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所屬機關(構)105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考核報告
一、 前言

為協助引導推動性別主流化、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
CEDAW，且鑑於本部「104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考核及獎勵計畫」所獲成績不盡理想（未達 80 分）
，爰於 105
年 4 月 7 日依據「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
獎勵計畫」訂定本部考核計畫，考核對象為本部所屬機關(構)，
每年度考核一次，並訂定相關獎懲辦法(考核計畫詳如附件 1)。
本計畫評核項目係依「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
導考核及獎勵計畫」之必評項目訂定，分為書面審核（占 90%）
及平時業務配合度（占 10%）二大項(評核表詳如附件 2)：
(一)書面審核評量指標：包含「基本項目」
、「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CEDAW」
、「性別主流化實施」、
「執行業務深化性平意
識及性平意識培力相關執行情形」
、「加分項目」、
「扣分項
目」等 7 項。
(二)平時業務配合度評量指標：包含「專案小組委員出席率」
、
「資料定期提交及業務主動配合度」2 項。
本次考核期間為 105 年度，各所屬機關應於 106 年 2 月底前
提交初評報告，嗣後由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召集人，邀集本部
性別平等業務單位及相關學者專家參與考核。惟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於 106 年 3 月 8 日大幅修改「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
務輔導考核及獎勵計畫」，並新增多項考核指標，致本部考核內
容未能與行政院指標完全契合，且本年度為本部首次進行部內考
核，各附屬機關(構)多無法精確依據指標填報，經多方評估後，
建議本次部內考核僅作為試評，不計評等及獎懲，惟考核意見將
作為檢討未來推動性別平等業務之重要參考。
1

二、 考核意見
綜觀本部各附屬單位推動性別平等業務之辦理情形，有關文
化資產局於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中納入性別觀點；影視及流行音樂
產業局補助女性影展、酷兒影展及女性音樂創作平台；臺灣博物
館推動新住民相關計畫；歷史博物館推廣家務分工及對同性議題
的關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辦理「私密的傷痕－由慰安婦看性別
暴力與女性議題」展；臺灣交響樂團依據性別統計調整硬體設施
規劃；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多項女性議題出版品等，皆為各館所
之業務亮點。
本次試評，表現優良(含平時業務配合度)的附屬機關(構)為
臺灣歷史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新竹生活美學館、文化資產局及
臺灣博物館；有待加強者為國父紀念館、史前文化博物館、傳統
藝術中心、彰化生活美學館及衛武營籌備處(含考核資料遲交扣
分)。
本案謹就應加強之處分述如下，請各單位於辦理性別平等業
務時納入檢討：
(一) 部分附屬機關之成果報告內容與平時提報之資料(如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及提升女孩權益行動
方案之辦理情形)落差甚大，平時提報資料多回覆無資料可
提供或與其業務無關，但考核成果報告所載內容卻十分豐
富，因平時業務配合度亦納入考核成績，爰請未來能積極
提報相關資料。
(二) 部分附屬機關尚未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官網亦無性別
平等專區或相關性別統計資料，因上開各項業務為行政院
對本部性別平等業務考核的重點之一，亦為性平委員所關
切，尚未成立工作小組或設立專區之單位，應於 106 年 7
月底前辦理完竣。
2

(三) 部分附屬館所未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業務，僅以活動之性別
統計人數，或教育訓練之辦理情形提報，未能看出業務推
動成果。目前性別平等政策重點已漸由婦女權益轉至多元
性別權益推廣，請繼續辦理女性議題活動、增加女性議題
之可見度，並擴大思考於業務中納入全性別思維，以落實
「性別平權」
，而非僅有「兩性平權」。
(四) 以下為針對附屬機關(構)之個別考核意見及考核分數：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業務亮點

考核意見

考核分數

1. 補助重要民俗保存團體白沙屯拱
天宮辦理「重要民俗-白沙屯媽祖
進香之穿越時空紀錄出版計畫」，
報導女性參與民俗活動過程與角
色之變遷演進，並分送參與進香之
民眾與團體，推廣參與民俗活動之
性別平等觀念。

1

文化資產局

2. 於北中南東區辦理 4 場次「無形
文化資產法令與民俗保存維護研
習活動」，加強與民俗保存團體對
請積極持續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推廣業
話交流，輔導推動保存維護工作，
務。
同時應重視性別平等觀念。
3. 辦理重要民俗文化資產追蹤訪
視，增列「民俗參與機會之性別平
等」評估項目。
4. 佐證資料清楚豐富，平時資料提供
準時度達 100%，另「歷史與文化

