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性別不平等指數(GII)來看我國性別平等發展

你(妳)覺得一個國家的性別平等要如何評量呢？有聽過「臺灣
性別平等程度居亞洲之冠」這樣的說法嗎?
你知道這是出自於哪個國際評比資料嗎?這是如何評出來的
呢?國際上常用的國際性別評比的資料還有哪些？ 讓本站來
為大家解答吧~

1. 2017 年「我國性別平等程度居亞洲之冠」的國際評比 1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以下簡稱 UNDP）將性別不平等視為阻礙人類發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自 1995 年先後推出用於衡量性別發展及賦權平
等的指數，其後歷經指標改革，於 2010 年 UNDP 再創編的「性別不
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成為國際上新衡量性別
平等綜合指數2。該指數以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等 3 個領域及
1

中華民國因非聯合國會員，並未被列入性別不平等指數計算與評比。本文資料係參考行政院主計總

處依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2018 年編算方法代入我國資料計算結果。
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71228113216GEYI9ZG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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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項指標來衡量各國性別平等情形，GII 數值介於 0～1 之間，數值愈
小表示性別發展差異愈小，也代表該國的發展潛能因性別不平等所造
成的損失較低，而 GII 數值所包括 3 個領域(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
場等三個面向)相關指標內容詳見下表及說明。
領域

指標

生殖健康

孕產婦死亡率（人 / 10 萬活嬰）
未成年（15-19 歲）生育率（‰）

賦權

國會議員女性比率（％）

勞動市場

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 歲以上人口比率
（％）
1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

(1) 生殖健康衡量的是孕產婦死亡率及未成年生育率
老一輩有句俗語：「生得過麻油香，生不過四塊板。」形容過去女性
生孩子本身就是件九死一生的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在
衡量婦女健康也放入了此項指標，在 2015 年我國孕產婦死亡率為
每 10 萬活嬰有 12 位孕產婦死亡，遠低於中國大陸 27 人，與南韓
11 人及新加坡 10 人相近，惟高於日本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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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行政院主計總處3。

另一個拿來衡量的指標是未成年生育率，未成年少女懷孕生子除了因
母體身心較不成熟致母嬰面臨較大之健康風險外，未成年少女也容易
因懷孕育兒而影響其受教育及工作發展等面向，故未成年少女生育率
在性別平等而言被列為負面影響因子4。統計發現我國 15 至 19 歲未
成年生育率呈下降趨勢，自 2000 年 14‰下降至 2017 年為 4‰，
未成年生育率 4‰也就是代表 1 千名未成年少女每年會生出４個新
生兒，與新加坡 3.7‰、日本 4.1‰相近，但高於南韓之 1.6‰、瑞
士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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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我國為 2017 年資料，其餘各國 UNDP 採 2015-2020 年間預測值的年平均值。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行政院主計總處

3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算我國於性別不平等指數(GII)各項指標表現。收錄行政院重要性別平等資料庫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International_Node0.aspx?s=F3FDhlObyRpCfF%2fGNWBwHA%3
d%3d)
4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https://www.dbas.taichung.gov.tw/295707/post

5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預測 2015-2020 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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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賦權領域衡量的是國會議員女性比率及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 歲以
上人口的比率
賦權領域用以衡量男性、女性分別在政治場域及受教育機會的均衡
程度。透過測量國會議員女性比率，瞭解女性在政治參與及決策制定
權上和男性之差異，我國國會為立法院，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之比率
於 2017 年已提升至 38.1％，優於同處亞洲之新加坡、中國大陸、南
韓及日本（均未達 1 / 4）
，為亞洲之冠；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人類發展指數與指標》62017 年的資料來看，顯示所檢視 189 個國
會中，女性國會議員比率超過三成者僅 44 個國家，我國立法院女性
議員比率名列前茅，而這成果與我國 2005 年修正「中華民國憲法增
修條文」
，將立法委員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有關，該次修正條
文明文規定各政黨不分區及僑選立委當選名額女性不得低於 1/2。透
過女性參政比例的入憲，使女性在國會的影響力增加，而女性立法委
員席次比率也由 1998 年之 19.1%成長至 2016 年的 38.1%7。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6

