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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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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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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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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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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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或方針 

依據本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3條規定：本會以婦女權益之促進與發展

為目的，辦理法令研議、議題研究、政策宣導、人員訓練、國際參與等

相關推動及促進性別平等事項。本年度延續前年度業務方向，以推動婦

女權益政策倡議、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以及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等四大方向，擬定相關計畫如下： 

一、關於婦女權益政策、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透過培力基層婦女團體，以及與性別、人權、身心

障礙等民間團體合作，聚焦性別相關重要法案修訂以及統計

中所反映出的性別落差或交織性議題，鼓勵各團體從在地經

驗出發，經由議題論壇或座談對話連結彼此、激盪討論，進而

凝聚為社會溝通論述及倡議，促使國家政策持續回應當下性

別課題及促進婦女人權。 

本年將以 2022 年 CEDAW、CRPD、CRC等人權公約國際審查

結論性意見中的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以及國內外重要法案變

革（如女性生育自主權）為關注主軸，並透過培力活動協助基

層婦女團體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公眾溝通管道、進行跨組織資

源連結與議題推廣，以及發展倡議策略，另外亦將透過對青年

及公眾的婦女人權教育促成其行動。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辧理基層婦女團體培力、培訓女性人才 80人，協助掌握國

際公約性別議題並進行組織連結，提升其於公共政策的參

與； 

 連結 20 個民間團體共同關注三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並

邀請各縣市性平委員進行深度討論，凝聚出具體可行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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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倡議； 

 以上述討論為基礎辦理政策研討論壇，鼓勵青年學生及社

會大眾 60 人次參與，提高整體社會對當前性別議題的關

注。 

(二)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 

1. 計畫重點 

為回應各種新興樣態的數位性別暴力，2019 年，本會依

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召開 2 次

「網路性別暴力」溝通會議，並於 2020 年起將數位性別暴力

列為本會政策研討論壇子題之一，2021 年開展「數位性別暴

力防治計畫」，持續關注議題發展。 

本年計畫將持續辦理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以公部門、專

家學者、婦女團體，以及教育、社工等第一線工作者為對象，

了解各界在政策及法規面的實務需求；再則開發意識培力教

材，深化大眾防治數位性別暴力的法律知能及對權力關係的

認識；此外，亦將根據主要目標族群的資訊接收習慣，規劃議

題能見度提升與推廣管道。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辧理 2 場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預計至少 40 人參與，以

掌握現行法規及政策實施情形與挑戰，並提出回饋建議； 

 結合相關案例編製專屬教材，輔以線上學習討論及分享的

創新教學模式，增加社會大眾對數位暴力的認識及學習動

機； 

 發布數位性別暴力相關圖文至少 7篇，加速訊息傳播及議

題討論熱度。 

二、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一)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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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提升原住民族婦女經濟力為目標，從部落文化

出發，與女性微型企業創業者發展夥伴關係，打造彈性工時、

兼顧家庭責任、不受年齡限制的就業型態，促進原鄉婦女的在

地就業，2020 年起並結合大專校院青年與在地產業合作，協

助原住民族工坊加速發展網路行銷，提升品牌及文化能見度。 

本年將持續輔導原住民族婦女發展自宅經濟，協助更多

婦女改善家庭經濟及生活樣態，並間接促成部落性別觀念的

轉變，讓家務分工得以落實；另也持續鼓勵青年回鄉就業，凝

聚青年族群對部落的向心力及促進文化的世代傳承。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新增 2 家輔導原鄉工坊並促成 25 位原住民族婦女兼顧多

重角色之非典型就業，進而重拾自信心與自我定位； 

 媒合 2 組原民工坊與大專校院，促成青年投入協助工坊建

置品牌識別及進行社群行銷，並強化其與在地文化之連

結。 

(二) 弱勢群體女性經濟自立支持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承襲「新女力創業加速器」所累積婦女經濟賦權經

驗，透過提供女性就創業知能、建構跨區域輔導互助平臺、打

造聯合行銷通路等方式，以及持續針對輔導狀況滾動調整支

持系統，來排除不利處境女性在就創業上所面臨的文化歧視

與結構障礙。 

本年將持續強化公私協力及社會支持資源串聯，充實「弱

勢族群女性經濟自立平臺」，並擴大提供新住民、中高齡、特

殊境遇與身心障礙等群體女性生涯引導、就創業準備、職能建

構、支持陪伴等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和企業共同打造友善

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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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成果與效益 

 辦理 10 場研習課程，預計培力 300 名婦女，並提供 30 場

業師諮詢輔導，為婦女發展就創業的核心能力奠定紮實基

礎； 

 串連 10 縣市婦女中心或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

流場域，強化婦女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鼓勵至少 3個民間組織或企業提供本計畫培力婦女就業機

會，共同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三)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日趨多元，單親家長比例逐年成

長，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單親培力就學補助預算，提供獨自

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長就讀高中職、大專校院之學費、臨

時托育費用補助，以及相關服務資源網絡，期能透過提升單親

家長專業知能、奠定未來職涯發展基礎，促進其經濟自立。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提供 250名單親家長進修經費及子女照顧支持，以穩定其

就學兼顧育兒的生活品質，為未來就業及經濟獨立奠定基

礎； 

 提供本計畫培力家長單親家庭資源管道，使中央與地方相

關福利及服務資源能為需要者所用。 

三、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  

1. 計畫重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對外為婦女權益交流窗口，對內則為各

地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資源平臺。自 2008 年開館以來，持續

回應聯合國年度倡議、規劃主題展示，呈現臺灣推動婦女權益



- 7 - 
 

與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並以巡展連結各地婦女中心，以及透過

跨領域館際合作、女路微旅行等生活化宣導方式，開啟社會大

眾的性別視野。 

本年計畫將回應疫情所加速之數位化趨勢，增加線上展

示平臺呈現臺灣性別平等成果及持續發展方向，並持續透過

媒材串聯及巡展，促進各縣市婦女中心經驗及成果交流，及同

步開展線上與實體宣導活動，以多元方式引領不同群體接觸

性別議題。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建構線上展覽平臺，並透過推特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

婦女館策展，預計觸及達 3,000 人次； 

 進行媒材串聯及巡展 20 次，達成各縣市婦女中心資源共

享並發揮加乘效果，將議題影響擴散至中心人員及在地婦

女； 

 辦理線上及實體講座共 15 場，提升公務人員對婦女權益

及性別平等議題的認識，預計參與達 330 人次。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鄉村與從農婦女能見

度，彰顯其對環境、社區與家庭的多元貢獻為目標，透過農村

傳統智慧蒐集、農會推廣業務融入性平培力及師資培訓，提升

家政班成員的性別意識及青年和男性參與比例，促進其組成

成員及業務推展向度的多元化，並結合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

讓社會看見從農女性的主體性。 

本年將以 2022 年「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

會行動方案研究」成果為基礎，持續為農會人員、農業推廣人

員及鄉村居民之培訓發展多元教案，培訓學員於業務中融入

性別觀點之能力，並藉此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及擴展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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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面向，共同推動農村永續經濟。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辦理培訓工作坊 15場，連結農會、農業改良場、地方政府

農業局／處、青農團體及長照組織等 540 人與會討論，共

同提出創新的業務執行建議與性別融入方式； 

 透過多元化培訓設計吸引男性參與家政推廣，提升男性學

員人數 5%； 

 持續透過不同管道展現農會推廣部門成效及家政班能見

度，凸顯鄉村女性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多元角色。 

四、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一) 女力外交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每年 3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UN CSW）

及在總部周邊辦理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NGO CSW Forum）

為主要參與場域，透過結合政府國際參與資源，梳理我國公私

協力推動婦權與性平成果、凝聚民間婦女團體對外倡議，以強

化臺灣在性別平等上對於國際社群的貢獻。 

本年將扣合 2023、2024 會議年度主題「數位時代下的性

別平等」及「強化具性別觀點的制度與財政」，持續搭建民間

團體交流平臺，共同發展從我國經驗出發的說帖，於大會期間

透過平行論壇分享臺灣實踐範例，及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

NGO CSW 亞太工作小組進行倡議，一方面深化婦女團體與國

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另方面則突破我國無法參與官方會議

的限制。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統籌「2023 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含協力民間團體及

地方政府辦理 15 場平行論壇、策劃 1 場臺灣主場國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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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觸及率總和達 1,500萬次； 

 辦理第 68 屆 CSW(2024)與會策略會議，邀集婦女團體討論

參與策略，並召集至少 5 個團體成立 CSW 遊說工作小組，

發展對外倡議說帖。 

(二)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 計畫重點 

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 2011年成立「婦女與經濟政策

夥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專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

本計畫自 2017 年起，設定「科技性別化創新」為我國倡議主

軸，透過參與此工作小組，與國內相關公部門及產業合作，推

動女性參與非傳統職業，並將推動經驗與亞太國家分享、深化

合作關係。 

本年設定以「數位健康」為主要領域，倡議從研發角度確

保數位健康科技資料蒐集的性別平等、提高性別包容性以及

對女性照顧者的可近性，藉由我國數位發展優勢，持續分享創

新科技的經驗及促進亞太區域的實質合作。此外，也將持續參

與 PPWE 及相關性別會議，並辦理國內推廣活動提升我國於

APEC 性別議題的影響力，同時回饋我國經濟及勞動政策的規

劃。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數位健康」計畫合作過程與成果觸及 30 個國內公私部

門，促使國際性別倡議與國內性別工作推展相互援引； 

 辦理 1 場國際研討會，連結至少 6 個經濟體參與議題討

論，共同促進亞太區域女性於數位健康領域的參與； 

 參與 8 場 PPWE 及相關性別會議，維繫與亞太經濟體的交

流和我國在 APEC 場域的曝光度。 

(三)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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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重點 

APEC推動女性經濟賦權除了透過 PPWE工作小組，在跨論

壇合作及不同工作小組中融入性別議題亦為其長期策略。本

計畫自 2019年起在 APEC人力資源發展（HRD）工作小組提出

倡議，透過發展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

別力」訓練套件及開設國際專班，回應當前企業數位化及追求

永續趨勢，共同促進亞太數位經濟發展的多元與涵融。 

本年將持續透過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合作，檢視國際專班

訓練實績轉移的具體結果、導入產業界的優良範例，以及應用

新媒體技能展現女性賦權、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的行銷模式，

並透過蒐集重要國際勞動議題、產業趨勢及其性別意涵，再度

充實訓練套件與教學素材。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辦理 1 場專班訓練成效國際分享會，邀請亞太經濟體、國

內公私部門、產業公協會等至少 40 人參與，以追蹤「網路

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情形； 

 針對人才培訓趨勢議題，從性別觀點出發辦理 4場專家意

見交流會議，為我國連結 APEC 重要工作、研議合作發展機

制等事項，累積深厚底蘊。 

以上各項計畫經費需求總計 3,944 萬元，其經費來源如下：「公益

彩券計畫」、「鄉村婦女培力計畫」、「節慶活動計畫」、「台北國際書展計

畫」、「弱勢族群女性經濟培力計畫」、「臺灣性別平等週計畫」、「數位性

別暴力防治計畫」等政府補助經費，計 1,717 萬元；「APEC 性別議題計

畫」、「台灣國家婦女館委託經營管理案」、「單親培力計畫委託辦理案」、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專案」等政府委辦經費，計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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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萬元；另本基金會自籌財源計 100

萬元。 



- 11 - 
 

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 3,84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006 萬 5 千

元，減少 162 萬 5 千元，約 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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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809 萬

7 千元，增加 252萬 5 千元，約 31.18％，主要係銀行定存利

率升息，致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 萬 3千元，

減少 8 千元，約 61.54％，主要係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 3,944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140 萬 6 千

元，減少 196 萬 6 千元，約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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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77 萬 1 千

元，增加 285 萬 8千元，約 42.2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

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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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93 萬 6 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80 萬 8千元。其中包括減少存出保證

金 80 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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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374 萬 4 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 3,997

萬 2 千元，較期初現金 3,622 萬 8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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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0億 4,781 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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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 萬 6 千元，較預算數 4,453 萬 8千元，

增加 350 萬 8 千元，約 7.88％，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

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 3 千元，較預算數 5 千元，減少 2 千元，約

4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減少所致。 

3. 受贈收入決算數 4萬 1 千元，較預算數 0 千元，增加 4萬 1 千

元，約 100.00％，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 801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850 萬 9千元，

減少 49 萬 4千元，約 5.81％，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5.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0 元，較預算數 3 萬元，減少 3萬元，

約 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 4,995 萬 4 千元，較預算數 4,478 萬 9千元，

增加 516 萬 5 千元，約 11.53％，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

致。 

7. 銷貨成本決算數 3千元，與預算數相同。 

8. 管理費用決算數 567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 829 萬元，減少 261

萬 8 千元，約 31.58％，主要係民間補助計畫用人費用增加，

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減少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47 萬 6千元，較預算數 0 元，增

加 47 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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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辦理 6 場實體活

動和 3 場線上會議，共有民間團體工作者、公部門代表、

大專校院學生 716人參與，討論倡議可歸納為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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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照顧，以及具交織身分的女性群體等三大面向。在

人身安全上，針對數位性別暴力，指出現行法制應補強基

於性別的圖像影音濫用、仇恨言論與行為之規範；在疫情

對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衝擊上，提出政府應透過強化社會保

障及公共照顧機制，來緩解勞動結構的不平等；在具交織

身分女性群體的權益上，討論議題包括遭受性別暴力障礙

者的求助與就醫困境、女性無家者社會連結的斷裂，以及

新住民和原住民族女性所面臨的參政障礙。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與民間團體合作，進

行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蒐集與分析，提岀仇恨言論、

隱私侵害、網路詐騙、性暴力及親密暴力新樣態等五大類

21 種數位性別暴力樣態，並以此為基礎辦理 4 場教案開

發會議，完成《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初階教案手冊，將

用於協助一線社工人員推展服務工作，促進未來推廣防治

能量。另辦理教育、社會工作及司法警政單位專業人員焦

點會議 11 場及教育訓練 4 場，了解實務推動經驗及現況

與困境，共計 195人參與。 

2.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

自立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持續輔導 8 家原鄉工坊進駐 3 間虛擬

通路，月營收平均增加 2,300 元，並促成 40 位原住民族

婦女穩固在地就業與經濟收入（正職 13 位、兼職 27 位），

進而提升自我與親友認同；另外與 4所大專院校合作辦理

「嫄青力」學堂，透過輔導課程及部落交流媒合 6 組「青

銀共創」，促進 20位青年連結原鄉產業，協助婦女工坊網

路行銷，包括完成 5間工坊基礎品牌識別設計及 6 間工坊

臉書專頁建置與更新。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在強化職能建構與支持面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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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0場創業研習課程，共 592 人參與，以及 30 場微型新