79.48

資產維護發展（第三期）計畫」之
性別影響評估被列入行政院性別
平等會「性別影響評估案例分享專
區」。

2

1. 補助台灣國際影音與教育協會辦
考核資料與平時會辦資料之提供配合
理「第三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度有顯著落差，因影視相關產業為行
影視及流行音 2. 補助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政院性別平等委員關切之重點業務，
樂產業局
辦理「第二十三屆台灣國際女性影
未來請積極提報相關資料並配合出席
展」。
會議。
3. 補助她的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辦理
3

75.51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業務亮點

考核意見

考核分數

「Her ToHer」硬地音樂行銷及產
業輔導促進計畫，建立華人世界第
一個女性創作平台。
4. 補助「替身」等五部性別議題相關
之電視節目及紀錄片。
1. 推動「探訪臺博後花園―東南亞文
化體驗」、「國立臺灣博物館新住
民服務大使培訓」等相關計畫。

3

臺灣博物館

2. 舉辦「臺灣女孩日」活動。
3. 辦理「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文 請積極持續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推廣業
展」、「頭頭飾道」等原住民女性 務。
文物展。

79

4. 利用環境教育色，透過 Facebook
專頁，精選生態育兒行為之影片及
照片，宣導男性參與家務分工。
成果報告書內容多為對內辦理宣導等
辦理情形，幾無針對性別平等議題規

4

5

臺灣美術館

與女性影展合作辦理「她者觀點―女
劃之活動及展覽。平時資料提供準時
性專題影展」，播映女性影像作品 26
度為 75%，惟多無參考及使用價值，
部，舉辦 2 場映後座談，觀影人次 3532
配合度較差。請參考臺史博於業務內
人。
融入性別平等思維之作法積極推廣相
關業務。

無針對性別平等所辦理之活動及成
果；另平時所提供之資料多無法採用
臺灣工藝研究 與內政部移民署合作辦理 2 場新住民
或無相關辦理情形，僅有活動之性別
發展中心
重要節慶活動。
統計，無益於性別平等業務之推動，
請加強。

4

78.47

77.9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6

歷史博物館

業務亮點

考核意見

1. 舉辦「情繫背兒帶:傳統與創新」
特展及體驗活動，推廣男性參與家
務分工觀念。
2. 舉辦「普普．塗鴉 凱斯哈林」特
1. 未附佐證資料，如「強化觀眾參與
展，喚起觀者對同性戀者等多元性
的博物館設計論壇 」，無法了解
別議題的關懷。
於論壇中如何提供性別平等觀點
3. 鼓勵扶植女性設計及創意人才投
的國際博物館社群的對話交流。
入博物館文創開發之列，105 年扶
2.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達 87.5%，惟
植 8 位。
所提供之資料多無法採用，未來請
4. 「強化觀眾參與的博物館設計論
針對重點業務積極填報資料。
壇 」，提供性別平等觀點的國際
博物館社群的對話交流。
5. 出版《她―在歷史的背後》展覽圖
錄。
1. 臺灣音樂館辦理「臺灣中生代音樂
家群像調查研究計畫」，共完成 6
位女性音樂家之數位資料共計 128

7

1.
筆。
2. 於傳統表演藝術團體基礎概況調
查計畫、傳統表演藝術消費參與概
2.
況調查計畫及宜蘭傳藝園區(展示
傳統藝術中心
館)遊客滿意度調查問卷中，均納
入性別平等相關議題之問項。
3. 臺灣戲曲中心開台除煞科儀活動
3.
「芝山起義‧鍾馗祈福‧百仙齊
賀」，注入戲曲美學，轉化過往不
適宜一般大眾甚至女性觀看的禁
忌，逐步抹去女性不潔的舊有陋
俗。

8

國父紀念館

辦理成果多無性別統計或比例，難
以判斷成效，且無針對性別平等政
策所辦理之活動。
本次考核資料遲交一個月，平時資
料提供準時度僅 25%，須經數次催
交後才送部，未來請積極配合性別
平等相關業務。
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成立性平
工作小組，並於官網成立性平專

