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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看性別議題 

  

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0 年春天席捲全球，世界衛

生組織於同年 3 月 11 日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依據

Worldometer 資料庫統計，截至臺灣時間同年 9 月 21 日下午 3 點半，

(如下圖所示)，全球目前確診案例有 31,250,428 例，死亡案例有 965,178

例，每百萬人口案例有 4,009 例，顯示疫情已全面地影響人們的社會與經

濟生活1，也在國際上衍生出許多性別議題。在臺灣疫情雖未似外國嚴峻，

惟本文將從探討國際於疫情期間出現的性別議題，蒐集臺灣疫情期間相關

的統計資料，以觀測不同性別處境者可能因疫情所受到不同的影響，作為

政策規劃時可加以思考的相關性別議題，並摘述我國目前因應 COVID-19

之醫療、照顧、家暴及經濟議題相關措施。 

 

                                                      
1 資料來源：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graph-world/detail/4b1141ad70bfda5f0170e64424db3fa3 

資料來源：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graph-world/detail/4b1141ad70bfda5f0170e64424db3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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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性別議題 

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聯合國婦女署 (UN Women) 根據過往全

球流行疾病的經驗，指出婦女與女孩在流行疾病下，位居更弱勢的

處境2，綜整聯合國婦女署、歐盟及國際培幼會等國際組織提供相關

資料3，觀察到「職場性別隔離現象使女性感染風險更高」、「受性

別任務定型化影響，停課、停班措施加重女性無酬照顧及家務工作

的負擔」、「遭受家暴與性暴力案件數因隔離措施而增長」、「疫

情加劇發展中地區女性『月經貧窮』」、「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女性

受到之經濟衝擊」及「健康照顧及保健的性別差異」等議題，分述

如下： 

（一）職場性別隔離現象使女性感染風險更高 

     根據國際衛生組織的統計，女性占了全球第一線的照護工作者人數

(含：護理師、藥師、社區照顧工作者等等)的 70%以上4。因此，

當疫情爆發，這些位處第一線的女性也會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包括：

感染風險升高、醫療院所的工作量遽增。而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個人

保護設備亦有數量不足與分配不均的現象，這些都導致基層醫護人

員暴露在更高的染疫風險之中。  

 (二) 受性別任務定型化影響，停課、停班措施加重女性無酬照顧及家

務工作的負擔 

     歐盟會員國的女性每週比男性平均多花 13 個小時在進行無酬照顧

及家務工作上，而因疫情所造成的停課及工作場所的關閉，以及性

別任務分工的影響，使得女性花更多時間在無酬照顧及家務工作上。

                                                      
2 資料來源: Gend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性別議題:亞太地區應關注之
議題」：https://reurl.cc/VX4M9N  
 
3 引用資料來源：Gend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COVID-19 疫情之下的女性」：
https://reurl.cc/5qM1eV 
 
4 WHO (2019). Gender equity in health work force: Analysis of 104 countries.

 

https://reurl.cc/VX4M9N
https://reurl.cc/5qM1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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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另一個角度看，疫情的擴散也有可能增加父親照顧小孩的

機會，但對於單親家長而言，必須兼顧照顧孩子及工作時，也因此

將更有可能遭遇到貧窮風險。5 

   (三) 遭受家暴與性暴力者案件數因隔離措施而增長 

     在過去文獻研究曾提出在危機和自然災害時期，因正常生活的停止，

受害者（通常是婦女）可能長時間遭受虐待者的侵害，且無法獲得

社會和機構的支持。此外，在這次疫情期間，許多國家都發生家庭

暴力通報數激增的現象，例如，法國在一週內的家庭暴力案件通報

中增長了 32％。立陶宛在三週的封城期內觀察到的家庭暴力案件比

2019 年同期多 20％。6 

專家推測，家庭暴力案件的提高是來自於家庭收入受到影響且個人

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基本的生理需求難以維繫，且在女性仍負擔多

數家庭的養護責任，而家庭壓力 (tension) 升高的情況下，則更

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7。在社會和經濟皆因疫情動盪的情況

下，受害者往往會因生計問題而隱忍家庭暴力的問題8。 

(四) 疫情加劇發展中地區女性「月經貧窮」、生殖保健資源難以取得

的問題 
 

   過往研究指出，人們在應對災難或緊急狀況時，往往忽略女性與弱

勢群體的基本需求，如生理用品需求，以及較高的隱私要求。在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區隔離措施令非洲等發展中地區女性無法獲

