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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業務執行報告 

 業務報告-研究發展篇 

CEDAW 議題研究 

1. 台灣初次國家報告書：於 2009 年 3 月底完成，並邀請 3 位前 CEDAW 委員審閱、提供建議。

3 月 27 日召開「CEDAW 國家報告發表暨專家諮詢會議」，與會者包括 38 部會及民間團體和

學術界代表，計約 280 人。 

2. 民間團體影子報告：協助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及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撰寫影子報告，

定期召開讀書會或工作坊，共計 9 場。 

3. 公部門培力工作坊：於 11 月下旬舉辦 4 場「CEDAW 國家報告與影子報告：政府部門與民間

團體的對話與激盪」工作坊，以強化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的對話，針對 CEDAW 國家報告書

進行討論，期能落實於各項政策中。 

普及照顧政策研議 

  2009 年共召開 8 次例行性小組會議，並於 9 月 18 日辦理各縣市婦權會委員溝通平台說明會，分

別針對社區自治幼兒園、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及國小學童課後照顧等三項政策座談討論，期能將政策推

廣、落實於地方。工作重點除了持續關注幼兒托育、課後照顧及社區自治幼兒園於各地落實狀況，亦

開始針對衛生署推行之「全責照護實驗計劃」進行深入討論，為達（一）降低病患家屬照顧負擔 （二）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三）讓護理人員回歸專業，提供更好的醫療品質等三大目標，期能促使全責照護

計劃持續推動、擴大辦理。 

性別議題研究暨成果發表會 

  本屆共收件 70 篇（碩士論文 45 篇、博士論文 8 篇、公務部門研究論文 17 篇），共獎助碩士論

文優選 5 篇、佳作 3 篇，博士論文優選 3 篇、佳作 1 篇， 公務部門研究論文優選 1 篇、佳作 2 篇。 

婦運史及大事紀實 

  為展現婦團運動紀錄，邀請成立 20 年以上之 11 個婦女團體共同參與，提供團體運動資料之歷史

照片、文字，透過珍貴文字與畫面，記錄台灣婦女團體的耕耘與成長。展示內容：以團體為單位，製

作中英文對照之看版，3/8 國際婦女館正式於性別迴廊展示，同時製作「20 年的傳承與承諾－台灣婦

女團體記錄展」展冊，發送各單位及來館者以了解台灣婦女運動歷程。 

  「婦權大事紀實－台灣女性權益立法軌跡」係將台灣自 1930 年代以來與婦女有關的法律及其性別

意涵資料整理成果展示，展示內容為中英文對照，期讓國內外各界來館人士透過法律修訂歷程，了解

台灣婦女權益法律發展。展示資料另製作 Flash 網頁，同步於國家婦女館網站展現。 



性別主流化專區 

1. 性別平等機制研究：彙整聯合國婦女、性別平等組織與機構之資訊，完成報告以提供本會組織

發展之參考。 

2. 性別分析工作坊：承繼去年出版工作，撰寫性別分析思考案例，並於 11、12 月辦理性別分析

工作坊，邀請公部門成員參與研習，活動安排同時著重成員經驗分享與互動討論，頗受好評，

共計約 120 人參與今年度之工作坊。 3.性別主流化知識工作坊：藉由同仁自行蒐集、整理各

項性別議題，並邀請相關領域專業工作者參與引導，促進本會同仁自我成長、共同學習之目標。

今年度共辦理 5 次，主題涵括性別主流化工具、公共空間、人口販運、數位落差、社會企業等

項。 

性別主流化相關議研究 

  委請謝教授臥龍進行「從性別觀點看八八水災」紀錄研究、顧教授燕翎進行「北京宣言暨行動綱

領」落實狀況之檢視研究。 

  

