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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16 樓第 2 會議室  

叁、主持人：李副主任委員麗珍       記錄：廖專員儀如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冊  

伍、壹、報告事項： 

   報告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本會文教處提「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之性別統

計影響分析」案，照案通過。 

二、本會聯絡處提「陸委會臉書粉絲團性別影響評估」案，

照案通過。  

三、有關填報本會 106 年 1 月至 12 月「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各篇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成果一案，照案通過。  

四、有關填報本會 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報告一

案，照案通過，並已依限上網填報。  

五、有關研議提升「15 歲以上有偶（含同居）女性之丈夫（含

同居人）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由 1.13 小時提升至

1.3 小時）」之策略及具體作法一案，照案通過，並已依

限以電子郵件回復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

平處）。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綜合規劃處提「不同性別對兩岸關係例行民調

議題之態度分析」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使政府兩岸政策之研擬、推動與民意相結合，本會長期

委託學術單位及民調機構辦理兩岸關係相關議題民意調

查，以瞭解分析臺灣民眾對重要兩岸議題之態度變化及未

來趨向，俾作為政府兩岸政策規劃及評估之參考。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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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會 106 年例行民調之長期觀察議題調查結果，包括：

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我政府及人民態度友善與否、兩岸交

流速度及統獨立場，進行性別態度分析，以利瞭解分析臺

灣民眾對重要兩岸議題之態度變化及未來趨向，俾作為政

府兩岸政策規劃及評估之參考。 

二、 檢附「不同性別對兩岸關係例行民調議題之態度分

析」1 份（如附件 1，P.4-P.15）。  

決  議：請綜合規劃處依委員意見修正資料，並送請外聘委

員審閱確認後通過。  

案由二：本會法政處提「中國大陸人民申請來臺相關事由之性

別統計報告」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強化管理中國大陸民眾來臺，本會會同內政部移

民署及相關機關，持續檢討「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許可辦法」，期能有效審查中國大陸人士申

請來臺案件，此外，內政部移民署並配合建置「大

陸、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上申請暨發證管理系統

」，本報告統計近 5 年來中國大陸人士來臺申請相

關數據，並從近年陸人來臺間性別統計進行分析，

瞭解不同種類之申請案，有無因性別因素導致明顯

之差異，進而檢視相關政策有無調整必要。 

二、 檢附「中國大陸人民申請來臺相關事由之性別統計

報告」1 份（如附件 2，P.16-P.24）。  

決   議：請法政處依委員意見修正資料，並送請外聘委員

審閱確認後通過。  

 

案由三：有關主計室提報本會「108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一案，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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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性平處函送本(107)年 2 月 6 日「性別預算工作小組

第 7 次會議」紀錄略以，各機關以 108 年度概算進行試辦，

於本年 7 月底前將「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提報各部會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同時請性平處與會提供審查意見，並於

本年 9 月 15 日前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調整修正，於性

別預算系統報送至行政院。 

二、 檢附本會「108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1 份（如附件

3，P.25-P.26），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  議：請主計室依性平處列席人員意見修正後，依限上網

填報。  

 

案由四：有關研訂「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草案）一案，請討論。  

說   明：   

一、行政院自 95 年起實施「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第三期計畫（103 年至 106 年）已於 106 年實施

屆滿。新一期計畫以性別平等政策網領為藍本，性別議題

為導向，請各機關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108 至 111 年）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並參考性

別平等重要議題，據以研訂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 

二、檢附「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

草案」1 份（如附件 4，P.27-P.34），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   議：本案業通報各處依出席委員、性平處列席人員意

見及本會性別議題清單重新檢視並修正所提之性

別議題或關鍵績效指標後，列入下次性平專案小組

會議討論。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 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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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綜合規劃處) 

◎ 屬性：□法案 □政策/措施 □研究/計畫 其他 

◎ 類型：□社會發展 □公共建設 □科技發展 其他 

壹、填報單位：大陸委員會               填報日期：107 年 8 月 27 日 

貳、計畫名稱：不同性別對兩岸關係例行民調議題之態度分析 

參、主（協）辦單位： 綜合規劃處 

肆、承辦人：劉學成            □曾受過性別課程訓練  無 

伍、計畫內容簡要說明： 

一、本會長期進行民意調查有助掌握民意趨向，並瞭解不同性別對兩岸議題

態度 

（一）為使政府兩岸政策之研擬、推動與民意相結合，本會長期委託學術單

位及民調機構辦理兩岸關係相關議題民意調查，期長期累積的民調資

料，以利瞭解分析臺灣民眾對重要兩岸議題之態度變化及未來趨向，

俾作為政府兩岸政策規劃及評估之參考。 

（二）本會歷年進行之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年滿 20 歲以上的成

年人，樣本代表性檢定均依照樣本在人口統計變數的分佈比例，與母

體的分佈比例進行加權處理。每次民意調查除撰擬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亦將樣本基本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地區）與問卷各題進行交叉分

