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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2年 3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本會 14樓委員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主任委員志民                    紀錄：邱佳芸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111年第 3次會議）紀錄 

決議：洽悉。 

柒、報告事項： 

第一案：上次會議（111 年第 3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謹報請公

鑒。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馨慧 

會議資料第 10頁序號 3第六案之排版方式，建議可往下調 1行

在同一頁呈現，以利閱讀。 

決定：洽悉。 

第二案：為更新本會全球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案，謹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三案：本會 112年 1-2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

辦理情形案，謹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第四案：本會 111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報送案，謹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馨慧 

公平會 111 年性別平等推動成果各項指標均已達成目標值，且

超出許多，未來可考慮調高目標值。 

胡委員祖舜 



 2 

本會將參照委員意見，於辦理滾動修正作業時，思考調高指標

目標值，追求進步止於至善。 

林委員綠紅 

一、 有關會議資料第 49 頁「(二)營造性別友善的職場環境-1、與

鄰近托育機構或幼兒園簽訂特約並提供托育服務資訊管道」，

公平會因場地空間有限，無法提供子女托育服務，爰與鄰近私

立托育機構簽約提供服務，建議可找尋辦公室附近公辦民營的

機構簽約。 

二、 另會議資料第 51頁「9、依性別需求提供員工協助服務方案」

屬於企業常見的 EAP服務，是針對一般員工提供相關服務，與

性別需求沒有直接關聯。日後如果要寫這部分成效，建議在性

別的角度上要有一些切入點，特別是針對性別面向所提供的服

務，以上做這樣的提醒。 

王委員素彎 

在「9、依性別需求提供員工協助服務方案」提到「…考量不同

性別需求差異，規劃設計服務之內容。」，會內如果有具體成果，建

議可以補充，讓內容跟標題更相符。 

人事室温科長新海 

一、 有關托育服務部分，未來將繼續努力，洽詢辦公室附近的托嬰

中心與本會簽約合作之意願。 

二、 至於 EAP員工協助服務方案部分，將參照委員建議針對性別面

向部分做一些論述，另如有具體成果，亦將予以補充。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人事室參考委員建議調整本會 111年度性平成果報告，並請

規劃處依限於 3月底前公布於本會網站。 

第五案：為整備 112 年度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

核作業案，謹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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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廖諮議偉迪 

一、有關會議資料第 69頁指標「向其他機關或（地方政府）推動性

別平等之作法」，案內提及「請縣市政府先衡酌地區產業特性與

轄內婦女、原住民、新住民、老人等特定族群需求，擇定主題

辦理宣導」一節，建議補充所擇定主題為何以及與性別平等之

關聯性，俾作為合宜性之參考。 

二、有關會議資料第 71-72頁指標「建置友善工作環境」，為評估目

前提供服務之性別友善程度是否適足，建議未來可辦理使用者

滿意度調查或提供使用者回饋機制。 

三、有關會議資料第 73 頁指標「創新作為、多元化措施」，所填列

內容第 2 項關懷亡故同仁遺屬等內容，似與性別平等關聯性較

低，建議刪除。 

四、有關會議資料第 74頁指標「研究結果建議事項融入業務之運用

情形」，由於性別分析之重點在於看見性別與回應性別之精神，

建議參考研究建議後，再行強化公平會所採取之具體作為。 

人事室温科長新海 

有關性平處建議人事室辦理使用者滿意度調查或提供使用者回

饋機制，未來將配合辦理，並將刪除關懷亡故同仁遺屬部分。 

李委員月嬌 

針對秘書室提供懷孕及身心障礙同仁優先選擇停車位部分，如

有人申請，將配合進行滿意度調查。 

胡委員祖舜 

針對性平處建議補充所擇定主題為何以及與性別平等之關聯性

部分，以多層次傳銷為例，考量女性傳銷商為市場主力，本會與縣

市政府聯繫時，會洽詢是否有相關需求，以利縣市政府將女性傳銷

商宣導納入宣導主題，會後將補強相關文字。 

戴科長貝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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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性平處建議會議資料第 74 頁強化參採研究建議後之本會

