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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性別平等發展歷程



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之重要概念

它是一種推動社會達到性別平等的全

球性策略之一，源自於女性權益保障

之不足，而強調所有政府的政策與計

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

前，對於該政策對於女性和男性的影

響分別進行分析研究。



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主要內涵是認知到男性與女性在資源

與需要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會進而

影響到兩性在公共領域或勞動市場之

參與。因此，如果政策之制定，能先

看到這些差異，針對不同需求設計，

將能避免政策執行上之失衡，或造成

兩性機會不平等之現象。



 生理性別SEX VS. 社會性別GENDE

R

 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性別主流化為策

略

 消除性別歧視與消除性別盲(性別敏

感度)

 性別主流化不等於女性主流化，也不

是要奪權，更不是製造另一個霸權



性別主流化策略與目標

性別主流化是促進性別平等的策略
1. 強調在評估法案、政策或計劃各行動

時應分析對兩性產生的影響或應排除

的障礙，以確保兩性均能受益。

2. 經由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之政策

與計劃的設計、執行、監督、評估過

程中，整合加入兩性的經驗及關注的

議題。



性別主流化策略與目標

性別主流化的推動目標
促進兩性均等受益，打造性別正義的社

會，達成性別平等之終極目標。



認知能力上的差異

項目

智力性向（6歲以下）

記憶

語文能力

數學能力

認知處理形態

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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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Task而定



兩性溝通模式的差異
口語溝通：
 談話角色與內容：

♂：口語上的支配者；較直接的要求語句

♀：傾聽者；較多口語上的順從及笑容

 自我揭露：

♂<♀

自我揭露是一種特殊的溝通過程，人們將自己

內心的感受與訊息，與他人分享



兩性社會行為的差異
人際問題的處理：
 ♂<♀

自陳式的同理心(self-reported empathy)：
 ♂<♀

行為表現的同理心(behavior empathy)：
 ♂=♀

養育行為（parenting behavior）：

 ♂=♀



兩性在「接吻」的差異
Psytopic網站調查報告中顯示（900多份有效問

卷，針對14-59歲，調查期間3個月）：
 接吻的閉眼表示投入程度：
♀女性87.5%閉眼，五成會偶而睜開眼睛看對方的表情，再繼

續閉上眼睛，腦中一片空白。

♂男性72.7%閉眼，六成會睜開眼睛看對方美麗的表情，認為

看戀人陶醉的樣子是一種享受。

 接吻時頭偏的方向：
無論是否為左撇子，接吻時通常是把頭偏向右邊，反之表示你

和接吻對象的感情熱度不夠高。



兩性溝通模式的差異
人際問題的處理：

 ♂<♀

談話時的視覺接觸(eye contact)：

 ♂<♀

行為表現：

 ♂具支配性及高地位；♀：較柔順且溫暖。

談話時的人際距離(social distance)：

 ♂>♀



CEDAW



CEDAW是什麼?

性別平等及人權保障是普世價值，為了促

進世界各國實踐男女平等，聯合國大會於

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f all form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CEDAW) 作過國際人權重要規範，

是聯合國五大人權公約之一，並在1981

（民國70）年正式生效。



CEDAW是什麼?

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

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

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

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

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

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CEDAW是什麼?

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

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

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

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

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

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CEDAW是什麼?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

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

別平等，行政院爰於2006（民國95）年7

月8日函送公約由立法院審議並於2007

（民國96）年議決後，總統批准並頒發加

入書。

立法院2011（民國100）年三讀通過「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

自2012（民國101）年1月1日起施行。



CEDAW是什麼?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政

措施，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

平等各級政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

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並應籌劃、推

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



CEDAW是什麼?

同時需依照CEDAW規定，每4年提出我

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國家報告，並邀請相

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各級

政府機關執行公約所保障各項性別人權

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

編列；另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施行法施行3

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修正或廢止，及

行政措施之改進，以符合CEDAW規定。



何謂性平三法?

1. 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兩平法；兩性

工作平等法91.01.16公佈，91.03.08

施行，97.01.16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

法）

2. 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騷法；94.02.0

5日公發佈，95.02.05施行）

3. 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93.06.

23日公發佈施行）



立法目的之比較
1.兩平法（保障工作權）

 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2.性騷法（保護被害人權益）

 防治性騷擾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3.性平法（保障受教權）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推動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依據：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3屆第3

委員定期會議決議事項及本府推動性別

主流化實施計畫(104-107年)辦理。

 目的：促進各機關於政策、計畫或方案

規劃與執行時，融入性別觀點，並於推

動方式上具創意性與生活化，得以落實

本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與實踐性

別平等。



 實施對象：本府各一級機關(含所屬之二級機

關及區公所)。

 實施方式：

1) 本府各一級機關(或推薦所屬機關)提報推動

與性別平等相關且具有績效之創新計畫、措

施、方案。

2) 以本府各一級機關為提報單位，至少提出1件

創新計畫，其所屬之二級機關則併由一級機

關負責提報(區公所部分請由民政局負責)。



 實施期程：自106年度起每2年辦理一次。當年度9月

提報；當年度10至11月評審。

 評審作業與標準：

1) 由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邀請

4名婦女權益、性別平等研究專長或具實務經驗之專

家學者共同組成評審小組，進行審議。

2) 評審標準包含「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10分)、「將

性別觀點融入業務程度」(20分)、「開發及運用資源

情形」(20分)、「創意性」(30分)及「影響程度(具體

績效)」(20分)。



 評審作業與標準：

3) 各機關所提之創新計畫、措施、方案之資料，將由本

計畫評審小組進行書面初審，得分前三分之一機關進

入複審與進行簡報(必要時，視情況進行實地訪查)。

 獎勵方式

1) 獲選之機關，擇期於市政會議頒獎。

2) 獲獎機關得核予相關人員行政獎勵。



 其他事項：

1) 相關幕僚作業由本府社會局負責辦理。

2) 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3) 各機關辦理各項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或性平創新方

案等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各局處評估
局處性質分析

1) 性別意識高度相關

2) 性別意識中度相關

 性別平等意識之人員持續培訓

 可能推動創意方案的評估與討論

 專案小組的組成



計畫準備重點
 計畫依據/目的：統計資料、政策、趨勢

 預計對象：是否有特定對象

 計畫內容設計：含創新方式、經費分配、時間表、

運用資源、階段性（二年的運用）

 宣導方式：活動前招募或是成果的宣導（新聞稿）

 計畫回饋/成果檢視：依照活動目的進行的使用

者回饋、統計結果、或是質性結果

 影響範圍：含延伸/漸接影響對象、延宕時效

 完整結果呈現：成果報告撰寫、ppt



實務案例分享



性別友善空間

請根據您的工作職場或是公共區域，

想想有那些是該加強的性別友善空

間？

覺得校園內哪些地方不安全？不安

全的時間點為何？為什麼？

「照明」463筆

「廁所」109筆



校園性別友善空間

「校園性別友善空間」是指安全與

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例如：良

好的視覺穿透性、照明、行動預示、

清楚的方向指標…等減少安全死角，

並可避免偷窺之行為，降低性騷擾、

性侵害或暴力傷害事件的發生。



校園性別友善空間(續)

上述「安全」是指與性別相關的人

身安全，例如：性侵害、性騷擾、

偷窺及其他身體攻擊行為等議題，

不包括交通事故或路面容易跌傷等

安全議題。



實習期間發生性平事件時？























Thank you

Gender E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