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撰寫指引及範例參考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111年1月編製

（內容供本府同仁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時參考，請勿做其他用途）

（計畫類及公共工程類適用）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流程



工程或計畫
1、規劃前期或執行前
2、執行中
3、執行後檢視滾動修正

性別影響評估評估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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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自治條例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自治條例制定案/修正案
或其他法規類案件

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重大施政/與性別相關計畫

臺北市政府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一般表】

臺北市政府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簡表】

符合簡表評估之5項情形
並經性平小組討論

（註：【簡表】自111年起適用）

性別影響評估表適用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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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就已選定之工程案/計畫案/
法律案，納入性別觀點

撰寫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機關自評】

民間性平專家學者進行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依程序參與之專家意
見完成【第三部分】

評估結果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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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機關自評】

民間性平專家學者
進行【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依程序參與之專家意見完
成【第三部分】評估結果

需附上評估的
原計畫內容

✓婦權基金會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
✓臺北市性別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現任或曾任臺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平等

相關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家學者委員

程序參與方式3擇1：
1、提報性平小組
2、請委員提供書面意見
3、召開研商會議

很重要！要講3遍！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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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機關自評】

民間性平專家學者進行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依程序參與之專家意見完成
【第三部分評估結果】

需修正

不需修正

原草案或計畫

修正原草案(法案)或計畫
修正性別影響評估表

修正性別影響評估表

參採建議並
修正性別影響評估表

(如未參採，應說明不參採原因)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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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機關自評】

民間性平專家學者進行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依程序參與之專家意見完
成【第三部分】評估結果

參採情形
提報性平專案小組

(始完成性別影響評估)

實質審查

如案件具緊急時效性且不及提報性平小組，
可先送性平辦確認完成評估。(後續應另
於性平專案小組報告)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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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撰寫及範例
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本撰寫指引標題架構
請對照【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內容



重點1

重點2

本計畫/方案/措施目的係⋯⋯

先說明本次評估的計畫（或方案、措施）目的。

接著說明計畫與左欄所列的性別平等法規或政策之間可能的相關性，並
續寫評估項目1-2。

重點3 如果沒有性別平等法規或政策的相關性，請判斷是否適用【簡表】；
如不適用【簡表】，請續寫評估項目1-2。

本計畫/方案/措施與《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相關，⋯⋯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10

1-1 1-2 1-3 2-1 2-2 2-3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評估項目1-1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7：中華民國人民，無分
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0 VI：國家應維護婦女
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
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民法(繼承編、親屬編)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騷擾防治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施行法
人口販運防制法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

歧視、政策措施
保障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
暫行特別措施
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
賣淫
政治和公共生活
代表權、國籍權
教育、就業、健康
經濟和社會福利
農村婦女
法律、婚姻和家庭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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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評估項目1-1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home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
臺北市育兒津貼發給自治條例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
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
臺北市政府以性別觀點建構的因應少
子化高齡化政策
臺北市政府所轄機關構之廁所涉及不
分性別設計之設置參考原則
臺北市政府新建及改建廁所設置原則

→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就業、經濟與福利篇
人口、婚姻與家庭篇
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人身安全與司法篇
健康、醫療與照顧篇
環境、能源與科技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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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評估項目1-1

https://www.oge.gov.taipei/Default.aspx
https://gec.ey.gov.tw/Page/FD420B6572C922EA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1、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性別平等及歧視禁止」
2、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4條：「各
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
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

【民政局】臺北孔廟志工暨雅樂舞團志
工招募計畫

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本活動相關祭典科儀，涉及到「教育、文化與媒體」篇
致力於改善各級教育與科系的性別隔離現象，鼓勵學生
適才適性發展，消除婚姻、喪葬、祭祀、繼承等傳統禮
俗中具性別貶抑之文化意涵，並鼓勵媒體製播性別平等
意識節目，以消弭性別歧視及性別刻板印象。

【客委會】臺北客家義民祭典

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本升級計畫涉及強化公共運輸環境之營造，與《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具體行動措施，建議
「全面檢討大眾運輸工具之便利、友善及安全性」，強
調之營造性別友善且安全之交通運輸環境，以滿足女性、
高齡等族群之需求。

【交通局】YouBike 2.0 計畫

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CEDAW公約第5條規定：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
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
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衛生局】臺北市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
稽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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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評估項目1-1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
1、臺北市女性權益促保障辦法第五條：

