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務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42次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9年 11月 27日（五）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　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6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徐委員兼召集人佳青

紀錄：葉詠滋

肆、出席人員：謝委員文真、范委員國勇、楊委員聰財、魏委員玫娟、陳委員

碧蓮、廖委員靜芝、姜委員季鴻、歐陽委員群（請假）、莊委

員博智、張委員希賢。

伍、列席人員：黃執行秘書弘君、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代表、

綜合規劃處、僑民處、僑教處、僑商處、僑生處、僑務通訊

社、主計室、秘書室、法規會、黃科長小菁。

陸、主席報告：略。

柒、報告案：

案由一：本會性平專案小組前(第 41) 次會議報告案及討論案決議事項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范委員國勇

建議可將會議議程及上次會議紀錄發送各位委員，並於會議上確認上次會議紀

錄辦理情形。

決　定：請人事室依范委員建議辦理。

會後補充事項：

人事室回應：遵示辦理。

案由二：109年 5至 8月「海外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方案辦理情形」，報請公

鑒。

       （提案單位：僑民處）

謝委員文真

1. 建議將「海外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方案辦理情形」之欄位「研習人數」，

修正為「參與\研習人數」，以呈現實際參加人數。

2. 有關109年 5至 8月「海外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方案辦理情形」駐外人員及

中心志工數據統計，因疫情關係，實際參與研習人數不多，建議可與其他

中心合辦線上讀書會，透過其他中心同仁共同參與，以提升研習人數。

魏委員玫娟



有關「海外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方案辦理情形」僑界數據統計部分，有關「象

徵女性團體…重要性。」文字出現比率偏高，建議可不用於此欄位重複填寫。

主席

1. 外館如未採直播方式，亦會錄影，於活動後上傳活動影像檔於網路。

2.目前本會針對即將外派僑務秘書亦規劃「新媒體運用」資訊訓練課程，以

提升駐外人員直播及影片剪輯能力。

決  定：

1. 請僑民處依謝委員建議辦理，將欄位「研習人數」，修正為「參與\研習人

數」。

2. 請人事室彙整時，依魏委員建議辦理，將前項表格「活動內容」敘明活動

內容、地點、參與對象等即可，毋須重複出現「象徵女性團體…重要

性。」之文字說明。

會後補充事項：

僑民處回應：業據以修正欄位為「參與  \  研習人數」，並自      110      年起適用。  

人事室回應：將錄案作為會議議程彙整原則。

案由三：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推動性別平等各項措施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提案單位：僑教處）

主席

1. 海華文教基金會規模較小，專職職員僅 4人，執行長由本會職員兼任，董

事長由僑務榮譽職人士擔任，人數有限，且以女性居多。

2. 有關本次性別平等讀書會主題「弟之夫」，探討 LGBT同性戀議題。

行政院性平處代表

此議題素材選得很好，為目前國際關注議題及趨勢，建議可將此讀書會討論內

容公告於官網。

人事室

有關海華文教基金會舉辦讀書會內容，自本會第40次性平專案小組會議後，

業經講師及學員同意，於會後公告於本會官網之性別主流化專區。

決  定：洽悉。

案由四：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截至109年 9月份性別統計，報請公鑒。（提案單

位：僑商處）



楊委員聰財

為何僑生技職專班就學貸款保證於109年 1至 9月承作保證案件數銳減？

主席

1. 有關僑生技職專班就學貸款保證部分，針對僑生提供小額貸款服務，經本

會通盤檢討，因對僑生助益不大，爰自 109年結束本業務。

2. 有關海外信用保證基金之一般案件保證，海外信保作保規模較小，對象大

部分以家族性企業營運模式，如夫妻、父母與子女間互相作保等情形，經

本會檢視，探討性別意義不大，其以家族性營運、代償、信用狀況皆於初

步審查列入考量。

3. 本屆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女性董事部分已逾 4成，惟男性未達 1/3，係因本基