創線上輔導，共 93 人參與。在提升女性經濟能見度上，

透過 2 支紀實影片及 5 篇報導，展現女性創業實踐與生命

韌性。另為瞭解疫情對於歷屆培力學員事業發展之影響，

及其因應方式與需求，以擬定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輔導策略

與執行方式，蒐集 87 位新住民創業女性經驗，完成評估

調查報告 1 份。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補助 156 位單親家長（女性占 94%，

初次申請者占 31%）就讀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占 98%）學

雜費及臨時托育費，支持其兼顧學業與育兒責任，並奠定

未來職涯基礎。全年總補助金額 306萬 7,641元整（學雜

費 230 萬 4,263元，臨時托育費 76 萬 3,378 元）。 

3.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在國際連結面向，呼應東京奧

運舉辦，策劃「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特展，呈現女

性參加運動賽事的演進、運動對女性生活的影響，以及我

國女性運動員群像，實體與線上合計超過 18萬人次觀展。

在國內資源共享面向，連結臺北市婦女館及新北市婦女中

心開展三館合作，共同辦理「中高齡女性處境挑戰與社會

支持」論壇，從區域特性討論在地服務的差異，促成縣市

交流及服務策進。在性別意識培力面向，則辦理「大稻埕

女性空間的移動」、「穿越錫口松山女力」、「綴在北投溫泉

路的青春」三條女路微旅行共 28 場，導覽超過 600 人次

從地景看見多元女性生命樣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農業推廣專業培力工作

坊、聯繫會議及「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目標（SDG）」共創

工作坊共 12 場，培力家政督指導員、農業推廣人員等計

712 人次，促其發揮創意、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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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另為了協助各地農漁會對接國際議題，找出可活化

業務操作的模式及優良範例，執行「SDGs VS.鄉村發展與

性別平等之農漁會行動方案」研究，於美濃區、成功鎮及

基隆區等農漁會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並將於 2022

年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4.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女力外交計畫：配合聯合國第 6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

暨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會期，於 3 月中旬規劃「臺灣性別

平等週」活動，包括協力 18 個民間婦女及性別團體辦理

共 26 場線上平行會議，並主辦「臺灣主場—加速婦女經

濟賦權」論壇，由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與瑞典、美國

及科索沃等國政府官員與重要婦權倡議者進行對話，線上

即時觀賞看 5,000人次。在媒體宣傳方面，透過「臺灣女

力（Power of Women）」概念短片推廣上述活動，累積觀

看超過 8,000 人次。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延續「科技性別化創新」主軸，

在研究發展面向，經與國內外建設相關公部門單位 53 個

及私部門企業、公協會 56 個共同討論，產出「APEC女性

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來」最佳範例手冊及政策建議原則；

另回應疫情影響，完成「疫情下 APEC 區域女性經濟發展

之機會與挑戰」研究，爬梳疫情對亞太區域女性的經濟衝

擊，並對我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提出建議，同

時也辦理研究分享會，促進公私部門與會者共同討論未來

可能的政策回應。在國際合作面向，則參與了 11 場 APEC

性別相關活動，包括我國主辦的 3 場工作坊及傑出女性中

小企業競賽（BEST Award）等 8場性別會議。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回應 APEC 跨論壇合作倡議，

以「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與政策措施為題，針對 10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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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及 5 個亞太經濟體共 13 部會進行問卷調查，完

成首部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

訓練套件》，涵蓋市場分析、策略規劃、成效分析三大單

元，兼具數據應用與品牌敘事知能，為商業活動達成有效

溝通；後並依循「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整備課

程，於國內試辦前導班，培訓 40 名學員（產業公協會占

50%、企業 33%，餘來自公部門及學校）。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 1,780 萬 4 千元，較預計數 2,003 萬 2千元，

減少 222 萬 8 千元，約 11.12％，主要係民間補助收入減少所

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 0元，較預計數 2千元，減少 2千元，約 100.00

％，主要係銷貨收入尚未發生所致。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 440 萬 2 千元，較預計數 404 萬 9千元，

增加 35 萬 3千元，約 8.72％，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

基金孳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 0 元，較預計數 7 千元，減少 7千元，

約 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五) 勞務成本執行數 1,805 萬 2 千元，較預計數 2,070 萬 3千元，

減少 265 萬 1 千元，約 12.80％，主要係民間補助支出減少所

致。 

(六) 銷貨成本執行數 0元，較預計數 2千元，減少 2千元，約 100.00

％，主要係銷貨成本尚未發生所致。 

(七) 管理費用執行數 442 萬 4 千元，較預計數 338 萬 5 千元，增

加 103 萬 9 千元，約 3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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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27 萬元，較預計數 0 元，減少 27

萬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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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56,105 100.00 收入 49,072 100.00 48,180 100.00 892 1.85

56,105 100.00 業務收入 49,067 99.98 48,167 99.97 900 1.87

48,046 85.63 勞務收入 38,440 78.33 40,065 83.16 -1,625 -4.06
包含公益彩券計畫等

補助，俟核定通過後

執行。

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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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0.08 受贈收入 0 0.00 0 0.00 0 -

8,015 14.28 其他業務收入 10,622 21.64 8,097 16.80 2,525 31.18 孳息收入。

0 0.00 業務外收入 5 0.02 13 0.03 -8 -61.54  

0 0.00
其他業務外收

入
5 0.02 13 0.03 -8 -61.54

補助款賸餘經費繳回

及其他收入。

55,629 99.15 支出 49,072 100.00 48,180 100.00 892 1.85

55,629 99.15 業務支出 49,072 100.00 48,180 100.00    892 1.85

49,954 89.03 勞務成本 39,440 80.37 41,406 85.94 -1,966 -4.75

3 0.01 銷貨成本 3 0.01 3 0.01 0 -

5,672 10.11 管理費用 9,629 19.62 6,771 14.05 2,858 42.21

476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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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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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2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10,622

  　調整非現金項目 2,936

  　　折舊費用 0

  　　應收款項減少 268

      預付款項減少 193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 96

  　　應付款項增加 914

  　　預收款項增加 1,462

  　　代收款項增加 3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7,686

      收取利息 10,622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93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出保證金減少 80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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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6,22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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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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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8 0 47,818

    累積賸餘 47,818 0 47,818

合      計 1,047,818 0 1,04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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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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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明   細   表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56,105 業務收入 49,067 48,167            

48,046 勞務收入 38,440 40,065            

15,860 政府補助收入 17,170 18,045            

750 補助收入-公益彩券計畫 2,500 1,95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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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補助收入-節慶活動計畫 1,500 1,5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11 補助收入-台北國際書展計畫 300 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613
補助收入-弱勢婦女就業輔導

支持性計畫
0 825

本計畫經費來源：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

757
補助收入-新住民發展基金計

畫
0 900

本計畫經費來源：內政

部移民署。

1,151
補助收入-弱勢族群女性經濟

培力計畫
1,920 1,92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3,757
補助收入-臺灣性別平等週計

畫
4,000 4,0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948
補助收入-數位性別暴力防治

計畫
950 95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389
補助收入-婦女團體資訊平臺

提升計畫
0 0

110年新增補助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96
補助收入-2021年亞太社會創

新高峰會計畫
0 0

110年新增補助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內政

部。

98
補助收入-性別影響評估教材

計畫案
0 0

110年新增補助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新北市

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18,440 政府委辦收入 13,970 15,720            

5,445 委辦收入-APEC性別議題計畫 5,50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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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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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520
委辦收入-單親培力計畫委託

辦理案
470 52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5,145
委辦收入-新媒體培力國際合

作專案計畫
4,000 5,700

配合政府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200
委辦收入-性別平等宣導暨種

子人力培力方案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嘉義市

政府。

800
委辦收入-臺中市性別平等線

上國際論壇案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

800

委辦收入-COVID-19疫情下中

高齡女性的處境與福利支持

研究案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435

委辦收入-GCTF全球合作暨訓

練架構「邁向平等之路：落

實女性公共參與權」線上國

際研討會服務委辦案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外交

部。

95
委辦收入-性別化的變遷網站

建置案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國家圖

書館。

3,384 民間補助收入 7,300 6,300

0
補助收入-新住民女性創業加

速器計畫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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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4
補助收入-亞太社會創新高峰

會計畫
2,000 1,000

結合民間單位推動婦女權

益相關工作。

10,362 民間委辦收入 0 0

95
委辦收入-文化部性別統計指

標與性別分析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10,267
委辦收入-科技社會創新促進

價值躍升計畫
0 0

110年新增委辦案。

本計畫經費來源：安侯永

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3 銷貨收入 5 5  

0 銷貨收入-書籍 5 5 本基金會出版書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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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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3 銷貨收入-嫄 0 0
本基金會婦女微型手工藝

品銷售收入。

41 受贈收入 0 0

41 受贈收入 0 0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之捐贈收入。

8,015 其他業務收入 10,622 8,097  

7,595 基金孳息收入 10,458 7,972
10億元基金定存孳息利率

約1.04％~1.07％。

164 利息收入 164 125
累積賸餘存放定存及活存

利息。

256 其他業務收入 0 0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之清潔費及票券收入。

0 業務外收入 5 13                  　

0 其他業務外收入 5 13                   
補助款賸餘經費繳回及其

他收入。

56,105 總 計 49,072 4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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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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29 業務支出 49,072 48,180

49,954 勞務成本 39,440 41,406

15,959 勞務成本-政府補助 17,170 18,256

750 公益彩券計畫(補助) 2,500 1,950
主要係辦理公益彩券計畫

之相關支出。

558 用人費用 558 1,086

192 業務費 1,942 864

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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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 用人費用 1,557 1,502

4,498 業務費 4,443 4,498

0 節慶活動計畫(補助) 1,500 1,500
主要係辦理節慶活動計畫

之相關支出。

0 業務費 1,500 1,500

111 台北國際書展計畫(補助) 300 0
主要係辦理台北國際書展

計畫之相關支出。

111 業務費 300 0

619
弱勢婦女就業輔導支持性計

畫(補助)
0 836

本計畫經費來源：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

619 業務費 0 836

756 新住民發展基金計畫(補助) 0 900
本計畫經費來源：內政

部移民署。

337 用人費用 0 337

419 業務費 0 563

1,209
弱勢族群女性經濟培力計畫

(補助)
1,920 2,020

主要係辦理弱勢族群女性

經濟培力計畫之相關支

出。

210 用人費用 558 558

999 業務費 1,362 1,462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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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3,825 臺灣性別平等週計畫(補助) 4,000 4,100
主要係辦理臺灣性別平等

週計畫之相關支出。

3,825 業務費 4,000 4,100

948
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補

助)
950 950

主要係辦理數位性別暴力

防治計畫之相關支出。

558 用人費用 279 558

390 業務費 671 392

1,389
婦女團體資訊平臺提升計畫

(補助)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389 業務費 0 0

296
2021年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計畫(補助)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內政

部。

296 業務費 0 0

66
性別影響評估教材計畫案

(補助)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新北市

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66 業務費 0 0

18,310 勞務成本-政府委辦 13,970 15,820

5,424 APEC性別議題計畫(委辦) 5,500 5,500
主要係辦理APEC性別議題

計畫之相關支出。

1,873 用人費用 1,740 2,160

3,551 業務費 3,760 3,340

3,993
台灣國家婦女館委託經營管

理案(委辦)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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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3 業務費 2,930 3,030

512
單親培力計畫委託辦理案

(委辦)
470 520

主要係辦理單親培力計畫

委託辦理案之相關支出。

471 用人費用 416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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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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41 業務費 54 49

5,103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專案計

畫(委辦)
4,000 5,700

主要係辦理新媒體培力國

際合作專案計畫之相關支

出。

2,644 用人費用 2,235 2,600

2,459 業務費 1,765 3,100

1,179
性別平等宣導暨種子人力培

力方案(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嘉義市

政府。

1,179 業務費 0 0

790
臺中市性別平等線上國際論

壇案(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臺中市

政府社會局。

790 業務費 0 0

779

COVID-19疫情下中高齡女性

的處境與福利支持研究案

(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57 用人費用 0 0

522 業務費 0 0

435

GCTF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邁向平等之路：落實女性

公共參與權」線上國際研討

會服務委辦案(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外交

部。

435 業務費 0 0

95
性別化的變遷網站建置案

(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國家圖

書館。

95 業務費 0 0

3,873 勞務成本-民間補助 7,300 6,300

0
新住民女性創業加速器計畫

(補助)
5,000 5,000

主要係辦理新住民女性創

業加速器計畫之相關支

出。

0 業務費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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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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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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300 業務費 300 300

3,573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計畫

(補助)
2,000 1,000

主要係辦理亞太社會創新

高峰會計畫之相關支出。

1,461 用人費用 0 0

2,112 業務費 2,000 1,000

10,362 勞務成本-民間委辦 0 0

95
文化部性別統計指標與性別

分析(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92 用人費用 0 0

3 業務費 0 0

10,267
110年度科技社會創新促進

價值躍升計畫(委辦)
0 0

本計畫經費來源：安侯永

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10,267 業務費 0 0

1,450 勞務成本-本基金會自籌計畫 1,000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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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 業務費 1,000 1,030
本計畫經費來源：本基金

會。

3 銷貨成本 3 3
本計畫經費來源：本基金

會。

0 銷貨成本-書籍 3 3

3 銷貨成本-嫄 0 0

5,672 管理費用 9,629 6,771

5,386 用人費用 9,312 6,355 詳「用人費用彙計表」。

4,125 薪資費用 7,430 4,661

460 退休金提撥 610 561

763 保險費 1,232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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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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0 加班費 0 16

38 福利費 40 40

222 總務辦公費 237 270

1 印刷費 2 3  

1 文具用品 3 5  

18 郵電費 20 30

24 差旅費 30 50  

1 運費 2 2  

17 水電費 20 20

160 總務費 160 160

64 雜項支出 80 146

64 雜項支出 72 135

0 修繕維護 5 5

0 雜項購置 3 6

0 折舊 0 0 本年度無提列折舊費用。

55,629 總 計 49,072 4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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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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表 