83.14

64.08

區。

1. 共計辦理 12 檔女性藝術家創作 辦理情形多為對內宣導及內部性別統
展。
計，另本次考核資料遲交一個月，未
2. 蒐集女性革命志士秋瑾與徐宗漢 來請積極配合行政院及部內政策辦理
（原名佩萱）共 2 名之相關史料。性別平等業務。

5

考核分數

66.76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業務亮點

考核意見

考核分數

1. 辦理情形較零碎且與身心障礙之
1. 與亞太事務研究中心、婦女救援基
辦理情形混淆。平時資料提供準時
金會等合辦「私密的傷痕－由慰安
度達 100%，惟所提供之資料多無
中正紀念堂管
婦看性別暴力與女性議題」展。
法採用。未來請針對性別平等業務
理處
2. 辦理女性藝術家或議題相關展覽
提報資料。
共計 18 檔。
2. 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於官網成
立性平專區。

70.2

1. 結合卑南族南王社區辦理卑南族 1. 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達 100%，惟
小米傳統栽種及文化祭儀系列活
本次考核資料遲交一個月，104 年
臺灣史前文化
動。
以前辦理女孩日相關宣導成效卓
10
博物館
2. 辦理部落婦女主持及主講之專題
著，請積極辦理。
演講。
2. 尚未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應於
3. 女孩日免門票優惠。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成立。

66.48

1. 辦理臺灣女孩日活動。
請積極持續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推廣業
11 臺灣交響樂團 2. 依據入場觀眾性別統計調整哺集
務。
乳室及廁所使用分配。

74.77

所辦理之活動及展覽與性別平等關聯
性不高。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為
辦理新住民文化推廣親子教育活動，
62.5%，惟多無參考及使用價值或無資
邀請新住民婦女擔任主講人。
料提供，未來請積極辦理性別平等推
廣業務。

73.47

9

12 臺灣文學館

1. 臺灣女人網站及《臺灣女人紀事．
歷史篇/生活篇》專書，於 104 年
獲行政院「第 14 屆金馨獎」性別
平等創新獎。
2. 與南洋臺灣姐妹會合作發展中小
學主題教案「移民故事盒」主題教
具箱規劃。
臺灣歷史博物
13
3. 出版以平埔原住民女頭目為主角 請持續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推廣業務。
館
的《歷史小將:英雄之路》史普漫
畫及《臺灣好說:臺灣女人影像紀
錄》影音光碟。
4. 辦理「穿梭的記憶，女力軌跡—臺
灣女性百年足跡特展」。
5. 新增 7 項性別統計指標。
6. 舉辦「臺灣女孩日」活動。
6

96.23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業務亮點

考核意見

考核分數

7. 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達 100%。會
辦案件配合度良好，所辦理之相關
計畫及展覽多融入性別觀點，且所
提報之資料皆完整可用，並協助本
部進行製作 CEDAW 教育訓練教材。
1. 與「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合作計畫辦理「女力扎根新觀點～
新竹生活美學
14
館

從女性與夢想、愛情無齡限、母職 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為 75%，惟多回
與家庭、環境與生命探索出發」系 復無資料提供，與成果報告有所落
列影展講座。
差，未來請積極提報相關資料。
2. 補助「性別主流暨新移民電影賞析
與映後座談」活動計畫。

1. 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為 75%，因館
內分工不清致本次考核資料遲交
1. 辦理 8 場女性藝術家展覽活動。
一個月。請參考新竹生活美學館及
彰化生活美學
15
2. 國民記憶庫計畫，完成 85 則女性
臺南生活美學館所提報之成果報
館
故事錄製。
告積極辦理性別平等業務。
2. 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於官網成
立性平專區。
1. 舉辦「自己的房間」女性藝術工作
坊。
1.
2. 舉辦藝起來美學暨四季音樂會戶
外演出活動，透過劇場表演深化孩
臺南生活美學
2.
16
童性平意識，教導孩童如何避免性
館
騷擾。
3. 文化部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
補助案，辦理新住民婦女文化培
力、返鄉女青年口述歷史訪查等。

成果資料豐富，惟未詳細敘明與性
別平等之關聯性。
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達 100%，惟
近半數回復無相關辦理情形，與成
果報告落差甚大，未來請積極填報

