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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 依據 

一、 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28 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103 至 106 年度）」辦理。 

二、 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辦理。 

貳、 計畫目標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

下簡稱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

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提升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業務宣導效益，增進兩性對本會

主管法規之認識。 

（二）加強宣導多層次傳銷法令，保障女性參加人權益。 

二、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強化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 

（二）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及管考性別目標達成情形。 

（三）施政規劃、執行及評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 

（四）擴大性別預算檢視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說明。 

（五）加強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參、 重要辦理成果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 CEDAW 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

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 1：宣導對象同意參加宣導說明會有助於瞭解本會主管法

規的規範範疇比率(%) 

1、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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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非常同意人數＋同意人數）÷回表人數×100% 

目標值(X) 87 88 89 89 

實際值(Y) 92.43 93.60 92.94 94.81 

達成度(Y/X) 1.06 1.06 1.04 1.07 

2、重要辦理情形： 

(1)本會 106 年度自行辦理之法規說明會及請各縣市政府協辦之法規說明

會計 73 場次，倡議對象同意參加法規說明會有助於瞭解本會主管法規

的規範範疇比率為 94.81%，業已達成原訂目標。 

(2)另為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政令溝通業務，本會自 97 年起即藉由彙整分析

各場次法規說明會性別統計資料，瞭解兩性參加倡議活動情形，並將

兩性參與因素納入籌辦倡議活動之參考，同時公布相關數據於本會全

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供各界瀏覽查詢。經統計 106 年度兩

性參與本會主管法規說明會情形如下： 

Ａ、本會自行辦理之法規說明會部分，計有 2,980 人參加，其中男性 1,370

人、參與比率為 45.97%，女性 1,610 人、參與比率為 54.03%。 

Ｂ、請各縣市政府協辦之法規說明會部分，計有 1,375 人參加，其中男性

513 人、參與比率為 37.31%，女性 862 人、參與比率為 62.69%。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本會將賡續辦理倡議活動性別統計工作，並透過檢視關鍵績效指標達

成情形，精進相關倡議作為，提升倡議成效。 

(2)另按上揭統計數據，並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 年 12 月各行業統計資料

(附件 1)暨本會 105 年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結果報告及

101 至 106 年度倡議對象性別統計等相關資料分析(附件 2)，兩性參加

106 年度本會及縣市政府辦理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傳銷業」

議題法規說明會，及本會舉辦之「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

務業」、「製造業」、「電力燃氣供應業」議題法規說明會比率，合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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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產業之性別結構比率，且相較於往年統計數據，兩性參加本會舉

辦之「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議題法規說明會比率，亦更趨近該

產業性別結構比率。至於本會及縣市政府舉辦之「批發及零售業」議

題法規說明會，與縣市政府辦理之「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

服務業」議題法規說明會，可能受本會倡議對象為事業，而事業係以

職務作為推派人選之考量，或部分縣市政府開放對倡議議題有興趣之

行政機關職員及一般民眾參與等因素影響，尚與該等產業性別結構無

直接相關(附件 3)，本會將賡續注意此等現象，並加強運用網路等多元

管道進行宣導，以提升不同性別、年齡及偏遠地區從業者瞭解相關法

規的規定。 

（二）關鍵績效指標 2：參加多層次傳銷宣導活動（事業及傳銷商場次）之女

性比率(%)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當年度參加多層次傳銷宣導活動（事業及傳銷商場

次）之女性人數/當年度參加多層次傳銷宣導活動（事

業及傳銷商場次）之總人數〕×100% 

目標值(X) 62 63 64 65 

實際值(Y) 66 63 77 61.67 

達成度(Y/X) 1.06 1 1.20 0.948 

2、重要辦理情形： 

本會106年度針對傳銷事業及傳銷商辦理1場次傳銷相關法令說明會，

與會人數計 60 人，其中女性 37 人，占總人數之 61.67%。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本項指標實際達成值（61.67%）雖未達目標值（65%），惟兩者差距尚

屬不大。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範之對象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其傳銷

商，並非以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為規範對象，故本會依法

維護正當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傳銷商權益，不因前揭情形不同而有差異。

又本會辦理多層次傳銷宣導活動，多半採取通知傳銷事業參加並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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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傳銷商參加、函請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轉知傳銷商及在