110 年 ( 前 年 )

12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12年12月 31日

預 計 數

111年(上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數

資      產

59,174 流動資產 55,986 52,799 3,187

43,715   ─銀行存款 39,972 36,228 3,744

12,111   ─應收款項 12,376 12,644 -268

3,329   ─預付款項 3,522 3,715 -193

19   ─其他流動資產 116 21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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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 其他資產 1,364        2,172 -808

555   ─存出保證金 1,364 2,172 -808

1,059,948    資 產 合 計 1,057,569    1,055,190         2,379

負      債

12,130 流動負債 9,751 7,372 2,379

8,789   ─應付款項 7,875 6,961 914

3,207   ─預收款項 1,745 283 1,462

134   ─代收款項 131 128 3

12,130   負 債 合 計 9,751 7,372 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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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8 累積餘絀 47,818 47,818 0

47,818   ─累積賸餘 47,818 47,818 0

1,047,818   淨 值 合 計 1,047,818 1,047,818 0

1,059,948 負債及淨值合計 1,057,569 1,055,190 2,379

註：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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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31 -



職 類 ( 稱 ) 本年度員額預計數 說 明

副執行長 1               

本基金會自籌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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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元*395薪點*13.5月*3人

本基金會自籌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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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專案經費  118元*375薪點*13.5月*4人

本基金會自籌  118元*395薪點*13.5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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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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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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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專案經費*6人

「鄉村婦女培力計畫」、「APEC性別議題計畫」、

「台灣國家婦女館委託經營管理案」、「單親培力委

託辦理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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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依考核結果發給最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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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人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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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 0 76 114 2 1,723

組長 3,649 0 183 343 8 4,183

研究員 5,580 0 284 609 16 6,489

專員 677 0 35 76 2 790

助理幹事 558 0 28 62 2 650

專案人力 3,248 80 171 381 10 3,890

總         計 15,243 80 777 1,585 40 1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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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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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預 計 執 行 內 容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900 辦理女力外交計畫，相關媒體宣導製作及刊登等。

總         計 900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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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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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透過培力基層婦女團體，以及與性別、人權、身心障礙等民間團體合作，聚焦性別相關重要法案修訂以及統計中所反映出的性別落差或交織性議題，鼓勵各團體從在地經驗出發，經由議題論壇或座談對話連結彼此、激盪討論，進而凝聚為倡議，促使國家政策持續回應當下性別課題及促進婦女人權。
	本年將以2022年CEDAW、CRPD、CRC等人權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中的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為關注主軸，並透過培力活動協助基層婦女團體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公眾溝通管道、進行跨組織資源連結與議題推廣，以及進一步凝聚具體倡議，另外亦將透過對青年及公眾的婦女人權教育促成其行動。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基層婦女團體培力、培訓女性人才80人，協助掌握國際公約性別議題並進行組織連結，提升其於公共政策的參與；
	(2) 連結20個民間團體共同關注三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並邀請各縣市性平委員進行深度討論，凝聚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倡議；
	(3) 以上述討論為基礎辦理政策研討論壇，鼓勵青年學生及社會大眾60人次參與，提高整體社會對當前性別議題的關注。


	(二)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
	1. 計畫重點
	為回應各種新興樣態的數位性別暴力，2019年，本會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召開2次「網路性別暴力」溝通會議，並於2020年起將數位性別暴力列為本會政策研討論壇子題之一，2021年開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持續關注議題發展。
	本年計畫將持續辦理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以公部門、專家學者、婦女團體，以及教育、社工等第一線工作者為對象，了解各界在政策及法規面的實務需求；再則開發意識培力教材，深化大眾防治數位性別暴力的素養及敏感度；此外，亦將根據主要目標族群的媒體使用習慣，透過社群行銷整體提昇議題能見度。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2場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預計至少40人參與，以掌握現行法規及政策實施情形與挑戰，並提出回饋建議；
	(2) 結合相關案例編製專屬教材，輔以線上學習討論及分享的創新教學模式，增加社會大眾對數位暴力的認識及學習動機；
	(3) 運用社群媒體發布數位性別暴力相關貼文至少7篇，加速訊息傳播及議題討論熱度。



	二、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一)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提升原住民族婦女經濟力為目標，從部落文化出發，與女性微型企業創業者發展夥伴關係，打造彈性工時、兼顧家庭責任、不受年齡限制的就業型態，促進原鄉婦女的在地就業，2020年起並結合大專校院青年與在地產業合作，協助原住民族工坊加速發展網路行銷，提升品牌及文化能見度。
	本年將持續輔導原住民族婦女發展自宅經濟，協助更多婦女改善家庭經濟及生活樣態，並間接促成部落性別觀念的轉變，讓家務分工得以落實；另也持續鼓勵青年回鄉就業，凝聚青年族群對部落的向心力及促進文化的世代傳承。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新增2家輔導原鄉工坊並促成25位原住民族婦女兼顧多重角色之非典型就業，進而重拾自信心與自我定位；
	(2) 媒合2組原民工坊與大專校院，促成青年投入協助工坊建置品牌識別及進行社群行銷，並強化其與在地文化之連結。


	(二) 弱勢群體女性經濟自立支持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承襲「新女力創業加速器」所累積婦女經濟賦權經驗，透過提供女性就創業知能、建構跨區域輔導互助平臺、打造聯合行銷通路等方式，以及持續針對輔導狀況滾動調整支持系統，來排除不利處境女性在就創業上所面臨的文化歧視與結構障礙。
	本年將持續強化公私協力及社會支持資源串聯，充實「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立平臺」，並擴大提供新住民、中高齡、特殊境遇與身心障礙等群體女性生涯引導、就創業準備、職能建構、支持陪伴等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和企業共同打造友善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態圈。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0場研習課程，預計培力300名婦女，並提供30場業師諮詢輔導，為婦女發展就創業的核心能力奠定紮實基礎；
	(2) 串連10縣市婦女中心或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婦女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3) 鼓勵至少3個民間組織或企業提供本計畫培力婦女就業機會，共同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三)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日趨多元，單親家長比例逐年成長，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單親培力就學補助預算，提供獨自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長就讀高中職、大專校院之學費、臨時托育費用補助，以及相關服務資源網絡，期能透過提升單親家長專業知能、奠定未來職涯發展基礎，促進其經濟自立。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提供250名單親家長進修經費及子女照顧支持，以穩定其就學兼顧育兒的生活品質，為未來就業及經濟獨立奠定基礎；
	(2) 提供本計畫培力家長單親家庭資源管道，使中央與地方相關福利及服務資源能為需要者所用。



	三、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
	1. 計畫重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對外為婦女權益交流窗口，對內則為各地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資源平臺。自2008年開館以來，持續回應聯合國年度倡議、規劃主題展示，呈現臺灣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並以巡展連結各地婦女中心，以及透過跨領域館際合作、女路微旅行等生活化宣導方式，開啟社會大眾的性別視野。
	本年計畫將回應疫情所加速之數位化趨勢，增加線上展示平臺呈現臺灣性別平等成果及持續發展方向，並持續透過媒材串聯及巡展，促進各縣市婦女中心經驗及成果交流，及同步開展線上與實體宣導活動，以多元方式引領不同群體接觸性別議題。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建構線上展覽平臺，並透過推特社群發文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婦女館策展，預計觸及達3,000人次；
	(2) 進行媒材串聯及巡展20次，達成各縣市婦女中心資源共享並發揮加乘效果，將議題影響擴散至中心人員及在地婦女；
	(3) 辦理線上及實體講座共15場，提升公務人員對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議題的認識，預計參與達330人次。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鄉村與從農婦女能見度，彰顯其對環境、社區與家庭的多元貢獻為目標，透過將性平培力及師資培訓融入農會推廣業務中，提升家政班成員的性別意識及青年和男性參與比例，促進其組成成員及業務推展向度的多元化，並結合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讓社會看見從農女性的主體性。
	本年將以2022年「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成果為基礎，持續為農會人員、農業推廣人員及鄉村居民之培訓發展多元教案，培訓學員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之能力，並藉此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促其發揮在地優勢，共同推動農村永續經濟。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培訓工作坊15場，連結農會、農業改良場、地方政府農業局／處、青農團體及長照組織等540人與會討論，共同提出創新的業務執行建議與性別融入方式；
	(2) 透過多元化培訓設計吸引男性參與家政推廣，提升男性學員人數5%；
	(3) 持續透過社群網站及Podcast等媒體展現農會推廣部門成效及家政班能見度，凸顯鄉村女性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多元角色。



	四、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一) 女力外交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每年3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UN CSW）及在總部周邊辦理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NGO CSW Forum）為主要參與場域，透過結合政府國際參與資源，梳理我國公私協力推動婦權與性平成果、凝聚民間婦女團體對外倡議，以強化臺灣在性別平等上對於國際社群的貢獻。
	本年將扣合2023、2024會議年度主題「數位時代下的性別平等」及「強化具性別觀點的制度與財政」，持續搭建民間團體交流平臺，共同發展從我國經驗出發的說帖，於大會期間透過平行論壇分享臺灣實踐範例，及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NGO CSW 亞太工作小組進行倡議，一方面深化婦女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另方面則突破我國無法參與官方會議的限制。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統籌「2023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與宣傳，包含協力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30場平行論壇、策劃1場臺灣主場國際研討會，社群媒體貼文觸及率總和達1,500萬次；
	(2) 辦理第68屆CSW(2024)與會策略會議，邀集婦女團體討論參與策略，並召集至少5個團體成立CSW遊說工作小組，發展對外倡議說帖。


	(二)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 計畫重點
	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2011年成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專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本計畫自2017年起，設定「科技性別化創新」為我國倡議主軸，透過參與此工作小組，與國內相關公部門及產業合作，推動女性參與非傳統職業，並將推動經驗與亞太國家分享、深化合作關係。
	本年設定以「數位健康」為主要領域，倡議從研發角度提高數位健康科技的性別包容性以及對女性照顧者的可近性，藉由我國數位發展優勢，持續分享創新科技的經驗及促進亞太區域的實質合作。此外，也將持續參與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並辦理國內推廣活動提升我國於APEC性別議題的影響力，同時回饋我國經濟及勞動政策的規劃。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數位健康」計畫合作過程與成果觸及30個國內公私部門，促使國際性別倡議與國內性別工作推展相互援引；
	(2) 辦理1場國際研討會，連結至少6個經濟體參與議題討論，共同促進亞太區域女性於數位健康領域的參與；
	(3) 參與8場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維繫與亞太經濟體的交流和我國在APEC場域的曝光度。


	(三)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重點
	APEC推動女性經濟賦權除了透過PPWE工作小組，在跨論壇合作及不同工作小組中融入性別議題亦為其長期策略。本計畫自2019年起在APEC人力資源發展（HRD）工作小組提出倡議，透過發展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及開設國際專班，回應當前企業數位化及追求永續趨勢，共同促進亞太數位經濟發展的多元與涵融。
	本年將持續透過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合作，檢視國際專班訓練實績轉移的具體結果、導入產業界的優良範例，以及應用新媒體技能展現女性賦權、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的行銷模式，並透過蒐集重要國際勞動議題、產業趨勢及其性別意涵，再度充實訓練套件與教學素材。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場專班訓練成效國際分享會，邀請亞太經濟體、國內公私部門、產業公協會等至少40人參與，以追蹤「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情形；
	(2) 針對人才培訓趨勢議題，從性別觀點出發辦理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為我國連結APEC重要工作、研議合作發展機制等事項，累積深厚底蘊。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3,8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006萬5千元，減少162萬5千元，約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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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09萬7千元，增加252萬5千元，約31.18％，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萬3千元，減少8千元，約61.54％，主要係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3,9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40萬6千元，減少196萬6千元，約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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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77萬1千元，增加285萬8千元，約42.2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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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93萬6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80萬8千元。其中包括減少存出保證金80萬8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374萬4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3,997萬2千元，較期初現金3,622萬8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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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萬6千元，較預算數4,453萬8千元，增加350萬8千元，約7.88％，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3千元，較預算數5千元，減少2千元，約4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減少所致。
	3. 受贈收入決算數4萬1千元，較預算數0千元，增加4萬1千元，約100.00％，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01萬5千元，較預算數850萬9千元，減少49萬4千元，約5.81％，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5.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0元，較預算數3萬元，減少3萬元，約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4,995萬4千元，較預算數4,478萬9千元，增加516萬5千元，約11.53％，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7. 銷貨成本決算數3千元，與預算數相同。
	8. 管理費用決算數567萬2千元，較預算數829萬元，減少261萬8千元，約31.58％，主要係民間補助計畫用人費用增加，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減少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47萬6千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47萬6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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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1)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辦理6場實體活動和3場線上會議，共有民間團體工作者、公部門代表、大專校院學生716人參與，討論倡議可歸納為人身安全、就業與照顧，以及具交織身分的女性群體等三大面向。在人身安全上，針對數位性別暴力，指出現行法制應補強基於性別的圖像影音濫用、仇恨言論與行為之規範；在疫情對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衝擊上，提出政府應透過強化社會保障及公共照顧機制，來緩解勞動結構的不平等；在具交織身分女性群體的權益上，討論議題包括遭受性別暴力障礙者的求助與就醫困境、女性無家者社會連結的斷...
	(2)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與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蒐集與分析，提岀仇恨言論、隱私侵害、網路詐騙、性暴力及親密暴力新樣態等五大類21種數位性別暴力樣態，並以此為基礎辦理4場教案開發會議，完成《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初階教案手冊，將用於協助一線社工人員推展服務工作，促進未來推廣防治能量。另辦理教育、社會工作及司法警政單位專業人員焦點會議7場及教育訓練4場，了解實務推動經驗及現況與困境，共計195人參與。