採行適當措施，提供女性可自由行動使用之空間(性別友善廁
所)，並以保障其自由安全及必要之隱私，定期檢查所轄公共
廁所，消除窺視設備。

2、「臺北市政府新建及改建廁所設置原則」
3、「臺北市政府所轄機關構之廁所涉及不分性別設計之設置
參考原則」
4、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
作總計畫（109-112年）陸之二之四規定，建置性別友善設施
設備及服務。不以傳統男廁或女廁為標示之廁所，使用上解決
廁所性別障礙問題，包含親子不同性別者、中性或跨性別者、
異性之身障者與伴護者及便器數量分配不均（女廁排隊）等。

【工務局】延平河濱公園(大稻埕碼頭至忠孝
橋下)區域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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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本計畫與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之相關性評估項目1-1

1-1 1-2 1-3 2-1 2-2 2-3



重點1 先確認本次評估的計畫/方案/措施的潛在受益者

誰是潛在受益者？

因為受到性別、性傾向、年齡、環境、族群、地區、障礙、
國籍等條件影響，而：

①從計畫得到好處的人
②從計畫受到負面影響的人
③從計畫無法得到好處的人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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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重點2 蒐集潛在受益者的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並檢視是否有性別落差。

基礎統計、人口概況 公務統計、業務統計 普查資料、調查研究

教育程度、族群 家暴被害人數、出生登記人數

交通運具使用調查、
來臺旅客消費動向調查

性別、地區、年齡 身心障礙 勞動力、失業人口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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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重點3 透過統計數據呈現這群潛在受益者的樣貌，尤其是性別分布。

什麼是潛在受益者的樣貌？

透過各項統計數據，瞭解潛在受益者的性別、性傾向、年齡、
環境、族群、地區、障礙、國籍等分布情形及比較。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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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重點3 透過統計數據呈現這群潛在受益者的樣貌，尤其是性別分布。

潛在受益者的樣貌，例如：

△各區區域發展與臺北市女性里長當選比例無關；臺北市女性里長與男性里長連任比例差距
逐屆縮小。

△大學應屆畢業女性的就業焦慮較高：調查顯示，女性有修讀第二專長比例高於男性、女性
參加過就業輔導活動比例高於男性，由此顯示，女性對於就業較主動、積極。

△老年女性獨居者比率較高；老年男性就業比率較高；年女性財務準備相關較不足。

△女性對臺北e大課程數量滿意度顯著低於男性；女性對臺北e大FB粉絲專頁行銷方式滿意
度顯著較男性低；男女在臺北e大課程類別喜好度有顯著差異，尤以管理類差異最大。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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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重點4 除了性別統計數據，還有其他拼湊出潛在受益者樣貌的方式：

① 列出近5年數據，看是否有趨勢變化。

② 加入其他變項進行比較，例如男女在不同年齡層、不同地區、
是否具原住民/新移民/LGBT身分、是否為身心障礙者等。

③ 參考全國、六都或臺北市全市性別統計，兩者對照後，看是
否符合普遍性，如果不符，可進一步瞭解該數據的特殊性是
什麼。

④ 綜合以上資訊後，融合自己的觀察與經驗，提出簡單的分析。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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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1、臺北孔廟志工人數統計：

【民政局】臺北孔廟志工暨雅樂舞團志工招募計畫

近五年孔廟志工團男女人數，均維持
一定男女比例，女性多於男性。

2、臺北孔廟志工性別及年齡統計：

年齡介於55歲至65歲以上居多，
其中55-64歲區間男女比例差距最
大,推測為女性因家庭照顧責任結
束後，走出家庭進而接觸志願服
務時間也較長；665歲以上男女比
例差距最小，推測為男性退休後
較多餘時間可從事志願服務。

3、臺北市志工人數統計：

108年底男性志工18,447人(26%)，女性
志工52,521人(74%)；男女性皆以50歲至
未滿65歲志工人數最多，男性增加幅度較
107年多23個百分點，女性減少0.26個百
分點。

根據上述資料，現況是女性比男性有較高
意願投入志工，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志工的
印象多為愛心及熱心，此種形象與多數大
眾對女性傳統性別角色的文化規範較一致，
造成男女在志願服務參與行為產生差異。
然而隨著時代演進及價值觀改變，男性志
工人數已逐漸增加，但比例仍較女性低。

