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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7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17 樓第 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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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冊  

伍、報告事項：報告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6 次會議（書

面審查）執行情形。  
決定：洽悉，准予備查。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綜合規劃處提「公務員參與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

動之性別統計影響分析」案，（如附件 1，P.3-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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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

坊參加人員之性別統計分析」案，（如附件 2，
P.9-P.12）。  

決   議：請法政處依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

性平處）意見修正資料，並送請外聘委員審閱確

認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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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主計室提報本會「110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一案（如附件 3 ，P.13-P.15）。 

決   議：依委員及性平處意見修正後通過，並依限上網填

報。  

案由四 :有關填報「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08 至

111 年 )」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一案（如附件 4，
P.16 -P.20）。  

決   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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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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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23 日 

貳、計畫名稱：公務員參與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動之性別統計影響分析 

參、主（協）辦單位：綜合規劃處 

肆、承辦人：陳秀慧               曾受過性別課程訓練  □無 

伍、計畫內容簡要說明： 

一、 本會為增進地方政府處理兩岸事務人員對政府兩岸政策、交流規範與

實務運用等知能，長期與地方政府合作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

畫」。由於地方政府兩岸事務服務對象多為陸配（其中 9 成為女性），

惟經統計 100 年「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畫」參加人員性別比例，男性

多於女性 4%，為提升參加人員性別平等意識，爰參考「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7 條精神，提出「促進女性公務員

參與大陸事務研習活動」計畫，透過調整研習活動課程規劃，增進不

同性別獲得資訊的公平性。 

二、 為吸引女性公務員參加大陸事務研習活動，本處將女性可能關切議題

納入「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畫」課程設計。本計畫就 100 年至 108 年

參加人員性別進行統計分析，檢視女性參與比例變化。 

陸、計畫目標（含性別目標） 

在「促進女性公務員參與大陸事務研習活動」計畫基礎上，經由統計

分析歷年「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畫」參訓人員性別百分比變化，進一

步提升公務員參與研習活動之品質，並瞭解研習活動落實消除政治和

公共生活中對婦女歧視之情形。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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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評估結果與分析 

一、 增加女性關切主題課程，吸引女生學員參加：鑒於當代性別平權理念

尚未完全落實，不同性別仍受性別期待規訓，導致關切議題難免略有

差異，爰為提高女性參訓意願，本處參酌縣市政府辦理情形及學員相

關建議，逐年動態調整課程內容及活動設計，增加女性可能關切議

題，如兩岸文教、青年、藝文、宗教、大眾傳播、大陸配偶、食品安

全、觀光旅遊等課程。 

二、 女性公務員參與大陸事務研習活動比例逐年提升，且單一性別參與人

數未低於三分之一：據統計，100 年「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畫」參加

人員性別比例為男性 52.16%、女性 47.84％，女性低於男性 4.32％。

經調整課程規劃及鼓勵女性公務員參與，自 101 年起至 108 年參加人

員男女性比例分別為 101 年 49.28%：50.72%、102 年 47.13%：52.88%、

103 年 50.47%：49.53%、104 年 42.27%：57.73%、105 年 46.73%：

53.27%、106 年 42.27%：57.73%、107 年 40%：60%、108 年 42.14%：

57.86%，女性均高於男性（附件一），且單一性別參與人數未低於三分之

一。另本會自行舉辦「中國大陸工作研習會」，女性參加人數比例亦

提升，由 103 年 43.4%增至 105 年 54%，女性參加比例亦增加 10.6 百

分點（附件二）。 

三、 本計畫有效擴大女性公務員參與研習活動：本會與縣市政府合辦之

「中國大陸事務研習計畫」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公務人員為主要

對象，依據人事總處 108 年「直轄市、各縣市統計要覽」顯示，縣市

政府各類公務人員女性比例高於男性 4％（附件三），在此基礎之上，女

性參與本研習計畫之比例逐年上升，108 年女性比例高於男性比例，

顯示本項計畫已有效擴大女性公務員參與大陸事務研習活動。 

四、 符合實務需求之課程設計有助提高研習參與度：依據縣市政府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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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顯示，多數參加同仁皆認為研習課程提供汲取新知的機會，

從多元視角，反思兩岸議題，獲益良好，顯示女性公務員參與比例逐

年提高的同時，大陸事務研習活動在課程內容與安排亦獲致高評價，

突顯基於參與者實務需求之課程設計，可提高公務員對政經及公共生

活議題研習參與度。 

捌、未來建議 

一、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及性別平等意識

逐漸普及，近年女性公務員對政治及公共議題之關注已明顯提高。未

來辦理大陸事務研習等活動，建議在追求性別平等及尊重性別差異原

則下，滾動調整課程主題與規劃，配合兩岸時事議題，強化實務課程

，並著重質的提升，以增進不同性別學員兩岸事務專業知能。 

二、為使研習活動符合不同性別學員需求，建議透過問卷設計瞭解男女公

務員對研習活動的看法，包括：課程主題、時間安排、講座專業及課

程教材等，俾利活動設計及課程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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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8 年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動性別統計 