	2.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1)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持續輔導8家原鄉工坊進駐3間虛擬通路，月營收平均增加2,300元，並促成40位原住民族婦女穩固在地就業與經濟收入（正職13位、兼職27位），進而提升自我與親友認同；另外與4所大專院校合作辦理「嫄青力」學堂，透過輔導課程及部落交流媒合6組「青銀共創」，促進20位青年連結原鄉產業，協助婦女工坊網路行銷，包括完成5間工坊基礎品牌識別設計及6間工坊臉書專頁建置與更新。
	(2)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在強化職能建構與支持面向，辦理10場創業研習課程，共592人參與，以及30場微型新創線上輔導，共93人參與。在提升女性經濟能見度上，透過2支紀實影片及5篇報導，展現女性創業實踐與生命韌性。另為瞭解疫情對於歷屆培力學員事業發展之影響，及其因應方式與需求，以擬定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輔導策略與執行方式，蒐集87位新住民創業女性經驗，完成評估調查報告1份。
	(3)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補助156位單親家長（女性占94%，初次申請者占31%）就讀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占98%）學雜費及臨時托育費，支持其兼顧學業與育兒責任，並奠定未來職涯基礎。全年總補助金額306萬7,641元整（學雜費230萬4,263元，臨時托育費76萬3,378元）。

	3.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1)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在國際連結面向，呼應東京奧運舉辦，策劃「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特展，呈現女性參加運動賽事的演進、運動對女性生活的影響，以及我國女性運動員群像，實體與線上合計超過18萬人次觀展。在國內資源共享面向，連結臺北市婦女館及新北市婦女中心開展三館合作，共同辦理「中高齡女性處境挑戰與社會支持」論壇，從區域特性討論在地服務的差異，促成縣市交流及服務策進。在性別意識培力面向，則辦理「大稻埕女性空間的移動」、「穿越錫口松山女力」、「綴在北投溫泉路的青春」三條女路微旅行共28場，導覽...
	(2)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農業推廣專業培力工作坊、聯繫會議及「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目標（SDG）」共創工作坊共12場，培力家政督指導員、農業推廣人員等計712人次，促其發揮創意、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永續精神。另為了協助各地農漁會對接國際議題，找出可活化業務操作的模式及優良範例，執行「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漁會行動方案」研究，於美濃區、成功鎮及基隆區等農漁會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並將於2022年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4.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1) 女力外交計畫：配合聯合國第6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會期，於3月中旬規劃「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括協力18個民間婦女及性別團體辦理共26場線上平行會議，並主辦「臺灣主場—加速婦女經濟賦權」論壇，由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與瑞典、美國及科索沃等國政府官員與重要婦權倡議者進行對話，線上即時觀賞看5,000人次。在媒體宣傳方面，透過「臺灣女力（Power of Women）」概念短片推廣上述活動，累積觀看超過8,000人次。
	(2)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延續「科技性別化創新」主軸，在研究發展面向，經與國內外建設相關公部門單位53個及私部門企業、公協會56個共同討論，產出「APEC女性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來」最佳範例手冊及政策建議原則；另回應疫情影響，完成「疫情下APEC區域女性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研究，爬梳疫情對亞太區域女性的經濟衝擊，並對我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提出建議，同時也辦理研究分享會，促進公私部門與會者共同討論未來可能的政策回應。在國際合作面向，則參與了11場APEC性別相關活動，包括我國主辦的3...
	(3)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回應APEC跨論壇合作倡議，以「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與政策措施為題，針對108家國內企業及5個亞太經濟體共13部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首部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涵蓋市場分析、策略規劃、成效分析三大單元，兼具數據應用與品牌敘事知能，為商業活動達成有效溝通；後並依循「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整備課程，於國內試辦前導班，培訓40名學員（產業公協會占50%、企業33%，餘來自公部門及學校）。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1年4月30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1,225萬，較預計數1,335萬5千元，減少110萬5千元，約8.27％，主要係民間補助收入減少所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2千元，減少2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收入尚未發生所致。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279萬9千元，較預計數269萬9千元，增加10萬元，約3.71％，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4千元，減少4千元，約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五) 勞務成本執行數1,244萬6千元，較預計數1,380萬2千元，減少135萬6千元，約9.82％，主要係民間補助支出減少所致。
	(六) 銷貨成本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1千元，減少1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成本尚未發生所致。
	(七) 管理費用執行數326萬5千元，較預計數225萬7千元，增加100萬8千元，約4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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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66萬2千元，較預計數0元，減少62萬2千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P19收支營運
	P20.現金流量
	P21.淨值變動
	P23.-P25收入明細表
	P26-P30支出明細
	P31.資產負債預計表
	P32.員工人數
	P33.用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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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透過培力基層婦女團體，以及與性別、人權、身心障礙等民間團體合作，聚焦性別相關重要法案修訂以及統計中所反映出的性別落差或交織性議題，鼓勵各團體從在地經驗出發，經由議題論壇或座談對話連結彼此、激盪討論，進而凝聚為社會溝通論述及倡議，促使國家政策持續回應當下性別課題及促進婦女人權。
	本年將以2022年CEDAW、CRPD、CRC等人權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中的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以及國內外重要法案變革（如女性生育自主權）為關注主軸，並透過培力活動協助基層婦女團體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公眾溝通管道、進行跨組織資源連結與議題推廣，以及發展倡議策略，另外亦將透過對青年及公眾的婦女人權教育促成其行動。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基層婦女團體培力、培訓女性人才80人，協助掌握國際公約性別議題並進行組織連結，提升其於公共政策的參與；
	(2) 連結20個民間團體共同關注三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並邀請各縣市性平委員進行深度討論，凝聚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倡議；
	(3) 以上述討論為基礎辦理政策研討論壇，鼓勵青年學生及社會大眾60人次參與，提高整體社會對當前性別議題的關注。


	(二)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
	1. 計畫重點
	為回應各種新興樣態的數位性別暴力，2019年，本會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召開2次「網路性別暴力」溝通會議，並於2020年起將數位性別暴力列為本會政策研討論壇子題之一，2021年開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持續關注議題發展。
	本年計畫將持續辦理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以公部門、專家學者、婦女團體，以及教育、社工等第一線工作者為對象，了解各界在政策及法規面的實務需求；再則開發意識培力教材，深化大眾防治數位性別暴力的法律知能及對權力關係的認識；此外，亦將根據主要目標族群的媒體使用習慣，透過社群行銷整體提昇議題能見度。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2場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預計至少40人參與，以掌握現行法規及政策實施情形與挑戰，並提出回饋建議；
	(2) 結合相關案例編製專屬教材，輔以線上學習討論及分享的創新教學模式，增加社會大眾對數位暴力的認識及學習動機；
	(3) 運用社群媒體發布數位性別暴力相關貼文至少7篇，加速訊息傳播及議題討論熱度。



	二、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一)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提升原住民族婦女經濟力為目標，從部落文化出發，與女性微型企業創業者發展夥伴關係，打造彈性工時、兼顧家庭責任、不受年齡限制的就業型態，促進原鄉婦女的在地就業，2020年起並結合大專校院青年與在地產業合作，協助原住民族工坊加速發展網路行銷，提升品牌及文化能見度。
	本年將持續輔導原住民族婦女發展自宅經濟，協助更多婦女改善家庭經濟及生活樣態，並間接促成部落性別觀念的轉變，讓家務分工得以落實；另也持續鼓勵青年回鄉就業，凝聚青年族群對部落的向心力及促進文化的世代傳承。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新增2家輔導原鄉工坊並促成25位原住民族婦女兼顧多重角色之非典型就業，進而重拾自信心與自我定位；
	(2) 媒合2組原民工坊與大專校院，促成青年投入協助工坊建置品牌識別及進行社群行銷，並強化其與在地文化之連結。


	(二) 弱勢群體女性經濟自立支持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承襲「新女力創業加速器」所累積婦女經濟賦權經驗，透過提供女性就創業知能、建構跨區域輔導互助平臺、打造聯合行銷通路等方式，以及持續針對輔導狀況滾動調整支持系統，來排除不利處境女性在就創業上所面臨的文化歧視與結構障礙。
	本年將持續強化公私協力及社會支持資源串聯，充實「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立平臺」，並擴大提供新住民、中高齡、特殊境遇與身心障礙等群體女性生涯引導、就創業準備、職能建構、支持陪伴等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和企業共同打造友善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態圈。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0場研習課程，預計培力300名婦女，並提供30場業師諮詢輔導，為婦女發展就創業的核心能力奠定紮實基礎；
	(2) 串連10縣市婦女中心或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婦女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3) 鼓勵至少3個民間組織或企業提供本計畫培力婦女就業機會，共同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三)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日趨多元，單親家長比例逐年成長，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單親培力就學補助預算，提供獨自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長就讀高中職、大專校院之學費、臨時托育費用補助，以及相關服務資源網絡，期能透過提升單親家長專業知能、奠定未來職涯發展基礎，促進其經濟自立。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提供250名單親家長進修經費及子女照顧支持，以穩定其就學兼顧育兒的生活品質，為未來就業及經濟獨立奠定基礎；
	(2) 提供本計畫培力家長單親家庭資源管道，使中央與地方相關福利及服務資源能為需要者所用。



	三、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
	1. 計畫重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對外為婦女權益交流窗口，對內則為各地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資源平臺。自2008年開館以來，持續回應聯合國年度倡議、規劃主題展示，呈現臺灣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並以巡展連結各地婦女中心，以及透過跨領域館際合作、女路微旅行等生活化宣導方式，開啟社會大眾的性別視野。
	本年計畫將回應疫情所加速之數位化趨勢，增加線上展示平臺呈現臺灣性別平等成果及持續發展方向，並持續透過媒材串聯及巡展，促進各縣市婦女中心經驗及成果交流，及同步開展線上與實體宣導活動，以多元方式引領不同群體接觸性別議題。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建構線上展覽平臺，並透過推特社群發文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婦女館策展，預計觸及達3,000人次；
	(2) 進行媒材串聯及巡展20次，達成各縣市婦女中心資源共享並發揮加乘效果，將議題影響擴散至中心人員及在地婦女；
	(3) 辦理線上及實體講座共15場，提升公務人員對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議題的認識，預計參與達330人次。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鄉村與從農婦女能見度，彰顯其對環境、社區與家庭的多元貢獻為目標，透過農村傳統智慧蒐集、農會推廣業務融入性平培力及師資培訓，提升家政班成員的性別意識及青年和男性參與比例，促進其組成成員及業務推展向度的多元化，並結合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讓社會看見從農女性的主體性。
	本年將以2022年「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成果為基礎，持續為農會人員、農業推廣人員及鄉村居民之培訓發展多元教案，培訓學員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之能力，並藉此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及擴展家政業務面向，共同推動農村永續經濟。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培訓工作坊15場，連結農會、農業改良場、地方政府農業局／處、青農團體及長照組織等540人與會討論，共同提出創新的業務執行建議與性別融入方式；
	(2) 透過多元化培訓設計吸引男性參與家政推廣，提升男性學員人數5%；
	(3) 持續透過社群網站及Podcast等媒體展現農會推廣部門成效及家政班能見度，凸顯鄉村女性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多元角色。



	四、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一) 女力外交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每年3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UN CSW）及在總部周邊辦理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NGO CSW Forum）為主要參與場域，透過結合政府國際參與資源，梳理我國公私協力推動婦權與性平成果、凝聚民間婦女團體對外倡議，以強化臺灣在性別平等上對於國際社群的貢獻。
	本年將扣合2023、2024會議年度主題「數位時代下的性別平等」及「強化具性別觀點的制度與財政」，持續搭建民間團體交流平臺，共同發展從我國經驗出發的說帖，於大會期間透過平行論壇分享臺灣實踐範例，及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NGO CSW 亞太工作小組進行倡議，一方面深化婦女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另方面則突破我國無法參與官方會議的限制。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統籌「2023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與宣傳，包含協力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30場平行論壇、策劃1場臺灣主場國際研討會，社群媒體貼文觸及率總和達1,500萬次；
	(2) 辦理第68屆CSW(2024)與會策略會議，邀集婦女團體討論參與策略，並召集至少5個團體成立CSW遊說工作小組，發展對外倡議說帖。


	(二)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 計畫重點
	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2011年成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專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本計畫自2017年起，設定「科技性別化創新」為我國倡議主軸，透過參與此工作小組，與國內相關公部門及產業合作，推動女性參與非傳統職業，並將推動經驗與亞太國家分享、深化合作關係。
	本年設定以「數位健康」為主要領域，倡議從研發角度確保數位健康科技資料蒐集的性別平等、提高性別包容性以及對女性照顧者的可近性，藉由我國數位發展優勢，持續分享創新科技的經驗及促進亞太區域的實質合作。此外，也將持續參與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並辦理國內推廣活動提升我國於APEC性別議題的影響力，同時回饋我國經濟及勞動政策的規劃。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數位健康」計畫合作過程與成果觸及30個國內公私部門，促使國際性別倡議與國內性別工作推展相互援引；
	(2) 辦理1場國際研討會，連結至少6個經濟體參與議題討論，共同促進亞太區域女性於數位健康領域的參與；
	(3) 參與8場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維繫與亞太經濟體的交流和我國在APEC場域的曝光度。