本會全球資訊網公告等方式，尚無法掌握傳銷商名單及其聯絡方式，

亦無法要求傳銷事業須指派一定性別比例之人員參加，爰無法掌控傳

銷宣導活動參加人之性別，未來本會訂定目標值時將注意其可行性，

合先敘明。 

(2)依 106 年 6 月完成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105

年女性傳銷商有 191.45 萬人，占傳銷商總人數之 69.26%；女性領取佣

(獎)金者計 57.60 萬人，占總領取佣(獎)金人數之 70.49%。 

(3)依據本會辦理多層次傳銷業務經驗，及前開調查結果，女性參與多層

次傳銷之人數及比率高於男性，本會已作為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說明

會之參考，並提供適當之協助。 

(4)本會將賡續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說明會，並鼓勵女性積極參與，以提

升女性對傳銷法令的認知，同時持續將「傳銷商性別」及「領取獎金

之傳銷商性別」列為年度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範圍，以

瞭解兩性參與多層次傳銷產業之情形。 

二、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關鍵績效指標 1：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

相關訓練課程人數 /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總數〕×

100% 

目標值(X) 70 75 80 85 

實際值(Y) 73 78 83 87 

達成度(Y/X) 1.04 1.04 1.03 1.02 

2、重要辦理情形： 

本會舉辦性別主流化、性別意識培力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等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已將 CEDAW 及性別主流化工具納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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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並薦送各層級人員參加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等機關（構）開設

之性別主流化相關研習班別與訓練課程，參訓率約 87%。玆分述如次： 

(1) CEDAW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專題演講：依行政院 104 年 11 月

25 日訂頒「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

計畫」規定，於 106 年 8 月 8 日辦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專題演講，邀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郭委員玲惠授課，以

促進同仁瞭解 CEDAW 條文內容、一般性建議、直接與間接歧視及暫行

特別措施等，並透過對相關案例之探討，學習將 CEDAW 運用於業務工

作中。 

(2)影片賞析課程：為提升同仁學習效果，特別挑選熱門且具性別意識之影

片，於本會 13 樓簡報室放映，辦理情形如下： 

Ａ、分別於 106 年 6 月 3 日、9 日及 16 日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分 3 場次

辦理影片欣賞活動，各場次主題均結合「性別主流化」訓練計劃進階

課程中「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包括人口、婚姻與家

庭、教育、文化與媒體及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等主題。3部影片分別

為「想飛」、「白雪公主殺人事件」及「勝利者謊言」。 

Ｂ、於 106 年 7月 25 日、28 日及 9月 1日、8日舉辦「夏日 FUN 電影」

活動，擇定性別主流化、人權教育及公民參與等主題辦理數位學習課

程。其中 2場次為性別主流化主題，該課程係結合「性別主流化」訓

練計劃進階課程中「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包括人口、

婚姻與家庭、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等主題。2部影片分別為「關鍵少

數」及「海邊的曼徹斯特」。 

(3)薦送人員參加本機關以外「性別主流化」各項研習班別與訓練課程：配

合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開辦「性別平等基礎研習班」及「性騷擾及性侵

害防治研習班」，業分別薦送本會同仁參加。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以影片欣賞活動方式辦理性別主流化等相關教育訓練，運用較為軟性、

輕鬆活潑的影像傳達方式，使性平觀念更為深植人心，獲得同仁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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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也較易吸引同仁參與，106 年度參訓率超過 85%，顯見本會致力

推動性平意識培力之成效良好，未來將持續納為規劃辦理之模式。 

(2)將賡續辦理性別主流化等相關教育訓練課程，納入 CEDAW 內容並依本

會業務內容製作案例，透過實務案例之探討更為強化同仁性平意識；

同時配合相關機關（構）開設之性別主流化研習班別及訓練課程，薦

送資格符合人員參訓。另擴大培力對象，除本會辦理性平業務人員外，

積極鼓勵同仁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二）關鍵績效指標 2：中長程個案計畫、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

