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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1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為研議國家利益及整體考量之婦女政策，86年行政院成立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由各相關部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

婦女團體代表組成，期使各項攸關婦女權益之決議，透過跨部會

跨領域之研議過程，配合行政機制劍及履及的執行。 

爾後於86年7月之委員會議中，基於推動婦女人身安全保護

措施工作之重要性，決議以10億元額度成立「行政院國家婦女人

身安全基金」，復因預算審核及基金靈活運用等考量，決議以捐

資成立基金會之方式較符合永續發展的原則，希望藉由基金會

的成立，開啟一扇民間與政府對話的視窗，並建構一個婦女資源

與資訊交流的中心。 

二、設立目的 

以婦女權益之促進與發展為目的，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二）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三）關於婦女權益計畫研議事項。 

（四）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五）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六）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七）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 

（八）其他有關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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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會設董事會，置董事15人至19人，由行政院院長就下

列人員聘任之： 

（一）行政院代表1人。 

（二）衛生福利部、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外交部、勞動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之首長。 

（三）社會專業人士4人至6人。 

（四）婦女團體代表3人至5人。 

本基金會置董事長1人，由董事互選之，綜理會務，對外代

表本基金會。監察人3人，由財政部首長、行政院主計總處首長

及社會公正人士1人共同擔任，以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

狀況之監督、決算表冊之查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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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依據本基金會章程第 3條規定：本基金會以婦女權益之促進與發展

為目的，辦理政策研議、法令宣導、人員訓練、計畫推動暨相關婦女權

益促進發展事項；另呼應國際推動性別主流化之潮流與發展，本基金會

亦將性別主流化之落實推動作為業務推展之重點項目。 

一、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 

1. 計畫內容：透過「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會議與民間團體共同討

論婦女／性別議題，掌握具體倡議方向，凝聚共識以形成政策

建議。 

2. 預期效益： 

 連結團體，增加議題深廣度：透過橫向連結與合作，看見

更多不同群體女性困境。議題討論重點從法制推進、團體

長期關注或新興議題，以及疫情下對女性／脆弱群體的影

響與疫後復原措施等方向；預計連結 6至 8個團體。 

 辦理論壇聚焦與分享：辦理年度婦女／性別議題綜合論壇

1 場次，集結成重點主軸與各界分享，並同步邀請性平委

員、公部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公私部門交流討論以

凝聚政策建議。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因應疫情下加速對數位科技的使用，鼓

勵增加線上會議模式，打破地域限制、增加更多不同團體的參

與和交流。 

二、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一) 第 4次 CEDAW國際審查民間培力暨社群媒體倡議計畫 

1. 計畫內容：鼓勵及協助民間婦女、性別及人權團體參與第四次

CEDAW國際審查，並妥善運用本基金會經營之社群平臺推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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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關注之議題與結論性意見。 

2. 預期效益： 

 召開民間團體與會準備及策略會議至少 3場，以利在地民

間聲音於國際審查中充分表達。 

 協助民間團體於國際審查中，提出整體或特定群體女性議

題之共同倡議至少 2項，提高不同面向婦女及性別議題的

能見度。 

 「辣台妹聊性別」粉絲專頁專文至少與 10 個 CEDAW 關注

議題或結論性意見面向相關，並製作至少 2份結論性意見

推廣圖文懶人包。 

(二) 身心障礙女性需求支持及國際人權公約意識提升計畫 

1. 計畫內容：回應 CRPD與 CEDAW之精神，以培力提升更多障礙

女性具備能量，促進社會參與；同時也透過研討確保需求被看

見，並提升社會障礙意識，以增進大眾共同關注障礙女性議題。 

2. 預期效益： 

 培力充權：預計辦理 6場次培力課程，從障礙女性不同生

命階段的需求去看見困境，透過反思並增強自我認同，持

續培力障礙女性量能。 

 政策研討：辦理 1場次人權公約研討會議，預計邀請民間

團體與專家學者，針對 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CRPD第 2

次國家報告進行研討，希冀針對障礙女性權益凝聚政策建

議，確保脆弱群體女性需求不被忽視並得到支持。 

 擴大宣導：辦理 8場次障礙女性生命經驗暨講座活動，增

進社會大眾關注障礙女性議題。 

3. 因應疫情作法：增加線上辦理模式外，亦著重討論障礙女性在

疫情下的影響或復原措施。 

(三) 推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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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內容：因應科技與社會趨勢的發展，為防治新興性別暴力

議題，打造具性別觀點的數位／網路文化，規劃從第一線人員

優先瞭解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樣態及因應策略，以培養數位

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人才。 

2. 預期效益： 

 辦理專業人員及種子講師培力，提升一線工作者知能，增

加處遇能力，培養專業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人才。 

 研究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處遇模式，並整理因應策略。 

 製作宣導短片，以促進社會大眾之意識。 

 視相關政策與因應策略，搭建跨領域交流平臺。 

三、關於婦女權益計畫研議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提供場地預約、女路地圖資訊

及地標小旅行預約、性別主流化師資人才庫、性別媒材、主題

展示、國內外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資訊功能供大眾查閱，並提

供婦女專業工具及資源予婦女實務工作者使用。 

2. 預期效益：強化資訊彙整與傳遞，充實婦女福利工作之工具資

源以提供婦女實務工作者使用，擴展外縣市在地女路地圖，促

進社會瞭解各地女性樣貌。  

(二) 婦女團體資訊平臺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為健全網站檢索資源，協助各縣市滾動增補團體資

訊，並加強網站宣導，建立團體及實務工作者網站使用習慣，

與地方縣市合作推廣婦女議題參與平臺，培養基層民間／婦

女團體及實務工作者的倡議能量，並提升網站使用度。 

2. 預期效益：滾動更新資料庫內團體資訊，以完善網站檢索資源，

鼓勵婦女團體利用平臺提出串聯議案，進行公共討論，同時透

過發行電子報傳遞網站資訊及各式性別資源予團體，增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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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之連結。 

(三) Global Gender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國際資訊交流分享資料庫

進行資料蒐集，並強化性別事務推廣，與 APEC議題及國內外

性別事務接軌，持續營運更新相關議題新訊。  

2. 預期效益： 

 定期更新相關訊息，展示我國性別議題國際參與成果。  

 收錄國內外性別議題新訊與公私部門推動性別工作政策

方案，強化國內外性別議題新知交流，並作為各界性別議

題之國際互動交流平臺。  

(四) 婦女聯合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作為本基金會主要入口網站，除發送電子報，亦持

續更新本基金會重要訊息及婦女團體活動訊息等。 

2. 預期效益：  

 依照本基金會業務執行情況更新各類活動訊息，使各界了

解臺灣性別／婦女相關議題發展。  

 配合主管機關各項規定，落實機構透明化，即時更新各項

董監事會及財務會務營運資訊，協助外界了解本基金會主

要業務。 

四、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參訪與接待服務  

1. 計畫重點：持續推動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並同時提升台灣國

家婦女館的能見度與使用率，透過主題展示讓國內外參訪人

士對目前臺灣婦女權益現況及國內外性別平等推動成果有更

深入的認識，故每年開放各政府機關、學校、民間團體預約參

訪，期使婦女館發揮兼具教育及資訊提供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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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效益：透過建構友善空間，以發展成為臺灣婦女權益與性

別平等之國家形象館，年度婦女館使用率達 1 萬 1,000 人次

以上，參訪場次達 60次以上。 

五、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一) 2022年 APEC性別議題及相關工作計畫－研究發展 

1. 計畫內容：依據 APEC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工作小組策略計畫

及論壇聲明等重要內容，邀請各相關工作小組及主要經濟體

等，共同擔任計畫提案者或給予支持。 

2. 預期效益： 

 呼應我國數位健康政策及包容性經濟，提交概念性文件並

研擬新年度 APEC提案文件 1份。 

 完成委辦單位指定主題之經濟政策與性別相關比較研究。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 

1. 計畫內容：透過培力工作坊、書籍出版及共創設計等方式，協

助農／漁會在地組織、青農及鄉村婦女掌握性別平等觀點，進

而發掘優秀人才，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促進農／漁會間家

政班交流與優良經驗分享，發揮在地優勢，創造經濟成長動能。 

2. 預期效益： 

 多元化培訓課程內容，吸引年輕班員及男性班員加入家政

班，預計增加 5％男性班員人數，並協助資深優秀班員轉

型為授課講師。 

 運用多媒體提高農會執行成果能見度；持續透過社群媒體

「家政‧豐盛與甘甜」臉書粉絲頁展現家政業務執行成果 

，預計年度發文總數達 120則以上，並規劃與性平相關的

發文內容。 

 成果資料數位化，整併現有名冊以簡化工作流程並提升效

率，預計將有 280家農會推廣人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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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鄉村性別平等種子師資、優秀家政班班員及農業志工

對接重要性平政策及線上授課能力，並與農會共享師資人

力資源，建構互助支持系統；預計接受培力人次達 200人。 

 建構符合 SDGs 架構，且為農、漁會可運用之行動方案或

行動模組，以提升農會人員對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能力，進而促進農、漁會推廣部門轉型。兩年期

研究計畫，第 1 年著重「指標（判準）研擬」；第 2 年則

以「開發行動方案」為主。為此，將進行「SDGs vs 鄉村

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計畫」，並辦理 4 場

「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SDGs）共創設計工作坊」。 

 提升推廣人員多元的專業能力，建立專業推廣人才；辦理

4場「農會推廣人員專業培力工作坊」。 

 為強化農會家政班員優良經驗傳承，促進跨業務與跨區交

流，以提升農會推廣人員視野，將辦理 4場農業推廣與特

色家政觀摩體驗。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於強化性別平等意識的同時，體認疫情

期間所產生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鼓勵並強化鄉村婦女運用即

時通訊平臺能力以強化互動連結。 

(三)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 

1. 計畫內容：藉由研習課程及創業輔導，提升弱勢婦女創業相關

知能及概念，並以實際資金補助，協助其創業或擴大事業規模；

另連結產官學各界及歷屆已創業學員建構經濟培力平臺，建

立社會支持系統，帶動各群體弱勢婦女整體經濟能量的提升。 

2. 預期效益： 

 整合跨領域資源，藉由多面向創業課程及諮詢輔導，強化

新住民婦女創業知能，提升本身發掘與拓展自身優勢工作

能力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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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在地化新住民經濟培力平臺，串連全臺 10 縣市新住