	(三)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重點
	APEC推動女性經濟賦權除了透過PPWE工作小組，在跨論壇合作及不同工作小組中融入性別議題亦為其長期策略。本計畫自2019年起在APEC人力資源發展（HRD）工作小組提出倡議，透過發展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及開設國際專班，回應當前企業數位化及追求永續趨勢，共同促進亞太數位經濟發展的多元與涵融。
	本年將持續透過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合作，檢視國際專班訓練實績轉移的具體結果、導入產業界的優良範例，以及應用新媒體技能展現女性賦權、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的行銷模式，並透過蒐集重要國際勞動議題、產業趨勢及其性別意涵，再度充實訓練套件與教學素材。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場專班訓練成效國際分享會，邀請亞太經濟體、國內公私部門、產業公協會等至少40人參與，以追蹤「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情形；
	(2) 針對人才培訓趨勢議題，從性別觀點出發辦理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為我國連結APEC重要工作、研議合作發展機制等事項，累積深厚底蘊。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3,8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006萬5千元，減少162萬5千元，約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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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09萬7千元，增加252萬5千元，約31.18％，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萬3千元，減少8千元，約61.54％，主要係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3,9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40萬6千元，減少196萬6千元，約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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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77萬1千元，增加285萬8千元，約42.2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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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93萬6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80萬8千元。其中包括減少存出保證金80萬8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374萬4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3,997萬2千元，較期初現金3,622萬8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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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萬6千元，較預算數4,453萬8千元，增加350萬8千元，約7.88％，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3千元，較預算數5千元，減少2千元，約4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減少所致。
	3. 受贈收入決算數4萬1千元，較預算數0千元，增加4萬1千元，約100.00％，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01萬5千元，較預算數850萬9千元，減少49萬4千元，約5.81％，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5.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0元，較預算數3萬元，減少3萬元，約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4,995萬4千元，較預算數4,478萬9千元，增加516萬5千元，約11.53％，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7. 銷貨成本決算數3千元，與預算數相同。
	8. 管理費用決算數567萬2千元，較預算數829萬元，減少261萬8千元，約31.58％，主要係民間補助計畫用人費用增加，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減少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47萬6千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47萬6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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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1)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辦理6場實體活動和3場線上會議，共有民間團體工作者、公部門代表、大專校院學生716人參與，討論倡議可歸納為人身安全、就業與照顧，以及具交織身分的女性群體等三大面向。在人身安全上，針對數位性別暴力，指出現行法制應補強基於性別的圖像影音濫用、仇恨言論與行為之規範；在疫情對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衝擊上，提出政府應透過強化社會保障及公共照顧機制，來緩解勞動結構的不平等；在具交織身分女性群體的權益上，討論議題包括遭受性別暴力障礙者的求助與就醫困境、女性無家者社會連結的斷...
	(2)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與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蒐集與分析，提岀仇恨言論、隱私侵害、網路詐騙、性暴力及親密暴力新樣態等五大類21種數位性別暴力樣態，並以此為基礎辦理4場教案開發會議，完成《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初階教案手冊，將用於協助一線社工人員推展服務工作，促進未來推廣防治能量。另辦理教育、社會工作及司法警政單位專業人員焦點會議11場及教育訓練4場，了解實務推動經驗及現況與困境，共計195人參與。

	2.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1)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持續輔導8家原鄉工坊進駐3間虛擬通路，月營收平均增加2,300元，並促成40位原住民族婦女穩固在地就業與經濟收入（正職13位、兼職27位），進而提升自我與親友認同；另外與4所大專院校合作辦理「嫄青力」學堂，透過輔導課程及部落交流媒合6組「青銀共創」，促進20位青年連結原鄉產業，協助婦女工坊網路行銷，包括完成5間工坊基礎品牌識別設計及6間工坊臉書專頁建置與更新。
	(2)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在強化職能建構與支持面向，辦理10場創業研習課程，共592人參與，以及30場微型新創線上輔導，共93人參與。在提升女性經濟能見度上，透過2支紀實影片及5篇報導，展現女性創業實踐與生命韌性。另為瞭解疫情對於歷屆培力學員事業發展之影響，及其因應方式與需求，以擬定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輔導策略與執行方式，蒐集87位新住民創業女性經驗，完成評估調查報告1份。
	(3)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補助156位單親家長（女性占94%，初次申請者占31%）就讀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占98%）學雜費及臨時托育費，支持其兼顧學業與育兒責任，並奠定未來職涯基礎。全年總補助金額306萬7,641元整（學雜費230萬4,263元，臨時托育費76萬3,378元）。

	3.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1)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在國際連結面向，呼應東京奧運舉辦，策劃「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特展，呈現女性參加運動賽事的演進、運動對女性生活的影響，以及我國女性運動員群像，實體與線上合計超過18萬人次觀展。在國內資源共享面向，連結臺北市婦女館及新北市婦女中心開展三館合作，共同辦理「中高齡女性處境挑戰與社會支持」論壇，從區域特性討論在地服務的差異，促成縣市交流及服務策進。在性別意識培力面向，則辦理「大稻埕女性空間的移動」、「穿越錫口松山女力」、「綴在北投溫泉路的青春」三條女路微旅行共28場，導覽...
	(2)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農業推廣專業培力工作坊、聯繫會議及「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目標（SDG）」共創工作坊共12場，培力家政督指導員、農業推廣人員等計712人次，促其發揮創意、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永續精神。另為了協助各地農漁會對接國際議題，找出可活化業務操作的模式及優良範例，執行「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漁會行動方案」研究，於美濃區、成功鎮及基隆區等農漁會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並將於2022年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4.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1) 女力外交計畫：配合聯合國第6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會期，於3月中旬規劃「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括協力18個民間婦女及性別團體辦理共26場線上平行會議，並主辦「臺灣主場—加速婦女經濟賦權」論壇，由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與瑞典、美國及科索沃等國政府官員與重要婦權倡議者進行對話，線上即時觀賞看5,000人次。在媒體宣傳方面，透過「臺灣女力（Power of Women）」概念短片推廣上述活動，累積觀看超過8,000人次。
	(2)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延續「科技性別化創新」主軸，在研究發展面向，經與國內外建設相關公部門單位53個及私部門企業、公協會56個共同討論，產出「APEC女性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來」最佳範例手冊及政策建議原則；另回應疫情影響，完成「疫情下APEC區域女性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研究，爬梳疫情對亞太區域女性的經濟衝擊，並對我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提出建議，同時也辦理研究分享會，促進公私部門與會者共同討論未來可能的政策回應。在國際合作面向，則參與了11場APEC性別相關活動，包括我國主辦的3...
	(3)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回應APEC跨論壇合作倡議，以「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與政策措施為題，針對108家國內企業及5個亞太經濟體共13部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首部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涵蓋市場分析、策略規劃、成效分析三大單元，兼具數據應用與品牌敘事知能，為商業活動達成有效溝通；後並依循「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整備課程，於國內試辦前導班，培訓40名學員（產業公協會占50%、企業33%，餘來自公部門及學校）。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1年4月30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1,225萬，較預計數1,335萬5千元，減少110萬5千元，約8.27％，主要係民間補助收入減少所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2千元，減少2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收入尚未發生所致。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279萬9千元，較預計數269萬9千元，增加10萬元，約3.71％，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4千元，減少4千元，約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五) 勞務成本執行數1,244萬6千元，較預計數1,380萬2千元，減少135萬6千元，約9.82％，主要係民間補助支出減少所致。
	(六) 銷貨成本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1千元，減少1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成本尚未發生所致。
	(七) 管理費用執行數326萬5千元，較預計數225萬7千元，增加100萬8千元，約4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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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66萬2千元，較預計數0元，減少62萬2千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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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透過培力基層婦女團體，以及與性別、人權、身心障礙等民間團體合作，聚焦性別相關重要法案修訂以及統計中所反映出的性別落差或交織性議題，鼓勵各團體從在地經驗出發，經由議題論壇或座談對話連結彼此、激盪討論，進而凝聚為社會溝通論述及倡議，促使國家政策持續回應當下性別課題及促進婦女人權。
	本年將以2022年CEDAW、CRPD、CRC等人權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中的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以及國內外重要法案變革（如女性生育自主權）為關注主軸，並透過培力活動協助基層婦女團體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公眾溝通管道、進行跨組織資源連結與議題推廣，以及發展倡議策略，另外亦將透過對青年及公眾的婦女人權教育促成其行動。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基層婦女團體培力、培訓女性人才80人，協助掌握國際公約性別議題並進行組織連結，提升其於公共政策的參與；
	(2) 連結20個民間團體共同關注三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並邀請各縣市性平委員進行深度討論，凝聚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倡議；
	(3) 以上述討論為基礎辦理政策研討論壇，鼓勵青年學生及社會大眾60人次參與，提高整體社會對當前性別議題的關注。


	(二)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
	1. 計畫重點
	為回應各種新興樣態的數位性別暴力，2019年，本會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召開2次「網路性別暴力」溝通會議，並於2020年起將數位性別暴力列為本會政策研討論壇子題之一，2021年開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持續關注議題發展。
	本年計畫將持續辦理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以公部門、專家學者、婦女團體，以及教育、社工等第一線工作者為對象，了解各界在政策及法規面的實務需求；再則開發意識培力教材，深化大眾防治數位性別暴力的法律知能及對權力關係的認識；此外，亦將根據主要目標族群的媒體使用習慣，透過社群行銷整體提昇議題能見度。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2場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預計至少40人參與，以掌握現行法規及政策實施情形與挑戰，並提出回饋建議；
	(2) 結合相關案例編製專屬教材，輔以線上學習討論及分享的創新教學模式，增加社會大眾對數位暴力的認識及學習動機；
	(3) 運用社群媒體發布數位性別暴力相關貼文至少7篇，加速訊息傳播及議題討論熱度。



	二、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一)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提升原住民族婦女經濟力為目標，從部落文化出發，與女性微型企業創業者發展夥伴關係，打造彈性工時、兼顧家庭責任、不受年齡限制的就業型態，促進原鄉婦女的在地就業，2020年起並結合大專校院青年與在地產業合作，協助原住民族工坊加速發展網路行銷，提升品牌及文化能見度。
	本年將持續輔導原住民族婦女發展自宅經濟，協助更多婦女改善家庭經濟及生活樣態，並間接促成部落性別觀念的轉變，讓家務分工得以落實；另也持續鼓勵青年回鄉就業，凝聚青年族群對部落的向心力及促進文化的世代傳承。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新增2家輔導原鄉工坊並促成25位原住民族婦女兼顧多重角色之非典型就業，進而重拾自信心與自我定位；
	(2) 媒合2組原民工坊與大專校院，促成青年投入協助工坊建置品牌識別及進行社群行銷，並強化其與在地文化之連結。


	(二) 弱勢群體女性經濟自立支持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承襲「新女力創業加速器」所累積婦女經濟賦權經驗，透過提供女性就創業知能、建構跨區域輔導互助平臺、打造聯合行銷通路等方式，以及持續針對輔導狀況滾動調整支持系統，來排除不利處境女性在就創業上所面臨的文化歧視與結構障礙。
	本年將持續強化公私協力及社會支持資源串聯，充實「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立平臺」，並擴大提供新住民、中高齡、特殊境遇與身心障礙等群體女性生涯引導、就創業準備、職能建構、支持陪伴等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和企業共同打造友善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態圈。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0場研習課程，預計培力300名婦女，並提供30場業師諮詢輔導，為婦女發展就創業的核心能力奠定紮實基礎；
	(2) 串連10縣市婦女中心或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婦女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3) 鼓勵至少3個民間組織或企業提供本計畫培力婦女就業機會，共同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三)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日趨多元，單親家長比例逐年成長，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單親培力就學補助預算，提供獨自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長就讀高中職、大專校院之學費、臨時托育費用補助，以及相關服務資源網絡，期能透過提升單親家長專業知能、奠定未來職涯發展基礎，促進其經濟自立。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提供250名單親家長進修經費及子女照顧支持，以穩定其就學兼顧育兒的生活品質，為未來就業及經濟獨立奠定基礎；
	(2) 提供本計畫培力家長單親家庭資源管道，使中央與地方相關福利及服務資源能為需要者所用。



	三、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
	1. 計畫重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對外為婦女權益交流窗口，對內則為各地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資源平臺。自2008年開館以來，持續回應聯合國年度倡議、規劃主題展示，呈現臺灣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並以巡展連結各地婦女中心，以及透過跨領域館際合作、女路微旅行等生活化宣導方式，開啟社會大眾的性別視野。
	本年計畫將回應疫情所加速之數位化趨勢，增加線上展示平臺呈現臺灣性別平等成果及持續發展方向，並持續透過媒材串聯及巡展，促進各縣市婦女中心經驗及成果交流，及同步開展線上與實體宣導活動，以多元方式引領不同群體接觸性別議題。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建構線上展覽平臺，並透過推特社群發文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婦女館策展，預計觸及達3,000人次；
	(2) 進行媒材串聯及巡展20次，達成各縣市婦女中心資源共享並發揮加乘效果，將議題影響擴散至中心人員及在地婦女；
	(3) 辦理線上及實體講座共15場，提升公務人員對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議題的認識，預計參與達330人次。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鄉村與從農婦女能見度，彰顯其對環境、社區與家庭的多元貢獻為目標，透過農村傳統智慧蒐集、農會推廣業務融入性平培力及師資培訓，提升家政班成員的性別意識及青年和男性參與比例，促進其組成成員及業務推展向度的多元化，並結合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讓社會看見從農女性的主體性。
	本年將以2022年「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成果為基礎，持續為農會人員、農業推廣人員及鄉村居民之培訓發展多元教案，培訓學員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之能力，並藉此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及擴展家政業務面向，共同推動農村永續經濟。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培訓工作坊15場，連結農會、農業改良場、地方政府農業局／處、青農團體及長照組織等540人與會討論，共同提出創新的業務執行建議與性別融入方式；
	(2) 透過多元化培訓設計吸引男性參與家政推廣，提升男性學員人數5%；
	(3) 持續透過社群網站及Podcast等媒體展現農會推廣部門成效及家政班能見度，凸顯鄉村女性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多元角色。



	四、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一) 女力外交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每年3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UN CSW）及在總部周邊辦理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NGO CSW Forum）為主要參與場域，透過結合政府國際參與資源，梳理我國公私協力推動婦權與性平成果、凝聚民間婦女團體對外倡議，以強化臺灣在性別平等上對於國際社群的貢獻。
	本年將扣合2023、2024會議年度主題「數位時代下的性別平等」及「強化具性別觀點的制度與財政」，持續搭建民間團體交流平臺，共同發展從我國經驗出發的說帖，於大會期間透過平行論壇分享臺灣實踐範例，及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NGO CSW 亞太工作小組進行倡議，一方面深化婦女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另方面則突破我國無法參與官方會議的限制。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統籌「2023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與宣傳，包含協力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30場平行論壇、策劃1場臺灣主場國際研討會，社群媒體貼文觸及率總和達1,500萬次；
	(2) 辦理第68屆CSW(2024)與會策略會議，邀集婦女團體討論參與策略，並召集至少5個團體成立CSW遊說工作小組，發展對外倡議說帖。


	(二)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 計畫重點
	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2011年成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專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本計畫自2017年起，設定「科技性別化創新」為我國倡議主軸，透過參與此工作小組，與國內相關公部門及產業合作，推動女性參與非傳統職業，並將推動經驗與亞太國家分享、深化合作關係。
	本年設定以「數位健康」為主要領域，倡議從研發角度確保數位健康科技資料蒐集的性別平等、提高性別包容性以及對女性照顧者的可近性，藉由我國數位發展優勢，持續分享創新科技的經驗及促進亞太區域的實質合作。此外，也將持續參與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並辦理國內推廣活動提升我國於APEC性別議題的影響力，同時回饋我國經濟及勞動政策的規劃。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數位健康」計畫合作過程與成果觸及30個國內公私部門，促使國際性別倡議與國內性別工作推展相互援引；
	(2) 辦理1場國際研討會，連結至少6個經濟體參與議題討論，共同促進亞太區域女性於數位健康領域的參與；
	(3) 參與8場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維繫與亞太經濟體的交流和我國在APEC場域的曝光度。