受益者

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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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評估項目1-2：
1、本案規劃機關為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相關參與人員包含局內長官及業務組承
辦人員，總計8人，男女人數分別為5
人及3人。

【資訊局】2020臺北盃電競大賽活動企劃

3、皇室戰爭參賽者

受益者(玩家)部分由前段統計資料顯示，
男性參與比例達 98%，女性僅占2%，性
別落差懸殊，如根據2019 youtube<台
灣遊戲玩家行為大調查>顯示，有49% 
玩家為女性，表示電玩中男女比例相差
不大，另依網站 Newzoo 研究調查顯示，
女性在遊戲裡占比並不少於男性，有可
能是遊戲種類問題導致參賽性別以男性
為主。分別對男女玩家喜歡的遊戲種類
做分析，女性前三名分別是輕鬆休閒型、
不需花費金錢購買裝備型與純觀看比賽
型占比67%。

政策規劃者

2、本案承包廠商所組成之團隊總計有
7人，男女人數分別為5人及2人。

性別 人數 比例

男性 126 98.3%

女性 2 1.7%

性別 人數 比例

男性 105 98.1%

女性 2 1.9%

特戰英豪參賽者

服務提供者

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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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評估項目1-2：
1、因推行之初僅要求會員註冊手
機號碼，未有性別統計資料，僅
得依近期公共自行車傷害險投保
資料判別性別：2019年7月至
2020年6月，女性使用者平均人
次237,669(44%)，男性為
299,742(56%)。

【交通局】YouBike 2.0 計畫

2、根據2020年3月微笑單車公司
提供之YouBike 2.0滿意度調查，
抽樣樣本共330人，其中男性209
年(63.3%)，女性121人(36.7%)，
對YouBike 2.0整體服務滿意度整
體為91%、不滿意佔4%；女性滿
意佔83%、不滿意佔17%。

3、本計畫依本局「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
營運管理」契約委託微笑單車股份有限
公司營運，該公司執行本市公共自行車
系統服務總計約276人，其中調度人員女
性19人、男性182人，維修人員女性1人、
男性54人，客服人員女性15人、男性5人，
女性員工共35人，占13%、男性員工共
241人，占87%，男性員工比率高於女性
員工，但交通建設屬環境、能源與科技
領域，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
能源與科技篇之現況及背景分析，可知
該領域存在明顯性別落差，相關從業人
員以男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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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

受益者

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重點4 除了統計數據，建議可參考現成的學術研究、調查研究結果、統計分析
報告、評論文章、新聞報導等資料。

如果沒有可用的性別統計資料或相關分析研究，怎麼辦？

①將未來應建置的性別統計資料，列入評估項目2-1「性別目標」，並
持續改進。

②利用第一線工作人員或承辦人的實務經驗、質性訪談或其他質化資
料，瞭解計畫可能對哪個性別群體較不利。

（但為避免性別刻板印象，建議還是以統計分析或相關研究為主。）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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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重點5 如果找不到潛在受益者，再列出政策規劃者與服務提供者的性別統計。

政策規劃者：
例如：機關研擬與決策人員、外部諮詢人員

服務提供者：
例如：機關執行人員、委外廠商人力

※原則上還是以受益者為優先，蒐集性別統計。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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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蒐集與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含前期或相關計
畫之執行結果），並分析性別落差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1-2

1-1 1-2 1-3 2-1 2-2 2-3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評估項目1-3：
找出性別議題

評估項目2-1：
訂定性別目標

評估項目2-2：
訂定執行策略

受益者

政策規劃者
服務提供者

b.受益情形
c.公共空間
d.展覽、演出或傳播
內容

e.研究類計畫

a.參與人員
e.研究類計畫

b.受益情形
c.公共空間
d.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e.研究類計畫
f.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

g.其他有助促進性別平等之效益

a.參與人員
e.研究類計畫
f.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

g.其他有助促進性別平等之效益

b.宣導傳播
c.促進弱勢性別參與公共事務
d.培育專業人才
e.具性別平等精神之展覽、演
出或傳播內容

g.具性別觀點之研究類計畫

a.參與人員
f.建構性別友善之職場環境
g.具性別觀點之研究類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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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評估項目1-3：
找出性別議題

