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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C 婦 女 與 經 濟 指 標 」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以下簡稱 Dashboard 報告)係透過回顧近年來的一系列

指標，提供 APEC 區域內(21 個經濟體)女性地位的概況，並衡量女性

參與經濟相關事務，以及融入制度、機構和市場的進展。 

指標的選擇是根據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簡稱 PPWE)的 5 大支柱領域，包括：1.

獲得資本與資產(access to capital and assets)；2.市場進入(access 

to markets)；3.技能、能力建構與健康(skills, capacity building, and 

health)；4.領導力、話語權及代表性(leadership, voice and agency)；

5.創新與科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目的是運用與 PPWE 優

先領域一致具可信及最新的指標，以利政策制定者清楚瞭解可用的機

會和現存的差距。 

APEC 婦女與經濟指標自 2015 年起每 2 年更新一次，可點選下方連

結至 APEC 網站下載全文報告檔案。 

 The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 2015 (涵蓋

2008-2014 年之 80 項指標資料) 

 The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 2017 (涵蓋

2008-2016 年之 80 項指標資料) 

 The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 2019 (涵蓋

2008-2018 年之 95 項指標資料) 

 The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 2021 (涵蓋

2008-2020 年之 95 項指標資料) 

針對我國與其他經濟體在 5 大支柱領域的比較，可點選以下連結至

「Gender 萬花筒-國際資訊交流站」瀏覽相關內容。 

 2019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婦女與經濟指標 (涵蓋 2008-2018 年之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5/09/The-APEC-Women-and-The-Economy-Dashboard-2015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7/09/The-APEC-Women-and-The-Economy-Dashboard-2017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9/10/The-APEC-Women-and-the-Economy-Dashboard-2019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21/09/the-apec-women-and-the-economy-dashboard-2021
https://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Participate/DealData.aspx?n=jCNJBTKX6271tf9ctUR7ww%40%40&sn=4xW5i6rVuxInLWIThG3zMg%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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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項指標資料) 

 APEC 婦女與經濟指標 2018-2019 年之分析：2020 年我國優勢

與應加強指標 (涵蓋 2008-2020 年之 95 項指標資料) 

2021 年版本與 2019 年版本同樣由 95 個指標所組成，當中的指標略

有不同。2021 年版本的調整包括將一些指標進行刪除及合併，例如

配合世界銀行《女性、商業和法律》（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調查問項的改變，1.1「財產與繼承權」（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Right）與 4.2「契約和事業登記」（Women’s Participation in 

Agency System）項下的指標皆不再區分婚姻狀態。 

此次調整也新增一些指標，例如因應科技發展，「創新與科技」下的

指標由 20 項增加至 23 項，尤其是 5.3「網路整備度」（Networked 

Readiness）底下的指標個數及組成都做了大幅修改。此外，有些指

標也提供更加明確的定義，例如 2019 年版本的指標 4.5.5「法律是

否規定給予有薪或無薪產假」，於 2021 年的版本中改為「法律是否

規定提供至少 14 天有薪產假」。 

本文將從 APEC 婦女與經濟指標 5 個面向來分析 2021 年我國在

APEC 區域的優勢與可加強之處，並針對一些指標補充更多數據。 

一、獲得資本與資產 

1.1 財產與繼承權：無論是財產所有權或繼承權，我國皆已立法保障

男女平等。惟拋棄繼承人數女性仍高於男性，2020 年占比女性為

55.5%、男性為 44.5%；2019 年占比女性為 55.7%、男性為 44.3%，

可觀察到女性拋棄繼承人數有逐年遞減之趨勢。1另從年齡觀察，20 

歲以上各年齡層均呈現女性占比高於男性，以 60-64 歲差距最大。2 

                                                      
1出處：財政部，109年性別統計年報「表 2-11. 國人遺產拋棄繼承人數－按性別分」 

http://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gender/98/a2110.pdf 

 
2出處：財政部統計處，財政統計通報第 17號(110)。 

http://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bulletin/110/%E7%AC%AC17%E8%99%9F_%E6%8B%8

https://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Participate/DealData.aspx?n=jCNJBTKX6271tf9ctUR7ww%40%40&sn=yFNcGlMCFdG0nfsWPM7gSA%40%40
https://www.gender.ey.gov.tw/International/System/Participate/DealData.aspx?n=jCNJBTKX6271tf9ctUR7ww%40%40&sn=yFNcGlMCFdG0nfsWPM7gSA%40%40
http://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gender/98/a2110.pdf
http://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bulletin/110/%E7%AC%AC17%E8%99%9F_%E6%8B%8B%E6%A3%84%E7%B9%BC%E6%89%BF%E6%80%A7%E5%88%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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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2019 年國人遺產拋棄繼承之性別比率 

年度 女性 男性 

2018 56.2% 43.8% 

2019 55.7% 44.3% 

2020 55.5% 44.5%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1.2 勞動市場參與（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2020年我國「15