件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計畫

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註：性別考核指

標係指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所訂之績效指標。） 

目標值(X) 1 2 3 3 

實際值(Y) 1 2 3 3 

達成度(Y/X) 1 1 1 1 

2、重要辦理情形： 

(1)本會於研提「106 年度參與競爭法國際活動計畫」時，業訂定「本會全

年度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活動計畫人員之單一性別比率不得低於三分

之一」之性別考核指標，經統計本會 106 年度派員出國參與競爭法國

際會議及活動共計 53人次，其中男性 27 人次、參與比率為 56.3%，女

性 21 人次、參與比率為 43.8%，已達成年度預定目標。 

(2)本會於研提「106 年度競爭倡議計畫」時，業訂定「全年度法規說明會

參加對象之單一性別比率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性別考核指標，經統

計兩性106年度參加本會主管法規說明會之性別比例，女性占56.76%，

男性占 43.24%，已達成年度預定目標。 

(3)另按本會辦理年終考績原則，依銓敘部相關規定，訂定「106 年度考績

（成）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將考績年度內請娩假人員之考績自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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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考人數中扣除，且不列入機關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例計算，是以年

度請娩假人員尚無因而考列乙等之情形，已達到「娩假婦女考績甲等

比率不得低於 80%」之考核指標，確實保障女性同仁性別平等工作權。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本會 106 年度尚無應報院之中長程個案計畫，為將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

務，本會已於「106 年度參與競爭法國際活動計畫」、「106 年度競爭倡

議計畫」及「106 年度考績（成）作業原則及注意事項」訂定性別考核

指標。未來於辦理業務或執行計畫時，仍將繼續努力，將性別觀點融入

具體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研訂相關性別考核指標。 

（三）關鍵績效指標 3：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關網頁之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目標值(X) 1 1 1 1 

實際值(Y) 1 1 1 1 

達成度(Y/X) 1 1 1 1 

2、辦理情形說明： 

(1)本會 106 年度於全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之「性別統計專區」

項下，新增本會「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性別統計表」。 

(2)本會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之總編輯係由本會主任委員指定人選擔

任，副總編輯、執行編輯及編審委員人選，則由總編輯選任報請本會

主任委員核定後聘任。106 年 2月適逢編輯委員會改組，總編輯於選聘

時，已將性別比例納入考量，經統計編輯委員會成員之性別比例，女

性占 35%，男性占 65%，已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之政策目標。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本會已於 106 年度新增「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性別統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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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仍將持續配合業務需要，檢視並新增相關性別統計指標；另針對

已訂定之性別統計項目，則持續更新相關統計資料，並加強性別分析。  

（四）關鍵績效指標 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1、目標達成情形 

年度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 (機關預算

數-人事費支出-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出)〕×100% 

增加數=當年度比重-前年度比重 

目標值(X) 0.1 -0.62 -4.36 無 

實際值(Y) -0.74 -0.15 -4.83 無 

達成度(Y/X) -7.4 0.24 1.11 - 

2、辦理情形說明： 

本會「產業資料整合及開發計畫」中程個案計畫，係 101 至 105 年度之

4年期計畫，因已辦理完竣，且 106 年度無新增中程或性別影響評估計

畫，爰 106 年目標值及實際值均為無。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未來編列概算時，倘有中長程個案計畫、法律案之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將參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工作之重

點，以調整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肆、 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 

一、 強化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 

(一） 本會 106 年共召開 3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時間及運作成效如下： 

1、106 年 2 月 21 日第 1 次會議，計 3 位民間委員出席。研討議題包括追

蹤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案、更新本會全球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案

等報告案 2 案，及本會「105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填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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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暨檢視「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案、

本會「105 年 1-12 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填報案、辦理「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9 號至第 33 號法

規檢視計畫」案等討論案 4案。 

2、106 年 6 月 19 日第 2 次會議，計 2 位民間委員出席。研討議題包括追

蹤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案、更新本會全球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案、

本會 106 年 1-5 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案等報告案 3案，及

本會編列性別預算提報案討論案 1案。 

3、106 年 10 月 23 日第 3次會議，計 1位民間委員出席。研討議題包括追

蹤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案、兩性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產業之情形