53.23

75

相關成果。

1. 辦理 7 項女性相關展覽。
臺東生活美學 2. 補助「女性主義再出發-2016 國際 請積極持續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推廣業
17
館
女性藝術家臺東邀請展」、「三媽 務。
畫展-移動與勞動」。
1. 性別平等亦為人權之一環，請該館
國家人權博物 規劃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專
可將二者結合設計相關活動或推
18
館籌備處
輯，主題涵蓋呈現女性觀點。
動相關業務。
2. 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成立性平
7

80.61

77.42

61.5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業務亮點

考核意見

考核分數

工作小組，並於官網成立性平專
區。
1. 未附成果報告及附件，僅回傳自評
表、廁所維修單及本部彙整之哺
集乳室概況表，且無任何相關說
明。查該籌備處仍有網站且所屬
相關場地亦仍繼續辦理活動，建

19

議可填報場地租用辦理之相關性
別活動、講座等。
2. 平時資料提供準時度為 62.5%，惟
多回復無相關辦理情形或無回
復，未來請積極配合行政院及部

衛武營藝術文
無。
化中心籌備處

內政策提報資料。
3. 應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成立性平
工作小組，並於官網成立性平專
區。

三、 結語
(一)本次試評作業，雖各機關未熟悉指標，無法切合落實提報，惟仍
有不少單位於推動業務納入性平觀點或有創新作為，可作為參考
借鏡之處，建議業務屬性相似之單位，可參考表現優良館所之相
關作為，擬定合適的性別平等措施。
(二)本案擬於下年度參照「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
核及獎勵計畫」修正相關考核指標及配分，以確實達到配合行政
院政策推動之目的；另亦將研擬修正獎懲措施，如考核達優等之
附屬機關(構)，可免參加隔年度之考核等。
(三)本次試評作業暫不於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進行專案報告，惟因
「106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獎勵計畫」
將於本年 7 月進行書面評核、9 月進行實地評核，需各單位提供
資料及出席實地考核會議者，請協助配合，並請各單位賡續積極
8

19.89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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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化部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考核實施計畫
文化部 105 年 4 月 7 日核定

壹、依據
「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獎勵計
畫」
。
貳、目的
為協助引導本部所屬各機關於擬訂政策、計畫及措施時能融
入性別觀點，主動創新推展性別平等措施、推動性別主流化、落
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 CEDAW，積極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平
等，特訂定本計畫。
參、實施範圍
各年度推動及執行「性別平等相關業務」之成果與績效。
肆、考核方式
以書面審核方式及平時業務配合度為主，附屬機關應提送參
照「成果報告書」內容(詳附件)，於隔年 2 月 28 日前提報相關
資料(製作電子檔案)送本部考評，經考核小組認為必要時，得進
行受評機關之實地訪查。
伍、考核小組成員
由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召集人，邀集本部性別平等業務單
位及相關學者專家參與考核。
陸、 獎懲方式
一、 考核獲「優等」之機關，專責人員及主管各 1 人，最高記功
各 1 次，協辦人員由機關酌予敘獎。
二、 考核獲「甲等」之機關，專責人員及主管各 1 人，最高嘉獎
各 2 次，協辦人員由機關酌予敘獎。
10

三、 考核獲「丙等」之機關，應於考核結果公布後二個月內提出
整體檢討報告。
柒、評等方式
等級

得分(以總分 100 分為基
準)

優
甲
乙
丙

90 分以上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綜 合 考 評
確實執行且成果優異
執行成果甚佳
執行成果尚可有待改進
執行不力應檢討改善

捌、評審標準
評核項目

評量指標

評核分數

一、 基本項目
二、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三、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
書面審核 四、 性別主流化實施

90 分

五、 各機關執行業務深化性平意識及性
平意識培力相關執行情形
六、 加分項目
七、 扣分項目
平時業務配
合度

一、 專案小組委員出席率(如非專案小組
成員，則以第二項為評分基準)
二、 資料定期提交及業務主動配合度

11

10 分

附件 成果報告內容及體例

105 年度「性別平等業務」
成果報告書

(單位名稱)
-以單位全銜為準

中華民國

年

12

月

日

壹、單位業務現況簡介
簡要介紹單位業務項目及概況。

貳、基本項目(考核指標 p.1-2)
一、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
二、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訂定實施辦法，並定期開會。
三、硬體設施及空間規劃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四、辦理內部性別平等宣導(含網頁平台)。
五、結合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相關工作。

