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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說    明

1
已於95年度預算中編

列

已於95年度預算中編

列

專案實際孳息收入，

未於95年預算中編列

95年度中承接之補助

案，未於95年預算中

編列

95年度中承接之補助

案，未於95年預算中

編列

95年度中承接之補助

案，未於95年預算中

編列

95年度中承接之補助

案，未於95年預算中

編列

四

工作內容 經費預算 執行支出 餘(絀)

(一) 1,800,000 686,486 1,113,514

    合      計

網絡建置--

經費來源：

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九十五年度業務報告書

金    額項             目

計畫依據：

本會捐助章程第十六條暨第四屆第二次董事監察人聯席會議通過之預算與工作計畫事項

辦理。

提供婦女資源服務平台，強化政府與民間合作伙伴關係。

健全與培養婦女組織，培養具競爭力之婦女領導人才。

落實國內性別意識養成與推廣教育。

拓展婦女國際視野與參與國際事務之能力。

九十五年度業務預算

內政部補助款－95年度已於95年度預算中編列

實施內容：

工作項目

25,223,185

10,000,000

1,200,000內政部補助款－英國單親參訪計畫

內政部補助款－母親節專案 699,100

單位：新台幣（元）

內政部補助款－單親婦女培力計畫 4,246,200

內政部補助款－婦女節專案 1,034,135

8,000,000

內政部補助款－95年度APEC性別整合專案孳息 4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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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內資訊設備