資料來源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
7
資料來源：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xvs94PW0ujkDOn5W3CzmKw%3
d%3d&d=m9ww9odNZAz2Rc5Ooj%2fwIQ%3d%3d）
4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行政院主計總處

賦權領域另一個部分衡量的為我國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 歲以上人
口的比率，所謂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以我國目前的學
制來看，大致包括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等8，因此，這
個指標指的是至少有國中以上學歷者占 25 歲以上人口比率。聯合國
開發計畫署（UNDP）所蒐集各國資料是取自 2010 至 2017 年中可利
用之最新資料，且部分國家資料來源為 Barro and Lee 統計資料，為
求國際比較基礎一致，我國亦採用此資料來源，惟我國資料年僅更新
至 2010 年。統計顯示 2010 年我國 25 歲以上人口有中等以上教育
程度者男性為 87.5％；女性為 75.6%，男性較女性高出 11.9 個百分
點。
（3）勞動市場衡量的是 1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
勞動力參與率即是我們常聽到的勞參率，是指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
有參與勞動的比率。而參與勞動之勞動力係指就業者與失業者合計人
數，故無論是就業者或失業者的增減，都會影響勞參率的升降9。以
勞動力參與率衡量男性及女性勞參率之差異，可以顯示社會上不同性
別投入職場程度的差異，進而反映不同性別處境或社會角色之差異。
在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是同時衡量男性、女性之勞動參與率之數值，
2017 年我國女性 15 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為 50.9%，男性為 67.1％。
本站進一步觀察出男性、女性勞動參與率之性別落差，在勞動參與率

8

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定義來自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隻語詞彙、學術名詞及辭書資訊
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2301/
9
勞動參與率之計算方法如下：勞參率（%）=勞動力/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而民間人口係指 15
歲以上本國人口扣除武裝勞動力（現役軍人）
、監管人口與失蹤人口，包括勞動力與非勞動力。至於
外籍人士、外勞及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等，則非本國人口。
相關資料來自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702&ctNode=2331、
https://www.dgbas.gov.tw/lp.asp?CtNode=2331&CtUnit=1088&BaseDSD=7&mp=1
5

部分，男性高於女性 16.2 個百分點10，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人
類發展指數與指標》112017 年的資料來計算，可發現我國女性與男性勞
參率落差較南韓、日本小，與新加坡相似，而芬蘭在勞參率性別落差則較
小，僅有 7.4 個百分點。

2017年女性與男性勞動參與率落差(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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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行政院主計總處

以上為大家介紹完性別不平等指數(GII)所涵蓋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
等 3 個領域之中５個分項指標內容。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將５項
指標數值利用幾何平均等相關公式來衡量各國性別平等情形，公式算出的
GII 數值介於 0～1 之間，2017 年 GII 全球排名以瑞士 0.039 居第 1（值
越接近 0 越佳）
，丹麥 0.040 次之，瑞典及荷蘭均為 0.044 同居第 3 名。
10

資料來源為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IzsJXFKayOAtSY6c5syyzw%3d%3d&
d=m9ww9odNZAz2Rc5Ooj%2fwI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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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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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國資料代入 GII 公式計算，2017 年我國 GII 值為 0.056，在 161 個
國家中位居第 8 名，亞洲名列第 1 名；與其他 OECD 發展程度較高國家
相較，我國表現優於芬蘭(0.058)、冰島(0.062)及德國(0.072)，代表我國
的發展潛能因性別不平等所造成的損失較低。

2. 國際其他性別平等評比綜合觀察
(1) 性別落差指數(GGI)12與性別平權指數(GEI)13
除了前面介紹的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產製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其他常被引用的國際性別平等指數還有世界
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編製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 GGI) 該指數涵蓋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政治參與及
健康與生存四個面向；社會觀察(Social Watch)國際公民組織也自
2007 年編製性別平權指數(Gender Equity Index , GEI)透過教育、賦
權與經濟參與等 3 個面向衡量性別平權之落差情形。

(2) 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另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06 年至 2010 年
女男平等進程報告」及「2010 年至 2015 年女男平等策略行動計畫」
（2010-2015）提出建構性別平等指數，以了解歐盟及其會員國性別
平等進展情形。性別平等指數是一個綜合指標，包含六大核心領域（勞
動、金錢、知識、時間、權力、健康）與兩大衛星領域(暴力與交叉性
12