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提報作業案等報告案 3案，及本會 107 年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具體行動措施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填報案討論案

1案。 

(二） 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每 4個月召開 1次會議，其中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均達三分之一，且每次均有民間委員出席，並就本會推動性別平等事項

及性別相關議題進行報告及討論，會議紀錄（含委員發言要旨）業刊載

於本會全球資訊網。其中有關委員提及之建議意見，均經本會各業務單

位完成檢討與執行，進而提升本會性別主流化觀念及強化性別平等意

識，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未來將賡續召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會議，積極就性別平等相關業務議題提案，以落實本會性別平等相關事

項。 

二、 提高本會對性別主流化各項議題運作方式之透明度： 

本會已於全球資訊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建置「公開接受推薦民間委員」

及「開放民間提案」等項目，持續開放民間提案，及公開接受相關團體推

薦民間委員，並定期更新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名單及歷次會議紀錄

（含委員發言要旨）等資料，以落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之公開透明。

另設置「性別統計專區」，定期更新本會委員性別統計、員額統計、倡議

對象、升遷序列、職員考績等第、多層次傳銷事業傳銷商、國際交流、外

補職缺甄選等性別統計資料等，106 年並新增公平交易季刊編輯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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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性別統計，賡續充實性別統計之分析情形暨加強運用，作為施政規劃、

執行與評估之參考。 

三、 確實執行、檢討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 

前揭計畫業提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通過，經 103 年 11 月 3 日行政

院核定。本會依計畫內容確實據以執行，竭力達成將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

務，使本會施政皆能落實性別平等原則之目標。復經確實檢討該計畫之執

行成效，於 104 年 3月將滾動修正之計畫內容函送行政院，並於同年 6月

3日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作為各年執行計畫。有關 106 年度執行成果，經

提 107 年 2 月 26 日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針對各項關鍵績效指標

及辦理情形逐項檢討，並提出未來策進作為。 

伍、 其他重大或特殊具體事蹟 

一、 防治性騷擾： 

為維護性別工作平等與提供同仁免受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境，本會經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修訂「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

處理要點」，除函送本會各單位外，並公開揭示於本會全球資訊網，以強

化本會性騷擾防治、加深同仁對於性騷擾防治之觀念。另規劃於 107 年度

辦理 2場次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1場次情感教育訓練，期深化同仁性騷

擾防治理念，並對兩性相處方式有正確認知。 

二、 營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一) 提供托育服務措施 

為推動員工子女托育服務，本會積極主動提供相關托育機構資訊(例如：

公務福利 e 化平台優惠資訊)以供同仁參考，並將托育服務相關資訊登

載本會電子公佈欄及人事服務簡訊周知同仁，強化對同仁家庭、子女的

服務與照顧。 

(二) 支持哺育環境之推動 

本會於 12 樓設置安靜舒適之哺集乳室，提供消毒鍋、濕紙巾、冰箱、

嬰兒床、獨立空調、拉簾、親子雜誌等設備，供本會有需求之男女性同

仁及到會洽公民眾使用。106 年度計有 2位同仁使用，均獲得使用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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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及肯定。此外，本會哺集乳室參加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

證活動，經評鑑小組審查，獲頒優良哺集乳室認證標章（認證效期自

106 年 9月 1日至 109 年 8 月 31 日止），以實際行動響應支持母乳哺育

環境之推動，並提供安心、貼心及友善的哺育環境。 

(三) 保障婦女與受孕員工之職場發展 

1、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假及依規定

給予之哺乳時間或因育嬰減少之工作時間，均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

因素，確實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以及考績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另依據銓敘

部100年4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03341545號函規定，請假係安胎事由，

依規定得不列入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事、病假超過 14 日不得考列甲等

之規定範疇，經統計本會同仁於 106 年度間請娩假者計 1人，考績考列

甲等，確實保障女性同仁性別平等工作權。 

2、本會業依前開相關規定辦理，使受僱員工在育嬰照顧和經濟維持中取得

更佳之平衡。從而打造一性別友善，鼓勵生育之工作環境，以推動兩性

和諧的工作環境。 

(四) 節電期間增設冷氣房，提供身體不適及受孕員工使用 

行政院因應花蓮和平電廠倒塌，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函頒節電措施，公

務機關於下午 1時至 3時停開冷氣。本棟大樓為密閉式空間，並無對外

窗，配合節電措施停開冷氣導致室內溫度及二氧化碳濃度飆升，爰經專

案簽奉首長同意加開冷氣房一間，供身體不適員工及受孕員工使用，以

維護渠等之健康。 

三、 建構多層次傳銷產業友善、和諧之就業環境： 

參採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就本會「105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之檢視