	(三)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重點
	APEC推動女性經濟賦權除了透過PPWE工作小組，在跨論壇合作及不同工作小組中融入性別議題亦為其長期策略。本計畫自2019年起在APEC人力資源發展（HRD）工作小組提出倡議，透過發展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及開設國際專班，回應當前企業數位化及追求永續趨勢，共同促進亞太數位經濟發展的多元與涵融。
	本年將持續透過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合作，檢視國際專班訓練實績轉移的具體結果、導入產業界的優良範例，以及應用新媒體技能展現女性賦權、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的行銷模式，並透過蒐集重要國際勞動議題、產業趨勢及其性別意涵，再度充實訓練套件與教學素材。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場專班訓練成效國際分享會，邀請亞太經濟體、國內公私部門、產業公協會等至少40人參與，以追蹤「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情形；
	(2) 針對人才培訓趨勢議題，從性別觀點出發辦理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為我國連結APEC重要工作、研議合作發展機制等事項，累積深厚底蘊。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3,8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006萬5千元，減少162萬5千元，約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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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09萬7千元，增加252萬5千元，約31.18％，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萬3千元，減少8千元，約61.54％，主要係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3,9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40萬6千元，減少196萬6千元，約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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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77萬1千元，增加285萬8千元，約42.2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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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93萬6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80萬8千元。其中包括減少存出保證金80萬8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374萬4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3,997萬2千元，較期初現金3,622萬8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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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萬6千元，較預算數4,453萬8千元，增加350萬8千元，約7.88％，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3千元，較預算數5千元，減少2千元，約4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減少所致。
	3. 受贈收入決算數4萬1千元，較預算數0千元，增加4萬1千元，約100.00％，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01萬5千元，較預算數850萬9千元，減少49萬4千元，約5.81％，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5.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0元，較預算數3萬元，減少3萬元，約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4,995萬4千元，較預算數4,478萬9千元，增加516萬5千元，約11.53％，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7. 銷貨成本決算數3千元，與預算數相同。
	8. 管理費用決算數567萬2千元，較預算數829萬元，減少261萬8千元，約31.58％，主要係民間補助計畫用人費用增加，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減少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47萬6千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47萬6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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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1)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辦理6場實體活動和3場線上會議，共有民間團體工作者、公部門代表、大專校院學生716人參與，討論倡議可歸納為人身安全、就業與照顧，以及具交織身分的女性群體等三大面向。在人身安全上，針對數位性別暴力，指出現行法制應補強基於性別的圖像影音濫用、仇恨言論與行為之規範；在疫情對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衝擊上，提出政府應透過強化社會保障及公共照顧機制，來緩解勞動結構的不平等；在具交織身分女性群體的權益上，討論議題包括遭受性別暴力障礙者的求助與就醫困境、女性無家者社會連結的斷...
	(2)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與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蒐集與分析，提岀仇恨言論、隱私侵害、網路詐騙、性暴力及親密暴力新樣態等五大類21種數位性別暴力樣態，並以此為基礎辦理4場教案開發會議，完成《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初階教案手冊，將用於協助一線社工人員推展服務工作，促進未來推廣防治能量。另辦理教育、社會工作及司法警政單位專業人員焦點會議11場及教育訓練4場，了解實務推動經驗及現況與困境，共計195人參與。

	2.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1)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持續輔導8家原鄉工坊進駐3間虛擬通路，月營收平均增加2,300元，並促成40位原住民族婦女穩固在地就業與經濟收入（正職13位、兼職27位），進而提升自我與親友認同；另外與4所大專院校合作辦理「嫄青力」學堂，透過輔導課程及部落交流媒合6組「青銀共創」，促進20位青年連結原鄉產業，協助婦女工坊網路行銷，包括完成5間工坊基礎品牌識別設計及6間工坊臉書專頁建置與更新。
	(2)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在強化職能建構與支持面向，辦理10場創業研習課程，共592人參與，以及30場微型新創線上輔導，共93人參與。在提升女性經濟能見度上，透過2支紀實影片及5篇報導，展現女性創業實踐與生命韌性。另為瞭解疫情對於歷屆培力學員事業發展之影響，及其因應方式與需求，以擬定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輔導策略與執行方式，蒐集87位新住民創業女性經驗，完成評估調查報告1份。
	(3)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補助156位單親家長（女性占94%，初次申請者占31%）就讀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占98%）學雜費及臨時托育費，支持其兼顧學業與育兒責任，並奠定未來職涯基礎。全年總補助金額306萬7,641元整（學雜費230萬4,263元，臨時托育費76萬3,378元）。

	3.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1)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在國際連結面向，呼應東京奧運舉辦，策劃「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特展，呈現女性參加運動賽事的演進、運動對女性生活的影響，以及我國女性運動員群像，實體與線上合計超過18萬人次觀展。在國內資源共享面向，連結臺北市婦女館及新北市婦女中心開展三館合作，共同辦理「中高齡女性處境挑戰與社會支持」論壇，從區域特性討論在地服務的差異，促成縣市交流及服務策進。在性別意識培力面向，則辦理「大稻埕女性空間的移動」、「穿越錫口松山女力」、「綴在北投溫泉路的青春」三條女路微旅行共28場，導覽...
	(2)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農業推廣專業培力工作坊、聯繫會議及「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目標（SDG）」共創工作坊共12場，培力家政督指導員、農業推廣人員等計712人次，促其發揮創意、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永續精神。另為了協助各地農漁會對接國際議題，找出可活化業務操作的模式及優良範例，執行「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漁會行動方案」研究，於美濃區、成功鎮及基隆區等農漁會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並將於2022年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4.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1) 女力外交計畫：配合聯合國第6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會期，於3月中旬規劃「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括協力18個民間婦女及性別團體辦理共26場線上平行會議，並主辦「臺灣主場—加速婦女經濟賦權」論壇，由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與瑞典、美國及科索沃等國政府官員與重要婦權倡議者進行對話，線上即時觀賞看5,000人次。在媒體宣傳方面，透過「臺灣女力（Power of Women）」概念短片推廣上述活動，累積觀看超過8,000人次。
	(2)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延續「科技性別化創新」主軸，在研究發展面向，經與國內外建設相關公部門單位53個及私部門企業、公協會56個共同討論，產出「APEC女性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來」最佳範例手冊及政策建議原則；另回應疫情影響，完成「疫情下APEC區域女性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研究，爬梳疫情對亞太區域女性的經濟衝擊，並對我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提出建議，同時也辦理研究分享會，促進公私部門與會者共同討論未來可能的政策回應。在國際合作面向，則參與了11場APEC性別相關活動，包括我國主辦的3...
	(3)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回應APEC跨論壇合作倡議，以「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與政策措施為題，針對108家國內企業及5個亞太經濟體共13部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首部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涵蓋市場分析、策略規劃、成效分析三大單元，兼具數據應用與品牌敘事知能，為商業活動達成有效溝通；後並依循「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整備課程，於國內試辦前導班，培訓40名學員（產業公協會占50%、企業33%，餘來自公部門及學校）。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1年4月30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1,225萬，較預計數1,335萬5千元，減少110萬5千元，約8.27％，主要係民間補助收入減少所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2千元，減少2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收入尚未發生所致。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279萬9千元，較預計數269萬9千元，增加10萬元，約3.71％，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4千元，減少4千元，約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五) 勞務成本執行數1,244萬6千元，較預計數1,380萬2千元，減少135萬6千元，約9.82％，主要係民間補助支出減少所致。
	(六) 銷貨成本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1千元，減少1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成本尚未發生所致。
	(七) 管理費用執行數326萬5千元，較預計數225萬7千元，增加100萬8千元，約4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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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66萬2千元，較預計數0元，減少62萬2千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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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透過培力基層婦女團體，以及與性別、人權、身心障礙等民間團體合作，聚焦性別相關重要法案修訂以及統計中所反映出的性別落差或交織性議題，鼓勵各團體從在地經驗出發，經由議題論壇或座談對話連結彼此、激盪討論，進而凝聚為社會溝通論述及倡議，促使國家政策持續回應當下性別課題及促進婦女人權。
	本年將以2022年CEDAW、CRPD、CRC等人權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中的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以及國內外重要法案變革（如女性生育自主權）為關注主軸，並透過培力活動協助基層婦女團體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公眾溝通管道、進行跨組織資源連結與議題推廣，以及發展倡議策略，另外亦將透過對青年及公眾的婦女人權教育促成其行動。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基層婦女團體培力、培訓女性人才80人，協助掌握國際公約性別議題並進行組織連結，提升其於公共政策的參與；
	(2) 連結20個民間團體共同關注三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並邀請各縣市性平委員進行深度討論，凝聚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倡議；
	(3) 以上述討論為基礎辦理政策研討論壇，鼓勵青年學生及社會大眾60人次參與，提高整體社會對當前性別議題的關注。


	(二)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
	1. 計畫重點
	為回應各種新興樣態的數位性別暴力，2019年，本會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召開2次「網路性別暴力」溝通會議，並於2020年起將數位性別暴力列為本會政策研討論壇子題之一，2021年開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持續關注議題發展。
	本年計畫將持續辦理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以公部門、專家學者、婦女團體，以及教育、社工等第一線工作者為對象，了解各界在政策及法規面的實務需求；再則開發意識培力教材，深化大眾防治數位性別暴力的法律知能及對權力關係的認識；此外，亦將根據主要目標族群的媒體使用習慣，規劃議題能見度提升與推廣管道。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2場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預計至少40人參與，以掌握現行法規及政策實施情形與挑戰，並提出回饋建議；
	(2) 結合相關案例編製專屬教材，輔以線上學習討論及分享的創新教學模式，增加社會大眾對數位暴力的認識及學習動機；
	(3) 發布數位性別暴力相關圖文至少7篇，加速訊息傳播及議題討論熱度。



	二、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一)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提升原住民族婦女經濟力為目標，從部落文化出發，與女性微型企業創業者發展夥伴關係，打造彈性工時、兼顧家庭責任、不受年齡限制的就業型態，促進原鄉婦女的在地就業，2020年起並結合大專校院青年與在地產業合作，協助原住民族工坊加速發展網路行銷，提升品牌及文化能見度。
	本年將持續輔導原住民族婦女發展自宅經濟，協助更多婦女改善家庭經濟及生活樣態，並間接促成部落性別觀念的轉變，讓家務分工得以落實；另也持續鼓勵青年回鄉就業，凝聚青年族群對部落的向心力及促進文化的世代傳承。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新增2家輔導原鄉工坊並促成25位原住民族婦女兼顧多重角色之非典型就業，進而重拾自信心與自我定位；
	(2) 媒合2組原民工坊與大專校院，促成青年投入協助工坊建置品牌識別及進行社群行銷，並強化其與在地文化之連結。


	(二) 弱勢群體女性經濟自立支持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承襲「新女力創業加速器」所累積婦女經濟賦權經驗，透過提供女性就創業知能、建構跨區域輔導互助平臺、打造聯合行銷通路等方式，以及持續針對輔導狀況滾動調整支持系統，來排除不利處境女性在就創業上所面臨的文化歧視與結構障礙。
	本年將持續強化公私協力及社會支持資源串聯，充實「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立平臺」，並擴大提供新住民、中高齡、特殊境遇與身心障礙等群體女性生涯引導、就創業準備、職能建構、支持陪伴等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和企業共同打造友善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態圈。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0場研習課程，預計培力300名婦女，並提供30場業師諮詢輔導，為婦女發展就創業的核心能力奠定紮實基礎；
	(2) 串連10縣市婦女中心或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婦女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3) 鼓勵至少3個民間組織或企業提供本計畫培力婦女就業機會，共同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三)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日趨多元，單親家長比例逐年成長，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單親培力就學補助預算，提供獨自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長就讀高中職、大專校院之學費、臨時托育費用補助，以及相關服務資源網絡，期能透過提升單親家長專業知能、奠定未來職涯發展基礎，促進其經濟自立。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提供250名單親家長進修經費及子女照顧支持，以穩定其就學兼顧育兒的生活品質，為未來就業及經濟獨立奠定基礎；
	(2) 提供本計畫培力家長單親家庭資源管道，使中央與地方相關福利及服務資源能為需要者所用。



	三、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
	1. 計畫重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對外為婦女權益交流窗口，對內則為各地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資源平臺。自2008年開館以來，持續回應聯合國年度倡議、規劃主題展示，呈現臺灣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並以巡展連結各地婦女中心，以及透過跨領域館際合作、女路微旅行等生活化宣導方式，開啟社會大眾的性別視野。
	本年計畫將回應疫情所加速之數位化趨勢，增加線上展示平臺呈現臺灣性別平等成果及持續發展方向，並持續透過媒材串聯及巡展，促進各縣市婦女中心經驗及成果交流，及同步開展線上與實體宣導活動，以多元方式引領不同群體接觸性別議題。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建構線上展覽平臺，並透過推特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婦女館策展，預計觸及達3,000人次；
	(2) 進行媒材串聯及巡展20次，達成各縣市婦女中心資源共享並發揮加乘效果，將議題影響擴散至中心人員及在地婦女；
	(3) 辦理線上及實體講座共15場，提升公務人員對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議題的認識，預計參與達330人次。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鄉村與從農婦女能見度，彰顯其對環境、社區與家庭的多元貢獻為目標，透過農村傳統智慧蒐集、農會推廣業務融入性平培力及師資培訓，提升家政班成員的性別意識及青年和男性參與比例，促進其組成成員及業務推展向度的多元化，並結合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讓社會看見從農女性的主體性。
	本年將以2022年「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成果為基礎，持續為農會人員、農業推廣人員及鄉村居民之培訓發展多元教案，培訓學員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之能力，並藉此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及擴展家政業務面向，共同推動農村永續經濟。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培訓工作坊15場，連結農會、農業改良場、地方政府農業局／處、青農團體及長照組織等540人與會討論，共同提出創新的業務執行建議與性別融入方式；
	(2) 透過多元化培訓設計吸引男性參與家政推廣，提升男性學員人數5%；
	(3) 持續透過不同管道展現農會推廣部門成效及家政班能見度，凸顯鄉村女性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多元角色。