析，藉以瞭解不同性別對兩岸相關議題的態度與趨向。 

二、本計畫以本會 106、107 年例行民調之長期觀察議題調查結果進行性別

態度分析：本會 106 年 1 月、6 月、10 月及 107 年 4 月、8 月例行民調

長期調查之 4 項議題，包括：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我政府及人民態度友

善與否、兩岸交流速度及統獨立場。謹就此 4 項議題調查結果在不同性

別之態度變化，分析如下： 

（一）在「大陸政府對我政府態度」議題，不同性別的態度未有明顯差異（

圖一）：106 年 1 月調查結果為近年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我政府不友善

新高點（68.9%，前次高點為 97 年 10 月：64.9%），至 107 年 8 月呈現下降趨勢，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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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體趨勢不友善比例仍高於以往調查，或與該段期間中國大陸打壓

我國際空間和在臺海安全製造壓力與緊張有關。分析不同性別民眾對

此議題態度，男性普遍認知大陸對我政府不友善比例略高於女性，但

整體而言，男女性別在認知大陸政府對我政府友善或是不友善態度並

無明顯差異（部分差異仍屬抽樣誤差範圍）。 

（二）在「大陸政府對我人民態度」議題，不同性別態度在特定調查時間點

呈現差異性（圖二）：106 年 10 月調查係近期首次民眾認知大陸政府

對我人民友善度高於不友善度（友善 44.8%，不友善 41.0%），或與中共「十

九大」前後操作兩手策略及相關惠臺措施有關（「十九大」政治報告提及將給

予臺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就業等與大陸民眾同等的待遇）。而不同性別在此次調查之

態度亦有所變化且呈現不同趨勢，女性認為不友善比例略高於友善（

友善 40.6%，不友善 41.3%），男性則認為友善高於不友善（友善 49%，不友善 40.6%

）。107 年 4 月及 8 月兩次調查結果則沒有明顯差異，均認為友善高於

不友善。由於 106 年 10 月調查與之後二次民調結果明顯不同，且 107

年兩次民調之男女性別在此議題並無差異，故尚難僅以 106 年 10 月 1

次民調來論斷不同性別在此具差異性。未來將持續關注其可能的變化

，可能原因仍需其他資料佐證及進一步觀察。 

（三）在「兩岸交流速度」議題，男性認為「太慢」比例高於女性（圖三）

：106 年 6 月調查結果，「太慢」（45.0%）高於「剛剛好」（31.3%），並為

歷年調查新高點。106 年 1 月及 6 月調查結果顯示，不同性別態度未

有差異性（106 年 1 月男女性別民眾均認為「剛剛好」高於「太慢」；106 年 6 月男女性別民

眾均認為「太慢」高於「剛剛好」），106 年 10 月調查結果則顯示，不同性別之

態度呈現差異性，男性仍認為「太慢」高於「剛剛好」，但女性則認

為「剛剛好」高於「太慢」。107年 4月及 8月兩次調查結果則沒有明

顯差異，均認為「太慢」高於「剛剛好」。整體來看，男性認為兩岸

交流速度太慢比例高於女性，或突顯不同性別對兩岸情勢變化影響兩

岸交流速度之感受不同。 

（四）在「統獨立場」議題，不同性別態度未有差異性（圖四）：8成以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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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主張廣義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現狀，以後

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其中女性支持「廣義維

持現狀」約在 8成左右，男性則在 8成 5左右，且均呈現長期穩定趨

勢，或因統獨立場為個人長期積累的意識形態，較不受單一事件所影

響。 

（五）整體而言，前揭 4項議題調查結果顯示，不同性別雖在部分議題、時

間略有態度差異，但與整體調查結果大致符合並無顯著性差異（經以

統計軟體進行卡方檢定，若 p-value < 0.001則表示該變項具統計上

顯著性差異；反之則稱為無顯著差異）；另各項議題相關調查也呈現

女性平均「無反應」比例略高於男性，或反映女性民眾對兩岸議題較

無明顯感受或關注較少。 

陸、計畫目標（含性別目標）： 

一、探究不同性別對兩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展之觀點，並將性別觀點融入政

策規劃與決策過程中，詳實評估政府政策對不同性別者的正、負面影響

及受益程度，促使政府資源合理配置，不同性別均有平等享有參與社會

、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 

二、藉由辦理民意調查，深入研究分析不同性別對兩岸政策之看法，瞭解對

兩岸相關議題的認知與態度，以利在後續政策規劃時能結合性別主流化

意識，並作為政府制定政策之參考。 

柒、性別影響評估表：（如附） 

捌、評估結果： 

本會歷年委託辦理的民意調查，在樣本代表性檢定方面，樣本的性別分

佈比例，均加權處理以與母體分佈比例一致。經檢視各次調查結果報告，已

將性別與各議題的交叉分析納入，且不同性別在相關議題看法與整體調查結

果大致相符，並無顯著差異。 

玖、未來建議：（提出替代或修正方案） 

一、性別主流化是現代國家追求平等之重要政策，藉由民意調查長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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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瞭解不同性別對兩岸政策之看法與態度，並做為檢視及調整兩岸政