年度 
男性 女性 

總人數 男女差距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00 930 52.16% 853 47.84% 1783 -4.32% 
101 1026 49.28% 1056 50.72% 2082 1.44% 
102 876 47.12% 983 52.88% 1859 5.76% 
103 969 50.47% 951 49.53% 1920 -0.94% 
104 1071 42.27% 1463 57.73% 2534 15.47% 
105 707 46.73% 806 53.27% 1513 6.54% 
106 684 42.27% 934 57.73% 1618 15.45% 
107 312 40.00% 468 60.00% 780 20.00% 
108 442 42.14% 607 57.86% 1049 15.73%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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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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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百分比 

資料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底 

 

 
男性 女性 合計 

 新北市        24,070       27,358       51,428 
 臺北市        28,837       29,135       57,972 
 桃園市        14,774       17,998       32,772 
 臺中市        19,233       22,695       41,928 
 臺南市        12,637       13,839       26,476 
 高雄市        21,555       24,597       46,152 
 宜蘭縣           4,481          3,952          8,433 
 新竹縣           3,690          5,367          9,057 
 苗栗縣           4,520          5,108          9,628 
 彰化縣           8,776          8,604       17,380 
 南投縣           4,679          4,542          9,221 
 雲林縣           5,748          5,474       11,222 
 嘉義縣           4,645          4,645          9,290 
 屏東縣           7,054          6,708       13,762 
 臺東縣           3,183          2,858          6,041 
 花蓮縣           3,563          3,241          6,804 
 澎湖縣           1,957          1,264          3,221 
 基隆市           3,303          3,141          6,444 
 新竹市           2,454          4,089          6,543 
 嘉義市           2,167          2,163          4,330 
 金門縣           1,732          1,045          2,777 
 連江縣            487            337            824 
 小計      183,545     198,160     381,705 
 百分比  48% 52%   

資料來源：人事總處 108 年直轄市、各縣市統計要覽/依員額統計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331&pid=9834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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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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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貳、計畫名稱：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參加人員之性別統計分

析  

參、主（協）辦單位：法政處 

肆、承辦人：彭佳于                 曾受過性別課程訓練  無 

伍、 計畫內容簡要說明： 

一、「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為本會法政處年度重要施政計

畫之一，歷年辦理成效良好，學員反應熱絡，獲得中國大陸配偶及民

間團體支持，成為本處政策制定重要參考意見來源之一。 

（一）由於近年來服務中國大陸配偶之民間團體快速且大量成立，本計畫

目的為經由服務經驗的分享，提升民間團體服務能量，協助民間團體

有效照顧並幫助中國大陸配偶融入在臺生活。另藉由服務團體之反饋

，瞭解蒐集中國大陸配偶生活需求及政策法規不足及限制之處，作為

政策調整之依據。 

（二）工作坊課程分為「政策法令宣導」及「實業參訪」兩大主軸，政策

法令宣導主要介紹政府現行兩岸政策及兩岸條例規定，解說中國大陸

配偶常見法律問題，並邀請與會學員藉由經驗分享，使資源更能有效

運用及轉介，另蒐集民間團體相關政策建議，作為日後政策研擬之參

考。「實業參訪」則安排陸配創業成功案例參訪，交流創業經驗。 

二、統計近 3 年來「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與會人員數據，

106 年與會人數為 64 人，107 年為 130 人，108 年為 90 人。本報告擬

從近 3 年工作坊參加人員之性別統計進行分析，瞭解報名參與之人員

，有無因性別因素導致明顯之差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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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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參加