得衛生用品，月經期間生理需要受到忽視，加上由於女生負擔不起

衛生用品費用，亦面對他人把月經「污名化」，造成「月經貧窮」

和「月經羞辱」的問題9。另外，在某些地區基本的性健康與生殖健

                                                      
5EIGE,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unpaid-care-and-housework 
6 EIGE, 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gender-based-violence 
7 資料來源：Gend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COVID-19 疫情之下的女性」：https://reurl.cc/5qM1eV 

8 同註 5。 
9 資料來源:明報 https://reurl.cc/R1yz6r 

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unpaid-care-and-housework
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gender-based-violence
https://reurl.cc/5qM1eV
https://reurl.cc/R1yz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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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醫療資源，如產前與產後的健康照顧以及避孕器材，都更難取得，

甚至中斷10。 

(五)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女性受到之經濟衝擊 

  新冠肺炎的流行對經濟必然造成影響，而從事不穩定工作、非典型

就業的人特別容易受到經濟衝擊的影響。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因疫

情的影響，全世界可能失去近 2500 萬個工作，並新增 3500 萬工

作貧困人口。與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從事臨時，兼職和不穩定

的工作。這些工作通常工資較低，法律保障薄弱。其中從事家庭幫

傭的女性移工在經濟及工作內容高度依賴雇主的情形下，有可能對

其自身權利及如何向外界尋求支持等資訊一無所知11。 

(六)健康照顧及保健的性別差異 

由於女性預期壽命更長，所必須面臨的老化及健康問題則相對更多，

對長期居家護理的需求更高。在疫情時期，獨居的高齡女性便可能

因隔離措施，面臨缺乏照護、被社會排斥的情況，導致身體和心理的

健康皆受到損害。另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EIGE）也呼籲，新冠肺

炎疫苗的研發過程應重視性別差異，臨床試驗必須包含男性和女性，

摒除醫學研究中的性別盲，以了解疫苗對不同性別產生的效用和影

響，重視女性的健康權益12。 

 

綜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突顯過去性別議題中結構性的問題，如職

業性別隔離導致男女接觸病毒的程度不同，而多由女性從事的照顧服務

業所取得防護資源是否充足，當封城、停課、停班造成無償家務工作增

                                                      
10 資料來源: Gend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性別議題:亞太地區應關注

之議題」：https://reurl.cc/VX4M9N  
11 EIGE,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economic-hardship-and-
gender 

12 科技部「科科性別」臉書粉絲專頁【為什麼新冠肺炎對女性的衝擊更大】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674670102793559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0%A7%E5%88%A5%E7%9B%B2?__eep__=6&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OcUwaEQIUGafSL0wmc_R_tNNlLwJ-WyF2hqpIAGqAnOoOBu8lsB_14bZeKU5yLRaOzDUZpfC5-MTP3oMYaIwXH25uyNBGty221SAcY4iL-yGk_72ooXTe4Fl1HLJqhch9NCQEYQcMuoLdOU9fSrkgHN2Dq5M1UQAnCSI5Ns0QNLf3AlvUoj6XWH_tU1zvyuEVO8LXs1vaRcgPFeNF3yLPbZzJXCiTQ1_20YSp-LsP-2PPrspLx-qx96C3YDXbQPfXUtIgbELsA4kXcNuqZR236JoQHtSYPOng5n8oyrwgkzHNRoYbrIN8lBkniDaGEiqrLU4BtroHQQ4jIu_raIVgyEbW&__tn__=%2ANK-R
https://reurl.cc/VX4M9N
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economic-hardship-and-gender
https://eige.europa.eu/covid-19-and-gender-equality/economic-hardship-and-gender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GIST/posts/267467010279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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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傳統性別任務定型化將照顧重擔落在女性身上；家庭暴力受害對象