歲以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51.4%，低於APEC平均57.2%，且雖然

我國歷年數字有逐漸增加之趨勢，但皆低於APEC整體區域平均，值

得注意。另一方面，「女性勞動力占男性比」則表現較佳，我國2020

年數字為80.2%，高於APEC平均之77.4%，但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未特

別突出。 

圖 1：15 歲以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按年齡組別觀察，2020 年 25-29 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我國為 90.5%，

高於日本(85.9%)、美國(76.8%)及南韓(73.6%)。 

                                                      
B%E6%A3%84%E7%B9%BC%E6%89%BF%E6%80%A7%E5%88%A5.pdf 

http://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bulletin/110/%E7%AC%AC17%E8%99%9F_%E6%8B%8B%E6%A3%84%E7%B9%BC%E6%89%BF%E6%80%A7%E5%88%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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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2 年性別圖像 

圖 2：2020 年主要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組別 

1.3 金 融 服 務 近 用 性 （ Financial Services: Availability, Access, 

Literacy, Outreach and Learning）: 在APEC區域中，借貸機構的性

別與婚姻歧視，仍大幅影響女性取得貸款的權利。整體區域僅有9個

經濟體立法禁止對債權人的性別歧視，且僅有7個經濟體禁止婚姻歧

視，我國目前亦無禁止對債權人性別與婚姻歧視的相關法律。 

而「１5歲以上女性向金融機構借貸比率」顯示，我國女性2020年的

借貸比率為23.0%，顯著低於男性。若以房貸借款人來看，根據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之資料3，截至2021年6月，男性占貸款人數的52.6%，

女性為47.4%，男性仍高於女性但差距較近。另從青年創業貸款件數

之性別統計觀察，2020年女性占比僅約32.96%。4 

                                                      
3 出處：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1-24房貸借款人不同性別下的授信金額及利率統計表」 

https://www.jcic.org.tw/main_ch/download_page.aspx?uid=213&pid=190 
4 出處：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y%24Y9258dU59GrN2vb76U
aw%40%40 

https://www.jcic.org.tw/main_ch/download_page.aspx?uid=213&pid=190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y%24Y9258dU59GrN2vb76Uaw%40%40
https://www.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y%24Y9258dU59GrN2vb76Uaw%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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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制 度 性 儲 蓄 借 貸 （ Financial Service: Formal Saving and 

Borrowing）：此指標之數據來自全球金融包容性資料庫2014與2017

年的統計。在「女性於金融機構有存款的比率」方面，我國同樣提供

2014與2017年之數據，分別為39.8%及68.3%，顯示大幅的增長，不

僅兩年數字皆高於APEC平均值，且2017年之數據僅低於紐西蘭。 

圖 3：女性於金融機構有存款的比率 

我國「１5 歲以上女性向金融機構借貸的比率」則有歷年數據，可看

到由 2019 年的 20.9%上升至 2020 年的 23.0%，此上升推測可能與

疫情紓困措施有關。 

圖 4：女性向金融機構借貸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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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進入 

2.1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2021 年指標新增「鄉村與都市人口

取得電力的比例」，而我國歷年皆為 100%。「整體基礎設施品質」同

樣為新增之指標，以 1-7 分的評分量表中，我國提供 2017 年數據為

5.4 分，排名第六且高於 APEC 區域平均為 4.8 分，僅次於新加坡、

香港、日本、美國和韓國。不過，「使用受到安全管理之衛生服務的

人口比率」，引用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所衡量的是使用改善之衛生設施的人口比率，這些設施

不與其他家庭共享，並且糞便被安全地就地處置或運往異地進行處理。

我國在此方面的衛生設施相對完善，惟我國「人口及住宅普查」問項

與世界發展指標之定義不同，因此未有此數據，而是針對「住宅居室

房間數及衛浴套數」進行普查。5 

2.4 弱勢就業（Vulnerable Employment）：我國在「自營作業與無

酬家屬工作者比率」（proportion of contributing family members）

的表現，從 2008 年的 19.2%一路下降至 2020 年的 16.3%，但仍高

於 APEC 區域平均的 9.5%。 

圖 5：自營作業與無酬家屬工作者比率  

                                                      
5 出處：行政院主計總處，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https://census.dgbas.gov.tw/PHC2010/chinese/rchome.htm 

https://census.dgbas.gov.tw/PHC2010/chinese/rc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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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0 年我國「女性失業率」為 3.8%，與 APEC 區域平均的

3.7%相近，但可能因為疫情所致，較 2019 年數據提高了 0.2 個百分

點。 

圖 6：女性失業率 

2.5 就業機會與勞動條件（Non-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cess,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s）：我國在女性就業機會與勞