暨相關研發事

項

(1)為增進本會資訊電腦運作效能，95年陸續維護

個人電腦、不斷電系統設備、會內網路連線工程

等。

(2)為結合婦女創業與資訊能力培養，本會95年12

月規劃進行「婦女創業資訊聯網」建置運作一案

，以實體共識會議連結各地飛雁協會聯合經營本

站。

800,000 37,576 762,424

(二) 4,000,000 2,228,241 1,771,759女性培力與育成--

648,910 351,0901
資訊網站與資

料庫

(1)婦女聯合網站

為了能讓女性和資訊的連結有一個穩定的平台，

本會的婦女聯合網站經過改版，於2002年確立婦

女團體聯合網站的經營架構，由母站（婦女聯合

網站）與子站（子網站會員）共同串連一個女性

網絡空間，為網路使用者提供豐富的資訊，至今

已經營四年，在今年也微幅調整了一些功能和介

面。婦女聯合網站除了匯集子會員團體的訊息，

也提供本會活動資訊、議題討論、每週電子報等

，與各個團體一起耕耘這塊女性資訊園地。

(2)女人六法」法律資料庫

主要是將本會出版之「女人六法－婦女權益法令

彙編實用手冊」之紙本內容數位化，建置資成料

庫供一般使用者查詢。

其中收錄與女性生活習習相關的法規和大法官解

釋，書籍版本方便想要了解法律的女人隨手翻閱

，而資料庫的設置則是方便法條檢索，並針對每

年更新修正的法律，提供更迅速的更新方式，從

2006年5月自12月，已有近萬人上線使用過女人六

法資料庫的查詢功能。

依據本會出版之「女人知法一百問」一書，本區

也設置「知法問法」專區。該專區案例所使用到

的相關法條，配合女人六法資料庫，設置了超鏈

結讓使用者了解該法條內容。知法問法共分為人

身安全、婚姻家庭、兩岸婚姻、異國婚姻、健

康、工作、社會福利以及政治參與篇等，分享的

案例共有117則。

另針對兩性工作平等法所出版之「平等工作好夥

伴」一書也全文全圖上網，製作「漫畫談法」專

區，以輕鬆幽默的方式，為一般民眾解釋兩性在

工作職場上會遇到問題和解決辦法。

最後是女人六法法律資料庫的「行政暨訴訟流

程」專區，該區主要解釋「各級法院管轄區

域」、「裁判及公證費用」、「行政及訴訟流

程」，包括一般民、刑事事件訴訟流程、性侵害

及家庭暴力事件處理流程、民事離婚處理流程、

就業歧視事件處理流程等，另外還有各項民、刑

事訴訟範例及實用電話等，讓女性更加了解法律

，在面對法律問題時也更獨立自主。

1,000,000



1 基層組織培力

為推動婦女組織發展之普及性，鼓勵基層婦女參

與並關心社區公共事務，以培植在地婦女組織之

發展及形成，本會自93年度開始執行「基層婦女

組織培力」計畫，並發展諮詢輔導陪伴制度，以

因應婦女發展組織所需。

本計劃內容以婦女權益相關議題為主，議題涵蓋

就業經濟及福利議題、教育媒體及文化、健康及

醫療、人身安全、國際參與等；95年度更進一步

連結基層婦女與各地承辦「婦女溝通平台」之團

體，由團體推派輔導員擔任當地基層婦女申請者

的諮詢陪伴人員，以在地化立即協助婦女推動組

織發展。

95年度「基層婦女組織發展培力」共計補助32

案。

1,000,000 668,000 332,000

(三) 1,000,000 288,626 711,374

1,560,241 1,439,759

面對面溝通平

台(含原住民溝

通平台)

2

為使各地婦女團體瞭解國家性別政策，促進婦運

姊妹之間溝通與對話，傳達對中央、地方政府之

政策與建議，並建構民間婦女團體區域性及整合

性之聯繫與交流網絡；本會結合民間婦女團體，

自94年1月1日起，即透過定期式的聚會方式，就

各項婦女/性別議題進行溝通討論。

從95年度開始，更擴大至每一縣市辦理平台會議

，共計召開34場平台會議。透過這些婦女們在台

灣各縣市不同的角落集結，我們看到了婦女團體

無可限量的活力與行動力。而這樣一個結合了

「多元」、「平等」、「分工」與「分享」價值

的機制，不僅創造了政府與民間的對話窗口，更

是建立婦女發聲與參與決策的管道；特別是婦女

團體開始拓展與當地縣市政府之間的討論互動，

更為平台的對話精神做了良好示範。

在原住民溝通平台方面，根據行政院原住民委員

會編印之「原住民婦女權益保障政策與實施之規

劃研究」（行政院原民會，2004年）中對原住民

婦女的訪談結果，顯示大多數原住民婦女一方面

亟需各種協助，然而另一方面對現有的福利政

策、社會資源、求助管道等等，所知卻非常有

限。

為提升各地原住民團體內女性幹部對社會資源的

認知，進而協助基層原住民婦女使用各項既有社

會資源、發展原住民婦女的社會支援網絡、增進

原住民團體彼此之連結，本會於95年度開始舉辦

「原住民婦女組織培力溝通平台」，藉此增進原

住民婦女朋友參與公共事務討論，促進台灣社會

多元與國家發展。

95年度共於高高屏地區舉辦二場原住民婦女溝通

平台會議，並將於96年於全省北、中、南、東四

大區域，續辦本計劃，擬延續95年平台會議主題

進行深化討論，以增進政府各級單位與基層原住

民婦女之對話，並連結全省各地原住民婦女團體

彼此交流、互相支援之能力，累積原住民婦女團

體提出政策建言之能量。

3,000,000

研究發展--



2 書籍成本費
編印及出版平等工作好夥伴(二版)等書籍之支

出。
0 762 -762

(四) 1,200,000 855,507 344,493

1
國家婦女館暨

會址搬遷規劃

為完善規劃與建置台灣國家婦女館，以作為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據點，本計畫主要工作為：優先協