我國最新於性別落差指數(GGI)之表現由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編製，收錄於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
庫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International_Node0.aspx?s=tZ7cAGjLH7DDUmC9hAf%2f4g%3
d%3d）
13
我國最新於性別平權指數(GEI)之表現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收錄於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International_Node0.aspx?s=FvP7z6tsBz1uKQksSmvELA%3d%3
d）
7

不平等），將複雜的性別平等概念整合成易於解讀的指標衡量工具14。
(3) 國際性別平等指數綜合觀察
A.衡量性別平等男性、女性性別間相對差異或女性的絕對成就
觀察前揭國際性別平等綜合指數內之衡量指標，性別不平等指數（GII）
指標中含有孕產婦死亡率及未成年生育率之絕對數值指標15；而性別
落差指數（GGI）及性別平權指數（GEI）的內容則係完全衡量男性、
女性數值之相對差異16。
B.衡量客觀數據的指標或納入主觀意向指標
性別不平等指數（GII）
、性別落差指數（GGI）及性別平權指數（GEI）
皆係觀察客觀數據指標，而歐盟所發展性別平等指數除了客觀指標外，
亦加入了個人經驗意向之主觀指標，如遭遇到性別暴力之經驗、醫療
服務的滿足程度，以及自認健康及勞動品質等指標。

Ｃ.不同國際指數間所採用共同相似衡量指標
綜觀性別不平等指數（GII）
、性別落差指數(GGI)、性別平權指數(GEI)
及歐盟性別平等指數，各指數間衡量觀察男性及女性發展情形採用
許多共同相似之衡量指標，本站以勞動、金錢、知識、權力(政治、
經濟參與)及健康等 5 大類別領域來說明，比較表詳如下表17。

14

歐盟性別平等指數內涵收錄於 GEN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
https://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GenderPolicy/DealData.aspx?sn=vC2aIZFkQWraKHK9v
GzKbw%3D%3D
15
參考資料: Permanyer I. ( 2013) .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UNDP’s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Feminist
Economics, 19(2)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45701.2013.769687
參考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月刊》第 712 期〈國際性別平等指數專題〉。http://www.bas-

16

association.org.tw/catalog/arts/010404020.pdf
17

相似衡量指標比較表係整理 GII、GGI、GEI 及歐盟性平指數這 4 個指數間共同相似之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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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別平等指數（GII、GGI、GEI 及歐盟性別平等指數）
採用共同相似指標比較表
國際指數
勞動

GII
男性、女性
15 歲以上勞
動力參與率

金錢
-

GGI

GEI

歐盟性平指數

勞動力參與率
女男比例

15 歲以上就業
人口男性、女
性所占比率

15 歲以上人口全
時等（FTE）就業
率18

按購買力平價
(PPP)計算之女
性平均每人工
作所得占男性

按購買力平價
(PPP)計算之平
均每人工作所
得(美元)

以購買力標準
(PPS)算

比例

知識

識字率女男比
例

男性、女性成
人識字率

初等教育淨在
學率女男比例、
中等教育淨在
學率女男比例
及高等教育粗
在學率女男比
例

男性、女性之初 男性、女性高等教
等 教 育 淨 在 學 育畢業生占 15–
率、中等教育淨 74 歲人口比率
在學率及高等
教育粗在學率

-

部會首長級女
男比例

部會首長性別
比率

部會首長女男比例

國會議員女
性比率

國會議員女男
比例

國會議員性別
比率

國會議員女男比例

-

民意代表、主
管及經理人員
女男比例

管理及經理人
員性別比率

最大上市公司董事
會成員之性別比例
（監事會或董事
會）

-

專技人員女男
比例

專技人員性別
比率

-

中等以上教
育程度占 25
歲以上人口
比率

權力
（政治、
經濟參
與）

健康

健康平均餘命
-

女男比例

-

出生時（零歲）健
-

康年數

18「全時等量」(full-time-equivalent, FTE)是統計學用以計算人力和資源分配時常用的觀念，也就是將兼

職 人 員 的 數 量 以 全 職 人 員 的 方 式 來 顯 示 (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國 際 教 育 訊 息 電 子 報 第 149
期)https://fepaper.naer.edu.tw/edm.php?edm_no=149&content_no=7071
9