民中心／團體，提供創業過程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區域

性網絡支持系統。 

 透過企業觀摩參訪及聯合行銷，強化創業資源網絡，提升

創新商模思維能力及經營策略，促進業界資源連結拓展。 

 以實際資金挹注，注入提升經濟生活之量能，提供 20 組

新住民女性團隊創業提案競賽獎金，促進成功創業或穩定

事業以維持個人家庭經濟，達到家庭支持及穩定家庭功能

之效。 

 連結業界資源辦理工作坊，強化問題解決能力與財務決策

能力，建構事業永續經營之量能。 

 運用多元媒體宣傳，以影片紀錄、電視媒體平臺或新媒體

推播，提升大眾對新住民經濟議題的重視。 

(四) 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力支持計畫 

1. 計畫內容：為鼓勵弱勢婦女擺脫弱勢思維框架，強化經濟安全

意識，本計畫建構跨區域、跨領域經濟扶助培力平臺，整合跨

域資源，促進公私部門合作，以提升弱勢族群女性職能。 

2. 預期效益： 

 全臺 10縣市各辦理 12小時培力課程，預計培力 300名婦

女，後續並提供 30場一對一業師諮詢輔導。 

 鏈結全臺 10 縣市在地婦女中心／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

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提供 20 組弱勢婦女創業提案補助

金，注入提升經濟生活之量能。 

 產出破除經濟弱勢女性歧視相關文宣品或紀錄片 1式，藉

由經濟充權降低弱勢族群女性對福利資源的依賴，提升個

人經濟自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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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弱勢婦女就業輔導支持性計畫） 

1. 計畫內容：本案以性別觀點切入，掌握不同群體女性之就業需

求，並將結論建議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政策修訂之方針。另一方

面亦將連結相關就業服務單位，協助婦女積極進入就業市場，

或是發展新興創業模式。 

2. 預期效益： 

 串連全臺北、中、南、東 4區，媒合原鄉微型產業與學界

連結，助原鄉工坊加速發展在地產業，融合設計與自媒體

行銷轉型。 

 結合新興媒體科技，以靜、動態紀錄片形式，運用自媒體

行銷推廣，提升品牌露出及達到文化推廣與傳承。 

 創造原鄉在地新就業型態，符合原鄉婦女非典型就業需求，

及青年回流就業新模式。 

 連結設計資源，輔導原鄉微型工坊品牌完備，有助於創業

加速或擴大經濟規模，提升生活品質。 

 助青年未來職涯發展，學用合一累積實戰經驗，創造青年

回流就業機會。 

 透過原鄉在地產業參訪，強化世代與文化間連結，聆聽、

對話、創生新概念。 

六、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婦女中心培力計畫 

1. 計畫內容：針對各縣市婦女中心人員、婦女業務承辦窗口及業

務主管為對象，透過培力課程及聯繫會議促進資源共享、強化

知能建構並建立夥伴關係，維持台灣國家婦女館與各地婦女

中心的合作與互動。 

2. 預期效益： 

 提升知能：預計辦理 1場次(2天 1夜)培力課程，協助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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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業務與中心人員強化性別意識，增進國際新知及議題轉

化，並提升性別觀點融入服務之能力，課程著重在實務運

用，並促進各縣市夥伴間的交流與討論。 

 網絡連結：預計辦理 1場次交流聯繫會議，藉以凝聚網絡、

聆聽意見與需求，並帶領縣市發展串聯活動或推展婦女議

題，希冀創造更多橫向連結與支持網絡。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實體培力課程皆改為線上課程辦理。 

(二) 單親培力計畫 

1. 計畫內容：補助獨自撫養 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就讀大專

校院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內因

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 18歲以下身心障礙子女臨

時托育費，鼓勵其取得學位。 

2. 預期效益： 

 鼓勵進修就學，提升專業知能。 

 促進就業能力、增加社會競爭力，進而自立脫貧。 

 加強相關單位或團體彼此間的資源收集與連結。 

(三) 2022年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計畫 

1. 計畫內容：推動拓展有意採取社會創新或社會企業模式解決

當前社會問題之非營利組織互相串連交流，建立跨領域及專

業之社會資源合作平臺，促進國內非營利組織參與社會創新

行動，建構友善社會創新生態圈。 

2. 預期效益：呼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延續 2021 年亞

太社會創新高峰會「影響力投資」主軸，協辦 2022年高峰會

「共融亞洲」，持續促進性別觀點融入社會創新領域，以及透

過社會創新方式推動性別平等。 

七、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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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 APEC性別議題及相關工作計畫－國際參與及合作 

1. 計畫內容：配合我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之主責單位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參與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暨周邊會議，負責蒐集與分析相關資料及規劃倡

議策略，並提出政策建議。 

2. 預期效益： 

 出版亞太區女性參與電信產業典範手冊，內容包含至少 8

位典範代表，並辦理 1日國際工作坊以推廣相關範例，各

經濟體參與總人數至少 50人。 

 舉辦半日研討會，發表我國執行「APEC促進電信產業性別

平等以致包容性成長」計畫成果。 

 參與兩場 PPWE 會議及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配合委辦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提交相關發言參考資料。 

(二) 111年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內容：為關注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失衡、青年就業及數位時

代之人力資源發展等相關議題，擬透過運用新媒體養成融合

性別觀點的跨領域網路行銷技能，優先提升受疫情衝擊之婦

女、相對弱勢群體之經濟參與機會，並以國際論壇型式分享靈

活運用新媒體所必須奠定之跨領域技能與性別觀點。 

2. 預期效益： 

 以總日數 5天、100以上人次為目標，於 APEC亞太區域會

員經濟體辦理工作坊／論壇／培力營，涵蓋數位內容產製

及應用於後疫情時代新興議題，期於個人層次加速女性在

新媒體就業技能的提升與再造，並促進產業的核心業務及

營運模式邁向數位化。 

 辦理 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與 2場國內研習活動，針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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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促進女性參與數位經濟、強化競爭力，或促進企業轉

型等主題進行交流，以形成長遠發展策略。 

 完成新媒體與性別相關議題研究報告 2篇，綜整新媒體對

應於未來職能發展的變化、重要國際組織觀點、以及分析

相關範例。 

(三) 女力外交：婦女／性別非政府組織國際交流計畫 

1. 計畫內容：呼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2022年度主題，宣傳

我國性別平等措施與成果，促進我國非政府組織之國際交流。 

2. 預期效益： 

 辦理 1 場「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並持續營運 TGEW

（Taiwan Gender Equality Week）網站。 

 呼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2023 年度主題，辦理 1 場婦

女／性別議題國際參與策略工作坊。 

 社群媒體經營：建立以婦女／性別議題為軸心的國際宣傳

策略，使本基金會推特帳號之總追蹤人數成長 10％，總觸

及達 800萬人次。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呼應國際趨勢將疫情視為新常態，在議

題交流上，順應國際非政府組織將「疫情衝擊」與「疫後重建」

視為推動婦女與女孩各方面權益促進的大前提，鼓勵我國非

政府組織將相關經驗整理並於 CSW 期間分享；在辦理工作坊

與參與 CSW的做法上，仍維持以線上遠距參與及交流為主。 

八、其他有關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管理 

1. 計畫內容：賡續以往主軸辦理展示交流、能力建構、網絡連結、

教育宣導及創新多元服務等面向，將台灣國家婦女館打造成

具備「資訊平臺」與「資源中心」功能的一個前瞻、創新、友

善、知性及多功能的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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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效益： 

 展示交流：預計辦理 2個主題展示，持續拓展展示內容的

多元性，除接軌國際重要議題外，也開發貼進生活的素材，

並增加線上展覽平臺，以突破場域及疫情限制，透過線下

線上串聯，讓社會大眾能更了解臺灣婦女權益、性別平等

的發展；另加強館際合作，促進跨域資源結合，增加婦女

館能見度和資源效益。 

 資源共享：持續與各縣市婦女中心／夥伴串聯，促進各中

心間的資源共享。 

 教育宣導：預計辦理 13 場次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並

與不同單位結合，增加多元性。 

 多元服務：開展多元性別媒材及活動，提升大眾性別意識。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  

 除原有的實體展示外，增加婦女館網站上的線上展覽。 

 教育宣導活動將實體課程改為線上課程。 

(二) 會務工作  

1. 計畫重點：配合相關法令健全本基金會行政層面各項作業與

內控流程，包含落實分層管理與稽核制度、完備管理規章及作

業標準流程，並強化組織透明化即時於網站公開相關訊息等，

以確實遵守與配合主管機關各項規定。  

2. 預期效益： 

 遵照相關法令及章程規範辦理各項行政流程，並公開業務

及財務報表資訊，維持良好營運績效。  

 依本基金會內部各項管理規則執行業務流程，配合內稽內

控制度，確保本基金會會務穩健運作。 

以上各項計畫經費需求總計 4,140萬 6千元，其經費來源如下：「公

益彩券計畫」、「鄉村婦女培力計畫」、「節慶宣導計畫」、「弱勢婦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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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支持性計畫」、「新住民發展基金計畫」、「弱勢族群女性經濟培力計

畫」、「臺灣性別平等宣傳週計畫」、「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等政府補

助經費，計 1,825 萬 6 千元；「APEC 性別議題計畫」、「台灣國家婦女館

委託經營管理案」、「單親培力計畫」、「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專案」等政

府委辦經費，計 1,582 萬元；「新住民女性創業加速器計畫」、「性別平

等政策論壇計畫」、「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計畫」等民間補助經費，計 630

萬元；另本基金會自籌財源計 10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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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 4,006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453萬 8

千元，減少 447萬 3千元，約 10.04％，主要係政府委辦收入

減少所致。 

(二) 本年度銷貨收入 5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三) 本年度其他業務收入 809萬 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50萬 9

千元，減少 41萬 2千元，約 4.84％，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下

降，致基金孳息減少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 1萬 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萬元，

減少 1萬 7千元，約 56.67％，主要係補助款賸餘經費繳回減

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 4,140萬 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478萬 9

