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108 類型：單位預算
版別：性別預算編列情

形表-預算案

性別預算數

(千元)

合計：

935

機關年度預算：1,636,742

(千元)

性別預算占機關年度

預算比率：0.06 (%)

方案

中長程個案計畫

其他計畫

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

公共化

提升女性經濟力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

見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

持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

之性別平等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題

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涉及事項

法律名稱：

非屬第4類法律／法律名

稱：

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計

畫、服務方案或經常性

業務等

條約、協定或協議等

性別預算數

(千元)

合計：

935

方案

中長程個案計畫

其他計畫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
一、108年度性別預算93

萬5千元較107年度性別

預算92萬8千元，增加7

千元(0.75％)，占機關年

度預算比率由107年度之

0.09％減少為0.06％，主

要係因108年度編列辦理

立法委員選舉經費所

致。

 二、108年度與107年度

主要差異為108年度增加

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會議、性別主流化及性

騷擾防治教育訓練等經

費。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相關小計數:0(千元)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相關小計數:927(千元)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相關小計數:0(千元)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相關小計數:935(千元)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相關小計數:8(千元)

相關小計數:0(千元)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

公共化

提升女性經濟力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

見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

持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

之性別平等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題

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涉及事項

法律名稱：

非屬第4類法律／法律名

稱：

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計

畫、服務方案或經常性

業務等

條約、協定或協議等

性別預算數

(千元)

計畫小計：

本會依「各部會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原

則」及「中央選舉委員

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

置要點」規定辦理：

23
(一) 每4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議。計畫年度預算：23(千元) (二) 每次有外聘委員2位

以上出席。

性別預算占計畫年度 (三)每次會議討論1案以

上性別議題。
□方案

預算比率：100(%) 期透過公、私部門間之

對話，協助本會業務融

入性別觀點。同時，在

會議結束後，將會議紀

錄公開於本會網站性別

平等專區，以落實高度

透明之運作方式。

□中長程個案計畫

□其他計畫

□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

育公共化

□提升女性經濟力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相關小計數:927(千元)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相關小計數:935(千元)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相關小計數:0(千元)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相關小計數:8(千元)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1.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會議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

支持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

與之性別平等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

題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涉及事項

□法律名稱：

□非屬第4類法律／法律

名稱：

□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

計畫、服務方案或經常

性業務等

□條約、協定或協議等

性別預算數

(千元)

計畫小計：

8

計畫年度預算：8(千元)

性別預算占計畫年度 □方案

預算比率：100(%) □中長程個案計畫

□其他計畫

□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

育公共化

□提升女性經濟力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

□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

支持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

與之性別平等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

題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涉及事項

■法律名稱： 性騷擾防治法

□非屬第4類法律／法律

名稱：

□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

計畫、服務方案或經常

性業務等

□條約、協定或協議等

性別預算數

(千元)

計畫小計：

904

計畫年度預算：904(千

元)性別預算占計畫年度 □方案

預算比率：100(%) □中長程個案計畫

□其他計畫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計畫或業務項目名稱 性別平等年度預期成果 性別平等業務類型

2.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及

性騷擾防治宣導

擇定多元性別議題，作

為本會性別意識培力活

動主題，辦理性別主流

化及性騷擾防治措施講

座課程1-2場次(預計參與

人數每場次50人)，並進

行相關政策宣導活動，

期提升本會同仁性別平

等意識，並有效防治職

場性騷擾情事發生。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3.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

選舉投票統計分析研究

為瞭解婦女投票情形及

趨勢，並配合性別主流

化政策，本會於105年度

辦理「選舉人性別投票

統計改良之研究」案，

經研究發現，現行由第

一線選務人員進行性別

投票統計，可能造成統

計結果不具正確性、加

重第一線選務人員工作

量、統計結果之應用效

益有限，因此建議改以

「選後抽樣」方式進行

統計。參考前開研究發

現與建議，本會將於108

年辦理總統副總統及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統計分

析委託研究，就選舉人

性別、出生年、領票紀

錄及戶籍地等項目，進

行抽樣建檔分析，瞭解

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

選舉選舉人性別投票情

形，並將結果公開於本

會網站。

□一、經性別影響評估之方案計畫

■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

育公共化

□提升女性經濟力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

□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

支持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

與之性別平等

□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

題之其他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涉及事項

□法律名稱：

□非屬第4類法律／法律

名稱：

□非屬第1類之單一年度

計畫、服務方案或經常

性業務等

□條約、協定或協議等

□四、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律

□五、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

為瞭解婦女投票情形及

趨勢，並配合性別主流

化政策，本會於105年度

辦理「選舉人性別投票

統計改良之研究」案，

經研究發現，現行由第

一線選務人員進行性別

投票統計，可能造成統

計結果不具正確性、加

重第一線選務人員工作

量、統計結果之應用效

益有限，因此建議改以

「選後抽樣」方式進行

統計。參考前開研究發

現與建議，本會將於108

年辦理總統副總統及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統計分

析委託研究，就選舉人

性別、出生年、領票紀

錄及戶籍地等項目，進

行抽樣建檔分析，瞭解

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

選舉選舉人性別投票情

形，並將結果公開於本

會網站。

■三、性別主流化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