動條件方面已立法保障。在「男女同工同酬」部分，係引用世界經濟

論壇性別落差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之數據，並轉換為女

性與男性的比例，以0-1的量表衡量，數值1代表理想或比例相等。我

國數據係按女性每月時薪與男性每月時薪之比例計算，2019年為

0.86，其次為菲律賓（0.81）及新加坡（0.80）。根據我國《2021性

別圖像》，台灣男女平均時薪落差自2009年17.9%下降至2019年

14.2%，亦即女性需增加工作天數由66天減少至52天，男女平均薪資

差距縮小3.7個百分點及減少14個工作天數。 

此外，「移動自由」為新增指標，以0-1之評分量表來衡量女性是否與

男性有申請身分證、護照以及出國的同等權利，數值0表示女性與男

性具有平等權利，且沒有任何歧視性的法律或社會期待；我國歷年皆

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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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能、能力建構與健康 

3.3 技職教育（Techn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我

國中等技職教育之女學生比例從2008年43.6%，一路下降至2020年

42.4%。APEC整體區域同樣呈現下降趨勢，但歷年來我國數據皆低

於APEC平均值。 

圖 7：中等技職教育之女學生比率 

3.4 健康與安全（Health and Safety）：我國2019年「生育年齡女性

貧血比率」為18.7%，2020年增加至19.1%，高於APEC區域的平均

值17.5%，應多加留意。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於第1孕期產前健康檢查血液常規檢查提供血紅素

檢測，並自2021年7月1日起，於第24-28週新增貧血檢驗。另於產前

健康檢查提供2次衛教指導服務，並透過記者會及新聞稿發布相關衛

教資訊，提供民眾於孕前及懷孕期間瞭解如何攝取相關營養素，預防

貧血。 

另一方面，我國「孕產婦死亡率」(死亡人數)在2019年創下自2008年

以來新高，每十萬活產有16.0名孕產婦死亡(28人)，，2020年則降至

每十萬活產有13名孕產婦死亡(21人)。2020年女性生育年齡平均為

32.20歲，生育第1胎的平均年齡為31.09歲，35歲以上者占31.6%

（2019年為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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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孕產婦死亡率」數據雖遠低於APEC區域平均，但卻高於日本、

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澳洲等經濟體，可能與我國產婦年齡偏高、

生育率下降有關6。 

圖 8：產婦死亡率 

為保障母嬰健康，降低妊娠併發症，衛服部擴大補助產檢次數及項目，

自2021年7月1日起提供14次產檢、3次超音波檢查、1次乙型鏈球菌

篩檢、2次產前衛教指導、妊娠糖尿病篩檢及貧血檢驗，以及早發現

異常，予以追蹤與治療。另為強化弱勢族群母嬰健康，推動「周產期

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針對孕婦具健康風險因子、社會經

濟危險因子提供孕期至產後6週或6個月之關懷追蹤及轉介服務。 

行政院核定「110-113年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設置周產期母嬰

醫療中心，以負責高危險妊娠與新生兒加護照護及後續追蹤，提升母

嬰的健康照護品質。 

此外，我國於2016年施行《生產事故救濟條例》，協助承擔婦女生產

風險，這是我國首部相關醫療救濟法案，也是世界首創涵蓋所有生產

事故的不責難救濟條例，條例中也明文規定，主管機關對經辦之生產

事故救濟事件，應進行統計分析，每年公布結果。 

                                                      
6 出處：媽媽寶寶，晚婚晚孕的憂傷．嬰兒與孕婦死亡率創十年新高，

https://www.mombaby.com.tw/articles/16120 

https://www.mombaby.com.tw/articles/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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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衛福部《2021生產事故救濟報告》，從歷年來的事件累積可發現，