參、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考核指標 p.2)
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是否訂有計畫、方案、措施。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辦理情形。

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考核指標

p.2)
一、是否訂有計畫、方案、措施之執行情形。
二、法規檢視後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為。

伍、性別主流化實施(考核指標 p.2-4)
一、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之辦理情形。
二、辦理性別統計與分析情形。
三、辦理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四、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或法律案之性別影響評估情形。
五、高階主管及職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情形。

陸、執行業務深化性平意識及性平意識培力相關執行情
形(考核指標 p.4)
一、性別相關委託/委辦及採購案。
二、性別相關補助案件。
三、性別相關活動案。

柒、其他(加分項目，考核指標 p.4-5)
捌、未來努力方向
13

說明未來推動性別平等業務努力方向及具體作法。

玖、附件
請填報考核指標自評分數及附件表格，並提供佐證資料，如相關
照片、統計資料等。
＊成果報告書體例如下：
1. 以A4紙張，雙面、直式、橫書繕打。
2. 報告書字體規格：
（1） 標題為16號字標楷體；內文為14號字標楷體；行距為單行間距。
（2） 數字標號：依序為壹、一、（一）、1、（1），其餘標號自訂。
3.本文中請附上重要之圖、表或照片輔助說明，並視需要提供佐證資料。
4.成果報告內容（含附件）應整併為單一檔案，以PDF檔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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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5 年性別平等業務考核指標

機關名稱：
填表人：
資料填報期間：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壹、基本資料
編制內員工人數(含約聘僱)：
人(占

人：男

人(占

%)；女

%)。

表 1：各官等人數統計表：
官等

簡任(共

身分別

主管

性別

男

女

人)

薦任(共

非主管

主管

男

男

女

人)

委任(共

非主管
女

男

主管
女

男

女

男：
女：

%
%

人)

其他(共

非主管

主管

男

男

女

人)
非主管

女

男

人數
比率
官等
性別比率

男：
女：

%
%

男：
女：

%
%

男：
女：

%
%

貳、評量指標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 得分
22

一、基本項目
(一)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 2 分。
(專責人員 1 人以上 2 分、兼辦人員 3 人以上 1 分、兼辦人員 2 人
以下 0.5 分)
(二)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訂定實施辦法，並定期開會 3 分。
(三)硬體設施及空間規劃符合性別平等原則 3 分。
(如男女廁所比例、性別友善廁所、孕婦專用停車格、哺乳室
15

2
3
3

女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 得分

等)
(四)辦理內部性別平等宣導(含網頁平台)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及數量 3 分。
(3 種以上 3 分、2 種 2 分、1 種 1 分)
2.有自製性別平等宣導文宣且宣導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5 分。
(有，文宣種類 3 項以上且宣導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5 分、
有，文宣種類 2 項且宣導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4 分、
有，文宣種類 1 項且宣導內容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3 分、
有，文宣種類 4 項以上但宣導內容僅部分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2
分、
有，文宣種類 1-3 項但宣導內容僅部分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1 分)

3

5

(五)結合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相關工作。
1.是否訂有計畫、方案、措施納入各式評鑑或考核指標 3 分。
2.訂有計畫、方案、措施、納入各式評鑑或考核指標之實質內容
3 分。
(有落實且成效良好 3 分、有推動但成效尚可 2.5 分、沒有推動 0 分)
小計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一)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是否訂有計畫、方案、措施 3 分。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辦理情形 5 分。
(有落實且成效良好 5 分、有推動但成效尚可 2.5 分、沒有辦理 0 分)
小計
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
(一)是否訂有計畫、方案、措施之執行情形 3 分。
(所訂定之實質內容與整體目標達成度高 3 分、
所訂定之實質內容與整體目標達成度中 2 分、
所訂定之實質內容與整體目標達成度低 1 分)
(二)法規檢視後性別統計落差之改進作為 5 分。
(提供改進措施及成果成效良好最高 5 分、成效尚可最高 2.5 分、
無成效 0 分。)
小計
四、性別主流化實施
(一)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之辦理情形。
1.是否訂有計畫、方案、措施 2 分。
2.官網是否設置性別平等專區 3 分。
16