評估項目2-1：
訂定性別目標

評估項目2-2：
訂定執行策略

受益者

政策規劃者
服務提供者

b.受益情形
c.公共空間
d.展覽、演出或傳播
內容

e.研究類計畫

a.參與人員
e.研究類計畫

b.受益情形
c.公共空間
d.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e.研究類計畫
f.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

g.其他有助促進性別平等之效益

a.參與人員
e.研究類計畫
f.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

g.其他有助促進性別平等之效益

b.宣導傳播
c.促進弱勢性別參與公共事務
d.培育專業人才
e.具性別平等精神之展覽、演
出或傳播內容

g.具性別觀點之研究類計畫

a.參與人員
f.建構性別友善之職場環境
g.具性別觀點之研究類計
畫

性別不平等現象

①性別比例差距過大

②複製性別刻板印象

③性別不友善的空間、設施
或措施

④沒有考量不同性別需求或
納入不同性別觀點

消除性別不平等

①縮小性別差距

②調整計畫或改善傳播內容，避免複
製性別刻板印象或文化習俗中的
性別不平等

③打造性別友善的空間、設施或措施

④將不同性別需求或觀點納入政策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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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請根據1-1及1-2的評估結果，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

受益者的性別議題之受益情形

性別議題：
凸顯傳統期待女性擔任照顧角色的性別
刻板印象依舊存在，女性在進入生育年紀
階段後忙於家庭及照顧工作，規律運動頻
率因而降低。

【體育局】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
活動-2020臺北市運動知能系列
活動及講座

①受益者人數之性別比例差距過大，或偏離母體之性別比例，宜關注不同性別可能未有平等取得社會
資源之機會(例如：獲得政府補助；參加人才培訓活動)，或平等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例如：參
加公聽會/說明會)。
②受益者受益程度之性別差距過大時(例如：滿意度、社會保險給付金額)，宜關注弱勢性別之需求與處
境(例如：家庭照顧責任使女性未能連結就業，影響年金領取額度)。

性別議題：
設計不同宣導方式以增加男女吸菸者之戒菸意圖

【衛生局】戒菸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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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
1、男女於河濱公園找廁所平均花費時間
2、男女對於河濱公園廁所清潔接受度

【工務局】延平河濱公園(大稻埕碼頭至忠
孝橋下)區域改善工程

評估項目1-3

1-1 1-2 1-3 2-1 2-2 2-3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受益者的性別議題之公共空間

性別議題：關注不同性別及年齡、身心障礙者及
育兒者之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
1、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規劃適當男女廁所比例，
以滿足未來新市場需求。
2、為使提升舒適便利的購物環境，依相關規定設置無
障礙設施、親子廁所及哺集乳室等設施。

【產發局】南門大樓及市場改建工程

公共空間之規劃與設計，宜關注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之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
友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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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議題：
本計畫之洽公環境公共建設，涉及公共空間之規劃
與設計，因此宜關注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
及性別認同者之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

【士林區公所】臺北市士林區行政中心
洽公環境及公廁等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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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1-1及1-2的評估結果，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評估項目1-3

1-1 1-2 1-3 2-1 2-2 2-3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受益者的性別議題之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性別議題：宣導生男生女一樣好；縮小新生
兒性別落差
透過持續監測醫療院所出生性別比及利用多元管道
向民眾宣導出生性別平衡、生男生女一樣好之觀念，
以提升及強化性別觀念。

【衛生局】臺北市出生性別比監測
與稽查計畫

藝術展覽或演出作品、文化禮俗儀典與觀念、文物史料、訓練教材、政令/活動宣導等內容，宜注意是
否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有助建立弱勢性別在公共領域之可見性與主體性。

性別議題：活動內容及宣傳避免複製性別
刻板印象
參與活動之民眾，以男性較多於女性，係因光華
商場主販售專業電子設備，其願意涉獵其專業性
之男性接受度大於女性。

【產發局】2020光華數位新天地
十二周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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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1-1及1-2的評估結果，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評估項目1-3

1-1 1-2 1-3 2-1 2-2 2-3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政策規劃者與服務提供者的性別議題之參與人員