千元，減少 338 萬 3 千元，約 7.55％，主要係政府委辦支出

減少所致。 

(六) 本年度銷貨成本 3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七) 本年度管理費用 677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29 萬元，

減少 151萬 9千元，約 18.32％，主要係用人費用減少所致。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本年度收支平衡，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16萬 5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4萬 3千元。其中包括增加存出保證

金 34萬 3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350萬 8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 3,622

萬 8千元，較期初現金 3,973萬 6千元減少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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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期初淨值 10億 4,734萬 3千元，本期收支平衡，期末淨

值與期初淨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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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 決算結果 

1. 勞務收入決算數 4,459萬 3千元，較預算數 3,587萬 2千元，

增加 872萬 1千元，約 24.31％，主要係政府委辦收入增加所

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 15萬 3千元，較預算數 1萬元，增加 14萬 3

千元，約 1,43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增加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894 萬 1 千元，較預算數 1,088 萬 6 千

元，減少 194萬 5千元，約 17.87％，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

致。 

4.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0元，較預算數 6萬 5千元，減少 6萬

5千元，約 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5. 勞務成本決算數 4,521萬 8千元，較預算數 3,848萬 3千元，

增加 673萬 5千元，約 17.50％，主要係政府委辦支出增加所

致。 

6. 銷貨成本決算數 9萬 3千元，較預算數 7千元，增加 8萬 6千

元，約 1,228.57％，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成本增加所致。 

7. 管理費用決算數 836 萬 3 千元，較預算數 834 萬 3 千元，增

加 2 萬元，約 0.24％，主要係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增加所

致。 

8.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1萬 3千元，較預算數 0元，增加

1萬 3千元，主要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二) 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 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國際性別相關資訊及政策蒐集彙整：配合行政院建置國際

資訊交流分享資料庫，每月固定提供國內外辦理婦女或性

別相關國際活動訊息及國際性別新知。109 年提供國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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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訊息與報導 20則、性別新知 10則、性別政策 2則及統

計資訊 3則。 

 APEC性別議題及相關工作執行計畫 

國際合作部分，109年 4月至 10月訪談 10位亞太區

域女性建築人，並彙編為最佳範例手冊。9月協助 APEC「公

私部門對話會議」（PPDWE）、「婦女與經濟論壇」（WEF）

視訊會議行政事項並綜整會議記錄。 

研究發展部分，4月至 10月蒐整 APEC各工作小組概

念性文件(Concept Note)及提出融入性別觀點建議，並於

12月辦理提案工作坊。6月至 9月召開「促進電信業性別

衡平」焦點座談會，並完成申請 APEC 新案之概念性文件

(Concept Note)。 

 婦女與經濟議題相關政策研究 

配合 APEC 相關計畫搜集各經濟體建築與工程產業中

的性別政策與從業人員發展現況，提供「女性參與營造業」

政策研究；另完成 APEC 女性建設人才範例手冊，並為促

進女性參與建設相關產業提出原則建議。 

蒐整我國於 APEC 婦女與經濟指標(Dashboard)各項

指標之最新進展，指出女性國會議員比例為我國優勢指標，

另提出每 10 萬活產之孕產婦死亡人數、中央部會首長及

公司最高決策層級之女性比例等指標提出策進建議。 

2. 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辦理身心障礙女性需求支持及國際人權公約意識提升計

畫，於 109 年 6 月 14 日至 9 月 20 日假臺北市婦女館，以肢

／聽障女性為對象，辦理障礙女性生命敘事成長團體－「差異、

性別與身體：障礙姊妹的故事圈」，計 8堂課程。課程內容圍

繞障礙女性生命經驗進行生命敘事對話討論，以促進障礙女

性提升障礙及性別之權利意識，並彙整參與者的障礙、性別交

織的經驗與需求，繪製圖文繪冊，以增進大眾對障礙女性議題

的認識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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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婦女權益計畫研議事項 

 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經營暨維護：持續傳遞最新國內外婦

女／性別議題相關新聞報導與資訊，維護網站內容有效性

及更新性別媒材，並與各縣市婦女中心串聯分享婦女／性

別資源及資訊，109年網站瀏覽人次為 11萬 4,167人次。 

 婦女團體資訊平臺營運暨更新：持續發布國內外婦女／性

別新聞報導與議題資訊，提供婦女團體吸收性別新訊之途

徑，並協助各縣市滾動更新婦女團體資訊，109 年網站瀏

覽人次為 3萬 499人次。 

 Global Gender網站經營暨維護護：Global Gender網站

以提供本基金會辦理之國際活動、國內外性別相關訊息之

英文版為主，定期更新國際會議重要資訊，並於每月更新

國際性別新知及活動各 4則。 

 婦女聯合網站經營暨維護：婦女聯合網站整合本基金會各

項業務，提供國內婦女／性別議題相關資訊。109 年網站

點擊次數為 75萬 26人次。 

4. 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 

109 年辦理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會議共計 10 場次，研

討議題包括：數位性別暴力防治、性別機制及性別主流化

改革、女性參政、男性育兒促進、科技與性別運動推展、

基層女性領導、多重困境女性群體權益及性平教育法制改

革等，參與人數 373人次(女性占 77％；男性占 23％)。 

本基金會另於 11月 3日假台灣國家婦女館辦理「2020

臺灣婦女與性別議題政策研討論壇」，論壇以「女性公共

參與」、「障礙女性平權」、「數位性別暴力」及「婦女

經濟與就業」進行政策與倡議研討，並檢視國際人權公約

落實情形，提出政策改革建議。 

 台灣國家婦女館參訪與接待：台灣國家婦女館於 109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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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日更換年度展覽後，接受各界預約參訪，期使本館發

揮兼具教育及資訊提供效能。109 年因疫情影響無國外團

體參訪；國內參訪部分，1 月至 12 月份共接待 38 次來自

學校、公部門、民間團體的參訪預約，共計服務 964人次

（女性占 71％；男性占 29％）。 

5. 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2020亞太社創高峰會「想響亞洲：亞太社會創新的下一哩

路」 

109（2020）年峰會因疫情之故順延至 9月 21日至 25

日，主辦單位 Impact Hub評估改為線上會議，本基金會

配合辦理部會與虛擬市集聯繫及活動現場支援。 

本基金會申請 110（2021）年亞太社創高峰會主辦單

位資格，經主辦機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 109 年 7 月 22

日函知本基金會已通過，於 8月份簽署社會創新標章授權

合約，110（2021）年亞太社創高峰會預計辦理時間為 110

年 5 月 29 日及 30 日，晚宴時間為 110 年 5 月 29 日晚上

6點至 9點。亞太社創高峰會及晚宴辦理地點為新板希爾

頓飯店，社企市集在新北市民廣場辦理。活動採線上加線

下方式進行，預計 110年 1月舉行起跑記者會。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小勇的生活》及《漁

村這一家》繪本審查，協助內容調整，並邀請專家就內容

提供建議。另出版《食物保存輯 3》、《小勇的生活》及《漁

村這一家》等書籍，配合合作單位寄送、推廣規劃及相關

資料數位化的建立，並支援相關行政事項。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 

109年分別於屏東、雙北、嘉義、雲林、宜蘭、南投、

新竹、臺中、苗栗、花蓮及高雄完成 11 場創業研習課程

及 22場創業規劃輔導，總活動參與人數共 180人(女性占

99％；男性占 1％)，另辦理企業參訪、聯合行銷活動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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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效評估暨訪視輔導等共計 8場。 

依據 109年 9月 10日至 11日創業規劃競賽結果，針

對 25 組創業團隊，辦理到店訪視，評估創業實際狀況，

並查核補助金運用情形；11月 13日與麥肯錫管理顧問公

司合作辦理 1場問題解決工作坊，運用案例解析及實作演

練，協助學員剖析創業中遇到的問題，產出解決方案。 

12月完成「新女力選品網」架設，於 12月 12日假華

山 1914 文創園區啟動新女力創業節，另製作影音紀錄 1

支及本計畫成果網站，並持續經營新女力臉書（Facebook）

粉絲專頁。 

 弱勢族群女性經濟培力計畫 

以中高齡／高齡二度就業、單親家庭、身障婦女為招

募對象，與全臺 11 縣市婦女中心或婦女團體合作，規劃

於各縣市舉辦第一階段創業研習課程及第二階段輔導課

程，分別強化創業及財務規劃、行銷網絡建立及業師一對

一輔導案例分析。 

109 年 9 月 11 日在國家婦女館舉行創業計畫競賽，

遴選加速獎及補助獎之優勝者；於 11月至 12月分別辦理

企業觀摩參訪及實地輔導參訪活動，並進行業師實地訪視

輔導及效益評估，12月 12日於華山文創園區舉辦新女力

創業節活動。 

 109年弱勢婦女就業輔導支持性計畫 

「嫄創藝研堂」婦女培力實務工作坊中區場於南投縣

埔里／魚池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與暨南大學合作，於

109年 4月共計 2場輔導課程；南區場於 5月假屏東禮納

里生活工坊辦理 1場輔導課程；東區場於 7月假花蓮市婦

女福利服務中心辦理 1場輔導課程。 

「嫄青力學堂」青年輔導實務工作坊中區場於 109年

6 月至 10 月假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共計 7 場工

作坊；南區場於 9 月至 10 月假高雄實踐大學辦理共計 7

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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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 11 月 27 日辦理嫄青力學堂期末簡報評選會。