3
3
22
8
3
5
8
8
3

5
8
27
2
3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 得分
(二)辦理性別統計與分析情形。
1.新增並公布於機關網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2 分。
2
(5 項以上 2 分；1-4 項 1 分；0 項 0 分)
2.網頁公布之性別統計指標，是否提供時間數列資料 2 分。
2
(50 以上指標有提供者 2 分；30%-49%指標有提供者 1 分；未達 30%
0 分)
3.網頁新增之性別議題相關之統計分析篇數 2 分。
2
(4 篇以上 2 分；1-3 篇 1 分；0 篇 0 分)
4.性別統計網頁使用友善情形 2 分。
2
(針對機關性別統計網頁之架構、蒐尋及連結便利性、統計資料
即時性、指標及統計分析質量等綜合考量。)
(三)辦理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1.機理各項施政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是否參酌「性別影響評估
2
檢視表」相關建議，於研擬及配置經費時，考量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需求 2 分。
2.擬編年度概算時，是否參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之受益對
象分類，針對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為受益對象需
2
優先推動之計畫，於各該機關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概算額度
內，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2 分。
3.是否依規定填具「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並於
年度歲出概算報送行政院前，提送各該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核備 2 分。
(四)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或法律案之性別影響評估情形。
(如無報院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或法律案者，則扣除該項分數並
換算總分重新計分)
1.報本院之法律案或計畫案辦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建議項
數參採率。1 分
(得分=建議項數參採比率配分
舉例說明：如建議項數參採率達 98%，本題配分 2 分，則得分
為 98%2 分=1.96 分)
2.程序參與之民間專家學者 1 分。
(民間專家學者全部為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或為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委員，或為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委員 1 分；民
間專家學者僅部分符合上述人員者 0.5 分)
3.其餘計畫亦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含非中長程個案計畫)2 分
17

2

1

1
2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 得分
(五)高階主管及職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情形。
1.高階主管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占該部會高
2
階主管總數比率 2 分。
(得分=高階主管人員參訓比率配分)
2.職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占該部會職員總數之
比率 2 分。
2
(得分=職員參訓比率配分
舉例說明：如參訓比率達 98%，本題配分 3 分，則得分為 98%3
分=2.94 分)
小計
27
五、執行業務深化性平意識及性平意識培力相關執行情形。
15
(如無辦理相關案件者，則扣除該項分數並換算總分重新計分)
(一) 性別相關委託/委辦及採購案5分。
(佔年度機關辦理案件總數比例超過50%者 5分；30%以上者2.5
5
分；未達30%者0分)
(二) 性別相關補助案件5分。
(佔年度機關辦理案件總數比例超過50%者 5分；30%以上者2.5
5
分；未達30%者0分)
(三) 性別相關活動案5分。
(佔年度機關辦理案件總數比例超過50%者 5分；30%以上者2.5
5
分；未達30%者0分)
小計
15
六、加分項目(請自行列舉)
每項最高加2分
10
舉例：
1.核心業務範圍內針對性別不平等之改善作為。
2.國際交流及國內推廣。
3.建構性別友善職場。(含對外宣導營造性別平等友善家庭職場、
鼓勵男性參與家務分擔等)
4.國家報告。(如：新增暫行特別措施)
5.精進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如：研發與機關核心業務相關具性
別平等意識有關之教材或案例)
6.提升媒體或藝文工作者之性別意識。
7.協助地方政府推廣及落實性別平等之作為。
8.協助推動情感教育及預防分手暴力。
18

考核項目

配分 自評 得分

9.設置性別平等專責單位。
10.跨機關合作方案、措施。
11.提升女孩權益相關辦理情形。
12.其他。
10

小計
七、扣分項目
第 1 項至第 6 項每項扣 2 分，第 7 項每項法規、行政措施扣 1 分

1.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止相關規定，機關應依法辦
理，未依法處理者予以扣分。
2.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性騷擾之防治相關規定，機關針對性騷擾
案件應依法通報及處理，未依法通報及處理者予以扣分。
3.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促進工作平等措施相關規定，機關應依法
辦理，未依法處理者予以扣分。
4.未辦理「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規定與措施者，予以扣分。
5.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或其施行法相關規
定(不包含 CEDAW 施行法第 8 條)。
6.須報院之計畫案或法律案未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7.經檢視違反 CEDAW 施行法第 8 條應修正法規及行政措施尚未完
成修正。
(每項法規、行政措施扣 1 分)
小 計
總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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