金規模太小，因董事及監事分開計算，且本基金業管副委員長及僑商處處

長為當然董事，爰如有職務異動，將導致董事男女比例變化，另為因應業

務需求，代表銀行成為董監事，具備專業性，無法由他人代理。

4. 針對 COVID-19，本會提供小額信用貸款保證，作保成數高達 9成，甚至補

貼手續費及利息，做為臺商海外紓困之用。因此貸款保證皆為短期性融資，

不易顯現出性別差異，爰無性平委員所擔憂性別失衡狀況。

決  定：洽悉。

捌、討論案：

案由一：CEDAW第 34號至第 37號一般性建議法規檢視作業，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法規會）

范委員國勇

除檢視貴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之行政措施外，甄審、考績暨進修

甄審委員會組成委員男女比例，亦會涉及社會參與及參與決策問題，貴會是

否已檢視內部行政規章。

主席

本會主管法規、命令及行政措施之 CEDAW檢視作業已完成，另甄審、考績暨進

修甄審委員會由本人擔任召集人，委員會男女任一性別比例均達 4成以上及薦

任九職等男女比例亦達 4成以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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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以下簡稱 110性平綱領），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

事室）

范委員國勇



1. 有關 110年性平綱領，貴會各處室業務之分工部分為（一）強化性別平等

之政策及治理機制、（四）深化性別統計相關資訊，增加政府資訊之可及

性、（五）重視國際動態，持續與區域及國際性別議題接軌並積極參與國

際會議等三項目標，其中，（五）部分，目前分工單位為僑民處，僑商處

是否有著力點？

2. 另（一）部分分工單位有人事室、僑民處及法規會，差別性為何？

主席

1. 本會各單位有不同業務分工，110年性平綱領之分工單位係彙整單位，如僑

商處與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為跨六大洲婦女工商組織，由僑商處所管，

包含僑教處及僑生處共同努力達成性別議題及目標，各業務單位皆持續與

區域及國際性別議題接軌並積極參與國際會議。

2. 分工單位係依不同性別目標分類，如（五）海外中心及駐外人員主管單位

為僑民處，爰由僑民處彙整相關海外資訊，駐外館處不僅執行僑民處規劃

活動，同時亦配合執行 5大業務單位並規劃相關活動；另主計室則負責性

別統計，由各單位提供相關資料，由主計室彙整。

謝委員文真

有關（一）110年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外聘委員其中至少一位聘請現任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委員擔任」，建議可增列「近 2年曾任」，以增加聘請外聘委員

彈性。

人事室

本會業於 109 年 8 月 19 日修正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三、

（一）小組成員之外聘委員部分，將「現任」修正為「現任或近兩年曾任」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以增加聘派彈性。

決　議：請人事室依謝委員建議修改。

會後補充事項：

人事室回應：業依謝委員建議修改。

案由三：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年至111年）」（以下簡稱性平推動

計畫）院層級議題，109年 1-10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人事室）

楊委員聰財

請說明性平推動計畫之績效指標為何？

主席



1. 請人事室應增加本會性平推動計劃之前提說明，說明本會所管 8個委員會，

目前僅僑務委員未達成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目標，爰達成率僅為

87.5%。
2. 有關僑務委員過去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因全球僑務委員有 180多位，為總