109年共計輔導 3間工坊，進駐 2間實體通路及 4間虛擬

通路。 

 中高齡女性生活支持暨權益促進計畫 

為增進中高齡女性的生活能量，改善其經濟與勞動處

境，於 109年 4月辦理「婦女與合作事業經濟發展專家諮

詢會議」，會後完成政策建議，發函相關部會參酌，並接

續於 11 月 6 日、13 日及 18 日於臺中、高雄與臺北辦理

「合作經濟－開創女力新經濟工作坊」，以「友善共老」、

「共享經濟」與「能源自主」為題，探討中高齡女性處境、

需求與如何藉由合作事業促進中高齡女性權益，3場次共

計 124人次參與（女性占 93％；男性占 7％)。 

另為提供中高齡女性在地生活支持，於 9 月至 12 月

於臺南、高雄陸續辦理 5場「中高齡婦女給力新生活支持

講座」，提供中高齡婦女身心保健知識、生活需求支持與

法律權益宣導，共計 89人次參與（女性占 92％；男性占

8％)。 

 第九屆原住民族女性意見領袖人才培訓計畫 

初階班培訓於 109 年 11 月 1 日、2 日、7 日、10 日

及 14 日分別於東區（臺東及花蓮）、南區(屏東)、中區

(臺中)及北區(桃園)4區 5地辦理。透過課程使學員提升

性別意識並認識多元性別，進而翻轉女性傳統的性別角色，

在部落、家庭、工作及公共事務領域為女性與性別平權發

聲。共計 193位女性完訓。 

進階班與精英班於 109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假台北

花園大酒店辦理，課程除了延續初階班對性別意識的提升，

另安排婦女運動者分享組織運作的實務經驗，包含組織經

營、倡議方式與企劃撰寫。同時也將婚姻平權與通姦除罪

化帶入課堂，激發學員對當代性別議題的討論。進階班與

菁英班參訓成員皆為女性，分別為 49人與 23人。 

 2020 年南島民族青年就業職能培力交流活動：本活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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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假花蓮煙波大飯店辦理，完訓

人次 30 名，分別為 13 名南島民族外籍青年與 17 名臺灣

原住民族青年（女性占 70％；男性占 30％）。透過課程使

學員更認識臺灣與南島民族國家的產業趨勢，同時也透過

勞動力市場分析看到兩性在勞動參與及薪資上的落差與

背後的原因，並透過短片與文宣品宣導性別平等理念，以

期深化學員職業不分性別的觀念。 

6.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台灣國家婦女館－婦女福利業務／婦女中心聯繫會議暨

培力工作坊：於 109 年 7 月至 9 月辦理 5 場次會議及初、

進階工作坊，並以「女性 X運動」為主軸，增進人員將性

別觀點融入服務之實務操作能量。共計 22個縣市、176人

次參與（女性占 95％；男性占 5％），並於課程中產出 7個

方案，將於 110年度延伸後續運用的可能性。 

 台灣國家婦女館－在地女性地景推廣：台北女路暨導覽服

務：109年總計接待 28次預約導覽服務，共計服務 490人

次（女性占 79％；男性占 21％）；並辦理 2次導覽人員交

流分享。109 年辦理新路線－信義線英語導覽人員培力，

辦理 11 場次計 280 人次參與（女性占 77％；男性占 23

％）。另與高雄市婦女館、彰化夢想館及宜蘭羅東社大合作

開發在地女路。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109年共核定補助 139位單親家長學

雜費及臨時托育費，全年總補助金額 259 萬 7,699 元整

(學雜費 167萬 5,419元、臨時托育費 92萬 2,280元)。 

 基層婦團、社區女力培力計畫：為培植基層女性之領導能

力與性別意識，認識社區永續、韌性防災與性別平等相關

議題與觀念，增進參與公共事務相關知能，109 年以「營

造安居永續家園」為主旨，於北區（臺北）、中區（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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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高雄）與東區（花蓮）四地辦理 4場次社區女性領

導力初階培訓工作坊及 1 場次進階培訓工作坊，共計 181

人次參與(女性占 96％；男性占 4％)。 

 女力外交－青年人才培力訓練計畫：本計畫主要辦理青年

人才培訓，以過去曾參與 CSW之青年代表為主要對象，透

過協作本基金會相關社群媒體平臺文章，組織青年媒體工

作小組。109 年 9月 5 日辦理平權青年招募計畫說明會，

另於 10月 17日與 12月 19日辦理平權青年聚會。 

 農村婦女培力計畫 

109 年 5 月 23 日與臺東專科學校合辦鄉村居民性別

意識培力工作坊；7 月及 10 月於沃田旅店及洛碁大飯店

南港館各辦理 1場次 3天 2夜鄉村性別平等種子師資回流

培訓暨回饋討論會。6月至 9月於花壇鄉農會、西子灣大

飯店、壽豐鄉農會、蘆洲區農會、朴子市農會、西螺鎮農

會辦理農會推廣人員專業培力工作坊及家政創意提案培

力工作坊；另於 9 月至 10 月辦理雲林、臺南、屏東、新

北 4場農業推廣與特色家政走讀體驗行。 

10月 21日辦理家政推廣業務工作會議，討論 110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幸福農村計畫相關內容；11 月於大里

區農會、高雄市農會、新北市農會及宜蘭縣農會辦理 4場

督／指導員聯繫會議。4 月 23 日辦理 2 本性平繪本內容

審查並完成印製；109 年持續經營「家政‧豐盛與甘甜」

粉絲專頁，每週發佈 2至 3則訊息，內容包含料理與保存、

巧藝、出版品、食物日、節慶活動等。 

7.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 

 UN-NGO-CSW國際參與計畫（民間團體參與聯合國婦女會議

計畫） 

原訂於 109 年 3 月 8 日至 20 日於美國紐約辦理之聯

合國第 64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CSW64 

& NGO CSW Forum)，因疫情之故，主辦單位於 3月 3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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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相關會議。另在會議前，我代表團已成功向 NGO CSW／

NY申請共計 22場平行會議。 

民間參與聯合國第 6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

周邊論壇（CSW65 & NGO CSW Forum）籌備工作：①109年

9 月 3 日辦理聯合國第 6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

周邊論壇（CSW65 & NGO CSW Forum）策略會議，與 NGO

代表及外交部討論未來國際參與補助項目與方式；②呼應

聯合國（UN）慶祝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高階會議及聯合國

第 6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CSW65 & 

NGO CSW Forum）優先主題，於 9月 30日辦理「女性領導：

重新擘畫後疫情時代」線上研討會；③響應聯合國婦女署

（UN Women）消除性別暴力之「UNiTE Campaign」行動。

另彙整第 75 屆聯合國大會及聯合國第 65 屆婦女地位委

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CSW65 & NGO CSW Forum）議

題發展趨勢。 

 新媒體培力促進女性賦能國際合作專案 

109年 5月底提交期初報告，內容包括：①出席第 45

屆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會議，說明「新媒體培力促進女

性賦能」計畫概念與執行進度；②於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

期間，於馬來西亞辦理「以嶄新途徑優化數位公民潛能工

作坊」；③就網路行銷從業人員培育、運用新媒體促成技

能強化與再造、因應後疫情時代新媒體人才培養之新提案

概念文件討論，以及遠距會議與線上直播實務等主題，辦

理 4次專家意見交流會議。 

6 月至 9 月提交期中報告，內容涵蓋：6 月撰擬「新

媒體培力促進女性賦能：後疫情時代的競爭力復甦」概念

文件，9 月針對此文件辦理專家意見諮詢會議；8 月於臺

北、臺中及高雄辦理新媒體研習系列活動共 3場次；9月

辦理亞太數位人才多元培力工作坊。 

本計畫另就網路行銷人才需求與養成概況，向會員經

濟體寄發問卷，8月至 10月開放填答，11月至 12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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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撰寫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研析報告。10月辦理「數

位轉型‧人才創新：亞太關鍵驅動力國際論壇」。 

 女力外交：聯合國第 64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

邊論壇（CSW64 & NGO CSW Forum）臺灣性別平等週（Taiwan 

Gender Equality Week） 

109 年 3 月籌辦聯合國第 64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

府組織周邊論壇（CSW64 & NGO CSW Forum）期間性別平

等週活動，宣傳臺灣女性領導、性別暴力防治和 LBT性別

平權議題，同步完成 TGEW（Taiwan Gender Equality Week）

網站建置宣傳。 

疫情後更新計畫：於 9月 28日至 29日辦理第 3屆亞

太女性領導力（LEAP）工作坊：「女性主義重新擘劃後疫

情時代」，本次主題圍繞疫情後國際組織的議題發展及跨

國合作串連行動，連結之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包括：

國際職業婦女協會(BPW)、女性權益發展協會(AWID)、亞

太女性法律與發展論壇(APWLD)、弗裡達青年女權基金

(FRIDA)等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本計畫另透過推特、電

子報與臉書等平臺，持續向國內外讀者宣傳性別新訊及 9

月 30日網路研討會（Webinar）活動，共規劃 9個系列活

動，網路累積觸及逾 120萬人次，社群帳號累積觸及 500

萬人次，未來將持續透過社群平臺培力青年倡議性別議題。 

8. 其他有關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事項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為持續推動婦女權

益與性別平等，並提升台灣國家婦女館的能見度，109 年

與女書店合作，透過電影講座與女路微旅行的方式，促進

民眾從生活中關心婦女與性別議題，總計 15場次，共 303

人次（女性占 82％；男性占 18％）。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管理 

主題展示：完成「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自

己的房間－把球傳給每個世代的你」、「百女圖－當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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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100 貌」及「爸比育兒日常攝影展」等主題展示，109

年台灣國家婦女館來館人數計 9,991人次（女性占 73％；

男性占 27％）。 

館際合作：為擴大婦女館能見度，持續與不同單位合

作策展，包括中正紀念堂、少年之家、和信治癌醫院、青

草湖國小、臺南性別平等辦公室等，觸及人數超過 18 萬

人次。 

婦女中心串聯：辦理縣市海報巡展，總計 15 縣市、

17個中心參與，並合作辦理 18場次講座活動；另於臉書

（Facebook）發起 5次重要紀念日／活動線上串聯行動，

包含外交部、20個縣市 28個中心參與，並擴及幾位縣市

首長、其他局處單位或社區一起響應發聲。 

 節慶宣導(婦女節、母親節等) 

國際婦女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多變，本案於原

核定經費不變動情況下，將婦女節當日實體慶祝活動改為

網路線上慶祝形式，於 109年 3月 8日同步於衛生福利部

和社會及家庭署之臉書官方網站線上直播。主題日活動當

天透過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線上直播同步觀看數計

有 2萬 6,000人次，自發布日 3月 7日至今的總線上觸及

數為 3,904次讚／8萬 8,535觀看人次。與一般實體活動

相較，受益人次更為廣大。 

母親節：109 年母親節慶祝活動以「獨一無二我的

“媽”」為主題，公開徵求民眾創意影片作品投稿，共收

到 61 件作品，經過評審會議選出 20 件作品(投稿者女性

占 50％；男性占 50％)，於 5月 10日至 24日間在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線上推廣，