孕產婦死亡之預防與改善，應針對特殊高危險妊娠孕產婦，制定個別

化之照護模式，強化醫療院所應變及轉送機制。2021年也藉由生產事

件的事故原因分析及風險因子評估，建構出「產科安全風險管控」之

六大風險管控架構，透過產官學及跨部會合作，提升孕產婦全面性的

醫療照護品質。 

另外，在婦女人身安全方面，包括家庭暴力與職場性騷擾，我國皆已

有立法保障。APEC區域21個經濟體中，也已有20個經濟體有專門針

對家庭暴力立法、16個經濟體針對職場性騷擾立法。Dashboard報告

指出，針對家暴的法律，尤其是專責法庭，在COVID-19疫情期間變

得更加重要。以我國而言，在2021年疫情最嚴重的期間，司法院發布

「法院辦理遠距視訊開庭參考手冊」，增加遠距視訊開庭作為直接審

理的例外，範圍涵蓋家暴案件的審理與保護令的聲請。惟此類案件的

遠距視訊開庭與審理，司法院未訂定較為一致性的作法和配套措施，

而是交由個案的法官自行決定。另外，若從數字來看疫情期間的家暴

情形，2020年我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為141,872件，比2019年

的128,198件增加約9.6%。72020年台灣疫情未採取封城或居家命令

等措施，民眾仍可正常上班、上課，爰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增加應

與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保護服務及高風險服務及積極擴大

社區通報，強化找出潛在受暴個案有關。 

其中，「是否設有法律保護婦女免受家庭暴力」指標，主要採用OECD

之社會習俗性別指數（Social Institutions and Gender Index），以0

到1分之評分量表來衡量。0代表設有專門且充分的家暴法律，並且未

被指出有任何執行上的問題；0.25代表設有專門且充分的家暴法律，

但有些執行上的問題；0.5表示具有專門的法律，但並不充分；0.75表

示沒有針對家暴的專法，但是已有證據顯示政府正在計畫或草擬這項

                                                      
7 出處：衛生福利部統計處，「5.1-01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統計」，   

https://dep.mohw.gov.tw/DOS/cp-5342-59468-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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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1表示未設有法律來處理家暴問題。APEC經濟體中，僅有我國

之數值為0.0，其他0.25的國家為澳洲、加拿大、韓國及新加坡。 

現行衛福部除定期與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召開相關會議，瞭解實務執行

情形並改善外，並定期檢視法令修正之必要，自 1998 年迄今，《家

庭暴力防治法》業已完成 6 次修正，刻正提出第 7 次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俾求周延。 

然而，我國的家暴防制相關法令比起其他國家雖然相對完善，在執行

面上仍有待改進之處。例如，受暴婦女之司法需求及服務仍受限於人

力以及司法人員之刻板印象；責任通報制度的執行也面臨些許障礙，

且可能造成被害人二度傷害等負面效應。但在此指標中，我國自2008

年至今的數值皆填報為0，為符合量表評分精神，建議應詳細檢視法

令在執行層面可能面臨的阻礙。 

在前述《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59 條業規定，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含司法院及法務部）辦理所屬人員教育訓練時，應

納入性別平等課程，俾強化各防治網絡人員之性別意識。此外，衛福

部已邀集各部會、地方政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共同研議責任通

報人員得否依被害人意願進行通報等進行討論，惟仍未獲共識，爰現

行仍維持責任通報制度，未來各防治網絡單位將持續透過教育訓練，

提升第一線人員之敏感度，避免造成被害人二度傷害。 

 

四、領導力、話語權與代表性 

4.1「民事登記和人口動態統計」（Civil Registr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4.2「契約和事業登記」（Women’s Participation in 

Agency System）、4.3「法庭參與」（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urts）等三方面，我國皆已立法保障女性與男性擁有同等之權利。

在 2021 年更新版指標報告中，4.2 項下各指標已不再區分婚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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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照顧經濟（Care Economy: Time spent on unpaid work）：此

類別當中僅衡量「女性平均花費在無酬工作的時間」一項指標。我國

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108 年 15-64 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2019

年之數據為每日平均 190.8 分鐘8。 

根據前述衛福部的調查報告，有配偶或同居伴侶婦女之平均每日無酬

照顧時間 4.41 小時，高於全體婦女的 3.18 小時；再與其配偶或同居

伴侶的 1.48 小時比較，15-64 歲的有配偶或同居女性，每日花費無

酬照顧時間為其配偶或同居伴侶超過 3 倍以上。另一方面，由於我國

缺乏全體男性花費於無酬工作的時間數據，後續難以進行全面性的分

析比較。 

此外，雖然 APEC 區域各經濟體計算此數據的年份不同，無法計算出

APEC 區域整體平均。但與 2019 年有提供數據之經濟體比較後發現，

我國婦女的無酬家務勞動時間為 APEC 區域最低，次低為南韓的每日

215 分鐘；反而如澳洲、加拿大、美國等通常認為女性自主性較高的

國家，女性花費在無酬家務勞動的時間更長。 

表 2  2019 年女性平均花費在無酬工作的時間(分鐘/每日) 

我國 190.8 南韓 215 

澳洲 311 墨西哥 432.2 

加拿大 223.7 紐西蘭 264 

中國 234 俄羅斯 259 

日本 224 美國 241 

資料來源：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 2021 

                                                      
8指標「4.4.1女性每日從事無酬家務勞動時間」，2010、2013及 2016年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辦

理「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針對 15 歲以上女性觀察每日無酬照顧時間；2019年則由衛福部

首次整合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辦理「15-64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兩項調查對

象、抽樣設計、推計方法均不相同，無法進行跨年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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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 World Bank Database9中選取澳洲、加拿大、美國、日本、韓