過去以女性居多，當施暴者因隔離措施無法回到平日常軌生活，且封閉

了外界連繫，加劇了家庭暴力的發生。在某些地區對月經常識不普及或

對月經汙名化，疫情隔離措施讓生理用品資源變得更難取得；原為多重

不利處境的女性，如外籍移工、高齡、獨居、單親家長等身分，疫情使

得其更難獲取經濟及健康保健資源。在研發疫苗部分，如醫學臨床研究

未具有性別敏感度，將難以知道疫苗對不同性別產生的效用和影響。然

而以上種種問題，均須各國政府及私部門共同加以重視與妥善因應。 

二、 國際倡導行動 

就前項所列之國際性別議題，以下就國際組織倡導應對之內容及

作為，整理說明如下： 

(一) 對政府機關倡導 

聯合國婦女署建議應重視婦女的需求及其領導力，以有效應對新

冠肺炎，相關建議分述如下： 

1. 確保獲得「性別分類」的統計數據，包括不同性別者感染率，

不同性別者受到的經濟影響，不同的性別者照顧負擔以及家庭

暴力和性虐待的發生率。 

2. 將性別觀點和性別專家納入計畫和預算資源，計畫團隊成員並

應有性別專業知識。 

3. 採取應對行動前應為婦女提供優先支持，例如，增加醫護人員

和看護者獲得防護設備和月經衛生產品，以及為婦女提供靈活

的工作安排。 

4. 確保婦女在面對和進行長期影響規劃的決策中，享有平等的發

言權。 

5. 確保公共衛生信息能夠正確地傳達至婦女群體，包括最邊緣化

的婦女。 

6. 針對婦女所受到的經濟影響制定緩解策略，並增強婦女的應變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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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供保護婦女和女童的基本保健服務，包括性保健和生殖保健

服務。 

8. 優先考慮在受新冠肺炎影響的社區中，提供性別暴力預防和應

對的服務 

(二) 對私部門倡導 

歐盟、國際勞工組織與聯合國婦女署共同呼籲，企業在疫情期間

應落實 2010 年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和聯合

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已併入 UN Women）共同發起的

「女性經濟賦權和權利」（簡稱 WEPs），以推動私部門在工作場

所、市場競爭和社區生活中實現女性賦權和性別平等。有關「女

性經濟賦權和權利」（簡稱 WEPs）７大原則如下13： 

１． 「在企業領導層級建立支持性別平等的信念」。 

２． 「在職場上公平對待女性與男性—尊重且支持人權及反歧視

的做法」。 

３． 「確保所有職員的健康、職業安全與福祉—不分性別」。 

４． 「提倡給女性員工的教育訓練以及專業能力建構」。 

５． 「在企業發展、供應鏈的選擇以及商業手段都能回應性別、培

力女性」。 

６． 「透過公司內部社群(工會等)倡議性別平等」。 

７． 「建立一套測量性別平等成效的制度，並發表公開透明的報

告」。 

而根據上述 WEPs 原則架構14，在疫情期間，私部門可就「領導階

層」、「職場」、「市場」、「社區」及「透明度及報告」5 個面向

著手努力，分述如下: 

                                                      
13 資料來源：婦女聯合網站，https://www.iwomenweb.org.tw/cp.aspx?n=B8752A7D1C0E44B9 

 
14 資料來源： UNOMEN ,COVID-19 AND GENDER EQUALITY A CALL TO ACTION FOR THE PRIVATE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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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部門領導階層訂定面對新冠肺炎的相關政策和危機應對措施，