並辦理留言抽獎活動。本次活動透過與臉書社群及網站宣

傳，共計約 13萬人次的觸及率。 

 本基金會出版及宣導品 

分別於 109年 4月、8月及 12月出版第 32期、第 33

期及第 34期《國際性別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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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保存繪本田野調查已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辦理

期末審查會議，並由專家學者提供寶貴建議供後續繪本繪

製時運用。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 2,496萬 2千元，較預計數 2,226萬 9千元，

增加 269萬 3千元，約 12.09％，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

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 2千元，與預計數相同。 

(三) 受贈收入執行數 5千元，較預計數 0元，增加 5千元，主要係

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 399 萬元，較預計數 425 萬 5 千元，減

少 26萬 5千元，約 6.23％，主要係基金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五)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 0元，較預計數 1萬 5千元，減少 1萬

5千元，約 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六) 勞務成本執行數 2,337萬 3千元，較預計數 2,239萬 5千元，

增加 97 萬 8 千元，約 4.37％，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

致。 

(七) 銷貨成本執行數 1千元，與預計數相同。 

(八) 管理費用執行數 458 萬 2 千元，較預計數 414 萬 5 千元，增

加 43 萬 7 千元，約 10.54％，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核定用

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九)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100萬 3千元，較預計數 0元，增

加 100萬 3千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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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53,687 100.00 收入 48,180 100.00 53,082 100.00 -4,902 -9.23

53,687 100.00 業務收入 48,167 99.97 53,052 99.94 -4,885 -9.21

44,593 83.06 勞務收入 40,065 83.16 44,538 83.90 -4,473 -10.04
包含公益彩券計畫等

補助，俟核定通過後

執行。

153 0.29 銷貨收入 5 0.01 5 0.01 0 -
本基金會出版書籍及

手工藝品銷售收入。

8,941 16.65 其他業務收入 8,097 16.80 8,509 16.03 -412 -4.84 孳息收入。

0 0.00 業務外收入 13 0.03 30 0.06 -17 -56.67  

0 0.00
其他業務外收

入
13 0.03 30 0.06 -17 -56.67

補助款賸餘經費繳回

及其他收入。

53,674 99.98 支出 48,180 100.00 53,082 100.00 -4,902 -9.23

53,674 99.98 業務支出 48,180 100.00 53,082 100.00  -4,902 -9.23

45,218 84.23 勞務成本 41,406 85.94 44,789 84.37 -3,383 -7.55

93 0.17 銷貨成本 3 0.01 3 0.01 0 -

8,363 15.58 管理費用 6,771 14.05 8,290 15.62 -1,519 -18.32

13 0.02 本期賸餘(短絀) 0 0.00 0 0.00 0 0.00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科 目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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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0

  　利息股利之調整 -8,097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8,097

  　調整非現金項目 -3,165

  　　折舊費用 0

  　　應收款項增加 -3,717

      預付款項減少 20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 172

  　　應付款項增加 485

  　　預收款項減少 -129

  　　代收款項增加 4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1,262

      收取利息 8,097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16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出保證金增加 -34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43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50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9,73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6,228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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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上 年 度 餘 額 本年度增(減-)數 截至本年度餘額 說 明

基金 1,000,000 0 1,000,000

   創立基金 300,000 0 300,000

   捐贈基金 700,000 0 700,000

累積餘絀 47,343 0 47,343

    累積賸餘 47,343 0 47,343

合      計 1,047,343 0 1,047,343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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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53,687 業務收入 48,167 53,052            

44,593 勞務收入 40,065 44,538            

18,819 政府補助收入 18,045 17,018            

2,010 補助收入-公益彩券計畫 1,950 86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68
補助收入-UN-NGO-CSW國際參

與計畫
0 980

本計畫經費來源：外交

部。

6,351 補助收入-鄉村婦女培力計畫 6,000 6,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2,118 補助收入-節慶宣導計畫 1,500 2,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44 補助收入-台北國際書展計畫 0 380
本計畫經費來源：文化

部。

826
補助收入-弱勢婦女就業輔導

支持性計畫
825 798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825
補助收入-新住民發展基金計

畫
900 9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2,100
補助收入-弱勢族群女性經濟

培力計畫
1,920 2,1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4,277
補助收入-臺灣性別平等宣傳

週計畫
4,000 1,5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0
補助收入-數位性別暴力防治

計畫
950 1,5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20,474 政府委辦收入 15,720 19,520            

4,250 委辦收入-APEC性別議題計畫 5,500 5,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4,000
委辦收入-台灣國家婦女館委

託經營管理案
4,000 4,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520
委辦收入-單親培力計畫委託

辦理案
520 52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6,373
委辦收入-新媒體培力國際合

作專案計畫
5,700 5,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255
委辦收入-社會創新與未來工

作專家諮詢會議計畫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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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736
委辦收入-對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紓困補助計畫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266
委辦收入-原住民族女性意見

領袖人才培訓計畫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原住民

族委員會。

1,975
委辦收入-南島民族青年就業

職能培力交流活動計畫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原住民

族委員會。

99
委辦收入-家庭暴力防治報告

資料蒐集及編纂計畫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

0
委辦收入-亞太社會創新高峰

會計畫
0 5,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5,300 民間補助收入 6,300 8,000

5,000
補助收入-新住民女性創業加

速器計畫
5,000 0

結合民間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300
補助收入-性別平等政策論壇

計畫
300 300

結合民間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0
補助收入-亞太社會創新高峰

會計畫
1,000 7,700

結合民間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53 銷貨收入 5 5  

5 銷貨收入-書籍 5 5 本基金會出版書籍收入。

148 銷貨收入-嫄 0 0
本基金會婦女微型手工藝

品銷售收入。

8,941 其他業務收入 8,097 8,509               

8,762 基金孳息收入 7,972 8,201
10億元基金定存孳息利率

約0.755％~0.82％。

179 利息收入 125 308
累積賸餘存放定存及活存

利息。

0 業務外收入 13 30                  　

0 其他業務外收入 13 30                   
補助款賸餘經費繳回及其

他收入。

53,687 總 計 48,180 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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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53,674 業務支出 48,180 53,082

45,218 勞務成本 41,406 44,789

19,194 勞務成本-政府補助 18,256 17,329

2,010 公益彩券計畫(補助) 1,950 860
主要係辦理公益彩券計畫

之相關支出。

997 用人費用 1,086 498

1,013 業務費 864 362

370
UN-NGO-CSW國際參與計畫

(補助)
0 1,080

本計畫經費來源：外交

部。

370 業務費 0 1,080

6,351 鄉村婦女培力計畫(補助) 6,000 6,000
主要係辦理鄉村婦女培力

計畫之相關支出。

1,488 用人費用 1,502 1,508

4,863 業務費 4,498 4,492

2,117 節慶宣導計畫(補助) 1,500 2,000
主要係辦理節慶宣導計畫

之相關支出。

2,117 業務費 1,500 2,000

145 台北國際書展計畫(補助) 0 380
本計畫經費來源：文化

部。

145 業務費 0 380

834
弱勢婦女就業輔導支持性計

畫(補助)
836 809

主要係辦理弱勢婦女就業

輔導支持性計畫之相關支

出。

834 業務費 836 809

865 新住民發展基金計畫(補助) 900 900
主要係辦理新住民發展基

金計畫之相關支出。

337 用人費用 337 337

528 業務費 563 563

2,187
弱勢族群女性經濟培力計畫

(補助)
2,020 2,200

主要係辦理弱勢族群女性

經濟培力計畫之相關支

出。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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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498 用人費用 558 499

1,689 業務費 1,462 1,701

4,315
臺灣性別平等宣傳週計畫

(補助)
4,100 1,600

主要係辦理臺灣性別平等

宣傳週計畫之相關支出。

4,315 業務費 4,100 1,600

0
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補

助)
950 1,500

主要係辦理數位性別暴力

防治計畫之相關支出。

0 用人費用 558 498

0 業務費 392 1,002

19,198 勞務成本-政府委辦 15,820 19,620

4,058 APEC性別議題計畫(委辦) 5,500 5,000
主要係辦理APEC性別議題

計畫之相關支出。

1,819 用人費用 2,160 1,500

2,239 業務費 3,340 3,500

4,013
台灣國家婦女館委託經營管

理案(委辦)
4,100 4,100

主要係辦理台灣國家婦女

館委託經營管理案之相關

支出。

1,070 用人費用 1,070 1,070

2,943 業務費 3,030 3,030

499
單親培力計畫委託辦理案

(委辦)
520 520

主要係辦理單親培力計畫

委託辦理案之相關支出。

458 用人費用 471 354

41 業務費 49 166

5,397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專案

計畫(委辦)
5,700 5,000

主要係辦理新媒體培力國

際合作專案計畫之相關支

出。

1,630 用人費用 2,600 1,575

3,767 業務費 3,100 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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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253
社會創新與未來工作專家諮

詢會議計畫(委辦)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253 業務費 0 0

737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紓困補助計畫(委辦)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737 業務費 0 0

2,227
原住民族女性意見領袖人才

培訓計畫(委辦)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原住民

族委員會。

2,227 業務費 0 0

1,922
南島民族青年就業職能培力

交流活動計畫(委辦)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原住民

族委員會。

320 用人費用 0 0

1,602 業務費 0 0

92
家庭暴力防治報告資料蒐集

及編纂計畫(委辦)
0 0

109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

92 業務費 0 0

0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計畫

(委辦)
0 5,000

主要係辦理亞太社會創新

高峰會計畫之相關支出。

0 用人費用 0 1,530

0 業務費 0 3,470

5,300 勞務成本-民間補助 6,300 6,040

5,000
新住民女性創業加速器計畫

(補助)
5,000 0

主要係辦理新住民女性創

業加速器計畫之相關支出

。

5,000 業務費 5,000 0

300
性別平等政策論壇計畫(補

助)
300 300

主要係辦理性別平等政策

論壇計畫之相關支出。

300 業務費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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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0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計畫