國的資料相比，日韓兩國的女性無酬工時均低於前三國，但女性與男

性無酬工時的差異卻比前三國更大，達到將近 5 倍之多，同時澳洲僅

有 2 倍，加拿大及美國則為 1.5 倍。 

推測可能原因為澳、美、加等國整體工時較短，人民較注重家庭生活，

因此比起工時長的日韓及我國，這些國家不分男女皆花費較多時間在

無酬工作上。因此，建議我國政府也應統計全體男性平均每日的無酬

照顧時間，分析整體男女花費在無酬工作上的時間差異，以更進一步

了解性別不平等的情況。 

4.5 事業發展條件（Conditions for Career Advancement）：此部分

聚焦於男女同工同酬、禁止就業歧視、產假與育嬰假之法律保障，總

共有七項指標。我國在各項指標皆已訂有法律，其中「禁止面試時詢

問婚姻狀態」，APEC 區域中僅有加拿大及我國有立法禁止；且除了

有 17 個國家立法防止孕婦被解僱之外，其他指標皆只有大概半數國

家設有法律保障。 

有關「是否有立法規定給予至少 14 周之有薪產假（maternity leave）」、

「是否有立法規定給予有薪育嬰假（parental leave）」2 項指標，前

者定義為只有母親才可請休的假，後者則是雙親共同分擔照顧責任的

假別。在 APEC 區域中，僅有 13 個經濟體提供至少 14 周有薪產假，

10 個經濟體提供有薪育嬰假。我國將產假分項訂有安胎休養請假、

產檢假、產假及育嬰留職停薪等假別，符合 14 周有薪產假之標準。

2020 年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初次核付件數達 8.3 萬餘件，其中女性占

81.8%，而男性比率自 2014 年開始有逐年增加趨勢，從 2014 年占

15.7%，至 2019 年提升至 18.6%，惟 2020 年略下降至 18.2%10。 

                                                      
9 出處：World Bank Database，Proportion of time spent on unpaid domestic and care work, female 

(% of 24 hour day) - Korea, Rep., Japan, Australia, United States, Canad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G.TIM.UWRK.FE?end=2019&locations=KR-JP-AU-US-
CA&start=2001&view=chart 
10 出處：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2年性別圖像，頁 1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G.TIM.UWRK.FE?end=2019&locations=KR-JP-AU-US-CA&start=2001&view=chart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G.TIM.UWRK.FE?end=2019&locations=KR-JP-AU-US-CA&start=2001&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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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私部門領導力（Private Sector Leadership）：當中包含兩項指標

「女性擁有所有權的公司比率」與「女性參與最高管理階層的公司比

率」。Dashboard 報告指出，此面向包含的兩項指標長期缺乏完整數

據。從 2021 年的版本可以看到，APEC 所有經濟體皆未能提供歷年

完整數據，只有俄羅斯更新了 2019 年的數據。 

我國經濟部商業司有發布〈公司登記家數及資本額--按負責人性別及

縣市別分〉，至 2021 年 6 月底，女性負責人占 31.25%，低於男性的

68.75%。而 Dashboard 報告上截至 2017 年的資料為 36.4%，使用

的數據應來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公布之中小企業白皮書，該數字於

2020 年為 36.96%。兩者皆顯示在公司所有權上的性別差距。 

此外，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的統計，2020 年我國上市公司女性董事

占董事會比例為 13.37%，上櫃公司為 14.34%11。而 2021 年彭博性

別平等指數統計全球 380 家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平均有 3 名女性董

事，占董事會比例為 29%12。由此可見，台灣上市櫃公司女性董事占

比仍然偏低，公開發行公司之決策階層仍存在性別落差。 

4.7 政治領導力（Political Leadership）：Dashboard報告指出，APEC

區域的女性政治賦權持續落後，女性在最高政治決策機關的低代表性

將減緩性別平等相關政策倡議的速度。 

我國「擔任部長級職務的女性比例」從2018年的18.8%一路下降，

2019年為15.5%，2020年僅有11.5%，為2012年以來新低，且低於

2019年APEC區域平均19.1%，僅高於菲律賓8.6%和中國6.5%。 

                                                      
11 出處：台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上市櫃公司董事會成員平均性別比例 

https://cgc.twse.com.tw/boardDiversity/chPage?paginate=searchList&type=&year=&search=&offset=
80&max=20 
12 出處：Quantum International Corp，QIC 投資人關係洞察系列三十一：落實性別平等與多樣化 

掌握永續發展決勝點。https://www.qtumic.com/insights/1436262300725018624 

https://cgc.twse.com.tw/boardDiversity/chPage?paginate=searchList&type=&year=&search=&offset=80&max=20
https://cgc.twse.com.tw/boardDiversity/chPage?paginate=searchList&type=&year=&search=&offset=80&max=20
https://www.qtumic.com/insights/143626230072501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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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擔任部長級職務之女性比率 

反之，我國「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在2020年創下歷史新高41.6%，遠

高於APEC平均的23.9%，在APEC排名第二，僅次於墨西哥的48.2%，

第三則為紐西蘭的40.8%。 

圖 10：女性國會議員比率 

4.8 具 影 響 力 職 務 （ Position of Influence: Judiciary and 

Academia）：「大專院校校長男女比」，由2019年的10.9下降至2020

年的7.8，顯見性別差距縮小；「法官男女比」則近三年皆維持1.0，

女性與男性法官人數近乎相同。不過此數據各經濟體計算基準不一，

例如我國將各類型法院之法官（含庭長）皆納入計算，新加坡則僅計

算最高法院之法官人數，因此較難進行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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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新與科技 