應諮詢內部、外部利害關係者，以確保規劃內容具有性別敏感度並

具有包容性。在與政府、員工和雇主及其代表之間的協商與合作中

須有婦女參與的機會，且公司執行長和執行團隊應公開表示致力解

決性別不平等的承諾，並確保決策參與之性別比例的衡平。此外在

建立員工內部溝通的管道時，應定期更新有關疫情的情形並提供建

議。另外，領導者應支持大規模的遠距辦公，並解決現有傳送資訊

技術和通信基礎設施上的壓力；宣傳疫情對性別造成的不同影響，

並鼓勵其他公司簽署 WEPs。 

(2)在職場上，私部門應在疫情期間，關注負有照顧責任之員工的需

求，特別是為單親父母和具有身心障礙身份的父母提供彈性工作時

間。對短期合約的員工支付生活工資（living wages），並提供帶薪

病假、家庭假和緊急事假。同時鼓勵男性僱員分擔家務勞動和對兒

童，老人和身心障礙家庭成員的無償照顧工作。此外，注意員工的

身體，心理和情感健康狀況，以瞭解女性在家中遭受家庭暴力風險

的問題。另應評估在人力資源部門建立特別聯絡人，以支持遭受家

庭暴力的員工，並與所有員工廣為分享有關家庭暴力熱線和暴力倖

存者的公共支持服務、社會心理支持服務以及產前和產後保健服務。 

(3)在市場部分，發掘新的在地產業特別是受到疫情影響的女性企業，

採購她們的產品和服務，並鼓勵公司業務合作夥伴和員工也這樣做。

另對於因疫情而不得不結束營運而難以償還債務的女性企業家予以

協助，提供特定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使其免於破產。此外，透過內

部及外部的溝通，採取積極性的措施挑戰性別刻板化印象、歧視及

不平等的問題。 

(4)在社區部分，應讓大家瞭解在小型獨立組織中第一線防疫人員

的努力，並與當地社區的婦女交流終生學習及在後疫情恢復時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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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技能機會之重要性；捐款給婦女協會和庇護所，以支持特殊需

求的女性，如老年人，暴力倖存者，單親母親和身心障礙婦女；另

外，也可以捐贈個人防護設備、食品，以及對個人的日常生活提供

支持性服務，在短期內暫停收取如租金和水電費之類的家庭開支。 

(5)在透明度及報告的部分，蒐集以性別分類之感染率、經濟影響

情況、照顧負擔及性暴力和性虐待的發生率等數據，並撰擬報告。

此外，分享新冠肺炎的性別差異相關訊息，係踐行 WEPs 的一部

分。 

三、 借鏡國際經驗，蒐集國內性別資訊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下，國內疫情雖未似外國嚴峻，惟聯合國婦女署根

據過往全球流行疾病的經驗，指出婦女與女孩在流行疾病下，位居更

弱勢的處境。而這些係因既存於社會中各種不平等的性別體制中的弱

勢處境，透過疫情被突顯出來，為預防未來疫情或其他流行疾病因性

別議題而加深對婦女的衝擊，以下即就國內相關性別統計資料，觀察

疫情期間對不同性別處境所造成的影響。  

（一）職業性別隔離增加女性感染風險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發布「醫事人員統計」性別統計，我國護理師、

護士女性比率占 96.81%，醫檢師(生)女性比率占 68.79％。加上我

國因護理人員不足，導致護病比偏高15，(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護病

比為醫學中心「1：9」、區域醫院「1：12」、地區醫院「1：15」)；

較歐洲、美國建議理想之護病比「1：4」至「1：6」為高，加上我

國第一線護理人員輪班工作時較長，工作負擔較大。在疫情期間，

除第一線護理人員工作量增加外，在第一線從事篩驗病毒的醫事檢

驗師(生)工作量亦大幅增加，且因此面對病毒所承受的風險亦相對

較高。 

                                                      
15
 資料來源:《護理人員健康危害評估研究》，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所 107年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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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性別任務定型化影響，疫情期間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開學、停

課措施將加重女性的照顧負擔 

   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國中小、高中職）多採固定班級授

課，教師及學生於白天時多於同一空間進行教學及學習活動，接觸

距離短、時間長、密度高，加上教師對於在校未成年之學生負有教

育及照顧責任，因此校園屬防疫壓力較大之場域。 

    查 108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女性教師之比例，幼兒園為

98.41%、國小為 71.68%、國中為 68.86%、高中職為 58.36%，

女性比例均較男性高，且學生越年幼之學校階段，女性教師占比越

高，女性教師於防疫期間關照學生健康的負擔亦更為沉重。 

   另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9 年 15-64 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15 

歲以上有偶（含同居）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為 4.41 小時，

其配偶（含同居人）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僅 1.48 小時，遠低

於有偶女性之花費時間，如遇家人須居家隔離、檢疫、子女停課等

情形，易由家中女性家長申請防疫照顧假，除加重照顧負擔，亦面

臨非自願離職及減薪之風險。而如其為女性教師除了肩負在校學生

健康照顧及教育責任外，也可能同時是自身家庭主要照顧者，面臨

雙重壓力，如學校替代人力支援不足，將使其難以同時兼顧。 

 （三）對家庭暴力案件數的影響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0年全國 1到 7月家暴通報人數約6萬 9,409