策之參考依據。 

二、委外辦理民意調查，除要求受託調查機構分析性別對議題態度變化之可

能原因，並分析不同時點對相同議題態度的變化，以利歸納長期民意，

及瞭解不同性別對兩岸政策與兩岸議題之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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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填表日期： 107 年 8 月 27 日 

填表人姓名：劉學成                                                                                  職稱：專員        身分：■業務單位人員 

e-mail：scliu@mac.gov.tw    □非業務單位人員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 

電話：02-23975589#2005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

更外，皆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

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

見修正計畫內容，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不同性別對兩岸關係例行民調議題之態度分析 

貳、主管機關 大陸委員會 主辦機關（單位） 綜合規劃處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V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

需求概述 

為使政府兩岸政策之研擬、推動與

民意相結合，本會長期委託學術單

位及相關民調機構，辦理兩岸關係

相關議題民意調查。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

求。 

mailto:scliu@m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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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

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以本會 106 年 1 月、6 月、10 月及

107 年 4 月、8 月例行民調定期調

查議題之調查結果，分析不同性別

之態度變化和長期趨勢。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

途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

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

別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

區等面向。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

與本計畫相關的性

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及其方法 

辦理民意調查案時，除要求受託調

查機構適時分析性別對議題態度

變化之可能原因，並分析不同時點

對相同議題態度的變化，以利歸納

長期民意趨勢，及瞭解不同性別對

兩岸政策與兩岸相關議題之態度

差異。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類別

及方法，包括由業務單位釐清

性別統計的定義及範圍，向主

計單位建議分析項目或編列經

費委託調查，並提出確保執行

的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

同敘明性別目標） 

本會長期辦理兩岸關係發展與兩岸政策相關議題民意調查，並藉基

本資料交叉分析以瞭解不同性別對兩岸議題的態度與趨向，俾使政

府施政貼近真實民意及瞭解未來民意趨向。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

善方法（計畫於研

擬、決策、發展、

執行之過程中，不

同性別者之參與機

制，如計畫相關組

織或機制，性別比

例是否達 1/3） 

從上述統計資料可發現，整體而言，歷次調查均呈現男女比約為

49 比 51，與社會母體結構相符，並符合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總

人數 1/3 之標準，達到性別平等參與目標。 

柒、受益對象 

1.若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

分－程序參與」；如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逕

填寫「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

「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

8-1 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

列示「無涉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為受

益對象 

 V 

本計畫調查符合社會

母體性別比例（男女比

49 比 51），未指定特定

性別為受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

主，或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

性戀為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

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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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

計畫內容涉及一般

社會認知既存的性

別偏見，或統計資

料顯示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V 

本計畫未限於特定性

別人口，統計資料顯示

並無單一性別未達三

分之一的情況。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

人口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

偏見、性別比例差距或隔離等

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涉及

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

益相關者 

 

 

 

V 
本計畫未有影響性別

的設計因素。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

設計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合理

性、區位安全性，或消除空間

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者

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調

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需求

與達成性別目標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

爰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

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

別需求。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差

異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

爰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

以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

別目標。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何

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力或

使用習慣之差異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

爰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

所採用的方式，是否針對

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

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

爰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

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

符合相關法規政策

之情形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爰

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

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考行

政 院 性 別 平 等 會 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

離：計畫如何預防

或消除性別隔離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爰

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http://www.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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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平等取得社會資

源：計畫如何提升

平等獲取社會資源

機會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爰

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

資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之機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

硬體的公共空間之

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計，在空間使用

性、安全性、友善

性上之具體效益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爰

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

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

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

制：計畫如何設立

性別敏感指標，並

且透過制度化的機

制，以便監督計畫

的影響程度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爰

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

如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

估基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

核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業

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

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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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法政處) 

◎ 屬性：法案 政策/措施研究/計畫其他 

◎ 類型：社會發展公共建設科技發展 其他 

壹、填報單位：大陸委員會      日期：107 年 7 月 

貳、計畫名稱：中國大陸人民申請來臺相關事由之性別統計報告  

參、主（協）辦單位： 法政處 

肆、承辦人：顏和慶          曾受過性別課程訓練無 

伍、計畫內容簡要說明： 

一、為便利中國大陸民眾來臺，本會會同內政部移民署及相關機

關，持續檢討「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期能

有效審查中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案件，此外，內政部移民署並

配合建置「大陸、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上申請暨發證管理系

統」，簡化民間邀請單位申請流程，透過數位化、便利化等思

維，以減少中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流程上可能面臨之問題。 

二、統計近 5年來中國大陸人士來臺數據，103年中國大陸人士申

請來臺（含健檢醫美、專業交流、商務交流、觀光、小三通及

其他社會交流）總數為 3,914,235 人次，104 年為 4,230,212

人次，105 年為 3,354,375 人次，106 年為 2,638,819 人次，

107年 1-5月為 1,089,251人次。本報告擬從近年陸人來臺間

性別統計進行分析，瞭解不同種類之申請案，有無因性別因素

導致明顯之差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註：內政部移民署有關中

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統計部分，其中「其他類」包含社會交流、居留

定居及醫療服務等事項，因無更進一步之區分，為避免混淆，故本報

告排除此類型，僅以醫美健檢、專業交流、商務交流及觀光等 4 類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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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統計分析對象。） 