助行政院婦權會辦理國家婦女館房舍合法進駐，

另依房舍取得進度與場地，逐步進行婦女館需求

評估與功能規劃，並研議未來政府成立國家級婦

女館最適委託模式以及未來經營團隊運作方式。

200,000 9,250 190,750

1
政策研究與年

鑑

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即將邁入十週年及本

會將邁入八週年（96年）之際，回首來時路，多

年來，在婦女團體的努力下，台灣婦女權益開始

被「看見」與「聽見」，透過在地發聲，女性議

題由私領域進入公領域，同時更在「性別主流

化」的政策推動下，逐步將性別議題落實於國家

各項政府決策中，這樣的改變，是推動婦女權益

工作者一路辛苦奮鬥的成果，更是女人改變自己

命運的過程。

為詳實紀錄台灣女性運動的發展及婦女處境與現

況，本會95年起積極籌劃出版「台灣婦女年鑑」

，希望將婦女團體的經驗與奮鬥歷程有系統地記

錄下來，並客觀呈現台灣婦女現況，以及政府的

重要性別法案與政策，以作為未來台灣性別政策

研議之參用與婦女研究之基礎工具。

「台灣婦女年鑑－首版」內容共分為三篇，收錄

年別則因資料可及性而有所差異。

第一篇「台灣婦女權益發展與現況」內容分為八

節，包含總論、人口（婚姻）、健康醫療、人身

安全、就業經濟、教育、社會福利及社會與政治

參與等章節，將台灣性別統計做有系統的資料蒐

集、彙整，客觀呈現台灣婦女處境與權益現況。

第二篇「重要婦女與性別政策、法規」收錄內容

為政府立法、行政、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重

要婦女與性別政策法規。在法規方面，以94年及

先前立法院所通過與婦女、性別相關法規為依

據；政府婦女政策與措施方面，收錄86-94年相關

之行政院院會決議與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

決議、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及重要措施、監察院相

關調查及巡查案以及考試院重要政策措施等。

第三篇「婦女團體動態」在婦女團體動態方面，

針對本會出版「2006全國婦女資源手冊」所收錄

之300多個民間婦女及相關工作團體，進行94年婦

女團體國內與國外工作記實調查，並獲得近百個

團體調查表回覆（95年12月底）。依團體工作內

容，歸納台灣婦女團體工作內涵可分為推動中央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人口議題、婦女勞動與經

濟、婦女福利與脫貧、性別教育與文化、婦女健

康與醫療、婦女人身安全、婦女社會及公共參

與、婦女與科技應用、外配與新移民等十大議

題。

1,000,000 287,864 712,136

行政事務--



2
董事會暨行政

會議

本會董事本會目前設有董事會，置董事十九人，

由行政院院長分別聘任之。其中官方董事計有內

政部、教育部、法務部、外交部、行政院衛生

署、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行政院新聞局、行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之首長；民間董事則由社會專業