 業務報告-網絡平台篇 

婦女團體溝通平台計畫 

  本年度婦女團體溝通平台共補助 52 個團體；辦理 117 個場次，分佈區域從都市到部落偏鄉，其

中有 20 個團體為首次申請辦理平台會議，佔今年度補助約莫 4 成之團體數，明顯達到發掘在地新能量

的預期目標；並於年初辦理北、中、南、東四區之聯繫會議，增進會內與民間團體之合作默契。同時

有鑑於國際金融海嘯之影響，民間團體在組織經營上面臨壓力，於本年度籌辦「第一屆女性組織領袖

培力營」初階及進階課程，培力婦女團體領袖在婦女議題的國際觀及組織領導的知能，透過協力婦女

團體永續經營，增強婦女團體網絡聯結，持續發揮團體在地耕耘的力量。因與會伙伴反應熱烈，擬於

2010 年持續辦理之。 

婦女聯合網站經營及維護 

  婦女聯合網站為本會對外主要入口網站，作為各婦女團體之訊息發佈中心，網站定期於每週四發

送電子報。目前會員團體目前共 290 個。女人六法法律資料庫於已於 1 月及 7 月底更新新法規訊息，

今年度共計有 557,699 人次上線使用。 

婦女館網站 

  為提高婦女館知名度並擴大宣傳效益，本會規劃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功能架構包括：中英文全球

資訊網、圖書管理系統、資產管理系統、場地預約系統等項目。2009 年為充實網站內容及強化其他婦

女中心之連結，9 至 11 月已針對現有網站之線上預約及參訪系統及網站頁面排版進行程式更新作業，

使網站營運工作順利完善。 



婦女中心聯繫培力及圖書管理 

  98 年本會完成全台 101 婦女中心名冊整理，並於國家婦女館站設置婦女中心專區，以及辦理分別

於北區、中區及南區辦理 4 場「2009 年度婦女中心網絡聯繫暨性別政策培力工作坊」。4 月 22 日假

桃園縣婦女館，就婦女中心如何因應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經營問題及中央性別專責機制等議題進行討

論；7 月 1 日假台中市婦幼館，則針對婦女中心定位與需求、運用媒體及網路部落格等議題討論。10

月 30 假嘉義市婦幼館，就性別與災難議題討論，12 月下旬則於台灣國家婦女館召開年度期末會議。

共計 4 場次出席人數約 250 人。 

 

   另圖書資料蒐集，2009 年圖書與非書資料蒐集達 70 件。並建立具聯合國諮詢地位之 20 個國際

婦女組織名錄資料，相關資料同時可於國家婦女館英文網頁查詢。 

婦女創業及經濟議題團體培力 

  為促進婦女創業，本會於 2009 年規劃婦女就創業及經濟議題團體培力計畫，以女企業家企業參訪

計畫建立與經濟相關議題之婦女團體合作模式，計有 11 場次辦理完峻。另於 9 月 3、4 日辦理 98 年

非營利組織平台建構與培力計畫－婦女創業團體組織培訓活動，邀請全省飛雁協會之重要幹部共 60 人

參加，就組織目標及角色定位，規劃以座談及小組討論型式活動，期望協助婦女創業團體了解本身優

勢並健全組織發展。針對本會與團體間之合作架構，本會亦於 4 月及 11 月辦理兩場團體聯繫會議，深

化組織連結及議題分享。 

  

 業務報告-交流及活動篇 

參加聯合國相關婦女會議 

  53 屆會議優先主題為：男女平等分擔責任，包括對愛滋病（患）的照護，回顧主題為：男女平等

分擔各層級決策，與會民間及政府部門代表共 29 人，籌組 4 場周邊會議。 

 

   54 屆會議主題為：檢視與評價「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與大會第 23 屆特別會議成果之落實情況，

本會舉辦 4 場「聯合國重要議題系列論壇」及 1 場「北京宣言 15 周年暨 CEDAW 檢視：台灣 NGO 論

壇」為與會準備 

參加 APEC相關會議 

  第 7 屆性別聯絡人聯繫(GFPN)會議於 2009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假新加坡舉行，共計 14 個經濟體

與會，我國由內政部黃司長碧霞與婦女福利科楊科長筱雲代表出席參加，並由本會黃副執行長鈴翔、

陳研究員麗蓉及吳研究員昀陪同與會。我國於會上提交「中華台北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成果報

告書，從性別分析、性別區分之統計資料蒐集與運用及婦女參與 APEC 等三大面向，與其他經濟體分

享推動經驗及成果。另於國內辦理 1 場性別觀點案例研討會、1 場國內性別聯絡人聯繫會議、2 場性別

分析工作坊及多場專案討論會議，並著手籌備 2010 年假台北舉辦之「整合性別觀點進入 APEC 架構

國際研討會」，期透過跨部會交流合作，將性別分析概念融入政策制訂過程中，達成使所有性別皆受



益的政策導向。 

 