陸、計畫目標(含性別目標)  

一、性別主流化的最終目標，是讓男性和女性可以公平合理取得

享有社會資源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所追求的是一種實質的

平等，而非形式上的平等。本報告試圖從中國大陸人士申請來

臺之資料，瞭解性別對於渠等申請來臺之影響，進而檢視相關

中國大陸人士來臺管理機制，期能達到兼顧國家安全、性別平

等及便利交流等目的。 

二、藉由資料分析，瞭解來臺之中國大陸人士在個別申請類型中，

是否存有性別差異情形：透過分析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之性別，

進一步瞭解透過不同申請事由來臺性別比例差異情形。 

三、藉由分析比較中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之性別，檢視當前對於

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之管理機制與法規，是否有因性別差異而影

響政府之相關政策思維。 

柒、性別統計與分析 

一、在醫美健檢部分，女性人數高過男性：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統

計資料，103 年度以健檢醫美事由申請來臺者，共計 57,291

人次，男性為 20,478人次，女性為 36,813人次，104年總數

為 61,316 人次，男性為 21,174 人次，女性為 40,142 人次，

105年總數為 28,886 人次，男性為 9,611人次，女性為 19,275

人次，106 年總數為 20,979 人次，男性為 7,702 人次，女性

為 13,277 人次，107 年 1-5 月申請總數為 8,538 人次，男性

為 3154 人次，女性為 5,384 人次。整體而言，以醫美健檢事

由申請來臺者，仍以女性佔多數，女男比約為 3：2。(詳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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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在專業交流部分，男女差距較小：103 年度以專業交流事由申

請來臺者，共計 183,709 人次，女性為 79,714 人次，男性為

103,995 人次，104 年總數為 195,427 人次，男性為 113,612

人次，女性為 81,806 人次，105 年總數為 151,634 人次，男

性為 85,210 人次，女性為 66,424人次，106年總數為 130,101

人次，男性為 74,275 人次，女性為 55,826 人次，107 年 1-5

月申請總數為47,595人次，男性為27,545人次，女性為20,050

人次。綜整觀之，男性相對較多，但兩者差距不若醫美健檢事

由明顯。（詳見下圖） 

 

醫美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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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商務交流部分，男性為女性 2 倍以上：103年度以商務交流

事由申請來臺者，共計 120,813 人次，女性為 38,798 人次，

男性為 82,015 人次，104 年總數為 121,888 人次，男性為

83,894 人次，女性為 37,994 人次，105 年總數為 102,034 人

次，男性為 72,372 人次，女性為 29,662 人次，106 年總數為

82,499 人次，男性為 59,859 人次，女性為 22,640人次，107

年 1-5月申請總數為 32,811 人次，男性為 24,164人次，女性

為 8,647 人次。觀察中國大陸人士來臺進行商務交流申請數，

男性申請數量遠大於女性，多達 2倍以上。（詳見下圖） 

 

四、以觀光事由申請來臺者，仍以女性為多數：103 年度以觀光事

由申請來臺者，共計 3,316,876人次，男性為 1,282,920人次，

女性為 2,033,956 人次，104年總數為 3,449,675人次，男性

為 1,323,386 人次，女性為 2,126,289 人次，105 年總數為

2,669,691 人次，男性為 1,036,551 人次，女性為 1,633,140

人次，106 年總數為 2,008,144人次，男性為 785,465人次，

女性為 1,222,679 人次，107年 1-5月申請總數為 836,795 人

次，男性為 333,845 人次，女性為 502,950人次。經檢視以觀

光事由申請者，以女性佔多數，男性約近 4成，女性超過 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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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男比例上約為 1.6：1。(詳見下圖) 

捌、性別影響評估表(如附件) 