人士四至六人，婦女團體代表三至五人擔任之。

董事長由董事互選，並由行政院選聘主計處、財

政部之首長及社會公正人士一人擔任監察人。本

會置常務董事五人，由董事互選之，其中董事長

為當然之常務董事。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乙次

，如董事長認為有必要或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之

提議，得召開臨時會議。

會議原則每三個月召開乙次。95年度共召開三次

董監事聯席會議，重要決議摘要如下：

95年2月17日第四屆第三次董監事聯席會議：

◎因應內閣改組，完成本會部份董事、監察人職

務異動。

◎完成本會董事長改選：因內政部前部長蘇嘉全

先生奉派調任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委，其法定兼

職，改由李逸洋董事接兼，並依規定完成選舉作

業，正式由李逸洋董事接任董事長。

◎通過95年度婦女節宣導活動企劃。

95年6月2日第四屆第四次董監事聯席會議：

◎完成執行長改聘，由現任社會司曾中明司長擔

任。

95年10月2日第四屆第五次董監事聯席會議：

◎通過本會九十六年度概算暨工作計畫。

250,000 242,167 7,833

209,370 40,6303
專案會議-普及

照顧政策

近年來，台灣生育率屢創新低，這波少子女化現

象，衝擊的不僅是個人，甚至是企業及整個國

家。有鑑於人口成長攸關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及競

爭力之提昇，歐洲及亞洲先進國家為解決少子女

化的人口問題，已積極採取各種鼓勵措施以因應

少子女化浪潮。

而我國除面臨少子女化現象外，也逐步進入人口

老化的結構變遷社會。為使人口能永續遞補，需

加強規劃各項措施並納入人口政策中，以改善人

口結構；除妥為規劃鼓勵計畫生育措施外，研擬

人口減少因應對策，包括建立優質保母支持系

統、建全幼兒教育制度，及提升現有生活與托教

品質，以提昇國人生育意願，也是需要同步處理

之議題。

有鑑於此，本會於95年4月開始，成立「普及照顧

政策研議小組」（以下簡稱本會普照小組），並

由本會陳董事來紅擔任召集人，邀請多位政府及

民間團體代表組成工作小組，研議並提出兼具就

業、經濟與福利三合一模式的「普及照顧政策」

，該政策針對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社區自治幼兒

園與其他幼稚教育、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服務、社

區兒少暨家庭支持服務及社區居家照顧暨長期照

護系統（包括失能及障礙者的照顧）提出政策建

構，以供各界討論與政府參考。

本會普照研議小組自成立以來，至95年12月先後

召開過六次研議會議。研修期間除積極針對各項

政策內容，邀請相關部會與會外，並曾兩次前往

拜會行政院林政務委員萬億，針對普照政策精神

與架構內涵進行溝通。從95年5月開始，也將該政

策理念陸續在行政院召開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

會議 相關大小會議中 與參與之學界 產業

250,000



4
專案會議-人口

/性平機制

行政院婦權委員及婦女團體多年來努力爭取，訴

求政府成立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以跨部會統合各

種政策，落實性別主流化。為使政府整體資源發

揮更大效益，行政院積極推動組織改造，並將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及「行政院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列為優先審議通過法