5.1 行動科技（Mobile Technology）：我國的手機行動網路覆蓋率已

達 100%，且 2020 年平均每人有 1.24 隻手機。 

5.2 網路使用（Internet Use）：我國「女性上網比率」在 2018 年為

84.7%，2019 年為 83.8%，而 2020 年女性網路使用率為 85.3%、

男性網路使用率為 88%。13 

APEC 獲得之資料僅能計算 2018 年女性上網比例的平均為 72.6%，

因此我國情況優於 APEC 整體平均。不過，相較於其他有提供資料的

國家，我國女性使用網路的比例不算特別高，落後於澳洲、加拿大、

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 

圖 11：女性上網比率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之《108 年性別數位機會發展現況》14，2019

年我國女性與男性上網率分別為 83.8%和 88.6%，相差 4.8 個百分

點。此性別差距有逐漸擴大之趨勢，從 2016 年的最低點 1.1 個百分

點逐年增加。2019 年的 4.8 個百分點也是 2013 年以來差距的最高

點。此外，若考慮年齡因素，男性資訊近用機會領先的情形主要發生

在 60 歲以上世代，60 歲以上男性上網率 61.8%，女性 46.2%，女

                                                      
13 出處：國家發展委員會，歷年數位機會(落差)調查彙整資料

https://www.ndc.gov.tw/cp.aspx?n=55C8164714DFD9E9&s=C57A53FF739B6D3D 
14 出處：國家發展委員會，108年性別數位機會發展現況。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2NrZmlsZS8wY2E1NTA
yMC0yMzA4LTQyYTUtOTMwYS1jMTllZTAxYzNkYTMucGRm&n=6ZmE5Lu2Ni0xMDjmgKfliKXmkbrpoIH
miYvlhooucGRm&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2NrZmlsZS8wY2E1NTAyMC0yMzA4LTQyYTUtOTMwYS1jMTllZTAxYzNkYTMucGRm&n=6ZmE5Lu2Ni0xMDjmgKfliKXmkbrpoIHmiYvlhooucGRm&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2NrZmlsZS8wY2E1NTAyMC0yMzA4LTQyYTUtOTMwYS1jMTllZTAxYzNkYTMucGRm&n=6ZmE5Lu2Ni0xMDjmgKfliKXmkbrpoIHmiYvlhooucGRm&icon=.pdf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2NrZmlsZS8wY2E1NTAyMC0yMzA4LTQyYTUtOTMwYS1jMTllZTAxYzNkYTMucGRm&n=6ZmE5Lu2Ni0xMDjmgKfliKXmkbrpoIHmiYvlhooucGRm&icon=.pdf


17 
 

性落後幅度擴大為 15.6 個百分點。 

圖 12：兩性上網率差距  

5.3 網路整備度（Networked Readiness）：在「政府提供線上服務」

方面，採用的是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所發行的「數位政府知識資

料庫」（E-Government Knowledge Database），當中未納入我國，

亦無法得知該指標之計算方式。當前我國政府已提供許多線上服務，

參考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2020 年度我國在 63 個評比

經濟體中排名第 11。 

2021 年新增數項指標，如「科技整備度」用來衡量該經濟體的科技

能量，包括最新科技的可得性、業者的科技吸收程度、網路使用者人

數、網路頻寬等。該指標使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指數(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中的資料，以 1-7 的量表衡量，數值越高表

示科技的廣泛應用程度越高，2017 年我國數值為 5.7415。  

「國際網路頻寬」指的是國際網路頻寬的總使用量，我國 2019 年為

43,185 Gbit/s、2020 年為 50,565 Gbit/s，僅低於香港，在 APEC 中

排名第二。在「擁有手機的女性和男性比率」，我國女性為 95.5%，

男性為 95.2%，差異不大。但 APEC 各經濟體缺乏此指標的完整數

據，因此未能計算 APEC 整體平均。 

                                                      
15 出處：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17-2018。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appendix-b-global-
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rankings/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appendix-b-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rankings/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appendix-b-global-competitiveness-index-2017-2018-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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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女性參與 STEM 領域（Women in STEM Programmes）：此面