具體作為文字，因性平專案小組成員為本會各處室簡任級以上主管

或人員，故各處室均知研究報告已撰擬完成，惟因配合上次會議決

定修正報告文字，故將於本次會議確認後，送請各處室參酌辦理，

規劃處亦將持續追蹤各處室是否落實研究報告建議事項，俾以強化

參採研究建議情形。 

林委員綠紅 

一、各部會辦理自行研究或委託研究都值得肯定，但研究要能運用

在業務上，建議具體說明研究報告後續如何運用於政策或宣導

上。 

二、有關會議資料第 67頁，目前係張貼性平文宣於會場，將性平觀

念融入宣導課程，文字較為抽象，考量其他部會曾於課程前播

放短片，或夾帶單張文宣，若本會有類似的具體作為，建議補

強相關文字。例如，本會業務內多層次傳銷相關活動，若與會

者多為女性，如何讓她們知道相關性平議題？如果初期很難將

性平跟業務完整結合，也可將性平議題夾在課程前或課程中間

進行宣導，並說明是哪個題目或哪個影片，較能讓考核委員知

道本會做了什麼事情、怎麼做的。 

三、有關會議資料第 72頁員工健康關懷服務，是針對全會同仁且為

廣泛性的議題，與一般性健康宣導相似，較難看出相關的性別

面向，建議再加強說明有無哪些特別措施。 

胡委員祖舜 

會後將了解是否於課前或課中宣導性平之具體作為。 

黃委員馨慧 

一、有關性別分析報告僅 1 篇、性別影響評估計 2 案，是否符合考

核基準數量上的要求？另亦請檢視是否符合考核基準對品質的

要求。 

二、有關會議資料第 89頁政務人員參加課程訓練或參與性別平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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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議比率及第 91頁課程主題合宜性及辦理形式多元性，希望

日後可再努力。 

三、有關會議資料第 98-99 頁加分項目，性平處在考核時會檢視是

否與前面評核項目重複，請予注意。例如：倡議多層次傳銷事

業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自評說明文字可再加強，以利區隔與前

面項目不同之處。另有關提醒女性傳銷商注意人身安全部分，

因辦理一般活動也有類似提醒，建議可再具體陳述本會相關作

為。 

人事室温科長新海 

未來人事室辦理性平課程時，將再通知本會委員等長官撥冗參

與，以提升政務人員參訓率，會思考如何豐富課程多元性。 

葉委員添福 

經檢視公競處前面評核項目著重在法令宣導，而加分項目則偏

重請傳銷事業設置性騷擾申訴管道及提供友善職場環境措施，會後

將依委員建議，強化相關說明文字。 

王委員素彎 

有關會議資料第 103-105頁 112年與 110年初評分數比較，110

年某些評核項目之初評分數與實得分數落差較大，不知性平處是否

提供具體改進意見，以作為 112年考核改進方向？ 

戴科長貝宜 

性平處業於每次考核結束後提出綜整性意見，以供本會參考並

從中思考如何改進，另非常感謝性平處長官樂意與本會承辦人交流

得分落差較大項目之精進方式。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廖諮議偉迪 

性平處非常願意與各部會諮商交流、分享經驗，相信今年也會

有很好的合作。 

決定： 

一、洽悉。 



 6 

二、請規劃處、公競處、秘書室及人事室依委員意見重新檢視及修

正文字。 

捌、討論事項： 

第一案：有關辦理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 年）修正案，

謹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黃委員馨慧 

公平會 111 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各項指標達成率很高，導致目

前的目標值顯得有些偏低。建議可參酌去年達成情形適時調高目標

值，展現不同的企圖心。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廖諮議偉迪 

會議資料第 117 頁，原本公平會部會層級議題的名稱為「增進

同仁性別主流化意識敏感度」，性平處建議修正為「增進同仁性別平

等意識」。主要是鑑於近年公平會已有更多元的性別平等課程，且同

仁的參與度或滿意度等均有提升，由於本項議題重點在促進更多同

仁具備性別平等意識，因此做名稱修正上的建議。 

另就實質內容部分，有關重要性說明中提及「締結更和諧的兩

性互動」一節，由於性別平等的概念涵蓋社會性別、生理性別與交

織性，包括 LGBTI 多元性別族群與不利群體等都含括在內，建議兩

性的概念可以擴展為性別，以表現對於性別的關懷。 

其次，本案既為推動計畫的滾動修正作業，建議可檢視最近 2

年實際辦理情形，例如課程內容、辦理方式等等，作為未來 2 年辦

理性別意識課程的參考。 

最後，在現況與問題(2)第 4行「…。惟於分析現況時，無法了

解…」等文字，與前面論述的邏輯似有不順，建議業務單位再做檢

視。 

人事室温科長新海 

有關性平處所提的建議，人事室會後將再檢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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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各主政單位依黃委

員意見，檢視是否調升指標之目標值。 

三、請人事室參考性平處所提建議檢視調整指標內容。 

四、相關修正情形，請規劃處依限簽陳核定後送行政院備查。 

第二案：有關本會「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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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之規劃分工案，謹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廖諮議偉迪 