(補助)
1,000 5,740

主要係辦理亞太社會創新

高峰會計畫之相關支出。

0 業務費 1,000 5,740

1,526 勞務成本-本基金會自籌計畫 1,030 1,800

本計畫共計3個子計畫：

1.專案補助及配合款。

2.資訊系統管理費用。

3.行政管理費用。

1,526 業務費 1,030 1,800
本計畫經費來源：本基金

會。

93 銷貨成本 3 3
本計畫經費來源：本基金

會。

4 銷貨成本-書籍 3 3

89 銷貨成本-嫄 0 0

8,363 管理費用 6,771 8,290

7,955 用人費用 6,355 7,834 詳「用人費用彙計表」。

6,488 薪資費用 4,661 6,316

543 退休金提撥 561 562

882 保險費 1,077 914

0 加班費 16 0

42 福利費 40 42

259 總務辦公費 270 315

1 印刷費 3 5  

3 文具用品 5 8  

28 郵電費 30 40

48 差旅費 50 80  

1 運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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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8 水電費 20 20

160 總務費 160 160

149 雜項支出 146 141

138 雜項支出 135 129

0 修繕維護 5 5

11 雜項購置 6 7

53,674 總 計 48,180 53,082

備註：上年度預算數及前年度決算數，配合本年度預算數表達方式，予以一致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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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 前 年 )

12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11年12月 31日

預 計 數

110年(上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數

資      產

52,341 流動資產 52,324 52,307 17

32,720   ─銀行存款 36,228 39,736 -3,508

15,887   ─應收款項 12,169 8,452 3,717

3,695   ─預付款項 3,715 3,735 -20

39   ─其他流動資產 212 384 -172

1,000,000 基金及投資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基金 1,000,000 1,000,000 0

21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19 219 0

1,208   ─資訊設備 1,208 1,208 0

-989     累計折舊-資訊設備 -989 -989 0

2,514 其他資產 2,172        1,829 343

2,514   ─存出保證金 2,172 1,829 343

1,055,074    資 產 合 計 1,054,715    1,054,355         360

負      債

7,731 流動負債 7,372 7,012 360

7,445   ─應付款項 6,961 6,476 485

154   ─預收款項 283 412 -129

132   ─代收款項 128 124 4

7,731   負 債 合 計 7,372 7,012 360

淨      值

1,000,000 基金 1,000,000 1,000,000 0

300,000   ─創立基金 300,000 300,000 0

700,000   ─捐贈基金 700,000 700,000 0

47,343 累積餘絀 47,343 47,343 0

47,343   ─累積賸餘 47,343 47,343 0

1,047,343   淨 值 合 計 1,047,343 1,047,343 0

1,055,074 負債及淨值合計 1,054,715 1,054,355 360

註：110年預計數係配合實際狀況調整。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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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類 ( 稱 )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副執行長 1               

本基金會自籌  113.3元*440薪點*13.5月*1人

勞保、健保、勞退、加班費、專業加給、主管加點、

年資調整、年終(1.5個月)、考核(依考核結果發給最

高1個月)、特休未休薪資等。

組長 4               

專案經費  113.3元*395薪點*13.5月*3人

本基金會自籌  113.3元*395薪點*13.5月*1人

主管加給、勞保、健保、勞退、加班費、專業加給、

年資調整、年終(1.5個月)、考核(依考核結果發給最

高1個月)、特休未休薪資等。

研究員 7               

專案經費  113.3元*375薪點*13.5月*5人

本基金會自籌  113.3元*395薪點*13.5月*2人

勞保、健保、勞退、加班費、專業加給、年資調整、

年終(1.5個月)、考核(依考核結果發給最高1個月)、

特休未休薪資等。

專員 1               

本基金會自籌  113.3元*300薪點*13.5月*1人

勞保、健保、勞退、加班費、專業加給、年資調整、

年終(1.5個月)、考核(依考核結果發給最高1個月)、

特休未休薪資等。

助理幹事 1               

本基金會自籌  113.3元*210薪點*13.5月*1人

勞保、健保、勞退、加班費、專業加給、年資調整、

年終(1.5個月)、考核(依考核結果發給最高1個月)、

特休未休薪資等。

專案人力 7               

專案經費*7人

「鄉村婦女培力計畫」、「APEC性別議題計畫」、

「單親培力委託辦理案計畫」、「新媒體培力國際合

作專案 」等專案人力薪資、勞保、健保、勞退、加班

費、年終(1.5個月)、特休未休薪資等。

總             計 21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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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職類(稱)
薪資費用 加 班 費 退休金提撥 保 險 費 福 利 費 總 計

副執行長 1,453 0 73 110 2 1,638

組長 3,480 0 173 335 8 3,996

研究員 4,696 0 235 513 14 5,458

專員 639 0 32 68 2 741

助理幹事 517 0 26 59 2 604

專案人力 3,540 92 195 421 12 4,260

總         計 14,325 92 734 1,506 40 16,697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  頁  空  白 


	壹 、概況
	一、 設立依據
	二、 設立目的
	三、  組織概況

	貳 、工作計畫或方針
	一、 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
	1. 計畫內容：透過「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會議與民間團體共同討論婦女／性別議題，掌握具體倡議方向，凝聚共識以形成政策建議。
	2. 預期效益：
	(1) 連結團體，增加議題深廣度：透過橫向連結與合作，看見更多不同群體女性困境。議題討論重點從法制推進、團體長期關注或新興議題，以及疫情下對女性／脆弱群體的影響與疫後復原措施等方向；預計連結6至8個團體。
	(2) 辦理論壇聚焦與分享：辦理年度婦女／性別議題綜合論壇1場次，集結成重點主軸與各界分享，並同步邀請性平委員、公部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公私部門交流討論以凝聚政策建議。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因應疫情下加速對數位科技的使用，鼓勵增加線上會議模式，打破地域限制、增加更多不同團體的參與和交流。


	二、 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一) 第4次CEDAW國際審查民間培力暨社群媒體倡議計畫
	1. 計畫內容：鼓勵及協助民間婦女、性別及人權團體參與第四次CEDAW國際審查，並妥善運用本基金會經營之社群平臺推廣公約關注之議題與結論性意見。
	2. 預期效益：
	(1) 召開民間團體與會準備及策略會議至少3場，以利在地民間聲音於國際審查中充分表達。
	(2) 協助民間團體於國際審查中，提出整體或特定群體女性議題之共同倡議至少2項，提高不同面向婦女及性別議題的能見度。
	(3) 「辣台妹聊性別」粉絲專頁專文至少與10個CEDAW關注議題或結論性意見面向相關，並製作至少2份結論性意見推廣圖文懶人包。


	(二) 身心障礙女性需求支持及國際人權公約意識提升計畫
	1. 計畫內容：回應CRPD與CEDAW之精神，以培力提升更多障礙女性具備能量，促進社會參與；同時也透過研討確保需求被看見，並提升社會障礙意識，以增進大眾共同關注障礙女性議題。
	2. 預期效益：
	(1) 培力充權：預計辦理6場次培力課程，從障礙女性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去看見困境，透過反思並增強自我認同，持續培力障礙女性量能。
	(2) 政策研討：辦理1場次人權公約研討會議，預計邀請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針對CEDAW第4次國家報告、CRPD第2次國家報告進行研討，希冀針對障礙女性權益凝聚政策建議，確保脆弱群體女性需求不被忽視並得到支持。
	(3) 擴大宣導：辦理8場次障礙女性生命經驗暨講座活動，增進社會大眾關注障礙女性議題。

	3. 因應疫情作法：增加線上辦理模式外，亦著重討論障礙女性在疫情下的影響或復原措施。

	(三) 推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
	1. 計畫內容：因應科技與社會趨勢的發展，為防治新興性別暴力議題，打造具性別觀點的數位／網路文化，規劃從第一線人員優先瞭解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樣態及因應策略，以培養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人才。
	2. 預期效益：
	(1) 辦理專業人員及種子講師培力，提升一線工作者知能，增加處遇能力，培養專業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人才。
	(2) 研究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處遇模式，並整理因應策略。
	(3) 製作宣導短片，以促進社會大眾之意識。
	(4) 視相關政策與因應策略，搭建跨領域交流平臺。



	三、 關於婦女權益計畫研議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提供場地預約、女路地圖資訊及地標小旅行預約、性別主流化師資人才庫、性別媒材、主題展示、國內外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資訊功能供大眾查閱，並提供婦女專業工具及資源予婦女實務工作者使用。
	2. 預期效益：強化資訊彙整與傳遞，充實婦女福利工作之工具資源以提供婦女實務工作者使用，擴展外縣市在地女路地圖，促進社會瞭解各地女性樣貌。

	(二) 婦女團體資訊平臺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為健全網站檢索資源，協助各縣市滾動增補團體資訊，並加強網站宣導，建立團體及實務工作者網站使用習慣，與地方縣市合作推廣婦女議題參與平臺，培養基層民間／婦女團體及實務工作者的倡議能量，並提升網站使用度。
	2. 預期效益：滾動更新資料庫內團體資訊，以完善網站檢索資源，鼓勵婦女團體利用平臺提出串聯議案，進行公共討論，同時透過發行電子報傳遞網站資訊及各式性別資源予團體，增進與團體之連結。

	(三) Global Gender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國際資訊交流分享資料庫進行資料蒐集，並強化性別事務推廣，與APEC議題及國內外性別事務接軌，持續營運更新相關議題新訊。
	2. 預期效益：
	(1) 定期更新相關訊息，展示我國性別議題國際參與成果。
	(2) 收錄國內外性別議題新訊與公私部門推動性別工作政策方案，強化國內外性別議題新知交流，並作為各界性別議題之國際互動交流平臺。


	(四) 婦女聯合網站經營暨維護
	1. 計畫重點：作為本基金會主要入口網站，除發送電子報，亦持續更新本基金會重要訊息及婦女團體活動訊息等。
	2. 預期效益：
	(1) 依照本基金會業務執行情況更新各類活動訊息，使各界了解臺灣性別／婦女相關議題發展。
	(2) 配合主管機關各項規定，落實機構透明化，即時更新各項董監事會及財務會務營運資訊，協助外界了解本基金會主要業務。