   第 14 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LN)會議於新加坡舉行，我國由行政院勞委會王主委如玄擔任團長，

率領政府部門代表 13 名、婦權會委員代表 2 名、女性企業家代表 63 名、婦女權益基金會代表 5 名，

共計 83 名出席與會，此外我國亦有 2 位講者受邀演講，分享我國創業輔導及數位融合政策成果，此行

為中華台北留下良好國際形象。 

國際合作與交流活動 

  為促進國際會議實質參與，舉辦今年度分區甄選說明暨培力會議、APEC重要議題座談會、英文

模擬培訓營、行前籌備策略會議，並製作代表團文宣；於會後撰寫出國報告書及舉辦分享會；且為讓

國際友人瞭解我國性別平等推動歷程，彙整出版英文婦女年鑑，作為社會各界之重要參考。 

性別議題教育宣導 

  本年度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議題教育宣導活動分為三主軸：一為「女性創業展櫃嘉年華」活動(2

場)，一為「從影片中讀性別之性別紮根」活動(3 場)，另一則為「台灣國家婦女館之藝文空間」活動(1

場)，以多元的活動方式結合女性議題，提高婦女館場地使用的可塑性及活潑性；內容包含針對當前女

性微型創業潮流之座談會及商展；「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紀錄片系列座談會社區場及校園

場，以及男性如何扮演親職角色的「教養也可以這麼浪漫」藝文講座，每場均深獲好評，成功聯結社

區民眾、同學，達致性別向下紮根之效。同時今年度亦完成台灣國家婦女館形象影片之拍攝，簡述台

灣推動性別平等歷史脈絡到國家婦女館的誕生，可讓來館參訪民眾對本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性別資訊英文網 

  本站原於 2008 年建置完成，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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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於 2009 年 9 月起委託資訊廠商重新規劃版面美工及資料庫架構，並於 11 月底進

行驗收完成網站改版作業。12 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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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報告─專案篇 

國家婦女館經營管理 

  國家婦女館總計全館使用人數達 22,041 人次(男 25.7%、女 74.3%)，提供 139 個團體單位使用，

辦理 423 場次會議與活動，平均每月 21.2 場（次）；國際禮賓交流方面，接待 57 個（次）國家地區，

272 位外賓來台參訪。主要為透過促參計畫、 結合地方婦權會參訪 及藝文活動研習活動等擴大參與。

另有關場地借用、維護等營運管理，則依據內政部相關規定辦理。 

98 年度婦女節專案 

  為展現我國婦女權益推動成果，辦理婦女節宣導活動，於 3 月 7 日「看見台灣女性競爭力-婦權

10、婦團 20、願景 30」2009 年國際婦女節記者會，活動當天出席貴賓包括行政院劉兆玄院長、內政



部長暨本會廖了以董事長，以及行政院婦權會委員、女性立法委員、婦女團體代表等，約 150 位蒞臨

會場，並於會後參觀國家婦女館。 

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公聽會 

  行政院研考會為促進各地方婦女團體及性別平等相關學者專家參與及了解中央政府對於性別平等

專責機制政策規劃方向委託本會辦理於 3/13、3/22、3/25 及 3/31 分別於台北、高雄、花蓮及台中辦

理四場次行政院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公聽會，邀請行政院及地方縣市婦權會委員、學者專家及婦女團體

等就行政院組織改造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設立之運作機制、法制化、社會能見度、課責性及民間參與、

委員聘任等進行討論，凝聚各界共識。本會同時製作會議實錄，並將訊息公布於婦女聯合網站及電子

報發送各界。 

女王心機性別培力營 

  為強化青少女性別平等意識與國際新知，本會與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共同辦理「BIG GIRL 女王心

機性別培力營」，於 7 月舉辦 2 天 1 夜營隊課程，藉由深度對話、小組討論及成果驗收，促進學員反

思與交流學習；營隊共計 62 名全國各地學員全程參與，於會後問卷皆表示收穫豐碩。 

台灣 INGO論壇 

  邀請 Gray Panthers 主席 Judy Lear、執行長 Susan Murany、NGO CSW & NGOCOM 執行委員

黃維珊、聯合國婦女會會長沈祖為來台，與國內 INGO、NGO 工作者、學者，共同就國際婦女議題及

婦運策略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