※勞動領域綜合觀察
在勞動領域部分，４個國際指數分別觀察了就業率、勞動力之數值，以
瞭解不同性別投入職場的差異，而歐盟性別平等指數19，在勞動領域也
觀察了勞動壽命（Duration of working time），觀察在男性、女性在
勞動市場的平均工作年資，並透過行業別來測量男性、女性間的職業
隔離，如「教育」
、
「醫療保健及社會勞動服務業」中就業之性別差異；
以及主觀意向之觀察指標資料「能否離班１、２個小時照料個人或家
庭事務」
、
「您所從事的工作期限很緊迫嗎？」
，來測量工作品質的性別
的差異。
※金錢領域的綜合觀察
在金錢領域，性別落差指數(GGI)、性別平權指數(GEI)及歐盟性別平等
指數，皆以購買力平價(PPP)或購買力標準（PPS）來比較各國男性、
女性之工作所得。值得一提的是，歐盟性別平等指數20進一步以國民所
得來觀察男性、女性具貧窮風險者，以及最低所得、最高所得族群之性
別差異，俾更能瞭解男性、女性整體經濟狀況。
※知識領域的綜合觀察
在知識領域部分，４個國際指數皆衡量了教育程度，性別不平等指數
（GII）衡量了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占 25 歲以上人口比率的性別差異，
而歐盟性別平等指數21則直接衡量高等教育以上程度性別落差；相較之
下，GGI 及 GEI22則多了涵蓋初等教育及識字率的部分。歐盟性別平等
指數則在知識領域增加了科系性別隔離的觀察，以及參與終身學習情

19

資料來源請參考註 14。

20

資料來源請參考註 14。

21

資料來源請參考註 14。

22

資料來源請參考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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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性別落差，觀察的面向更為廣泛。
※權力（政治、經濟參與）領域的綜合觀察
在權力領域部分，４個國際指數皆衡量了國會議員性別比率，性別落
差指數(GGI)、性別平權指數(GEI)及歐盟性別平等指數皆併同觀察了部
會首長性別比例情形，並拓展測量範圍至私部門擔任專技人員、主管、
董事之性別比例情形，以瞭解在職場上不同性別在升遷時是否有遇到
「玻璃天花板」的限制，以觀察垂直性的性別隔離情形。另觀察歐盟性
別平等指數23，特別納入中央銀行成員之女男比例，來測量財政決策權
力不同性別參與的平衡情形；而值得一提的是，GGI24在政治參與的部
分特別加入「總統任職年數(過去 50 年)女男比例」
，來觀察國家領導人
由不同性別擔任之情形。
※健康領域的綜合觀察
在健康領域部分，性別落差指數(GGI)和歐盟性平指數分別針對健康平
均餘命、零歲健康年數來衡量男性、女性健康情形。而整體觀察健康領
域，不同國際指數觀察的面向較其他領域而言差異較大，如性別不平
等指數（GII）在健康部分，係觀察孕產婦死亡率為單一性別的測量指
標，而性別落差指數(GGI)25測量了出生嬰兒女男比例，而歐盟性別平
等指數26係測量自認健康很好或非常好的個人主觀意向指標以及醫療
需求的滿足性；而性別平權指數(GEI)則完全無提到健康領域指標。
（4）結語
在比較了以上 4 個常見的國際性別平等指數後，可發現各國際性別平
等指數基於不同之立論基礎，而從家庭、經濟、教育、生殖健康、社會
23

資料來源請參考註 14。

24

資料來源請參考註 12。

25

同上註。

26

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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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治參與等不同領域組成指標架構及指數計算方式，這當然也會影
響評比結果；而國際指數所選擇部分指標因國情差異，亦有不適用評
估我國各地區性別平等發展之情形。

看完後你（妳）覺得在評比不同地區性別平等程度，該採用哪些測量指
標呢？而我們也觀察到性別平等的標準會隨著時代向前邁進，所以國
際性別平等指數也不斷滾動修正其衡量內容，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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