政策規劃者或服務提供者之性別比例差距過大時，宜關注職場性別隔離(例如：某些職業的從業人員以
特定性別為大宗、高階職位多由單一性別擔任)、職場性別友善性不足(例如：缺乏防治性騷擾措施；未
設置哺集哺乳室；未顧及員工對於家庭照顧之需求，提供彈性工作安排等措施等)，及各種性別參與不
足等問題。

性別議題：計畫執行委員會及推動小組性別比
例未達三分之一
1、執行委員會由本局局本部6位主管、各科室主管及
研考同仁組成，其中男性4人(21%)、女性15人(79%)。
2、推動小組成員共18人，其中男性5人(28%)、女性
13人(72%)。

【民政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9年
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性別議題：職場性別友善性不足
一樓僅設置性別友善廁所1間，未設置男廁與女廁，
如同時段遇多名員警有如廁需求時，須再至2樓以
上使用廁所，且若有多位民眾洽公需如廁時，只能
排隊等候。另南港派山所原有駐地之女警待勤室與
哺(集)乳室共用，並未單獨設置哺(集)乳室。

【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
港分局南港派出所之廁所及哺(集)
乳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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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1-1及1-2的評估結果，找出本計畫之性別議題評估項目1-3

1-1 1-2 1-3 2-1 2-2 2-3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請訂定本計畫之性別目標（可增列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性別目標宜具有下列效益：

受益情形

①回應不同性別需求，縮小不同性別滿意度落差。
②增進弱勢性別獲得社會資源之機會（例如：獲得
政府補助；參加人才培訓活動）。

③增進弱勢性別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例如：
參加公聽會/說明會，表達意見與需求）。

公共空間

回應不同性別對公共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
善性之意見與需求，打造性別友善之公共空間。

性別目標：
發展不同性別生命週期口腔健康資訊與服務

【國健署】國民口腔健康促進計畫
性別目標：
回應不同性別對公共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及友善性
之意見與需求，打造性別友善之公共空間。

【北水處】公館配水池改建暨共構多目
標綜合大樓新建工程

受益者的性別目標之 受益者的性別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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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2-1 2-2 2-3

評估項目2-1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

①消除傳統文化對不同性別之限制或僵化期待，形塑
或推展性別平等觀念或文化。

②提升弱勢性別在公共領域之可見性與主體性（如作
品展出或演出；參加運動競賽）。

研究類計畫

①產出具性別觀點之研究報告。
②加強培育及延攬環境、能源及科技領域之女性
研究人才，提升女性專業技術研發能力。

性別目標：
節能產品之推廣影片維持性別中立價值

【產發局】推廣節能產品

性別目標：
產出具性別觀點的分析內容，報告將納入性別分
析專章。

【體育局】109年臺北市所轄運動場館
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報告案

受益者的性別目標之 受益者的性別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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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訂定本計畫之性別目標（可增列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性別目標宜具有下列效益：

1-1 1-2 1-3 2-1 2-2 2-3

評估項目2-1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參與人員

①促進弱勢性別參與本計畫規劃、決策及執行，納入不同
性別經驗與意見。

②加強培育弱勢性別人才，強化其領導與管理知能，以利
進入決策階層。

③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縮小職場性別隔離。

性別目標：
1、扶植女性開創農企業
2、培育女性青年農業工作者達三分之一，及培育女性標竿青農

【農委會】新農民培育計畫

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其他有助促進性別平
等之效益

政策規劃者與服務提供者的性別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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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訂定本計畫之性別目標（可增列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性別目標宜具有下列效益：

1-1 1-2 1-3 2-1 2-2 2-3

評估項目2-1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有訂定性別目標並納入計畫書草案之計畫目標章節，並於本欄
敘明計畫書草案之頁碼。

未訂定性別目標者，請說明原因及確保落實性別平等事項之機
制或方法。

如有訂出性別目標但並未納入計畫書(草案)，均勾選本項，並敘明
原因（例如：經評估後訂有性別目標，但未寫入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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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訂定本計畫之性別目標（可增列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性別目標宜具有下列效益：

1-1 1-2 1-3 2-1 2-2 2-3

評估項目2-1

勾選本項者，主要是在計畫或工程規劃前期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可
對計畫內容進行調整，並需將性別目標寫入計畫。