統任命，爰須具備一定資歷，近年來透過僑務顧問及僑務促進委員，請各

海外中心增加提名女性人選，由女性擔任僑務顧問及僑務促進委員，以提

升女性經歷，男女失衡狀況大致已獲改善。

3. 本會委員長及本人相當重視僑務委員男女比例失衡問題，相信在 110年女

性僑務委員比例可大幅提升。

范委員國勇

1. 僑務委員經貴會努力，並透過僑務顧問及僑務促進委員，廣羅具潛力女性

僑務委員人選，並致力於女性培力及策略著力，此節希望可供行政院參考。

惟海外各國與本國僑情不同，僑務委員改選有執行上困難，需具備當地聲

望者方有助益僑務推動，方可發揮 1+1>2綜效。

2. 另有關信保基金因職務派兼董事，組成成員難以調整，仍可分為本會可派

任及外聘委員等兩部分，為避免男女失衡，針對推派專家代表，於對方機

關推薦當然董監事時，即告知對方目前貴會所屬委員會組成之男女比例，

再請對方推薦一男一女之建議人選，以增加核派彈性，進而符合性別比例

要求。

主席

1. 外聘委員任期有兩年一任或一年一任，如遇人事異動，因有專業性要求，

外聘委員係專業授權，無法由他人代理，爰有改聘困難。本會相當重視性

別比例，推派人選時可列入男女人數核派比例，各種男女人數組合占比分

析，以期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2. 早期移民男性多於女性，爰造成資深僑務委員男性比例遠高於女性比例，

近年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及旅外女性僑民增加，男女移民比例已逐年接近，

皆提升僑務委員男女比例目標之可能性。

決　議：建議性平處可針對財團法人之董監事如為規模少於10人之情形下，

董事及監事人數可合併計算男女比例，以利主管機關順利核派董監

事，避免因人事異動致當然董事無法維持組成時之性別比例。

會後補充事項：



人事室回應：業將本次會議之決議，於本年      12      月      11      日以電子郵件傳送本會  

109      年      1-10      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08      年至      111      年）」院層級議題之辦理情  

形表，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承辦人彙辦。 

案由四：本會「109年度性別成果報告」 (草案，含部會層級議題之辦理情

形)，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范委員國勇

1. 108年性平考核之性別統計部分沒有拿到分數，本人於前次會議建議可加強

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本次主計室有加強辦理性別統計部分，惟仍請各單

位可再強化辦理。

2. 為讓貴會同仁有更多性別影響評估之實務操作機會，建議貴會可擇定重要

業務、年度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綜合規劃處

本會目前有2項中長程個案計畫皆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且經檢視 109年本

會部會列管 16項計畫，擇定僑民處「舉辦僑社工作研討會及邀訪活動」、僑

教處「健全僑民教育體制，充實僑校師資量能」、僑商處「聯繫海外僑商組

織並協助推展業務」及僑生處「輔導海外青年來臺文化研習及團隊活動」等4

項列管計畫納入性別影響評估。

主席

1. 本會已針對海外僑校師資配比進行內部分析，發現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僑校，

女性教師比例皆較高，而師資培育部分，通常由留學生接受培訓，女性培

訓比率遠高於男性，本會針對性別比例皆納入年紀、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以資調整政策或鼓勵作法。

2. 另有關僑務榮譽職，近年來亦向下紮根，讓僑界青年僑二代、僑三代提升

參與比例。

謝委員文真

1. 有關成果呈現，在性別議題 2.檢討策進部分，應重視質量如何改進，而非

僅敘明「本項性別影響評估案件數已達成 109年度目標值」，如數量無法

新增，則可由品質面來著手改善。



2. 針對內部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是否可組成內部審查會，針對同仁撰寫

性別影響評估案件，表現績優者，可列入「考績」作為獎勵，以鼓勵同仁

貢獻心力。

性平會代表

針對性別影響評估工具，可進一步使用中長程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對背景分析、統計分析及執行狀況，可更加完整分析。

人事室

性別影響評估之業管單位為綜合規劃處，有關前開檢視表，該處均已函轉各單

位留存。

決  議：

1. 有關謝委員建議，同仁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案件，表現績優者，可列入「考

績」酌予獎勵，以鼓勵同仁貢獻心力，請人事室參考研議。

2. 請人事室提供「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電子檔供各單位統一使用。

會後補充事項：

人事室回應： 

1.擬就前開會議紀錄補充說明文字如下：針對同仁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案件，  

表現績優者，得由各單位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列入平時成績考核紀錄，或由性別影響評估之業管單位綜合規劃處綜整簽

陳提報敘獎，以列為渠等人員年終考績之參考。

2. 本室業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以通知檢送「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1      份，並傳  

送電子檔供各單位統一使用。

玖、臨時動議：

無

拾、散會：上午11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