案，函送立法院審議中。在「行政院組織法修正

草案」中，初步已納入性別平等專責機制規劃，

並獲朝野各黨支持。

為因應未來行政院組織法通過後對於「性別平等

專責機制」之規劃需求，本會於95年3月10日專案

會議中決議成立「性別平等專責機制研修小組」

由李常務董事安妮擔任召集人，邀請本會董事及

行政院研考會、人事行政局、其他學者專家與婦

女團體代表共同進行討論。該研修小組自95年3月

份成立以來，先後召開七次會議，已完成「性別

平等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之組織規劃（

含主要職掌、組織架構、員額等）及「行政院性

別平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250,000 164,901 85,099

5
相關活動暨宣

導品
(1)印製本會活動宣傳用資料夾。

(2)94年度年報設計印製及英文版翻譯作業。
250,000 229,819 20,181

(五) 17,223,185 17,223,185 0

1
APEC性別整合

專案

鑑於追求性別平等為國際重視之普世價值，我國

作為亞太經合會經濟體成員，亦積極推動性別整

合進入APEC架構，達成貿易自由化與兩性公平經

濟參與雙贏目標，爰此，本會賡續辦理APEC性別

議題95年工作計畫，以協助政府推動確保兩性公

平參與、提昇女性經濟與權益發展之各項重要任

務。

10,043,750 10,043,750 0

(1) 研究發展經費

除積極撰擬APEC中華台北國家報告及APEC

Guidelines、各經濟體「婦女整合進入APEC架

構」（性別分析及主流化、依性別區分之統計資

料、婦女經濟及APEC活動參與）等相關資料蒐集

外，為使部會掌握性別統計基礎工作內涵，本會

於4月至11月間辦理性別與人口、健康、人身安

全、政治參與、社會福利、教育、就業經濟等七

大議題之性別統計教育宣導座談，就統計及政策

意涵分析，邀政府代表、學者及部會性別聯絡人

就理論及政策實務，分析性別差異及政策實施現

況。此外， 為提升加強各界對「性別預算」之瞭

解，期協助各部會推動或規劃性別預算準備， 本

會於10月辦理性別主流化論壇：性別預算專題，

邀請南澳大學Prof. Sharp來台進行專題講座及工

作坊，逾一百人與會，場面熱烈。本會並蒐集文

獻及邀請專家學者完成性別預算第一期研究案報

告書 。

2,200,000 1,416,880 783,120

會議」相關大小會議中，與參與之學界、產業

界、官方、民間團體代表等進行溝通與討論，並

在大會正式作成決議，將普照政策充分納入思

考。會中強調，人口合理結構的推估應基於國家

對社會中各年齡、性別、族群人口，以及自然環

境負荷，並合乎人權及人民福祉之考量為原則。

當人口結構失衡時，政府應以營造有利生育、養

育、教育環境，及推動國家與社會分擔嬰幼兒照

顧責任，以利國民婚育，維持人口年齡結構的穩

定。

內政部補助款--



(2) 國際交流經費

為增進與2006年APEC主辦國越南就經貿與性別議

題交流，並為參與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暖身

，本會於7月舉行「東亞區域經濟與婦女發展-台

越國際交流座談會」，邀請國內外經濟、貿易、

科技、性別議題專家學者進行雙邊交流之研討

會。此外並規劃建制英文網站Gender Global

Women Website，期達成性別議題之探討面向延伸

至國際，形成在地觀點、全球行動目標，於95年

起規劃新增APEC性別議題中英文網站及性別資料

庫，期逐步加強「論壇(forum)」、「BBS」、

「部落格(blog)」功能，透過網際網路無遠弗屆

之特性，增進網路資訊分享，以建構國際化性別

議題的交流平台，並持續累積國際重要性別議題

資訊，朝推動台灣性別議題聯絡網站窗口為終極

目標。另外， 為與APEC各經濟體分享台灣女性經

濟貢獻，完成我國創業輔導政策及最佳範例出版

中英文『女力」（Women Power)出版品，於APEC

分享台灣成功經驗。

1,250,000 986,788 263,212

(3) 人員培訓經費

促進台灣女企業家交流，發展女性企業家互動網

絡，並提升國內女性企業家對APEC、WTO、OECD等

經濟體組織及婦女高峰論壇等跨國會議了解，以

協助台灣女性企業家掌握全球趨勢與佈局商機，

並增進國際交流接軌機會， 本會於7月辦理第一

屆女企業家圓桌論壇， 除由政府相關部門進行專

題講座，並邀參與國際會議經驗豐富女企業家分

享實務經驗。 此外， 為加強各界對WLN等國際會

議規則瞭解及實務工作培訓， 本會於2006年APEC

前夕8月辦理Pre-Meeting Mock WLN英文研習營，

以進行 WLN議題主軸分享及模擬英文會議之發表

與演練。於參與WLN會議後，並由本會辦理「2006

APEC婦女數位經濟論壇：創新與領導」（APEC

Forum on Digital Economy for Women 2006

Innovation & Leadership）研討會，該活動計來

自產、官、學與會者計214人與會，邀請加拿大、

韓國、菲律賓及我國之專家學者進行議題發表。

另外， 於加強我國與婦女權益議題之國際接軌，

本會並結合政府與民間團體，積極參與2006年聯

合國第五十屆婦女地位委員會（UN-CSW）會議，

以呈現我國婦女人權發展和各項成果，提高台灣

國際能見度，並與國際組織各國NGO代表深度交流

，建立良好國際連結與互動管道。並於會後於7月