	四、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一) 女力外交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每年3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UN CSW）及在總部周邊辦理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NGO CSW Forum）為主要參與場域，透過結合政府國際參與資源，梳理我國公私協力推動婦權與性平成果、凝聚民間婦女團體對外倡議，以強化臺灣在性別平等上對於國際社群的貢獻。
	本年將扣合2023、2024會議年度主題「數位時代下的性別平等」及「強化具性別觀點的制度與財政」，持續搭建民間團體交流平臺，共同發展從我國經驗出發的說帖，於大會期間透過平行論壇分享臺灣實踐範例，及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NGO CSW 亞太工作小組進行倡議，一方面深化婦女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另方面則突破我國無法參與官方會議的限制。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統籌「2023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含協力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15場平行論壇、策劃1場臺灣主場國際研討會，觸及率總和達1,500萬次；
	(2) 辦理第68屆CSW(2024)與會策略會議，邀集婦女團體討論參與策略，並召集至少5個團體成立CSW遊說工作小組，發展對外倡議說帖。


	(二)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 計畫重點
	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2011年成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專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本計畫自2017年起，設定「科技性別化創新」為我國倡議主軸，透過參與此工作小組，與國內相關公部門及產業合作，推動女性參與非傳統職業，並將推動經驗與亞太國家分享、深化合作關係。
	本年設定以「數位健康」為主要領域，倡議從研發角度確保數位健康科技資料蒐集的性別平等、提高性別包容性以及對女性照顧者的可近性，藉由我國數位發展優勢，持續分享創新科技的經驗及促進亞太區域的實質合作。此外，也將持續參與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並辦理國內推廣活動提升我國於APEC性別議題的影響力，同時回饋我國經濟及勞動政策的規劃。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數位健康」計畫合作過程與成果觸及30個國內公私部門，促使國際性別倡議與國內性別工作推展相互援引；
	(2) 辦理1場國際研討會，連結至少6個經濟體參與議題討論，共同促進亞太區域女性於數位健康領域的參與；
	(3) 參與8場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維繫與亞太經濟體的交流和我國在APEC場域的曝光度。


	(三)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重點
	APEC推動女性經濟賦權除了透過PPWE工作小組，在跨論壇合作及不同工作小組中融入性別議題亦為其長期策略。本計畫自2019年起在APEC人力資源發展（HRD）工作小組提出倡議，透過發展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及開設國際專班，回應當前企業數位化及追求永續趨勢，共同促進亞太數位經濟發展的多元與涵融。
	本年將持續透過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合作，檢視國際專班訓練實績轉移的具體結果、導入產業界的優良範例，以及應用新媒體技能展現女性賦權、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的行銷模式，並透過蒐集重要國際勞動議題、產業趨勢及其性別意涵，再度充實訓練套件與教學素材。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場專班訓練成效國際分享會，邀請亞太經濟體、國內公私部門、產業公協會等至少40人參與，以追蹤「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情形；
	(2) 針對人才培訓趨勢議題，從性別觀點出發辦理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為我國連結APEC重要工作、研議合作發展機制等事項，累積深厚底蘊。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3,8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006萬5千元，減少162萬5千元，約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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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09萬7千元，增加252萬5千元，約31.18％，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萬3千元，減少8千元，約61.54％，主要係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3,9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40萬6千元，減少196萬6千元，約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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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77萬1千元，增加285萬8千元，約42.2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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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93萬6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80萬8千元。其中包括減少存出保證金80萬8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374萬4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3,997萬2千元，較期初現金3,622萬8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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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萬6千元，較預算數4,453萬8千元，增加350萬8千元，約7.88％，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3千元，較預算數5千元，減少2千元，約4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減少所致。
	3. 受贈收入決算數4萬1千元，較預算數0千元，增加4萬1千元，約100.00％，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01萬5千元，較預算數850萬9千元，減少49萬4千元，約5.81％，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5.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0元，較預算數3萬元，減少3萬元，約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4,995萬4千元，較預算數4,478萬9千元，增加516萬5千元，約11.53％，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7. 銷貨成本決算數3千元，與預算數相同。
	8. 管理費用決算數567萬2千元，較預算數829萬元，減少261萬8千元，約31.58％，主要係民間補助計畫用人費用增加，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減少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47萬6千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47萬6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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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1)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辦理6場實體活動和3場線上會議，共有民間團體工作者、公部門代表、大專校院學生716人參與，討論倡議可歸納為人身安全、就業與照顧，以及具交織身分的女性群體等三大面向。在人身安全上，針對數位性別暴力，指出現行法制應補強基於性別的圖像影音濫用、仇恨言論與行為之規範；在疫情對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衝擊上，提出政府應透過強化社會保障及公共照顧機制，來緩解勞動結構的不平等；在具交織身分女性群體的權益上，討論議題包括遭受性別暴力障礙者的求助與就醫困境、女性無家者社會連結的斷...
	(2)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與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蒐集與分析，提岀仇恨言論、隱私侵害、網路詐騙、性暴力及親密暴力新樣態等五大類21種數位性別暴力樣態，並以此為基礎辦理4場教案開發會議，完成《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初階教案手冊，將用於協助一線社工人員推展服務工作，促進未來推廣防治能量。另辦理教育、社會工作及司法警政單位專業人員焦點會議11場及教育訓練4場，了解實務推動經驗及現況與困境，共計195人參與。

	2.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1)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持續輔導8家原鄉工坊進駐3間虛擬通路，月營收平均增加2,300元，並促成40位原住民族婦女穩固在地就業與經濟收入（正職13位、兼職27位），進而提升自我與親友認同；另外與4所大專院校合作辦理「嫄青力」學堂，透過輔導課程及部落交流媒合6組「青銀共創」，促進20位青年連結原鄉產業，協助婦女工坊網路行銷，包括完成5間工坊基礎品牌識別設計及6間工坊臉書專頁建置與更新。
	(2)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在強化職能建構與支持面向，辦理10場創業研習課程，共592人參與，以及30場微型新創線上輔導，共93人參與。在提升女性經濟能見度上，透過2支紀實影片及5篇報導，展現女性創業實踐與生命韌性。另為瞭解疫情對於歷屆培力學員事業發展之影響，及其因應方式與需求，以擬定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輔導策略與執行方式，蒐集87位新住民創業女性經驗，完成評估調查報告1份。
	(3)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補助156位單親家長（女性占94%，初次申請者占31%）就讀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占98%）學雜費及臨時托育費，支持其兼顧學業與育兒責任，並奠定未來職涯基礎。全年總補助金額306萬7,641元整（學雜費230萬4,263元，臨時托育費76萬3,378元）。

	3.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1)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在國際連結面向，呼應東京奧運舉辦，策劃「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特展，呈現女性參加運動賽事的演進、運動對女性生活的影響，以及我國女性運動員群像，實體與線上合計超過18萬人次觀展。在國內資源共享面向，連結臺北市婦女館及新北市婦女中心開展三館合作，共同辦理「中高齡女性處境挑戰與社會支持」論壇，從區域特性討論在地服務的差異，促成縣市交流及服務策進。在性別意識培力面向，則辦理「大稻埕女性空間的移動」、「穿越錫口松山女力」、「綴在北投溫泉路的青春」三條女路微旅行共28場，導覽...
	(2)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農業推廣專業培力工作坊、聯繫會議及「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目標（SDG）」共創工作坊共12場，培力家政督指導員、農業推廣人員等計712人次，促其發揮創意、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永續精神。另為了協助各地農漁會對接國際議題，找出可活化業務操作的模式及優良範例，執行「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漁會行動方案」研究，於美濃區、成功鎮及基隆區等農漁會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並將於2022年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4.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1) 女力外交計畫：配合聯合國第6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會期，於3月中旬規劃「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括協力18個民間婦女及性別團體辦理共26場線上平行會議，並主辦「臺灣主場—加速婦女經濟賦權」論壇，由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與瑞典、美國及科索沃等國政府官員與重要婦權倡議者進行對話，線上即時觀賞看5,000人次。在媒體宣傳方面，透過「臺灣女力（Power of Women）」概念短片推廣上述活動，累積觀看超過8,000人次。
	(2)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延續「科技性別化創新」主軸，在研究發展面向，經與國內外建設相關公部門單位53個及私部門企業、公協會56個共同討論，產出「APEC女性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來」最佳範例手冊及政策建議原則；另回應疫情影響，完成「疫情下APEC區域女性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研究，爬梳疫情對亞太區域女性的經濟衝擊，並對我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提出建議，同時也辦理研究分享會，促進公私部門與會者共同討論未來可能的政策回應。在國際合作面向，則參與了11場APEC性別相關活動，包括我國主辦的3...
	(3)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回應APEC跨論壇合作倡議，以「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與政策措施為題，針對108家國內企業及5個亞太經濟體共13部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首部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涵蓋市場分析、策略規劃、成效分析三大單元，兼具數據應用與品牌敘事知能，為商業活動達成有效溝通；後並依循「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整備課程，於國內試辦前導班，培訓40名學員（產業公協會占50%、企業33%，餘來自公部門及學校）。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1年4月30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1,225萬，較預計數1,335萬5千元，減少110萬5千元，約8.27％，主要係民間補助收入減少所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2千元，減少2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收入尚未發生所致。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279萬9千元，較預計數269萬9千元，增加10萬元，約3.71％，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4千元，減少4千元，約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五) 勞務成本執行數1,244萬6千元，較預計數1,380萬2千元，減少135萬6千元，約9.82％，主要係民間補助支出減少所致。
	(六) 銷貨成本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1千元，減少1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成本尚未發生所致。
	(七) 管理費用執行數326萬5千元，較預計數225萬7千元，增加100萬8千元，約4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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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66萬2千元，較預計數0元，減少62萬2千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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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一)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透過培力基層婦女團體，以及與性別、人權、身心障礙等民間團體合作，聚焦性別相關重要法案修訂以及統計中所反映出的性別落差或交織性議題，鼓勵各團體從在地經驗出發，經由議題論壇或座談對話連結彼此、激盪討論，進而凝聚為社會溝通論述及倡議，促使國家政策持續回應當下性別課題及促進婦女人權。
	本年將以2022年CEDAW、CRPD、CRC等人權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中的婦女及性別相關議題以及國內外重要法案變革（如女性生育自主權）為關注主軸，並透過培力活動協助基層婦女團體運用數位科技打造公眾溝通管道、進行跨組織資源連結與議題推廣，以及發展倡議策略，另外亦將透過對青年及公眾的婦女人權教育促成其行動。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基層婦女團體培力、培訓女性人才80人，協助掌握國際公約性別議題並進行組織連結，提升其於公共政策的參與；
	(2) 連結20個民間團體共同關注三公約審查結論性意見，並邀請各縣市性平委員進行深度討論，凝聚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倡議；
	(3) 以上述討論為基礎辦理政策研討論壇，鼓勵青年學生及社會大眾60人次參與，提高整體社會對當前性別議題的關注。


	(二)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
	1. 計畫重點
	為回應各種新興樣態的數位性別暴力，2019年，本會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召開2次「網路性別暴力」溝通會議，並於2020年起將數位性別暴力列為本會政策研討論壇子題之一，2021年開展「數位性別暴力防治計畫」，持續關注議題發展。
	本年計畫將持續辦理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以公部門、專家學者、婦女團體，以及教育、社工等第一線工作者為對象，了解各界在政策及法規面的實務需求；再則開發意識培力教材，深化大眾防治數位性別暴力的法律知能及對權力關係的認識；此外，亦將根據主要目標族群的資訊接收習慣，規劃議題能見度提升與推廣管道。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辧理2場政策討論及對話會議，預計至少40人參與，以掌握現行法規及政策實施情形與挑戰，並提出回饋建議；
	(2) 結合相關案例編製專屬教材，輔以線上學習討論及分享的創新教學模式，增加社會大眾對數位暴力的認識及學習動機；
	(3) 發布數位性別暴力相關圖文至少7篇，加速訊息傳播及議題討論熱度。



	二、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一)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提升原住民族婦女經濟力為目標，從部落文化出發，與女性微型企業創業者發展夥伴關係，打造彈性工時、兼顧家庭責任、不受年齡限制的就業型態，促進原鄉婦女的在地就業，2020年起並結合大專校院青年與在地產業合作，協助原住民族工坊加速發展網路行銷，提升品牌及文化能見度。
	本年將持續輔導原住民族婦女發展自宅經濟，協助更多婦女改善家庭經濟及生活樣態，並間接促成部落性別觀念的轉變，讓家務分工得以落實；另也持續鼓勵青年回鄉就業，凝聚青年族群對部落的向心力及促進文化的世代傳承。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新增2家輔導原鄉工坊並促成25位原住民族婦女兼顧多重角色之非典型就業，進而重拾自信心與自我定位；
	(2) 媒合2組原民工坊與大專校院，促成青年投入協助工坊建置品牌識別及進行社群行銷，並強化其與在地文化之連結。


	(二) 弱勢群體女性經濟自立支持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承襲「新女力創業加速器」所累積婦女經濟賦權經驗，透過提供女性就創業知能、建構跨區域輔導互助平臺、打造聯合行銷通路等方式，以及持續針對輔導狀況滾動調整支持系統，來排除不利處境女性在就創業上所面臨的文化歧視與結構障礙。
	本年將持續強化公私協力及社會支持資源串聯，充實「弱勢族群女性經濟自立平臺」，並擴大提供新住民、中高齡、特殊境遇與身心障礙等群體女性生涯引導、就創業準備、職能建構、支持陪伴等服務，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和企業共同打造友善女性生涯發展的生態圈。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0場研習課程，預計培力300名婦女，並提供30場業師諮詢輔導，為婦女發展就創業的核心能力奠定紮實基礎；
	(2) 串連10縣市婦女中心或團體，提供培力過程的陪伴及交流場域，強化婦女互助網絡與社會支持系統；
	(3) 鼓勵至少3個民間組織或企業提供本計畫培力婦女就業機會，共同建構性別友善職場。