件，其中女性占 4 萬 5,924 人（66%）、男性為 2 萬 3,441（34%），

與 2019 年同期比較，整體通報人數增加 6,142 人、成長 9.7%，

其中女性增加 2,796 人，略增 6.5%，男性增加 3,343 人，成長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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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就警察機關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數統計觀察16，2020 年 1 至 8 月

共計 5 萬 8,722 件；較 2019 年 1 至 8 月共計 5 萬 1,390 件、2018

年 1 至 8 月共計 5 萬 150 件，均增長 14%。惟進一步觀察，國內

於 2020 年５、６月逐步解除疫情相關管制措施，在解除管制前之

2020 年 1 至 4 月，家暴案件量為 2 萬 7,916 件，而在解除管制後

的 2020 年 5 至 8 月，案件量為 3 萬 0,806 件，增加 2,890 件，

增幅約 10%；與國外因封城隔離期間而導致案件量增多情形不盡

相同，國內家暴案件量略增是否係因疫情而產生效應，尚須持續觀

察數據的變化。 

（四）女性受到之經濟衝擊 

   根據經濟部2020年最新統計國內企業為女性負責人約有22萬家，

占整體企業的 31%。而女性企業超過 65%為零售及餐飲服務業。

在 2020 年 2 月至 4 月國內疫情高峰期，國內實施社交距離及人

流管制等防疫規範，零售業及餐飲業之營業額較 2019 年同期減少

百億餘收入17。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國內 2020 年

6 月至 8 月就業人口較 3 月至 5 月累計增加 4 萬人，就業人口在

國內疫情緩和後逐步增加，如進一步觀察，2020 年 1 至 8 月就業

人口數最低點為 5 月的 1,146 萬 2 千人，其中男性占 635 萬 6 千

人，女性占 510 萬 6 千人，女性比率為 45%；如與 2020 年 8 月

就業人口相較，８月就業人口較 5 月多出 4 萬 5 千人，如進一步

觀察，男性增加２萬６千人，女性則增加１萬９千人，女性比率為

42%。 

                                                      
16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78250&ctNode=12873&mp=1 
17 資料來源：經濟部「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統計月報」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425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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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資料顯示，我國 2020 年失業人口也在 5 月到達一個高峰，男性

失業人口為 27 萬 4 千人，女性為 21 萬 2 千人，惟男性的失業人

數在８月已有降低的趨勢，女性失業人口仍無明顯下降的趨勢，女

性似較男性須進一步提供就業方面之協助，這是後續須持續觀察之

處。 

四、 我國因應 COVID-19 之醫療、照顧、家暴及經濟議題相關措施摘要 

我國政府在疫情期間針對醫院第一線醫事工作的同仁，提出醫護人

員及感控人員津貼、急救責任醫院防疫獎勵及專責病房、負壓隔離

病房及加護病房人員津貼。另因防疫受隔離、檢疫者，以及照顧生

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檢疫者致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之家屬，提供

防疫補償金。 

對於家庭暴力通報案件持續進行監測，依法進行保護性案件之訪視

及服務，並與社區在地組織及鄰里長、里幹事合作，鼓勵民眾積極

通報，並善用 113 線上諮詢及簡訊對談服務，俾利受暴之居家檢疫

或隔離個案能即時獲得相關服務。 

   政府為協助產業復原及經濟發展，亦頒布紓困及振興特別預算，積

極提供婦女經濟支持，包括貸款減免、人才培訓計畫、提供工作機

會、稅務延期等服務，並提供托育機構和長照中心補貼以維持其運

營，減輕有照顧責任婦女的負擔。另因應疫情增列急難紓困，對於

受疫情影響減班休息的勞工，提供薪資差額補貼，或由政府提供符

合公共利益之計時工作，並核給工作津貼，降低薪資減損對其生活

造成之影響。 

五、結語 

  此次新冠肺炎於國際間的蔓延散播，讓我們看到過去既存的許多性別

議題逐一浮現，並深化許多女性之不利處境，而如何將本次疫情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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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轉機，透過國際組織的呼籲行動，重新省思政府及企業對於職業

性別隔離、性別任務定型化、家暴受害者的支持服務及扶持女性經濟

弱勢者之措施等，並定期監測相關數據的變化，以預為因應流行疾病

所可能深化的性別不平等情形，進而我們政府與社會的各項措施能夠

更包容及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