玖、未來建議： 

一、從以上數據資料分析與相關圖表可發現，中國大陸人士申請

來臺，在不同的申請事由中，男性或女性之申請案也呈現明顯

不同之分布。其中，在專業、商務事由申請案部分，呈現男多

於女之現象，但在醫美健檢、觀光部分，則呈現女多於男之現

象。 

二、從統計資料初步觀察，相關事由會出現相對明顯之性別差異，

或因該事由本身之特性所致，例如在觀光事由部分，明顯呈現

以女性為多數，此也與一般研究發現女性相對於男性，較願意

出遊、旅行相符，並未因為涉入兩岸因素而有不同之結果。至

於在專業、商務交流類型，則可能因為其本質帶有類似前往他

地出差，或因陸方本身公司間員工、職位之性別分布等不同因

素，造成係以男性申請者為多數之現象，但此情形並非因我政

策面或法規面特意限制女性申請者所致。 

三、整體而言，中國大陸人士因不同事由來臺所呈現的性別現象，

並非因我政策面、法規面之因素或限制所造成，惟從政府希望

爭取更多之中國大陸觀光客來臺旅遊角度，納入更多之女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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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思維，並提供女性更友善之旅遊環境，或為推動觀光之有效

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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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填表日期： 107 年 7月 2日 

填表人姓名：顏和慶                                                                                  職稱：科長        身分：■業務單位人員 

e-mail：yen@mac.gov.tw    □非業務單位人員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 
電話：02-23975589#5010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

外，皆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

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

修正計畫內容，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中國大陸人民申請來臺相關類型之性別統計影響分析 

貳、主管機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主辦機關（單位） 法政處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V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V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V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V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
求概述 

為促進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並強化人

員往來安全管理機制，政府持續檢討

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之相關管理法規，

並透過數位化各項申請程序，俾利申

請者提出申請、各機關審查。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

需求。 

mailto:lcchang@m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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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
統計與性別分析 

分析 103年度起至 107年度 1-5月中

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各項事由中男

女比例，並進行初步分析。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

種途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

計與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

量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

性別認同者之年齡、族群、

地區等面向。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
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
計與性別分析及其方

法 

未來持續在中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

之相關管理政策，持續融入性別意

識，並關注來臺之男女比例，以避免

偏重於特定性別。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類

別及方法，包括由業務單位釐

清性別統計的定義及範圍，向

主計單位建議分析項目或編

列經費委託調查，並提出確保

執行的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
敘明性別目標） 

增進中國大陸人士來臺誘因，並在規劃、研議兩岸人員往來交流政策

時，確保不因男女性別造成差異，並於相關政策思維中，導入性別平

等意識，落實性別平等政策。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
方法（計畫於研擬、
決策、發展、執行之
過程中，不同性別者

之參與機制，如計畫
相關組織或機制，性
別比例是否達 1/3） 

從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事由所呈現男女比例現象，建議我相關主管機

關在推動陸人來臺相關政策，應納入性別意識，以達我政策目的。 

柒、受益對象 

1.若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

分－程序參與」；如 7-1至 7-3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至 8-9，逕填

寫「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

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列

示「無涉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為受益對象 

 V 
本計畫係觀察中國大陸人士
來臺，未特定性別作為政策
受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

主，或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

性戀為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

性或女性者，請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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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容
涉及一般社會認
知既存的性別偏
見，或統計資料
顯示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V 
 

 

本政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
口，政策內容亦無涉及性別
偏見等情況，但因申請事由
本質造成性別比例差距。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

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

別偏見、性別比例差距或隔離

等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

「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
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權益相
關者 

 
 
 

V 
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之相關規
定，並無影響性別的設計因

素。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

程設計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使用便利及合

理性、區位安全性，或消除空

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

者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

「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

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

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建議相關機關推動中國大陸人士
來臺，納入相關性別意識思考。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

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別

需求。 

8-2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差異之迫切性與需求

性 

中國大陸來臺之男女比例，尚無
偏重特定性別。未來希望各機關
在推動相關兩岸人員往來政策
時，可納入性別思維，俾持續推
動性別平等。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

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

目標。 

 

8-3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

何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

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本政策未涉及宣導傳播。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

所採用的方式，是否針對不

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不

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8-4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

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本計畫未涉及性別友善措施或方
案。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

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

相關法規政策之情形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立法精神及「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原則。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

政策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

考 行 政 院 性 別 平 等 會 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http://www.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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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

畫如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

離 

本會在推動相關政策時，均
依法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

化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

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

源機會 

兩岸人員往來交流政策並
無性別差別待遇，一律提供
平等申請機會。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

社會資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

共事務之機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

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在空間使用

性、安全性、友善性上之

具體效益 

本交流政策與法規未有影
響性別的設計或效益因素。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

產生的不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

安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立性別敏感指

標，並且透過制度化的機

制，以便監督計畫的影響

程度 

兩岸人員往來交流，可透過

內政部移民署相關申請統

計資料，檢視不同性別間之

申請比例，俾政府檢視相關

政策有無涉及性別問題。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

畫如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

及評估基準（績效指標，後續請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

管制評核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

制作業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

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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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委員會民國 108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千元；% 

計畫或業務 

項目名稱 

性別預算數 

(千元) 

性別平等 

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大陸委員會 

 