一、有關會議資料第 120頁指標「自製性別平等宣導文宣」，建議可

檢視目前向民間宣導之資源，於未來更新版本或辦理相關宣導

業務時，將性別平等觀點融入其中，例如「多層次傳銷的 10個

重要知識（懶人包）」，未來可加入傳銷業者或者消費者遇到性

騷擾之申訴管道，並可製作手語版或者有聲書版本，提供不利

處境之群體能獲得相關宣導資訊。建議公平會可再檢視主政業

務有哪些主題及對象與性別議題有關，以發展相關性平宣導主

題。 

二、有關會議資料第 121頁指標「性別分析辦理情形」，考量 114年

指標新設性別分析辦理涵蓋率，建議可擴大辦理單位選題辦理

性別分析。依 112 年考核基準，公平會提交 1 篇性別分析報告

即可，惟 114 年改以機關內部撰作報告的涵蓋率進行評分，目

前評估由 2 個處室自辦分析報告，已符合考核基準，然考核亦

會評核報告品質，建議鼓勵更多處室撰作報告，以利從中擇優

提交考核。 

葉委員添福 

有關性平處建議多層次傳銷宣導製作手語版或有聲書版本，將

配合規劃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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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委員祖舜 

會後將研議製作手語版或有聲書版本之可行性。 

人事室温科長新海 

人事室將配合辦理性別統計指標，另就規劃處建議人事室於 114

年考核辦理本會員工協助服務方案（EAP）性別分析報告，考量本會

員工人數較少，近 2 年使用 EAP 服務人數也不多，恐有分析量體偏

少的問題。 

戴科長貝宜 

規劃處係參考其他部會 EAP 性別分析報告，其切入點並非就諮

詢同仁進行分析，而是就全會同仁對 EAP 的需求進行整體分析，並

分析不同性別是否有不同需求，再就不同需求規劃後續相關服務。 

王委員素彎 

建議人事室可針對全會同仁進行 EAP 需求調查，再根據性別加

以分析，倘有性別差異，可給予不同服務方案。另有關性別影響評

估的建議辦理項目，因涉及修法或修正處理原則，也有利將性別意

識落實於本會業務。 

林委員綠紅 

目前宣導係以張貼標語海報方式辦理，建議可換其他方式或辦

理前後測以增加深度，或許短期內公平會本身業務融入性平不易，

但像多層次傳銷女性參與者比重高，如何將性別意涵融入宣導主題

也是一個重點，建議宣導活動後可調查滿意度或參與者想知道的訊

息，以作為日後相關宣導的方向。公平會也可以分析不同性別傳銷

商在多層次傳銷產業有無特別需求，比如對女性來說，傳銷收入來

源為何、遇到哪些障礙、從業過程有無性別差異等，較能回應到業

務面。另性別統計亦可就業務面去發想，可分析的面向會比較多。 

黃委員馨慧 

鼓勵各處室除依規劃處建議分工外，亦可就適合業務辦理相關

評核項目。另鑑於性平融入業務是長遠的工作，建議未來各處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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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辦理性別統計、性別分析等評核項目。 

何委員定偉 

有關規劃處建議政風室就本會「誠信校園」深耕活動計畫辦理

性別影響評估，不知 111 年辦理完竣的部分可否追溯重發統計問

卷？前往宣導的學校性質差異大，統計結果應非常不同，另考量公

允性，是否須請專家學者評估？ 

黃委員馨慧 

因 114年考核範圍為 112至 113年，故 111年活動恐無法納入，

但若為 112 至 113 年之活動計畫就可進行評估。另性別影響評估在

計畫研擬階段，可請性平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員，或提報各部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討論，以蒐集性平觀點意見。 

林委員綠紅 

性別影響評估係各部會推行政策、法律或辦理活動前，預先評

估對性別有無影響，以利於事前發現對性別之不利影響，進而進行

補強或修正，是以無法追溯已辦理完竣之活動，若 112 至 113 年並

未規劃辦理「誠信校園」深耕活動計畫，或該計畫為 112 年前開辦

且現在辦理內容與前幾年相同，可能要再找其他項目辦性別影響評

估。另對象多元不代表不能評估，且亦可評估交織性議題，比如性

別與族群。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廖諮議偉迪 

若對過往辦理業務進行檢討，作為未來改進的空間，其實也是

性別分析報告一個很好的標的，若政風室希望就 111 年辦理業務結

果進行檢討，亦可列於性別分析報告中。 

王委員素彎 

其實政風室宣導活動可視為一系列過程，都可列為評核項目：

可先蒐集 111 年資料進行性別統計，再依統計結果進行性別分析，

並落實到 112 年推動業務中，倘 112 年以後又有新的政策措施或作

為，亦能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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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委員定偉 

政風室若配合辦理，但不知費用能否支應？ 

黃委員馨慧 

關於性別影響評估費用，若請性平專家學者擔任性別影響評估

者，印象中書面審查費，有的單位以「計件」方式提供，費用不到

1 仟元計，有的覺得不到 1 仟元太少了，會用出席費的方式計，即

為 2 仟元或 2 仟 5 佰元的方式提供。另外，亦可以提報部會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審查的方式進行。此外，性別影響評估須填表格，統計

資料也是其中一項內容，故可蒐集過去計畫的執行結果。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相關主辦處室參照委員意見辦理後續業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