意見，倡議傳銷事業提供相關職場性騷擾防治及友善職場環境措施，業於 

106 年 7 月 31 日通函全體已報備傳銷事業，對於所屬傳銷商設置性騷擾

申訴專線，並周知所屬傳銷商，倘事業已設置性騷擾申訴專線，則請持續

辦理，並加強對傳銷商宣達，另請渠等針對員工及傳銷商提供哺(集)乳室

等友善職場環境措施，以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第 11 條對女性就業權利及就業環境保障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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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灣地區就業者行業人口統計(民國 106 年 12 月份) 

行業別 農業 工業 礦業 製造業 
電力燃氣 

供應業 

用水供應 

污染整治業 
營建工程業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單位：千人) 
409 149 2820 1255 3 1 1927 1130 25 5 62 20 803 99 

性別結構比率 

(%) 
73.30  26.70 69.20 30.80 75.00  25.00  63.04  36.96 83.33 16.67 75.61 24.39 89.02 10.98 

 

行業別 服務業 
批發及 

零售業 

運輸及 

倉儲業 

住宿及 

餐飲業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金融 

及保險業 
不動產業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單位：千人) 
3103 3670 892 997 341 105 375 463 151 105 169 263 57 46 

性別結構比率 

(%) 
45.81  54.19 47.22 52.78 76.46  23.54  44.75  55.25 58.98 41.02 39.12 60.88 55.34 44.66 

               

行業別 
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支援服務業 

公共行政及國防

強制性社會安全 
教育業 

醫療保健社會

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 
其他服務業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單位：千人) 
170 206 169 125 185 185 172 480 96 357 55 55 271 282 

性別結構比率 

(%) 
45.21  54.79 57.48 42.52 50.00  50.00  26.38  73.62 21.19 78.81 50.00 50.00 49.01 50.99 

說明：本表各行業性別就業人數及性別結構比率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就業、失業統計

查詢系統相關資料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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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1 至 106 年各產業議題法規說明會倡議對象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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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6 年度本會主管法規說明會倡議對象性別統計 

(按倡議對象產業別區分) 

 本會 各縣市政府 

統計結果分析 男性
參與
比率
(%) 

女性
參與
比率
(%) 

男性
參與
比率
(%) 

女性
參與
比率
(%) 

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44.54 55.46 39.95 60.05 

經統計兩性參加 106 年度本會

主管法規說明會比率，並依行

政院主計總處 106年 12 月各行

業統計資料暨本會 105 年多層

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

結果報告及 101 至 106 年度倡

議對象性別統計等資料分析，

兩性參加 106 年度本會及縣市

政府辦理之「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傳銷業」議題法

規說明會，及本會舉辦之「出

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

服務業」、「製造業」、「電力燃

氣供應業」議題法規說明會比

率，合致於該等產業之性別結

構比率，且相較於往年統計數

據，兩性參加本會舉辦之「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議題

法規說明會比率，亦更趨近該

產業性別結構比率。至於本會

及縣市政府舉辦之「批發及零

售業」議題法規說明會，與縣

市政府辦理之「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議

題法規說明會，可能受本會倡

議對象為事業，而事業係以職

傳銷業 35.76 64.24 28.16 67.86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 

51.30 48.70 39.37 60.63 

製造業 55.10 44.90 ― ― 

電力燃氣 

供應業 
60.00 40.00 ― ― 

兩 
性  

辦 理 機 

產 

業 
別 

關 
參

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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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零售業 58.79 41.21 25.71 74.29 

務作為推派人選之考量，或部

分縣市政府開放對倡議議題有

興趣之行政機關職員及一般民

眾參與等因素影響，尚與該等

產業性別結構無直接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