本會 108 年度

性別預算編列

數 53千元，占

歲 出 預 算

948,274 千元

約 0.01%。 

53千元 本會 108 年度性別

預算編列數較 107

年度增加 5 千元，

增幅約 10.42%，係

因「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第五

點規定修正，出席

費由每次二千元調

高至二千五百元所

致。 

一、第 1類「計畫類」 

    

二、第 2類「綱領類」 

    23千元 

三、第 3類「工具類」 

    30千元 

四、第 4類「性平法令類」 

     

五、第 5類「其他類」 

     

大陸委員會    

1.依行政院各

部會推動性

別主流化實

施 計 畫 規

定，實施性

別意識培力

並辦理相關

研習訓練活

動 

30千元 1.依據：「本會推動

性別主流化執行

計畫」。  

2.方式及對象：以

本會各單位同仁

為對象，綜合運

用口頭、文字、

媒體等方式宣導

性別平等觀念。

除邀請專家學者

蒞會講授性別主

流化相關訓練課

程或利用多元場

合播放性別影片

欣賞，另也鼓勵

同仁積極參與性

別主流化相關研

習，包括薦送同

仁參訓或利用網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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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或業務 

項目名稱 

性別預算數 

(千元) 

性別平等 

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路進行線上學

習，使同仁能藉

由不同性別者觀

點與處境，持續

提昇性別平等意

識並強化相關知

能。 

3.預期成果：受訓

人數達現有員額

數之 50％。 

2.本會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

會議外聘委

員出席費 

23千元 108 年度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每 4 個月

召開 1 次會議，每

次 3 位外聘委員參

加，期透過公、私

部門間之對話，協

助機關業務能融入

性別觀點。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

共化 

□提升女性經濟力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

性別平等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題之

其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涉及

事項 

（具體行動措施＿＿＿＿＿）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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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年)草案 

壹、 整體目標與重點 

    為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施行法」落實性別主流化工作，將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之推動

及相關政策之規劃、執行與評估，促進性別實質平等的實現，爰訂

定本計畫。  

貳、 性別議題、性別目標與策略 

一、 院層級議題 

（一）性別議題五：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1. 重要性：參與公共事務、掌握權力與決策力不僅涉及治理權

利，亦關係著決定公共資源之分配與個體實現生命價值的機

會，然而公共事務之管理長久以來呈現性別隔離現象，女性

較少出任具有決策性質的職位、較少得到參與決策的管道與

機會。因此，提升女性的權力、決策權與影響力是聯合國各

次世界婦女會議與婦女政策的重要議題。 

2. 現況與問題： 

（1） 106年 7 月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其委員任一性別比

例達三分之一者占 95.02%，較前次調查（106 年 1 月）

之 94.38%略為上升。 

（2） 106 年 7 月政府捐助或出資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其董事

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者占 63.379%、監察人（監事）

為 75.26%，兩者均較前次調查（106 年 1 月）之 61.39%、

72.73%略有提升。 

（3） 公部門之決策參與尚無法落實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

一之性別比例政策目標；雖已較推行之初進步，惟近年

達成情形進步幅度漸趨停滯，甚有不進反退之情形。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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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公部門達成任
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 
一、提升行政

院各部會委
員會其委員
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
一之達成比
例。 

二、提升行政
院各部會主
管政府捐助
或出資超過
50%之財團
法人其董、
監事任一性
別不少於三
分之一之達
成比例。 

提升公部門決策
參與機制中任一
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 一 之 達 成 比
例。 

一、在部會首長之性別比
例未提高前，於召開委
員會議如委員有請假
而指定代理人員出席
會議時，請其優先考量
指派女性代表出席，以
增加女性參與之比例。 

本會委員會議
女性參與比例
（含指定代理
人員）不低於
三分之一。 

二、（一）海基會 

1、本會向海基會宣導有關
政府對於捐助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其董
監事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之政策目標。 

2、為提升女性董事比例，
本會將於董監事改選
或補選時，建議中央政
府機關優先指派女
性；目前女性監事比例
均已達三分之一，未來
仍會致力提高女性董
監事比例，以落實性別
平等政策。 

本會董監事任
期 3 年，將於
109 年進行改
選，年度目標
值： 

109 年： 

增加至少 1 位
女性董事。 

二、（二）策進會 

1、目前監察人部分已符合
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
之一之原則。 

2、至董事部分，除於董監
事會議配合宣導任一
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之政策目標，並於董監
事改選或補選時，提醒
政府機關指派代表
時，優先指派符合資格
之女性。另於擇選社會
賢達部分，亦注意配合
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
三分之一之原則。 

本會董監事任
期 3 年，將於
108年及 111年
進行改選，年
度目標值： 

108 年：增加至
少 1 位女性董
事。 

111 年：增加至
少 1 位女性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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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會層級議題 