向總共包含四項指標，APEC 區域各經濟體的資料皆不完整，僅有 5

個經濟體提供 STEM 領域女性畢業生比例，提供女性研發人員比例

的經濟體也不到 3 分之 1。相比之下我國的數據尚稱完善。可以看到

從 2008 年到 2020 年，無論在 STEM 領域或工程、製造和營建領域，

女性畢業生的比例皆有緩步上升，但幅度不大，女性研究員和女性研

發人員的比例也呈現相同趨勢。Dashboard 報告提到，大部分經濟

體女性研發人員的比例都不超過 35%，我國亦是如此。 

以總研發人力觀察16，我國女性研發人力從 2011 年的 76,026 人成

長至 2020 年的 94,068 人。就占比而言，2020 年我國女性研發人力

占全國總研發人力之比率約為 26.8%，歷年平均大略維持在 26%至

27%之間微幅變動。雖然整體占比未有明顯提升，但近十年的人數成

長 18,042 人，數量已有相當明顯的成長。 

圖 13：歷年全國女性研發人力(人員)占全國總研發人力比率 

                                                      
16 出處：科技部統計資料庫，全國科技動態調查 

https://wsts.most.gov.tw/STSWeb/technology/TechnologyStatistics.aspx?language=C&ID=4 



19 
 

進一步觀察我國女性研發人力在各部門的分布情況可發現，企業部門

女性研發人力之數量及占比為最多，超過 6 成，其次為高教部門約

21.6%，而政府部門的占比約為 16.5%。 

圖 14：2020 年各執行部門女性研發人力(人數)占全國女性研發人力

比率 

然而，若就各執行部門的總研發人力分別進行觀察，可看出女性研發

人力占各部門總研發人力之占比，以企業部門占比最低，約為 22.8%，

而政府與高教部門之占比皆超過 37%。政府目前已提出諸多鼓勵女

性科學家投入研發的相關策略措施，未來將持續拓展女性參與研究活

動的各項管道，提升我國女性研發人力之數量及占比，進而引領帶動

女性研發人力崛起的社會氛圍與文化。 

圖 15：2020 年女性研發人力(人數)占各執行部門總研發人力-依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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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部門區分 

5.5 環保意識與行動（Green Awareness and Activity）：主要的資料

來源為「國際地球科學資訊網路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此面向之指標計算方式有所

更新，且指標 5.5.4 更改為廢棄物管理。我國在此部分皆有完整數據，

尤其新增之廢棄物管理指標，APEC 區域僅有我國提供歷年數據。 

六、結語 

本報告主要目的為透過檢視 2021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指標，分析我

國在各項指標的達成與更新情形，並提出優勢與應加強指標，彙整如

附表。 

(一) 我國相較 APEC 區域表現優良之指標 

觀察我國與整體 APEC 區域相比，有數項表現優良之指標。其中我國

整體基礎設施品質在 APEC 區域排名第六，女性國會議員比例在

APEC 排名第二。此外，我國針對女性就業機會與勞動條件之歧視、

家庭暴力與職場性騷擾等女性安全、事業發展條件等，皆已有法律保

障，尤其在事業發展條件部分，大多指標在 APEC 區域僅有約半數國

家設有法律保障，尤其禁止面試時詢問婚姻狀態，僅有加拿大及我國

立法禁止。 

(二) 我國於 APEC 區域表現尚可，惟仍須關注之指標 

另一方面，有幾項指標顯示，我國在 APEC 區域雖未表現較差，但仍

值得關注。如，「女性失業率」可能因疫情所致，2020 年較 2019 年

提高 0.2 個百分點，而 APEC 分析指出，COVID-19 疫情主要影響從

事旅遊、餐飲及零售等需面對面互動的行業之女性。因此，建議政府

持續關注疫情對不同性別造成之影響，並建議經濟部、勞動部、農委

會、原民會、教育部等部會，於推動紓困及振興措施時應留意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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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受益情形。 

此外，「孕產婦死亡率」及「生育年齡女性貧血比率」我國數據皆有

逐年增加之趨勢，建議衛福部持續關注女性健康，強化孕產婦照護。 

另外，我國女性人口上網比率雖優於 APEC 整體平均，但女性與男性

上網率之差距有逐漸擴大之趨勢。而女性平均花費在無酬工作的時

間，雖為 APEC 區域最低，但仍應統計全體男性平均每日之無酬工作

時間，才可分析無酬工作時間的性別差異。 

我國 STEM 領域或工程、製造和營建領域之女性畢業生比率皆逐年

緩步上升，女性研究員和研發人員比例也呈現相同趨勢，惟性別差距

仍顯著，因此「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已設定目標與策略，積

極消除教育科系及職涯選擇之性別隔離現象。 

(三) 我國較 APEC 區域表現欠佳，須加強之指標 

與整體 APEC 區域相比，我國應加強的指標包括：15 歲以上女性勞

動力參與率、自營作業與家屬工作者比例、中等技職教育之女學生比

例，以及擔任部長級職務的女性比率。 

其中，15 歲以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及自營作業與家屬工作者比例，

雖已有改善之趨勢，但表現仍不及 APEC 區域平均。為提升女性經濟

賦權，「提升女性經濟力」已列為「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透

過各項策略，跨部會持續努力促進女性參與勞動市場。 

(四) 缺乏資料之指標 

至於缺乏資料的指標包括：使用受到安全管理之衛生服務的人口比

例、女性參與最高管理階層的公司比率、政府提供線上服務等 3 項。

主要原因為 Dashboard 報告所引用之國際組織資料庫未將我國納

入，或我國相關計算指標可能與該國際組織資料庫有所不同，因此難

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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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參與最高管理階層的公司比率」係引用世界銀