人員之報名資料，瞭解性別對於渠等報名參與之人員，有無因性別因

素導致明顯之差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以達性別平等之目的。 

二、藉由資料分析，瞭解「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參加人員

中，是否存有性別差異情形：透過分析「服務中國度陸配偶民間團體

工作坊」參加人員之性別，進一步瞭解報名人員性別比差異情形。 

三、藉由分析比較「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之性別，檢視本

會辦理「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之相關課程安排與規劃

，是否有因性別差異而影響本活動目標的達成以及其成效。 

柒、性別統計與分析 

一、近 3 年參加活動的團體占全國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總數約 7%，

其中報名活動性別比例與陸配在臺登記結婚人數性別比例相當 

（一）依據本處統計資料， 106 年度工作坊參加人數共計 64 人，男性為 5

人，女性為 59 人；107 年共計 130 人參加，男性為 25 人，女性為

105 人，108 年參加人數為 90 人次，男性為 10 人，女性為 80 人。 

（二）本活動主要對象為服務陸配之民間團體負責人，本會並未限制報名

者性別，然陸籍配偶在臺灣結婚數年後，或因聯誼，或因想將自身

在臺生活經驗與其他陸籍配偶交流分享，進而幫助更多陸籍配偶融

入臺灣生活，多數會籌組或參加相關民間服務團體。依內政部統計

資料，至 108 年止已成立登記之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 4,240 個

，106 年至 108 年參加本活動計 284 個團體（每個團體原則報名 1

人），約佔全國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總數約 7%；其中報名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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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約有九成即為陸籍配偶，而陸籍配偶在臺結婚登記的人數為女

性多於男性，爰女性團體負責人的比例亦為女性多於男性。 

（三）整體而言，106 年至 108 年工作坊參加人數，男性為 40 人，女性為

244 人，女性占整體報名人數 86%，男性占 14%，女性多於男性，

但因報名學員中有九成為陸配，而使學員之性別比例與每年陸配在

臺登記結婚人數的性別比例相當。 

二、在中國大陸配偶中，女性人數高於男性人數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106 年陸籍配偶在臺登記結婚人數共計 7,634

人，女性 6,811 人，男性 823 人，107 年陸籍配偶共計 6,944 人，女性

6,111 人，男性 833 人，108 年陸籍配偶共計 6,698 人，女性 5,704 人

，男性 994 人。整體而言，女性配偶占整體中國大陸配偶人數約

85%~89%，男性配偶則占 11%~15%。 

三、在邀請授課師資性別部分，男女性別比例相當 

（一）根據本處資料統計，106 年共邀請 10 名講師授課，男性講師 5 人，

女性講師 5 人，性別比例 1:1；107 年共邀請 17 名講師，男性講師

8 人，女性講師 9 人，性別比例約 1:1；108 年共邀請 14 名講師授

課，其中男性講師 7 人，女性講師 7 人，性別比例 1:1。 

（二）整體而言，106 年至 108 年，講師之男女性別比例為 1:1。雖然與會

學員性別比例為女性多於男性，但除在授課師資方面，本會除考量

講師的的自身專業外，仍致力達成性別衡平原則之目標。並未因與

會學員性別比例而失衡。 

捌、未來建議： 

一、從以上數據資料分析可發現，「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

之參加人員，在不同的年度中，男性或女性之報名人數雖然看似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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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但事實上因報名學員中有九成為陸配，而使學員之性別比例與每

年陸配在臺登記結婚人數的性別比例相當，顯見本會於宣傳及受理「

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之報名時，並未有性別不平等之

現象。鑒於相關民間服務團體多由女性成員所組成，因此未來報名方

式及管道亦不宜因其性別而有所限制或區別對待，否則反而限制學員

參加研習的權利。 

二、為使「服務中國大陸配偶民間團體工作坊」符合不同性別學員需求，

未來可透過問卷設計瞭解男女學員對於相關議題的看法，包括：課程

主題、時間安排、講座專業及課程教材等，俾利活動規劃參考，使工

作坊之辦理能更符合不同性別學員之需求。另為協助陸配團體能進一

步了解性別平等的內涵，未來將適時把相關性別案例(如本會所提

CEDAW 之陸籍配偶工作權案例)納入課程內容中，便於學員吸收、瞭

解，並得運用體現於生活實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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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預算適用) 

大陸委員會民國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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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 

大陸委員會 

本會主管110
年度預算數

53千元，占歲
出 預 算

963,573千元

約0.01%。 

53 110年度預算數與109年
度同。 

1、 第1類「計畫類」 

相關預算小計數 

2、 第2類「綱領類」 

53 

3、 第3類「工具類」 

53 

4、 第4類「性平法令類」 

相關預算小計數 

5、 第5類「其他類」 

相關預算小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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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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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1-1中長程個案計畫 

  □1-2非屬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方案、

計畫、措施、服務、活動等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1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化   

  □2-2提升女性經濟力 

  □2-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2-4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2-5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

平等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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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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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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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法律名

稱_____）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5-1非屬第4類之法律___________ 

  □5-2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計畫、服

務方案或經常性業務 

  □5-3條約、協定或協議 

2、本會性別平

等專案小
組會議外

聘委員出
席費 

23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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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1-1中長程個案計畫 

  □1-2非屬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方案、

計畫、措施、服務、活動等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1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化   

  □2-2提升女性經濟力 

  □2-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2-4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 