（一）性別議題 1：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動之性別統計議題 

1. 重要性：本會長期與地方政府合作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

畫，參考 CEDAW 第 7 條(c)精神，鼓勵女性公務員參與研習

活動，爰提出「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動之性別統計」，經

由統計分析檢視研習活動女性參加比例的變化，以瞭解本研

習活動落實消除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歧視之情形。 

2. 現況與問題 :為增進公務人員對政府兩岸政策與兩岸交流情

形的瞭解，提升處理中國大陸事務專業知能，進而提高政府

兩岸政策執行效能，本會長期與地方政府合作辦理「中國大

陸事務研習計畫」。100年統計參訓人員男女比例約 52%：

48%，女性略低於男性，經調整研習活動設計規劃，參加人員

的男女性別比例 101至 106 年（101 年 49.28%：50.72%、102

年 48.23%：51.77%、103 年 49.78%：50.22%、104 年 43.88%：

56.12%、105 年 46.73%：53.27%、106 年 42.6%：57.4%），

女性均高於男性，惟是否真實反映女性公務人員參與研習活

動比例，確已符合性平政策目標，有待進一步瞭解。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經由統計分析檢
視中國大陸事務
研習活動男女性
參加比例變化，
瞭解是否符合性
平政策目標。 

 

108年至 111年
參與研習計畫性
別比與機關男女
性別比例差距百
分之五以內。 

為瞭解不同性別
參與研習活動之
狀況，透過統計
參加研習人員的
男女性別比例，
並與提報機關男
女性別比例基數
相較，以檢視本
計畫落實性別平
等情形。 

一、 透過活動成果
報告書及問卷
調查，瞭解參加
人員性別比及
機關男女比統
計數。 

二、 另透過機關問
卷設計瞭解男
女公務人員對
研習活動的看
法，包括：課程
主題、時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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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講座專業及
課程教材等，俾
供規劃參考，以
有效擴大女性
公務員參與活
動。 

（二）性別議題 2：增進兩岸青年學生交流，促進不同性別於各領域

發展 

1. 重要性：為強化兩岸青年學生交流與認識，透過研習臺灣社會民

主及新聞自由價值之機會，促進兩岸青年學生瞭解不同性別成員

之想法及特長，有助於未來不同性別之人才於相關領域之發展。 

2. 現況與問題: 

（1）本會自 106年起持續辦理「兩岸青年學生公民新聞研習營」，

邀請在臺大專校院學生(含臺陸生)參與四天三夜研習活動，包

括公民新聞實務及媒體參訪等，106 年男女比例為男性學員 69

人[35%]、女性學員 128人[65%]。 

（2）經查本活動參與學員女性多於男性，未來將持續於招標文件

要求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另外亦將設計活動問

卷，期能進一步瞭解男女參與意願不同之原因。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辦理兩岸青年學
生公民新聞研習
營，參與學員單
一性別不少於三
分之一。 

 

108 年至 111 年
本會辦理兩岸青
年學生公民新聞
研習營，參與之
大 專校院學 生
男、女學生之單
一性別不少於所
有梯次人數之三
分之一。 

確保在臺之大專
校院男、女學生平
等參與研習營活
動之機會。 

辦理研習營活動
時，於招標文件中
敘明招生之男女學
員，單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並據以落實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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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議題 3：兩岸經貿議題座談會出席人員性別平衡 

1. 重要性：為掌握中國大陸經濟及兩岸經貿資訊，研擬及推動兩岸

經貿政策，本會就兩岸經貿重要議題按季舉行智庫座談會，與國

內學者智庫互動交流，汲取智庫學者的建言，作為研擬兩岸經貿

政策參考。為促使不同性別國民於兩岸經貿領域平衡發展、推動

性別平衡的兩岸經貿政策，舉行座談會時，若能多元瞭解不同性

別的專家在各經貿領域的不同觀點，將有助政府制定兼具經貿發

展及性別平衡的政策。 

2. 現況與問題: 

（1） 查 106年按季辦理兩岸經貿議題與國內智庫座談(共 4場座

談會)，與會人員性別比例（男性／女性）：第一季 185.7%(13

人/7人)、第二季 185.7%(13人/7人)、第三季 200.0%(12

人/6人)、第四季 183.3%(11人/6人)，全年度 188.5%(49

人/26人)。 

（2） 本會辦理兩岸經貿議題智庫座談會，106年每季與會專家學

者及出席人員，明顯以男性居多，較無法汲取女性學者的

觀點及建言。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兩岸經貿議題
智庫座談會出
席人員性別平
衡。 

 

 

與會人員性別比例目
標值： 

108年：175~100%。 

109年：170~100%。 

110年：165~100%。 

111年：160~100%。 

考量座談會出席人員
之性別配置。 

按季委託國內智庫就
兩岸經貿重要議題舉
行閉門座談，擬於洽邀
與會專家學者時，與委
辦單位溝通，將性別比
例 納 入 洽 邀 人 選考
量，避免與談之專家學
者性別失衡；另指派本
會出席座談會人員亦
將性別比例納入考量。 