行之企業調查，雖未收錄我國數據，其他經濟體亦皆未能提供歷年完

整數據。而我國已於永續發展目標(SDG)列入「上市櫃公司經理人女

性比率」並建立性別統計資料，爰建議相關部會可參酌世界銀行所公

布之調查方法，評估於中小企業或上市上櫃企業等調查中加入相關問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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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我國之優勢與應加強指標摘要 

類別 指標 說明 

我國於 APEC 區域

表現優良之指標 

1.2.2 「女性勞

動力占男性比」 

高於 APEC 整體平均。 

1.4.1「女性於金

融機構有存款的

比例」 

在 APEC 區域中排名第二，僅次於

紐西蘭。 

1.4.2「女性向金

融機構借貸的比

例」 

高於 APEC 整體平均。 

2.1.5「整體基礎

設施品質」 

2021 年新增指標，於 APEC 區域排

名第六且高於 APEC 區域平均值。 

2.5「就業機會與

勞動條件」 

我國在女性就業機會與勞動條件方

面已立法保障。2.5.1「移動自由」

為 2021 年版本新增之指標，數值 0

表示女性與男性具有申請身分證、

護照以及出國的同等權利，且沒有

任何歧視性的法律或社會期待；我

國歷年皆為 0。 

3.4.6-3.4.9 婦女

人身安全保障 

包括家庭暴力與職場性騷擾，我國

皆已立法保障。 

4.5 事業發展條

件 

此面向聚焦於男女同工同酬、禁止

就業歧視、產假與育嬰假之法律保

障，總共七項指標，我國在各項指標

皆已訂有法律，其中 4.5.2「禁止面

試時詢問婚姻狀態」，僅加拿大及我

國有立法禁止。 

4.7.2「女性國會

議員比例」 

2020 年創下歷史新高 41.6%，遠高

於 APEC 平均的 23.9%，在 APEC

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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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指標 說明 

於 APEC 區域表現

優良，但仍須關注

的指標 

1.1「財產與繼承

權」 

我國皆已立法保障男女平等，惟拋

棄繼承人數女性仍高於男性。 

2.4.2「女性失業

率」 

與 APEC 區域平均的 3.7%相近，但

可能因為疫情所致，較 2019 年的

3.6%提高了 0.2 個百分點。 

3.4.2「產婦死亡

率」 

雖遠低於 APEC 區域平均，但在

2019 年創下自 2008 年以來新高，

且高於日本、香港、新加坡、加拿大、

澳洲等經濟體。 

3.4.9「是否設有

法律保護婦女免

受家庭暴力」 

僅有我國自 2008 年至今的數值為

0.0，代表設有專門且充分的家暴法

律，並且未被指出有任何執行上的

問題。為符合量表評分精神，建議應

詳細檢視法令在執行層面可能面臨

的阻礙。 

4.4.1「女性平均

花費在無酬工作

的時間」 

我國婦女的無酬家務勞動時間為

APEC 區域最低，建議針對男性無酬

工作時間進行統計，以分析整體男

女花費在無酬工作上的時間差異。 

5.2.2「女性人口

上網比率」 

優於 APEC 整體平均，但女性與男

性上網率之差距有逐漸擴大趨勢。 

於 APEC 區域表現

欠佳，須加強的指

標 

1.2.1 「15 歲以

上女性勞動力參

與率」 

雖然我國歷年數字有逐漸增加之趨

勢，但皆低於 APEC 整體區域平均。 

2.4.1「自營作業

與無酬家屬工作

者比率」 

從 2008 年的 19.2%一路下降至

2020 年的 16.3%，但歷年來皆高於

APEC 區域平均。 

3.3.1「中等技職

教育之女學生比

率」 

歷年來我國數據皆低於 APEC 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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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指標 說明 

3.4.1 「生育年齡

女性貧血比率」 

由 2019 年的 18.7%增加至 2020

年的 19.1%，且高於 APEC 區域平

均值（17.5%）。 

4.7.1「擔任部長

級職務的女性比

例」 

2020 年僅有 11.5%，為 2012 年以

來新低，且低於 2020 年 APEC 區

域平均 19.1%。 

缺乏資料的指標 2.1.2「使用受到

安全管理之衛生

服務的人口比例」 

APEC 引用世界銀行之世界發展指

標，惟指標所列安全管理衛生設施

之衡量標準與我國營建署統計家戶

汙水處理率不同，爰無我國數據。 

4.6.2「女性參與

最高管理階層的

公司比率」 

APEC 引用世界銀行之企業調查，

並有公布調查方法，惟未收錄我國

數據。 

5.3.2「政府提供

線上服務」 

APEC 引用聯合國之資料庫未納入

我國，亦無法得知該指標計算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