間辦理北高二場議題分享會。

1,880,000 1,534,354 345,646

(4)
會議相關行政

費

為積極參與APEC之WLN及GFPN等相關會議，配合內

政部組團原則，進行WLN團務工作之聯繫與籌畫，

並與APEC主辦單位積極聯繫以爭取我國WLN專題發

表席次、協助各項出團行政及會後報告書草案撰

擬。此外， 就參與聯合婦女地位委員會（UN-CSW

周邊會議）方面，本會並積極連結我國專家學者

及婦女團體與國際婦女團體之網絡互助關係， 協

助籌組及會議Panel爭取，於連結各項出國補助款

以跨大參與，並進行出國結案報告書彙整。

1,200,000 754,203 445,797

(5) 勞務費用 - 3,000,000 2,900,525 99,475

(6) 專案管理費 - 470,000 399,355 70,645



(7)
繳回款(含孳息

43,750)
- 43,750 2,051,645 -2,007,895

2
單親婦女培力

計畫
4,246,200 4,246,200 0

專案執行支出 4,246,200 4,231,221

繳回款 0 14,979

3 婦女節專案 1,034,135 1,034,135 0

專案執行支出 1,034,135 1,034,135

繳回款 0 0

包含：

(1)95年婦女節活動

本會蒙內政部委託，於台北西門紅樓劇場策畫辦

理了『2006婦女節慶祝活動 搭起平台．啟動活力

－「台灣性別圖像」發表會』。該活動透過統計

數字，科學與真實的呈現台灣女性的現況，也藉

由真人現身說法，為社會大眾帶來不一樣的性別

省思。

除了發表台灣性別圖像數據資料外，活動也針對

本會今年度於全台灣推動之婦女團體面對面溝通

平台進行宣傳，藉由啟動「女人活力列車」儀式

，將婦女六大訴求：健康優先、福利照護、人身

安全、經濟自主、政治參與、國際交流等面向，

積極與各地基層婦女溝通，以落實各項婦女政策

，並讓女性權益與性別平等能在全國各地都獲得

重視與發展。

(2)96年婦女節活動-女性網絡博覽會-95年籌備

活動

96年正值婦權會十週年慶，適逢國際婦女節慶祝

之際，內政部規劃邀集中央相關部會、全國25縣

市政府與婦女團體，在3月至5月期間，於北中南

三區辦理「2007全國女性網絡博覽會」，期望在

感恩和祝福之際，與長期為婦女權益並肩打拼的

姐妹們、台灣婦運先進前輩、各級政府部門及全

國各地婦女組織、企業代表，共同見證台灣女性

的兩性平權足跡，一起實現台灣女性共同的願望

，秉持以往的熱情及行動力，期待下一個充滿無

限可能的十年。

為鼓勵單親婦女進修學位，提升專業智能，促進

就業能力，增加社會競爭力，進而獨立自主，自

立脫貧，自94年起本會接受內政部委託辦理「94

年單親婦女培力計畫」，補助弱勢單親婦女就讀

大專院校學費/學雜費，以及進修期間六歲以下子

女臨時托育費，94年共計核定補助87件學雜費與

臨時托育費之申請案，培力68位單親婦女就學。

為照顧更多單親婦女，95年度內政部放寬補助資

格：包括開放高中高職單親婦女申請，並將申請

者年齡上限，由原40歲放寬至50歲；此外，在社

工員轉介下，因遭受婚姻暴力離家之不幸婦女同

樣享有單親培力計畫補助。

整體而言，95年單親婦女培力計畫，共計補助442

人次，總補助金額為402萬9,734元，分別協助261

位婦女順利就讀大專院校、174位婦女就讀高中高

職學校。分析受補助人次居住概況發現，大專院

部分以高雄市最多，有47人次，占大專院校補助

者13.2%；其次為台北縣及台中市，各有37人次與

32人次，占10.2%、9.0%。高中高職部分，以台北

縣及台中縣最多，各有8人次接受補助，各占高中

高職補助者12.5%；其次為基隆市7人次，占

10.9%。



4 母親節專案 699,100 699,100 0

專案執行支出 699,100 658,280

繳回款 0 40,820

5
英國單親參訪

計畫
1,200,000 1,200,000 0

專案執行支出 1,200,000 1,179,213

繳回款 0 20,787

25,223,185 21,282,045 3,941,140合       計

本案係承接內政部年度方案，藉拜會英國相關政

府單位及社會福利機構，瞭解該國單親家庭福利

政策、服務方案及措施，以作為我國推動福利服

務之借鏡，從而提昇我國社會福利服務之施政品

質。

本案於95年9月26日至10月5日於英國倫敦市參訪

完成。參訪團員包括各縣市政府暨民間社福團體

承辦單親家庭福利服務業務績優工作人員，並由

內政部社會司李專門委員美珍擔任團長，共計17

名團員。

此次參訪機構之安排，係針對正推動並倡議單

親、性別主流化等相關政策或計畫，以及在提供

直接服務工作方面有成效之機構。

本案於95年5月11日假台北101大樓舉辦「心手相

印  愛的回應-攜手同登101  讓夢想從最高處起

飛」母親節慶祝活動。本次活動共邀請16位單親

媽媽代表們分享生活中的點滴，並集結印製成手

冊，紀錄他們動人的小故事。活動當日安排16位

偉大母親一同與院長、部長及其他貴賓印下愛的

手印、登上101觀景台合影留念；並與貴賓們共享

美味餐點，感謝媽媽代表們的辛勞。

透過這場活動，我們希望能呼籲社會大眾，生命

如果遇到了挫折，要學習這些勇敢的媽媽們，積

極面對問題、找出方法解決問題，只要不放棄，

事情就一定有轉機。也希望社會大眾對於身旁的

弱勢家庭能多一些關懷，減少弱勢家庭的壓力與

負擔，營造一個讓每個家庭都能適性發展的社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