很重要！
(易混淆)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請根據2-1性別目標，訂定執行策略

宣導傳播

①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如不諳本國語言者；不同年齡、
族群或居住地民眾）採取不同傳播方法傳布訊息（例如：
透過社區公布欄、鄰里活動、網路、報紙、宣傳單、APP、
廣播、電視等多元管道公開訊息，或結合各人口群民間團
體傳布訊息）。

②宣導傳播內容避免具性別刻板印象或性別歧視意味之語言、
符號或案例。

③與民眾溝通之內容如涉及高深專業知識，將以民眾較易理
解之方式，進行口頭說明或提供書面資料。

執行策略：
1、辦理出生性別平等講座及相關主題宣導活動，或配合
台灣女孩日活動宣導縮短出生性別比差距之相關主題。
2、設計及製作3 款以出生性別比為意向之文字、圖像、
記號等適切民眾瀏覽閱讀之文宣，提供本市醫療院所、健
康服務中心及學校張貼、發放，以提升民眾認同感。
3、運用多元宣導管道，例如平面文宣、機關LED、等候
電視、跑馬燈、youtube、廣播、網路媒體、臉書、line、
APP、捷運燈箱及捷運月臺電視等宣導管道進行宣導，增
加衛教宣導文宣的觸及率，提升民眾接受度。
4、持續監測出生通報系統各醫療院所出生性別比情形，
並針對疑有異常者進行不定期稽查。

【衛生局】臺北市出生性別比監測與稽查計畫受益者的執行策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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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促進弱勢性別
參與公共事務

①計畫內容若對人民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宜與民眾進行充分
之政策溝通，並落實性別參與。

②規劃與民眾溝通之活動時，考量不同背景者之參與需求，
採多元時段辦理多場次，並視需要提供交通接駁、臨時托
育等友善服務。

③辦理出席民眾之性別統計；如有性別落差過大情形，將提
出加強蒐集弱勢性別意見之措施。

④培力弱勢性別，形成組織、取得發言權或領導地位。

執行策略：
在選拔優良工會評分指標中，將辦理性別平等意識課程、女
性會員擔任工會幹部納入評分指標，未來擬將配分比例調高。

【勞動局】選拔優良工會實施計畫

培育專業人才

①規劃人才培訓活動時，納入鼓勵或促進弱勢性別參加之措施
（例如：提供交通接駁、臨時托育等友善服務；優先保障名
額；培訓活動之宣傳設計，強化歡迎或友善弱勢性別參與之
訊息；結合相關機關、民間團體或組織，宣傳培訓活動）。

②辦理參訓者人數及回饋意見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作為未
來精進培訓活動之參考。

③培訓內涵中融入性別平等教育或宣導，提升相關領域從業人
員之性別敏感度。

④辦理培訓活動之師資性別統計，作為未來師資邀請或師資培
訓之參考。

執行策略：
藉由贊助女子足球、冠名臺北熊讚，有利於增加本市民眾
對於女子足球的了解，進而打破刻板印象。

【體育局】木蘭女子足球臺北熊讚隊冠名合作案

受益者的執行策略之 受益者的執行策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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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具性別平等精神之展覽、
演出或傳播內容

①規劃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時，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並注
意創作者、表演者之性別平衡。

②製作歷史文物、傳統藝術之導覽、介紹等影音或文字資料時，
將納入現代性別平等觀點之詮釋內容。

③規劃以性別平等為主題的展覽、演出或傳播內容（例如：女性
的歷史貢獻、對多元性別之瞭解與尊重、移民女性之處境與貢
獻、不同族群之性別文化）。

執行策略：
藉由塑造及行銷客家語言文化，加強破除客家族群性別文化
之負面刻版印象，並發掘具新客家女性精神之多元事例作為
傳播素材，經由節目宣導性別及族群平等意識，以建立友善
社會生活環境。

【客委會】客家傳播行銷計畫

具性別觀點之研究類計畫

①研究團隊成員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
並積極培育及延攬女性科技研究人才；積極鼓勵女
性擔任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研究類計畫之計畫主
持人。

②以「人」為研究對象之研究，需進行性別分析，研
究結論與建議亦需具性別觀點。

執行策略：
在「不同性別使用運動中心之特性分析」上，將比較男
性及女性在不同滿意度項目之差異，以及探討不同年度
間男性及女性對於滿意度的變化，以作為各運動中心提
升服務品質之參考。