（四）性別議題 4：中國大陸配偶權益保障及生活適應 

1. 重要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人口、婚姻與家庭篇重視促



 - 33 - 

進婚姻中的性別平權制度。而依據內政部統計，截至 106 年

底為止，中國大陸配偶共計 33萬 7,838 人，佔全體新住民配

偶 63.68%，為我新住民之多數，因此如何保障中國大陸配偶

在臺生活權益，甚為重要。 

2. 現況與問題： 

(1)本會近年來透過舉辦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並

至各地舉辦相關座談會，向陸配宣導最新法令政策，惟普

及性尚有努力空間。 

(2)近來新住民配偶遭受家暴之事件頻傳，又有部分中國大陸配

偶在工作職場上遭受歧視，由此可見政策法令宣導之重要

性。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增加政策宣導之

普及性。 

1.108 年、109 至

5個縣市。 

2.110 年、111 年

至 6個縣市。 

各縣市舉辦相

關陸配活動、座

談會，提高陸配

政策宣導普及

性。 

與各相關機關、民間

團體合作，透過至各

縣 市 舉 辦 陸 配 活

動、座談會，宣導最

新政策法令。 

（五）性別議題 5：增進臺港澳人才交流，促進不同性別於各領域

之發展   

1. 重要性：臺灣與港澳因地緣關係，在經濟貿易、教育文化、觀

光旅遊等領域皆有密切交流，透過各領域之交流機會，和港澳

人士就性別有關議題進行對話，促進各方對於性別平等觀念之

發展。 

2. 現況與問題： 

（1） 性別議題在全世界發酵，但是世界各地仍頻傳性別不平等

或性別歧視的事件，女性人才的能力，仍被低估。 

（2） 世界分由男性和女性組成，但就目前而言，男性仍佔大部

分優勢及資源。如何讓性別平等的真締傳達給普世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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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性別不再是各種決定及策略的考量，而真正以人為出

發，這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目標。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不分性別人數，

宣導性別平等意

識達 100人次。 

每年度透過主辦

活動適時宣導性

別平等相關議題

達 100 人次參

與。 

臺港澳往來互動

頻繁，本會每年

度亦均主動辦理

各項交流參訪活

動，可適時透過

各項活動辦理機

會，向訪賓宣導

性別平等意識，

讓性別議題持續

發酵。 

1、邀請港澳團體或

學生來臺進行參

訪、課程研習或實

務觀摩活動時，可

適時安排有關性

別平等課程或宣

導。 

2、邀請臺港澳三地

優秀女性，於活動

或研習課程中，進

行經驗分享及交

流。 

（六） 性別議題 6:陸委會粉絲團性別影響評估 

1. 重要性：鑒於目前溝通管道及媒體通路日益多元且推陳出

新，為讓更多人透過各種平臺瞭解政府施政與討論公共議

題，增進溝通說明成效，本會各項政策資訊，除持續透過大

眾傳播媒體通路（包括廣播、電視、雜誌及各項面對面座談

溝通）說明外，亦加強運用本會臉書粉絲團、國發會政府資

料開放等網路平臺，盼藉由網路無時地限制與即時傳送第一

手資訊的特性，強化政策說明的廣度與深度。 

2. 現況與問題：經統計本會臉書目前的粉絲人數約26萬1,606人

（107年5月15日），其中女性粉絲約為12萬2,955人，男女性

別比例各佔52%及47%（女性比例近年約維持在45%-48%之

間），接近50%與兩性一致比例，符合單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

數三分之一之標準，達到性別平等參與之目標，已有效提升

女性對政府兩岸政策之瞭解及參與度。惟因本會政策議題較

為嚴肅，致部分貼文內容較不易吸引女性網友長期關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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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消追蹤本會臉書，宜預為因應。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透過本會臉

書平臺，維

持粉絲人數

與互動人數

無性別失衡

情形。 

 

 

臉書平臺女生粉

絲人數比例: 

108年:45.0%。 

109年:45.5%。 

110年:46.0%。 

111年:46.5% 。 

將於辦理各項宣導

活動、座談或各學

校、團體來會拜會

時，廣為推薦本會臉

書粉絲團，讓更多人

可以透過此平臺瞭

解政府大陸政策及

兩 岸 關 係 最 新 進

展，以縮小性別資訊

差距，提升女性對大

陸政策之瞭解及參

與度。 

未來將定期透過資料

分析，瞭解男女性別於

本會臉書粉絲團之互

動情形是否有顯著差

異，以適時調整臉書貼

文素材（如增加陸配內

容貼文）及調性，並辦

理相關軟性貼文活

動，俾以淺顯易懂之大

眾語言及平易近人之

溝通平臺，讓政策宣達

更為順暢，擴大溝通效

益。 

參、 考核及獎勵 

一、 本會將上一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辦理成果，於次年提報本

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並於每年 2月 15日前報送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 

二、 本會對於執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著有績效人員，酌予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