	(三)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
	1. 計畫重點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日趨多元，單親家長比例逐年成長，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單親培力就學補助預算，提供獨自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長就讀高中職、大專校院之學費、臨時托育費用補助，以及相關服務資源網絡，期能透過提升單親家長專業知能、奠定未來職涯發展基礎，促進其經濟自立。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提供250名單親家長進修經費及子女照顧支持，以穩定其就學兼顧育兒的生活品質，為未來就業及經濟獨立奠定基礎；
	(2) 提供本計畫培力家長單親家庭資源管道，使中央與地方相關福利及服務資源能為需要者所用。



	三、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一)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
	1. 計畫重點
	台灣國家婦女館對外為婦女權益交流窗口，對內則為各地婦女中心、婦女團體資源平臺。自2008年開館以來，持續回應聯合國年度倡議、規劃主題展示，呈現臺灣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發展歷程，並以巡展連結各地婦女中心，以及透過跨領域館際合作、女路微旅行等生活化宣導方式，開啟社會大眾的性別視野。
	本年計畫將回應疫情所加速之數位化趨勢，增加線上展示平臺呈現臺灣性別平等成果及持續發展方向，並持續透過媒材串聯及巡展，促進各縣市婦女中心經驗及成果交流，及同步開展線上與實體宣導活動，以多元方式引領不同群體接觸性別議題。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建構線上展覽平臺，並透過推特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婦女館策展，預計觸及達3,000人次；
	(2) 進行媒材串聯及巡展20次，達成各縣市婦女中心資源共享並發揮加乘效果，將議題影響擴散至中心人員及在地婦女；
	(3) 辦理線上及實體講座共15場，提升公務人員對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議題的認識，預計參與達330人次。


	(二)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提升鄉村與從農婦女能見度，彰顯其對環境、社區與家庭的多元貢獻為目標，透過農村傳統智慧蒐集、農會推廣業務融入性平培力及師資培訓，提升家政班成員的性別意識及青年和男性參與比例，促進其組成成員及業務推展向度的多元化，並結合平面及網路媒體宣傳，讓社會看見從農女性的主體性。
	本年將以2022年「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會行動方案研究」成果為基礎，持續為農會人員、農業推廣人員及鄉村居民之培訓發展多元教案，培訓學員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之能力，並藉此活化鄉村婦女人力資源及擴展家政業務面向，共同推動農村永續經濟。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培訓工作坊15場，連結農會、農業改良場、地方政府農業局／處、青農團體及長照組織等540人與會討論，共同提出創新的業務執行建議與性別融入方式；
	(2) 透過多元化培訓設計吸引男性參與家政推廣，提升男性學員人數5%；
	(3) 持續透過不同管道展現農會推廣部門成效及家政班能見度，凸顯鄉村女性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多元角色。



	四、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一) 女力外交計畫
	1. 計畫重點
	本計畫以每年3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UN CSW）及在總部周邊辦理的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NGO CSW Forum）為主要參與場域，透過結合政府國際參與資源，梳理我國公私協力推動婦權與性平成果、凝聚民間婦女團體對外倡議，以強化臺灣在性別平等上對於國際社群的貢獻。
	本年將扣合2023、2024會議年度主題「數位時代下的性別平等」及「強化具性別觀點的制度與財政」，持續搭建民間團體交流平臺，共同發展從我國經驗出發的說帖，於大會期間透過平行論壇分享臺灣實踐範例，及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NGO CSW 亞太工作小組進行倡議，一方面深化婦女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連結，另方面則突破我國無法參與官方會議的限制。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統籌「2023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含協力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15場平行論壇、策劃1場臺灣主場國際研討會，觸及率總和達1,500萬次；
	(2) 辦理第68屆CSW(2024)與會策略會議，邀集婦女團體討論參與策略，並召集至少5個團體成立CSW遊說工作小組，發展對外倡議說帖。


	(二)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
	1. 計畫重點
	亞太經濟合作（APEC）於2011年成立「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專責婦女賦權及性別平等議題。本計畫自2017年起，設定「科技性別化創新」為我國倡議主軸，透過參與此工作小組，與國內相關公部門及產業合作，推動女性參與非傳統職業，並將推動經驗與亞太國家分享、深化合作關係。
	本年設定以「數位健康」為主要領域，倡議從研發角度確保數位健康科技資料蒐集的性別平等、提高性別包容性以及對女性照顧者的可近性，藉由我國數位發展優勢，持續分享創新科技的經驗及促進亞太區域的實質合作。此外，也將持續參與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並辦理國內推廣活動提升我國於APEC性別議題的影響力，同時回饋我國經濟及勞動政策的規劃。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數位健康」計畫合作過程與成果觸及30個國內公私部門，促使國際性別倡議與國內性別工作推展相互援引；
	(2) 辦理1場國際研討會，連結至少6個經濟體參與議題討論，共同促進亞太區域女性於數位健康領域的參與；
	(3) 參與8場PPWE及相關性別會議，維繫與亞太經濟體的交流和我國在APEC場域的曝光度。


	(三)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
	1. 計畫重點
	APEC推動女性經濟賦權除了透過PPWE工作小組，在跨論壇合作及不同工作小組中融入性別議題亦為其長期策略。本計畫自2019年起在APEC人力資源發展（HRD）工作小組提出倡議，透過發展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及開設國際專班，回應當前企業數位化及追求永續趨勢，共同促進亞太數位經濟發展的多元與涵融。
	本年將持續透過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合作，檢視國際專班訓練實績轉移的具體結果、導入產業界的優良範例，以及應用新媒體技能展現女性賦權、性別平等、多元包容的行銷模式，並透過蒐集重要國際勞動議題、產業趨勢及其性別意涵，再度充實訓練套件與教學素材。
	2. 預期成果與效益
	(1) 辦理1場專班訓練成效國際分享會，邀請亞太經濟體、國內公私部門、產業公協會等至少40人參與，以追蹤「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情形；
	(2) 針對人才培訓趨勢議題，從性別觀點出發辦理4場專家意見交流會議，為我國連結APEC重要工作、研議合作發展機制等事項，累積深厚底蘊。




	參  、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 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勞務收入3,8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006萬5千元，減少162萬5千元，約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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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09萬7千元，增加252萬5千元，約31.18％，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外收入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萬3千元，減少8千元，約61.54％，主要係其他收入減少所致。
	(五) 本年度勞務成本3,944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4,140萬6千元，減少196萬6千元，約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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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萬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77萬1千元，增加285萬8千元，約42.21％，主要係補助及委辦計畫用人費用減少，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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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93萬6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80萬8千元。其中包括減少存出保證金80萬8千元。
	(三) 本年度無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374萬4千元，係本期期末現金3,997萬2千元，較期初現金3,622萬8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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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萬6千元，較預算數4,453萬8千元，增加350萬8千元，約7.88％，主要係民間委辦收入增加所致。
	2. 銷貨收入決算數3千元，較預算數5千元，減少2千元，約40.00％，主要係出售手工藝品收入減少所致。
	3. 受贈收入決算數4萬1千元，較預算數0千元，增加4萬1千元，約100.00％，主要係受贈收入增加所致。
	4. 其他業務收入決算數801萬5千元，較預算數850萬9千元，減少49萬4千元，約5.81％，主要係孳息收入減少所致。
	5. 其他業務外收入決算數0元，較預算數3萬元，減少3萬元，約100.00％，主要係其他業務外收入未發生所致。
	6. 勞務成本決算數4,995萬4千元，較預算數4,478萬9千元，增加516萬5千元，約11.53％，主要係民間委辦支出增加所致。
	7. 銷貨成本決算數3千元，與預算數相同。
	8. 管理費用決算數567萬2千元，較預算數829萬元，減少261萬8千元，約31.58％，主要係民間補助計畫用人費用增加，本基金會自籌用人費用隨之減少所致。
	9.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47萬6千元，較預算數0元，增加47萬6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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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計畫研議：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
	(1) 婦女議題溝通平臺暨性別人權培力計畫：辦理6場實體活動和3場線上會議，共有民間團體工作者、公部門代表、大專校院學生716人參與，討論倡議可歸納為人身安全、就業與照顧，以及具交織身分的女性群體等三大面向。在人身安全上，針對數位性別暴力，指出現行法制應補強基於性別的圖像影音濫用、仇恨言論與行為之規範；在疫情對女性就業與照顧的衝擊上，提出政府應透過強化社會保障及公共照顧機制，來緩解勞動結構的不平等；在具交織身分女性群體的權益上，討論議題包括遭受性別暴力障礙者的求助與就醫困境、女性無家者社會連結的斷...
	(2) 數位性別暴力政策討論與對話計畫：與民間團體合作，進行國內外數位性別暴力樣態蒐集與分析，提岀仇恨言論、隱私侵害、網路詐騙、性暴力及親密暴力新樣態等五大類21種數位性別暴力樣態，並以此為基礎辦理4場教案開發會議，完成《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初階教案手冊，將用於協助一線社工人員推展服務工作，促進未來推廣防治能量。另辦理教育、社會工作及司法警政單位專業人員焦點會議11場及教育訓練4場，了解實務推動經驗及現況與困境，共計195人參與。

	2. 關於婦女權益工作諮詢及問題研究：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
	(1) 嫄力世代共創計畫：持續輔導8家原鄉工坊進駐3間虛擬通路，月營收平均增加2,300元，並促成40位原住民族婦女穩固在地就業與經濟收入（正職13位、兼職27位），進而提升自我與親友認同；另外與4所大專院校合作辦理「嫄青力」學堂，透過輔導課程及部落交流媒合6組「青銀共創」，促進20位青年連結原鄉產業，協助婦女工坊網路行銷，包括完成5間工坊基礎品牌識別設計及6間工坊臉書專頁建置與更新。
	(2) 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在強化職能建構與支持面向，辦理10場創業研習課程，共592人參與，以及30場微型新創線上輔導，共93人參與。在提升女性經濟能見度上，透過2支紀實影片及5篇報導，展現女性創業實踐與生命韌性。另為瞭解疫情對於歷屆培力學員事業發展之影響，及其因應方式與需求，以擬定後疫情時代的創業輔導策略與執行方式，蒐集87位新住民創業女性經驗，完成評估調查報告1份。
	(3) 單親家長培力計畫：補助156位單親家長（女性占94%，初次申請者占31%）就讀高中職或大專校院（占98%）學雜費及臨時托育費，支持其兼顧學業與育兒責任，並奠定未來職涯基礎。全年總補助金額306萬7,641元整（學雜費230萬4,263元，臨時托育費76萬3,378元）。

	3. 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宣導與人員訓練：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
	(1) 台灣國家婦女館經營計畫：在國際連結面向，呼應東京奧運舉辦，策劃「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特展，呈現女性參加運動賽事的演進、運動對女性生活的影響，以及我國女性運動員群像，實體與線上合計超過18萬人次觀展。在國內資源共享面向，連結臺北市婦女館及新北市婦女中心開展三館合作，共同辦理「中高齡女性處境挑戰與社會支持」論壇，從區域特性討論在地服務的差異，促成縣市交流及服務策進。在性別意識培力面向，則辦理「大稻埕女性空間的移動」、「穿越錫口松山女力」、「綴在北投溫泉路的青春」三條女路微旅行共28場，導覽...
	(2) 農業整合諮詢輔導體系計畫：辦理農業推廣專業培力工作坊、聯繫會議及「家政推廣與永續發展目標（SDG）」共創工作坊共12場，培力家政督指導員、農業推廣人員等計712人次，促其發揮創意、於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及永續精神。另為了協助各地農漁會對接國際議題，找出可活化業務操作的模式及優良範例，執行「SDGs VS.鄉村發展與性別平等之農漁會行動方案」研究，於美濃區、成功鎮及基隆區等農漁會進行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並將於2022年提出具體行動方案。

	4. 關於婦女國際事務之參與：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
	(1) 女力外交計畫：配合聯合國第6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會期，於3月中旬規劃「臺灣性別平等週」活動，包括協力18個民間婦女及性別團體辦理共26場線上平行會議，並主辦「臺灣主場—加速婦女經濟賦權」論壇，由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與瑞典、美國及科索沃等國政府官員與重要婦權倡議者進行對話，線上即時觀賞看5,000人次。在媒體宣傳方面，透過「臺灣女力（Power of Women）」概念短片推廣上述活動，累積觀看超過8,000人次。
	(2)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延續「科技性別化創新」主軸，在研究發展面向，經與國內外建設相關公部門單位53個及私部門企業、公協會56個共同討論，產出「APEC女性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來」最佳範例手冊及政策建議原則；另回應疫情影響，完成「疫情下APEC區域女性經濟發展之機會與挑戰」研究，爬梳疫情對亞太區域女性的經濟衝擊，並對我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提出建議，同時也辦理研究分享會，促進公私部門與會者共同討論未來可能的政策回應。在國際合作面向，則參與了11場APEC性別相關活動，包括我國主辦的3...
	(3) 新媒體培力國際合作計畫：回應APEC跨論壇合作倡議，以「新媒體人才」培訓需求與政策措施為題，針對108家國內企業及5個亞太經濟體共13部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首部結合性別觀點與數位行銷職能的《網路行銷性別力訓練套件》，涵蓋市場分析、策略規劃、成效分析三大單元，兼具數據應用與品牌敘事知能，為商業活動達成有效溝通；後並依循「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iCAP）」整備課程，於國內試辦前導班，培訓40名學員（產業公協會占50%、企業33%，餘來自公部門及學校）。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11年6月30日止）
	(一) 勞務收入執行數1,780萬4千元，較預計數2,003萬2千元，減少222萬8千元，約11.12％，主要係民間補助收入減少所致。
	(二) 銷貨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2千元，減少2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收入尚未發生所致。
	(三) 其他業務收入執行數440萬2千元，較預計數404萬9千元，增加35萬3千元，約8.72％，主要係銀行定存利率升息，致基金孳息收入增加所致。
	(四) 其他業務外收入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7千元，減少7千元，約100.00％，主要係補助款繳回尚未發生所致。
	(五) 勞務成本執行數1,805萬2千元，較預計數2,070萬3千元，減少265萬1千元，約12.80％，主要係民間補助支出減少所致。
	(六) 銷貨成本執行數0元，較預計數2千元，減少2千元，約100.00％，主要係銷貨成本尚未發生所致。
	(七) 管理費用執行數442萬4千元，較預計數338萬5千元，增加103萬9千元，約3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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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27萬元，較預計數0元，減少27萬元，為前述收支相抵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