	四、 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參訪與接待服務
	1. 計畫重點：持續推動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並同時提升台灣國家婦女館的能見度與使用率，透過主題展示讓國內外參訪人士對目前臺灣婦女權益現況及國內外性別平等推動成果有更深入的認識，故每年開放各政府機關、學校、民間團體預約參訪，期使婦女館發揮兼具教育及資訊提供效能。
	2. 預期效益：透過建構友善空間，以發展成為臺灣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之國家形象館，年度婦女館使用率達1萬1,000人次以上，參訪場次達60次以上。


	五、 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一) 2022年APEC性別議題及相關工作計畫－研究發展
	1. 計畫內容：依據APEC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工作小組策略計畫及論壇聲明等重要內容，邀請各相關工作小組及主要經濟體等，共同擔任計畫提案者或給予支持。
	2. 預期效益：
	(1) 呼應我國數位健康政策及包容性經濟，提交概念性文件並研擬新年度APEC提案文件1份。
	(2) 完成委辦單位指定主題之經濟政策與性別相關比較研究。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
	1. 計畫內容：透過培力工作坊、書籍出版及共創設計等方式，協助農／漁會在地組織、青農及鄉村婦女掌握性別平等觀點，進而發掘優秀人才，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促進農／漁會間家政班交流與優良經驗分享，發揮在地優勢，創造經濟成長動能。
	2. 預期效益：
	(1) 多元化培訓課程內容，吸引年輕班員及男性班員加入家政班，預計增加5％男性班員人數，並協助資深優秀班員轉型為授課講師。
	(2) 運用多媒體提高農會執行成果能見度；持續透過社群媒體「家政‧豐盛與甘甜」臉書粉絲頁展現家政業務執行成果 ，預計年度發文總數達120則以上，並規劃與性平相關的發文內容。
	(3) 成果資料數位化，整併現有名冊以簡化工作流程並提升效率，預計將有280家農會推廣人員受惠。
	(4) 強化鄉村性別平等種子師資、優秀家政班班員及農業志工對接重要性平政策及線上授課能力，並與農會共享師資人力資源，建構互助支持系統；預計接受培力人次達200人。
	(5) 建構符合SDGs架構，且為農、漁會可運用之行動方案或行動模組，以提升農會人員對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能力，進而促進農、漁會推廣部門轉型。兩年期研究計畫，第1年著重「指標（判準）研擬」；第2年則以「開發行動方案」為主。為此，將進行「SDGs vs 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計畫」，並辦理4場「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SDGs）共創設計工作坊」。
	(6) 提升推廣人員多元的專業能力，建立專業推廣人才；辦理4場「農會推廣人員專業培力工作坊」。
	(7) 為強化農會家政班員優良經驗傳承，促進跨業務與跨區交流，以提升農會推廣人員視野，將辦理4場農業推廣與特色家政觀摩體驗。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於強化性別平等意識的同時，體認疫情期間所產生的性別不平等現象，鼓勵並強化鄉村婦女運用即時通訊平臺能力以強化互動連結。

	(三)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
	1. 計畫內容：藉由研習課程及創業輔導，提升弱勢婦女創業相關知能及概念，並以實際資金補助，協助其創業或擴大事業規模；另連結產官學各界及歷屆已創業學員建構經濟培力平臺，建立社會支持系統，帶動各群體弱勢婦女整體經濟能量的提升。
	2. 預期效益：
	(1) 整合跨領域資源，藉由多面向創業課程及諮詢輔導，強化新住民婦女創業知能，提升本身發掘與拓展自身優勢工作能力之意識。
	(2) 建構在地化新住民經濟培力平臺，串連全臺10縣市新住民中心／團體，提供創業過程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區域性網絡支持系統。
	(3) 透過企業觀摩參訪及聯合行銷，強化創業資源網絡，提升創新商模思維能力及經營策略，促進業界資源連結拓展。
	(4) 以實際資金挹注，注入提升經濟生活之量能，提供20組新住民女性團隊創業提案競賽獎金，促進成功創業或穩定事業以維持個人家庭經濟，達到家庭支持及穩定家庭功能之效。
	(5) 連結業界資源辦理工作坊，強化問題解決能力與財務決策能力，建構事業永續經營之量能。
	(6) 運用多元媒體宣傳，以影片紀錄、電視媒體平臺或新媒體推播，提升大眾對新住民經濟議題的重視。


	(四) 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力支持計畫
	1. 計畫內容：為鼓勵弱勢婦女擺脫弱勢思維框架，強化經濟安全意識，本計畫建構跨區域、跨領域經濟扶助培力平臺，整合跨域資源，促進公私部門合作，以提升弱勢族群女性職能。
	2. 預期效益：
	(1) 全臺10縣市各辦理12小時培力課程，預計培力300名婦女，後續並提供30場一對一業師諮詢輔導。
	(2) 鏈結全臺10縣市在地婦女中心／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3) 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提供20組弱勢婦女創業提案補助金，注入提升經濟生活之量能。
	(4) 產出破除經濟弱勢女性歧視相關文宣品或紀錄片1式，藉由經濟充權降低弱勢族群女性對福利資源的依賴，提升個人經濟自主意識。


	(五)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弱勢婦女就業輔導支持性計畫）
	1. 計畫內容：本案以性別觀點切入，掌握不同群體女性之就業需求，並將結論建議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政策修訂之方針。另一方面亦將連結相關就業服務單位，協助婦女積極進入就業市場，或是發展新興創業模式。
	2. 預期效益：
	(1) 串連全臺北、中、南、東4區，媒合原鄉微型產業與學界連結，助原鄉工坊加速發展在地產業，融合設計與自媒體行銷轉型。
	(2) 結合新興媒體科技，以靜、動態紀錄片形式，運用自媒體行銷推廣，提升品牌露出及達到文化推廣與傳承。
	(3) 創造原鄉在地新就業型態，符合原鄉婦女非典型就業需求，及青年回流就業新模式。
	(4) 連結設計資源，輔導原鄉微型工坊品牌完備，有助於創業加速或擴大經濟規模，提升生活品質。
	(5) 助青年未來職涯發展，學用合一累積實戰經驗，創造青年回流就業機會。
	(6) 透過原鄉在地產業參訪，強化世代與文化間連結，聆聽、對話、創生新概念。



	六、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婦女中心培力計畫
	1. 計畫內容：針對各縣市婦女中心人員、婦女業務承辦窗口及業務主管為對象，透過培力課程及聯繫會議促進資源共享、強化知能建構並建立夥伴關係，維持台灣國家婦女館與各地婦女中心的合作與互動。
	2. 預期效益：
	(1) 提升知能：預計辦理1場次(2天1夜)培力課程，協助婦女業務與中心人員強化性別意識，增進國際新知及議題轉化，並提升性別觀點融入服務之能力，課程著重在實務運用，並促進各縣市夥伴間的交流與討論。
	(2) 網絡連結：預計辦理1場次交流聯繫會議，藉以凝聚網絡、聆聽意見與需求，並帶領縣市發展串聯活動或推展婦女議題，希冀創造更多橫向連結與支持網絡。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實體培力課程皆改為線上課程辦理。

	(二) 單親培力計畫
	1. 計畫內容：補助獨自撫養18歲以下子女的單親父母就讀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於修業年限內因上課無法照顧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18歲以下身心障礙子女臨時托育費，鼓勵其取得學位。
	2. 預期效益：
	(1) 鼓勵進修就學，提升專業知能。
	(2) 促進就業能力、增加社會競爭力，進而自立脫貧。
	(3) 加強相關單位或團體彼此間的資源收集與連結。


	(三) 2022年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計畫
	1. 計畫內容：推動拓展有意採取社會創新或社會企業模式解決當前社會問題之非營利組織互相串連交流，建立跨領域及專業之社會資源合作平臺，促進國內非營利組織參與社會創新行動，建構友善社會創新生態圈。
	2. 預期效益：呼應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延續2021年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影響力投資」主軸，協辦2022年高峰會「共融亞洲」，持續促進性別觀點融入社會創新領域，以及透過社會創新方式推動性別平等。


	七、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
	(一) 2022年APEC性別議題及相關工作計畫－國際參與及合作
	1. 計畫內容：配合我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之主責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參與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暨周邊會議，負責蒐集與分析相關資料及規劃倡議策略，並提出政策建議。
	2. 預期效益：
	(1) 出版亞太區女性參與電信產業典範手冊，內容包含至少8位典範代表，並辦理1日國際工作坊以推廣相關範例，各經濟體參與總人數至少50人。
	(2) 舉辦半日研討會，發表我國執行「APEC促進電信產業性別平等以致包容性成長」計畫成果。
	(3) 參與兩場PPWE會議及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配合委辦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提交相關發言參考資料。


	(二) 111年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內容：為關注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失衡、青年就業及數位時代之人力資源發展等相關議題，擬透過運用新媒體養成融合性別觀點的跨領域網路行銷技能，優先提升受疫情衝擊之婦女、相對弱勢群體之經濟參與機會，並以國際論壇型式分享靈活運用新媒體所必須奠定之跨領域技能與性別觀點。
	2. 預期效益：
	(1) 以總日數5天、100以上人次為目標，於APEC亞太區域會員經濟體辦理工作坊／論壇／培力營，涵蓋數位內容產製及應用於後疫情時代新興議題，期於個人層次加速女性在新媒體就業技能的提升與再造，並促進產業的核心業務及營運模式邁向數位化。
	(2) 辦理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與2場國內研習活動，針對新媒體促進女性參與數位經濟、強化競爭力，或促進企業轉型等主題進行交流，以形成長遠發展策略。
	(3) 完成新媒體與性別相關議題研究報告2篇，綜整新媒體對應於未來職能發展的變化、重要國際組織觀點、以及分析相關範例。


	(三) 女力外交：婦女／性別非政府組織國際交流計畫
	1. 計畫內容：呼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2022年度主題，宣傳我國性別平等措施與成果，促進我國非政府組織之國際交流。
	2. 預期效益：
	(1) 辦理1場「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並持續營運TGEW（Taiwan Gender Equality Week）網站。
	(2) 呼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2023年度主題，辦理1場婦女／性別議題國際參與策略工作坊。
	(3) 社群媒體經營：建立以婦女／性別議題為軸心的國際宣傳策略，使本基金會推特帳號之總追蹤人數成長10％，總觸及達800萬人次。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呼應國際趨勢將疫情視為新常態，在議題交流上，順應國際非政府組織將「疫情衝擊」與「疫後重建」視為推動婦女與女孩各方面權益促進的大前提，鼓勵我國非政府組織將相關經驗整理並於CSW期間分享；在辦理工作坊與參與CSW的做法上，仍維持以線上遠距參與及交流為主。