【體育局】109年臺北市所轄運動場館使用者
滿意度調查報告案

受益者的執行策略之
受益者的執行策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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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未訂執行策略者
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方法

建構性別友善之職場環境

委託民間辦理業務時，推廣促進性別平等之積極性作
法，以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例如：
①評選項目訂有友善家庭、企業托兒、彈性工時與工

作安排等性別友善措施
②鼓勵民間廠商拔擢弱勢性別優秀人才擔任管理職

執行策略：
1、設置性別友善廁所
2、於廠區內靠近撫遠公園側圍牆旁，設置路燈以增加廠區內
外之亮度，提升夜間之人身安全。

【工務局】民生廠圍牆暨前處理房建物修繕
工程委託技術服務(設計)

參與人員

①本計畫研擬、決策及執行各階段之參與成員、組織或機制
（如相關會議、審查委員會、專案辦公室成員或執行團隊）
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原則。

②前項參與成員具備性別平等意識/有參加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執行策略：
針對本案參與人員有性別比例差距較大之情況，本案鼓勵計畫
執行人員完成109年度2小時以上網路（臺北E大）或實體之性
別主流化研習課程，並於契約內納入「廠商對於履約所僱用之
人員，不得有歧視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之
情事」等條款；後續施工時，將由監造單位督促廠商不得有歧
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之情事。

【北水處】公館配水池改建暨共構多目標綜合大
樓新建工程

政策規劃者與服務提供者的執行策略之 政策規劃者與服務提供者的執行策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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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請根據2-2執行策略，編列或調整相關經費配置

有編列或調整經費配置者，請說明預算額度編列或調整情形。

各機關於籌編年度概算時，請將本計畫所編列或調整之性別相關經費納
入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以確保性別相關事項有足夠經費及資源落實執
行，以達成性別目標或回應性別差異需求。

未編列或調整經費配置者，請說明原因及改善方法。

未編列或調整經費配置之原因及改善方法：
本計畫是為協助臺北市從事身心障礙服務單位人員取得教保員資格，或是讓原具
有教保員資格的人員透過在職訓練充實專業知能，成為稱職適任的專業工作者。
建議在招募時，鼓勵機構推薦男性學員參與，讓男性更有熱忱投入教保員的竹列。

【社會局】臺北市政府身心障礙教保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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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應符資格：
1、婦權基金會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

2、臺北市性別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

3、現任或曾任臺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

平等相關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專

家學者委員

專家學者主要意見應含下列：
4、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相關性評

估之合宜性
5、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合宜性
6、本計畫性別議題之合宜性
7、性別目標之合宜性
8、執行策略之合宜性
9、經費編列或配置之合宜性
10、綜合性檢視意見

若參與方式為提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或召開研

商會議），可附上會議發言要旨，免填4至10欄

位及最末簽章，並請通知程序參與者恪遵保密義

務。

需附上評估標的
原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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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

評估結果
請機關構填表人依據【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再續填下列內容：

3-1、綜合說明

3-2、參採情形 3-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計畫調整（請標註頁數）

3-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替代規劃

3-3、應於性平小
組報告通過後始完
成性別影響評估

如因案件具緊急時效性且不及提報性平小組，可先送
性平辦確認完成評估。（後續請另於性平小組報告）

依程序參與檢視意見，回應並說明，例如：現有統計數據不
足，未來建議新增；說明性別落差原因；將列出可能的性別
議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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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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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源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連結：https://pse.is/3b9zg4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連結：https://reurl.cc/gmv5p7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性別統計專區
連結：https://reurl.cc/7o2xWQ

行政院主計總處
性別統計運用與分析
連結：https://reurl.cc/4mg9GX

01

02

03

04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性別分析參考手冊
連結：https://pse.is/3eg7cf

05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性別影響評估案例資料庫
連結：https://pse.is/3ctcm9

06

07
瑞典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
剷雪政策的性別平等觀點
影片：https://reurl.cc/Y9jL1o

43

https://pse.is/3b9zg4
https://reurl.cc/gmv5p7
https://reurl.cc/7o2xWQ
https://reurl.cc/4mg9GX
https://pse.is/3eg7cf
https://pse.is/3ctcm9
https://reurl.cc/Y9jL1o


The End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內容供本府同仁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時參考，請勿做其他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