CEDAW 怎麼教？》、

《性別影響評估學習手

冊》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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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參與人數 4,000 人次以

上。 

★ 良好 

全年度共舉辦 182 場平

台會議，總參與人數達

6,403 人次。 

辦理 6場次婦女館跨領域網絡會

議暨婦女中心聯繫培力，參與人

數 400 人次以上。 

▲ 尚可 

辦理 5場婦女館跨領域

網絡會議暨婦女中心聯

繫培力，參與人數達

255 人。 

辦理北中南東四區婦女團體培力

訓練，預計培力人數 200 人次以

上。 

★ 良好 

辦理 5場婦女團體培力

訓練，培力人數達 730

人次以上。 

協助 570 人次單親家長申請就學

及托育補助，提升就業競爭力。 
★ 良好 

協助 602 人次單親家長

申請就學及托育補助。



定期雙週發行電子報共 23 期，訂

閱人數至少 3,000 人，更新活動

訊息達 800 則。婦女創業資訊聯

網開店會員共計 125 家並上傳

600 則商品資訊。婦權基金會網

站總上站人數 120 萬人次，並維

護網站正常運作；持續更新性別

主流化人才資料庫達 200 人以

上，提供專家學者名單供線上查

詢。另依董監事會議時程更新各

項會議記錄及財務業務執行報

表。 

▲ 尚可 

電子報共發 52 期，訂

戶共 3,044 人，更新活

動訊息達 269 則。婦女

創業資訊聯網開店會員

共計 129 家並上傳 533

則商品資訊。婦權基金

會網站總上站人數共計

1,137,646 人次。性別

主流化人才資料庫達

252 人。 

參與聯合國 CSW 及 APEC WES 會

議，辦理 4場行前會及分享會，

參與人數 100 人次以上。 

★ 良好 

參與聯合國 CSW 辦理 2

場行前會及分享會；參

與 APEC WES 會議，辦

理 2場行前會及分享

會，參與人數共計 136

人次。 

進行「APEC 微型手工藝產品國際

行銷合作實驗計畫」協助 10 位在

地原鄉婦女微型企業整合。 

★ 良好 
協助 13 位在地原鄉婦

女微型企業整合。 

辦理 2場次國際性別會議議題討

論暨英文模擬會議，參與人數 50

人次以上。 

★ 良好 

辦理 3場次國際性別會

議議題討論、1場性別

經濟議題國際研討會、

1場英文模擬會議，參

與人數共計 225 人次。

進行「APEC 婦女創業訓練中心」

可行性倡議研究。 
★ 良好 如指標完成 

出版 3期國際性別通訊，發行量

各 2,000 本以上。 
★ 良好 如指標完成 

每 3個月召開 1次董事監察人聯

席會議、定期召開擴大工作會議

及內部工作會議，每年一次財產

盤點及考績評鑑。辦理本會基金

定存業務，依法編製本會預決算

並提報主管機關。 

★ 良好 

本年度分別於 3 月、7

月及 11 月辦理 3 次董

事監察人聯席會議。並

辦理 5次擴大工作會

議。完成財產盤點及考

績評鑑、基金定存，並

依法編製本會預決算並

提報主管機關。 

「台灣國家婦女館-鄉村婦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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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家婦女館參訪問

卷調查總體滿意度達至

92.6%、來館人數達至

14,006 人次。 

「台灣國家婦女館」定期進行場 ★ 良好 如指標完成 



地設備管理及維護作業。 

辦理婦女人才與性別主流化訓練

3場次，製作婦女館簡介及宣導

單張。 

★ 良好 如指標完成 

註 1：年度目標達成度：達成率 90%以上，請填「★」；80%以上未達 90%，
請填「▲」；未達 80%，請填「●」；如某項目標因遭遇不可抗力因

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主管機關首長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成度。 
註 2：綜合評估：各項目標達成度×權重後加總，所得之和，即為綜合評

估分數；90 分以上，請填「良好」；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請填「尚

可」；未達 80 分，請填「待改進」（請於設定年度目標時一併設定

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 3：請以條例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進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