  ■2-5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

平等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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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法律名

稱_____）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5-1非屬第4類之法律___________ 

  □5-2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計畫、服

務方案或經常性業務 

  □5-3條約、協定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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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辦理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7年10月23日院臺性平字第1070203325號函略以，該院

及所屬各部會自108年度籌編109年度概算起，正式實施性別預算作業。 

(二)填列及編送時應注意事項： 

1.各機關填列性別預算應依「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辦理；性別預算編製

作業流程、及性別預算系統操作說明等文件，請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性別預

算專區下載參用。 

（網址：https://gec.ey.gov.tw/Page/D8B706F7DD8453E7） 

2.各機關填具本表後，應於7月底前提報各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並由主

管機關彙整，於9月15日前以性別預算系統報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3.本表「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一欄，各主管機關請填寫機關年度預算數（千元），

及性別預算數占機關年度預算數（不扣除人事費）之比率（%）；各機關項下請填

寫計畫項目名稱，屬第一類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或計畫者，請填寫方案或計畫

年度預算數（千元）及性別預算數占計畫年度預算之比率(%)。 

4.本表「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一欄，各主管機關請填寫當年度性別預算數與前

一年度性別預算數之增減額度、增減率(%)及原因說明；各機關項下請運用性別統

計及量化數據具體呈現年度預期成果，屬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或計畫者，其中

訂有性別目標者，請敘明性別目標（年度性別目標或年度性別績效指標），並與核

定之方案或計畫填報資料一致；如有性別目標以外之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併

請於本欄填寫。又為釐清方案或計畫內與性別相關之工作項目及經費，請填寫方

案或計畫內具有促進性別平等目的或效果之工作項目，及其性別預算數計算方式

（如推估標準、方式）。 

5.各機關擬編概算應依「XXX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規定，於預算籌編

過程中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策及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

標及效果之計畫，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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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表 

填報部會：大陸委員會_ 

辦理情形資料區間： 109 年 1 月-6 月 

議題名稱 策略 
(A) 

具體做法 
(B) 

績效指標 
(C) 

辦理情形 
(D) 

促進公

私部門

決策參

與之性

別平等 

研 議 相 關

措 施 或 修

正 相 關 規

定，提升性

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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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指定

代理人員）不低於

三分之一。 

108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75%(含性平專案

小組、性騷申訴小

組、甄審考績委員

會) 

109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75% 

110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75% 

111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75% 

一、本會委員會開

會情形如下: 

(一)2 月 26 日召開

第 17 次委員會

議：總出席人數

60 人（女性 20

人，30.3%）。 
(二)6 月 30 日召開

第 18 次委員會

議：總出席人數

69 人，（女性 22

人，31.8%）。 

(因武漢肺炎疫情

關係，本(109)年 3

月至 5 月未召開委

員會議) 

二、本會甄審考績

委員會及性平專

案小組，皆於本

年 6 月 30 日任期

屆滿，辦理改聘

事宜，前開 2 委

員會新聘之委員

男女性別比例皆

符合任一性別比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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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低於三分之

一。 
 一、 海基會 

精進作法：未來政

府機關代表之董

事，有合適之女性

副首長，將建議相

關政府部門指派女

性副首長優先擔任

董事，以提升女性

參與決策，並於109 

年進行改選增加至

少1 位女性董事。 

二、策進會 
精進作法 :因章程

規定連選得連任，

即現有董事倘有意

續任，均予以留

任，108 年已辦理

董、監事換屆改

聘，已新增聘 1 位

女性董事。未來政

府機關代表之董、

監事，有合適之女

性副首長或人選，

將建議相關政府部

門指派女性副首長

或人選優先擔任董

事或監事，以提升

女性參與決策。 

一、 董事部份： 
108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0% 

109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0%

110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0% 

111 年達成目標數

1 個，累積達成度

50% 

二、監事部份： 

108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50%(海基會) 

109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50% 

110 年達成目標數

0 個，累積達成度

50% 

111 年達成目標數

1 個，累積達成度

100% 

一、 本會已向海基

會及策進會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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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另本年 5 月 11

日將行政院秘

書 長 函 修 正

「大陸委員會

性別平等推動

計 畫 (108-111
年)」案中有關

行院性別平等

處意見予海基

會及策進會參

處(如附件 5)。 
三、 海基會董監事

任期 3 年，將

於本年 12 月 1
日進行改選，

本會將持續關

注該會相關辦

理情形以落實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四、 策 進 會 已 於

108 年辦理董

監改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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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有董監

事改(增)聘，應

配 合 政 府 政

策，建議相關

部門優先指派

女性副首長或

遴聘女性擔任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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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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