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 8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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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 7）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 7次會議暨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第 8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鑑。

發言摘要：

一、郭委員玲惠：

就業及經濟組第 7次會議決議事項

-序號 3，請勞動部下次具體說明將 CEDAW 及兩公約有關性別與

勞動人權納入工會教育辦理情形，另建議可參考經濟部推動提

升董監事女性比例的規劃。

-序號 8，中高齡女性在各年齡層退出及再進入勞動力出市場的



原因可能不同，創業(如微型創業鳳凰)是否是中高齡女性所需

之再就業需求？可分析申請微型創業鳳凰民眾的年齡層。

二、王委員如玄：

就業及經濟組第 7次會議決議事項

-序號 3-6，有關工會教育及工會女性幹部比例，勞動部可參考

經濟部(金馨獎)推動國營企業及私人企業性別主流化的相關規

劃，並於填報方式請寫出具體作法。

-序號 8，除既有措施外，請勞動部研議新方案以提升中高齡女

性勞動力參與。多元就業方案已經執行多年，但其組織架構以

委外人員多、公務人員少，致掌握權不在部裡，且以往補助對

象大多是以往補助的民間團體，之後優先補助對象建議以勞動

部目前首要促進就業對象為主。

三、王委員秀芬：

就業及經濟組第 7 次會議決議事項序號 8，建議更具體填報提

升中高齡女性勞動力參與之規劃及目標。

四、薛委員承泰：

就業及經濟組第 7 次會議決議事項序號 8，建議分析納入中高

齡女性的家庭結構因素，此外亦要考量即使政府提供誘因，中

高齡女性仍不參與勞動的原因。

決議：

一、就業及經濟組第 7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序號 3，將 CEDAW 放入明年工會教育課程，必要時邀請地方政

府配合辦理，並設定逐年應達成之工會幹部性別比例及目標

值。

(二)序號 8，提升中高齡女性勞動力參與涉及整體勞動條件、工作

與家庭平衡，非短期措施可立即見效；另檢討目前多元就業

補助的對象及作法與勞動部當前促進就業目標(中高齡女性)

是否有結合。

(三)序號 10，有關將性別工作平等及消除性別職業隔離等觀念納

入國民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請教育部研議並納入勞動

部已提供之資料融入國中小學課程。

(四)序號 11，有關就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之相關解釋令與

判決之手冊改提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12 月召開)送性平專

家檢閱。

(五)就業及經濟組第 7次會議決議事項序號 2解管，餘洽悉。

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8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洽悉。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 本組秘書單位

案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就業、經濟與福利篇」中就業經濟議題之

104 年度各部會具體行動措施之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本案提

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薛委員承泰

具體行動措施(一)之 8，之前金融海嘯時，大量民眾落入中低收

入戶，為避免產生福利依賴，曾有整合社會福利及就業的轉介平

台請問是否還存在？

二、王委員如玄

各辦理情形填報次年目標，請註明新、或與 103 比較，目標值同、

增減多少。

三、郭委員玲惠

具體行動措施(一)之 6，有關勞保及國保年轉換，性平處檢視意

見請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保障老年女性安全，請兩個部會說明該

如何達到。

具體行動措施(一)之 8，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填報內容有「外籍

配偶」、「新移民」、「新住民」等，請確認一致性。原民會填報內

容「提供適合女性及部落婦女工作之職務性質」違反 CEDAW精神。

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2，有關財政部填報內容是指研究未來是否

有提供租稅措施之必要，還是修法之必要？有關工程會填報內

容，請修正填報方式，並將派遣權益及性平意識落實在採購人員

訓練中。

四、王委員秀芬

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1，有關女性還款率表現優於男性，請金管

會及財政部在銀行進行性別意識活動時宣導。

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2，有關工程會修正「勞務採購契約範本」，

增列保障女性工作權益乙節，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落實採購

法、輔助中小企業，即可幫助女性。

五、李委員培芬

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7、8

-有關經濟部填報內容，在創業貸款登記部分，經濟部商業司有

無各分年齡層的性別比例？創（就）業資源應重視性別意識宣

導，請提出更具體的創新做法；企業高層人員的任用，如有重

視性別平等的具體作法，可以獎勵；「婦女」一詞彙產生排斥效



應，請改為「女性」。

-經濟部及勞動部皆有創業諮詢專線，請研議整合。

決議：

一、 填報方式請依王委員如玄所提修正。

二、 具體行動措施(一)之 8：

(一)有關勞動部及各縣市窗口與社政的窗口之轉介機制，請再進

行確認。

(二)請衛生福利部、原民會及內政部依郭委員意見確認，另後續

填報「外籍配偶」、「新移民」、「新住民」名詞使用上請確認

一致性。

三、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1，有關在銀行內部宣導女性還款率高，請

金管會及財政部納入研議。

四、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2，有關工程會之採購人員訓練，請參考郭

委員玲惠建議辦理。

五、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7、8，請經濟部參考李委員培芬建議研擬

積極作為。

六、具體行動措施(四)之 7，有關創業諮詢相關資訊，請經濟部、勞

動部研議在網站上建立網頁，連結其他部會相關業務之網址。

第二案 提案委員：王如玄

連署委員：張錦麗、王秀芬

案由：請勞動部建置 CEDAW 及兩公約有關性別與勞動人權的行動指

標，並公開於勞動部網站。

發言摘要：

一、王委員如玄

請勞動部做全面性盤點，兩公約、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與勞

動部所採取相關措施已執行哪些項目、未來推動重點作一整理，

並放在網路上建立專區供各界檢視，而統計項目可做為檢驗項目

達成的指標。

二、薛委員承泰

有關統計指標在國際比較部份，在 OECD 網站上有各國定義，我

也做過相關研究，在概念定義上各國有出入。

決議：兩公約、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與勞動部所採取相關措施做

全面性盤點，並參考王委員如玄意見。

第三案

提案委員：王秀芬



連署委員：吳嘉麗、郭玲惠、

張瓊玲

案由：根據蘋果日報 9/4、9/5 報導，“空姐抗議爆肝 華航違規遭罰

300 萬”，以及“華航秋後算帳”，工會提出補足人力，週休

2日等訴求；另外，桃園縣勞資局指出，己查獲華航違反勞基

法十二次，罰鍰超過三百萬元。

發言摘要：

一、王委員秀芬

(一)據了解，2 班航班連在一起，華航空姐工時超過 12 小時，雖

公司規定加班可以補休假，但是實際上下一季卻沒有時間可

供補休，且在飛機上坐著休息，即被視為工時中斷，還有抓

飛的算法等等，整體工作條件及環境不佳。

(二)是否可以提供華航被桃園縣政府裁罰 12次紀錄、交通部對華

航檢查的資料？

二、郭委員玲惠

除勞動部關係司回應協助工會的個案作法外，還須從制度面作通

案性處理，隨著廉價航空越來越多，紅眼航班越來越普遍，台灣

航空公司多在桃園縣，勞動部、交通部應就勞動法規及交通法規

競合進行討論。

決議：

一、通案作法，由勞動部邀集相關單位，必要時包含桃園縣政府及航

空業者，就勞基法與民航法對工時認定的差異、空服員勞動條件

等進行討論，如有共識，由勞動部制定指引供參。

二、個案作法，由勞動部協助工會、交通部協助空服員，與華航公司

來就該案進行協商討論。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