	八、 其他有關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事項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管理
	1. 計畫內容：賡續以往主軸辦理展示交流、能力建構、網絡連結、教育宣導及創新多元服務等面向，將台灣國家婦女館打造成具備「資訊平臺」與「資源中心」功能的一個前瞻、創新、友善、知性及多功能的場館。
	2. 預期效益：
	(1) 展示交流：預計辦理2個主題展示，持續拓展展示內容的多元性，除接軌國際重要議題外，也開發貼進生活的素材，並增加線上展覽平臺，以突破場域及疫情限制，透過線下線上串聯，讓社會大眾能更了解臺灣婦女權益、性別平等的發展；另加強館際合作，促進跨域資源結合，增加婦女館能見度和資源效益。
	(2) 資源共享：持續與各縣市婦女中心／夥伴串聯，促進各中心間的資源共享。
	(3) 教育宣導：預計辦理13場次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並與不同單位結合，增加多元性。
	(4) 多元服務：開展多元性別媒材及活動，提升大眾性別意識。

	3. 因應新冠疫情之規劃：
	(1) 除原有的實體展示外，增加婦女館網站上的線上展覽。
	(2) 教育宣導活動將實體課程改為線上課程。


	(二) 會務工作
	1. 計畫重點：配合相關法令健全本基金會行政層面各項作業與內控流程，包含落實分層管理與稽核制度、完備管理規章及作業標準流程，並強化組織透明化即時於網站公開相關訊息等，以確實遵守與配合主管機關各項規定。
	2. 預期效益：
	(1) 遵照相關法令及章程規範辦理各項行政流程，並公開業務及財務報表資訊，維持良好營運績效。
	(2) 依本基金會內部各項管理規則執行業務流程，配合內稽內控制度，確保本基金會會務穩健運作。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4,006萬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453萬8千元，減少447萬3千元，約10.04％，主要係政府委辦收入減少所致。
	(二) 本年度銷貨收入5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三) 本年度其他業務收入809萬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50萬9千元，減少41萬2千元，約4.84％，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下降，致基金孳息減少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1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萬元，減少1萬7千元，約56.67％，主要係補助款賸餘經費繳回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4,140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478萬9千元，減少338萬3千元，約7.55％，主要係政府委辦支出減少所致。
	(六) 本年度銷貨成本3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七) 本年度管理費用677萬1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29萬元，減少151萬9千元，約18.32％，主要係用人費用減少所致。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本年度收支平衡，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二、 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316萬5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34萬3千元。其中包括增加存出保證金34萬3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350萬8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3,622萬8千元，較期初現金3,973萬6千元減少之數。

	三、 淨值變動概況

	肆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 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 決算結果
	1. 勞務收入決算數4,459萬3千元，較預算數3,587萬2千元，增加872萬1千元，約24.31％，主要係政府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15萬3千元，較預算數1萬元，增加14萬3千元，約1,43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增加所致。
	3.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94萬1千元，較預算數1,088萬6千元，減少194萬5千元，約17.87％，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4.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0元，較預算數6萬5千元，減少6萬5千元，約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5. 勞務成本決算數4,521萬8千元，較預算數3,848萬3千元，增加673萬5千元，約17.50％，主要係政府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6. 銷貨成本決算數9萬3千元，較預算數7千元，增加8萬6千元，約1,228.57％，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成本增加所致。
	7. 管理費用決算數836萬3千元，較預算數834萬3千元，增加2萬元，約0.24％，主要係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增加所致。
	8.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1萬3千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1萬3千元，主要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二) 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 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1) 國際性別相關資訊及政策蒐集彙整：配合行政院建置國際資訊交流分享資料庫，每月固定提供國內外辦理婦女或性別相關國際活動訊息及國際性別新知。109年提供國際活動訊息與報導20則、性別新知10則、性別政策2則及統計資訊3則。
	(2) APEC性別議題及相關工作執行計畫
	(3) 婦女與經濟議題相關政策研究

	2. 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3. 關於婦女權益計畫研議事項
	(1) 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經營暨維護：持續傳遞最新國內外婦女／性別議題相關新聞報導與資訊，維護網站內容有效性及更新性別媒材，並與各縣市婦女中心串聯分享婦女／性別資源及資訊，109年網站瀏覽人次為11萬4,167人次。
	(2) 婦女團體資訊平臺營運暨更新：持續發布國內外婦女／性別新聞報導與議題資訊，提供婦女團體吸收性別新訊之途徑，並協助各縣市滾動更新婦女團體資訊，109年網站瀏覽人次為3萬499人次。
	(3) Global Gender網站經營暨維護護：Global Gender網站以提供本基金會辦理之國際活動、國內外性別相關訊息之英文版為主，定期更新國際會議重要資訊，並於每月更新國際性別新知及活動各4則。
	(4) 婦女聯合網站經營暨維護：婦女聯合網站整合本基金會各項業務，提供國內婦女／性別議題相關資訊。109年網站點擊次數為75萬26人次。

	4. 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1)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
	(2) 台灣國家婦女館參訪與接待：台灣國家婦女館於109年3月8日更換年度展覽後，接受各界預約參訪，期使本館發揮兼具教育及資訊提供效能。109年因疫情影響無國外團體參訪；國內參訪部分，1月至12月份共接待38次來自學校、公部門、民間團體的參訪預約，共計服務964人次（女性占71％；男性占29％）。

	5. 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1) 2020亞太社創高峰會「想響亞洲：亞太社會創新的下一哩路」
	(2)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小勇的生活》及《漁村這一家》繪本審查，協助內容調整，並邀請專家就內容提供建議。另出版《食物保存輯3》、《小勇的生活》及《漁村這一家》等書籍，配合合作單位寄送、推廣規劃及相關資料數位化的建立，並支援相關行政事項。
	(3)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
	(4) 弱勢族群女性經濟培力計畫
	(5) 109年弱勢婦女就業輔導支持性計畫
	(6) 中高齡女性生活支持暨權益促進計畫
	(7) 第九屆原住民族女性意見領袖人才培訓計畫
	(8) 2020年南島民族青年就業職能培力交流活動：本活動於109年12月18日至21日假花蓮煙波大飯店辦理，完訓人次30名，分別為13名南島民族外籍青年與17名臺灣原住民族青年（女性占70％；男性占30％）。透過課程使學員更認識臺灣與南島民族國家的產業趨勢，同時也透過勞動力市場分析看到兩性在勞動參與及薪資上的落差與背後的原因，並透過短片與文宣品宣導性別平等理念，以期深化學員職業不分性別的觀念。

	6.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1) 台灣國家婦女館－婦女福利業務／婦女中心聯繫會議暨培力工作坊：於109年7月至9月辦理5場次會議及初、進階工作坊，並以「女性X運動」為主軸，增進人員將性別觀點融入服務之實務操作能量。共計22個縣市、176人次參與（女性占95％；男性占5％），並於課程中產出7個方案，將於110年度延伸後續運用的可能性。
	(2) 台灣國家婦女館－在地女性地景推廣：台北女路暨導覽服務：109年總計接待28次預約導覽服務，共計服務490人次（女性占79％；男性占21％）；並辦理2次導覽人員交流分享。109年辦理新路線－信義線英語導覽人員培力，辦理11場次計280人次參與（女性占77％；男性占23％）。另與高雄市婦女館、彰化夢想館及宜蘭羅東社大合作開發在地女路。
	(3)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109年共核定補助139位單親家長學雜費及臨時托育費，全年總補助金額259萬7,699元整(學雜費167萬5,419元、臨時托育費92萬2,280元)。
	(4) 基層婦團、社區女力培力計畫：為培植基層女性之領導能力與性別意識，認識社區永續、韌性防災與性別平等相關議題與觀念，增進參與公共事務相關知能，109年以「營造安居永續家園」為主旨，於北區（臺北）、中區（臺中）、南區（高雄）與東區（花蓮）四地辦理4場次社區女性領導力初階培訓工作坊及1場次進階培訓工作坊，共計181人次參與(女性占96％；男性占4％)。
	(5) 女力外交－青年人才培力訓練計畫：本計畫主要辦理青年人才培訓，以過去曾參與CSW之青年代表為主要對象，透過協作本基金會相關社群媒體平臺文章，組織青年媒體工作小組。109年9月5日辦理平權青年招募計畫說明會，另於10月17日與12月19日辦理平權青年聚會。
	(6) 農村婦女培力計畫

	7.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
	(1) UN-NGO-CSW國際參與計畫（民間團體參與聯合國婦女會議計畫）
	(2) 新媒體培力促進女性賦能國際合作專案
	(3) 女力外交：聯合國第64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CSW64 & NGO CSW Forum）臺灣性別平等週（Taiwan Gender Equality Week）

	8. 其他有關婦女權益、性別平等之促進發展及推動事項
	(1) 台灣國家婦女館－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為持續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並提升台灣國家婦女館的能見度，109年與女書店合作，透過電影講座與女路微旅行的方式，促進民眾從生活中關心婦女與性別議題，總計15場次，共303人次（女性占82％；男性占18％）。
	(2)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管理
	(3) 節慶宣導(婦女節、母親節等)
	(4) 本基金會出版及宣導品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0年4月30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1,688萬3元，較預計數1,484萬6千元，增加203萬7千元，約13.72％，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2千元，與預計數相同。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277萬7千元，較預計數283萬6千元，減少5萬9千元，約2.08％，主要係基金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四) 受贈收入執行數5千元，較預計數0元，增加5千元，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五)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1萬元，減少1萬元，約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六) 勞務成本執行數1,521萬4千元，較預計數1,493萬元，增加28萬4千元，約1.90％，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七) 銷貨成本執行數1千元，與預計數相同。
	(八) 管理費用執行數355萬9千元，較預計數276萬3千元，增加79萬6千元，約28.8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核定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九)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89萬3千元，較預計數0元，增加89萬3千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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