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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 

 

壹、現況與挑戰 

     

    101年 12月底，我國 0-18歲總人數為 438萬 0,203人，

其中男孩 228萬 2,863人，占 52.12％，女孩為 209萬 7,340

人，占 47.88％。據 100年底 0-18歲各項統計資料顯示，我

國男、女孩在生活照顧、教育及醫療保健等面向，受惠人口

與資源分配大致與母群體人口比例相當，但我國在胎兒性別

篩選及女孩懷孕、高等教育科系選擇之性別分流、人身安全、

媒體傳播及傳統禮俗仍有重男輕女的現象，不利女孩發展正

向自我認同及增強能力，因此全面建立支持投資女孩、鼓勵

女孩參與決策之社會環境，實需各部會持續強化，並落實保

障及促進女孩權益。 

 

一、 身心健康維護面向 

（一）新生兒性別比失衡 

受傳宗接代、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新生兒性

別比向來高於國際正常之新生兒性別比 105-106，近年來經

過性別平等觀念的倡導、建立出生性別比監測與稽查機制及

完備相關法規制度，100年我國出生嬰兒性別比已降至 107.9，

但第三胎及以上的出生性別比為 113.4，高於正常出生性別

比（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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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歷年各胎次出生性別比分佈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二）少女結婚及懷孕影響繼續就學，不利增強女孩能力 

參考 CEDAW第 21號一般性建議，結婚承擔之重要責任，

將影響少女之身心發展，又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觀點，未成年

女孩結婚生育小孩，對其健康有不利影響，同時妨礙其學業

教育，未來經濟自立也會受到限制。依統計資料顯示，我國

100 年 15-19 歲有偶少女人數達 2,620 人、15-19 歲生母之

嬰兒出生數亦有 2,847人，另在學校通報紀錄中，高級中學

以下之懷孕學生個案數(學校有知悉紀錄者)，96年度計 128

人、其中繼續就學者有 111 人；99 年度懷孕學生個案數計

163 人、其中繼續就學者有 135 人，顯示少女結婚及懷孕情

形仍存在，且高級中學以下懷孕學生人數有所增加，甚至有

部分學生選擇終止學業，對女孩之發展有不利影響（詳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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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我國 15-19歲有偶人數統計表 

統計項目 

統計時間 

男 女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5-19歲有偶者 

100年 
573 17.95 2,620 82.05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 2  我國 15-19歲未成年少女生育統計表 

統計項目 

統計時間 
1胎 2胎 3胎 4胎 總計 

生母 15-19歲之 

嬰兒出生數及胎次 

100年 

2,437 375 31 4 2,847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二、 教育及人力投資面向 

（一） 女孩體育運動參與不足 

規律運動對於國民體能與健康促進甚為重要，惟傳統性

別刻板印象及運動項目有限，導致女性對體育運動的參與較

少，不僅影響女孩的身心發展，亦難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以國中小學運動代表隊及男女學生參與人數觀察即有明顯

落差（詳表 3）。 

表 3  國小及國中 98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各隊人數統計表 

  

運動代表隊隊數 

(隊) 

設有運動代表隊校數 

(校) 

運動代表隊各隊人數 

(人) 

參與校際比賽校數 

(校) 

男 女 
男女 

合隊 
男 女 

男女 

合隊 
男 女 

男女 

合隊 
男 女 

男女 

合隊 

合計 6,233 5,066 576 5,707 4,691 507 77,643 47,964 10,632 5,453 4,367 453 

國中 2,091 1,575 55 1,997 1,511 50 25,334 11,924 976 1,930 1,418 43 

國小 4,142 3,491 521 3,710 3,180 457 52,309  36,040  9,656  3,523 2,949 41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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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學科之性別分流嚴重 

我國 100年大專校院各學科領域學生中，科學類女生佔

34.39％，工程、製造及營造類女生僅有 14.02％，顯示我國

高等教育學科領域「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隔離仍相當明

顯，對女孩在科學及工程類之投資及培力不足，發揮空間仍

受局限（詳表 4）。 

表 4  100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按領域、等級與性別分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三、人身安全保障面向 

（一）女孩為性犯罪的主要受害者 

除源於性別不平等男性對女性身體之不尊重外，女孩因

性別刻板印象及身心發展未臻成熟，自我保護與判斷能力不

足，也易成為性侵害、性騷擾事件之高危險群。依據內政部

及教育部 100年統計資料，不論性侵害犯罪案件、校園性騷

擾事件或性交易案件，女孩被害人比例均明顯高於男孩，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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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歲少年失蹤人口亦有 6 成之比例為女孩，女孩受引誘

離家之人身安全亦值重視，以減少受侵害情事發生（詳表 5、

6）。 

表 5  我國未滿 18歲性犯罪人數統計表 

統計項目 

（資料來源/統計時間） 

男 女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侵害犯罪案件被害人 

(警政署/101年 1-7月) 
169 6.6 2402 93.4 

校園性騷擾事件被害人 

（教育部訓委會/100年） 
203 14.9 1159 85.1 

性交易查獲人數 

（警政署/100年） 
5 0.99 501 99.01 

 

表 6  我國未滿 18歲失蹤人數統計表 

統計項目 

（資料來源/統計時間） 

男 女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0-11歲失蹤人口發生數 

（警政署/100年） 
843 60.13 559 39.87 

12-17歲失蹤人口發生數 

（警政署/100年） 
4,309 37.08 7,312 62.92 

 

（二）被害人之司法權益保護措施宜賡續強化 

性侵害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受害人在司法偵審過程及

各機關的重覆訊(詢)問下，易再次造成磨難與創傷。女孩在

年齡與知識上的弱勢或陳述能力有限，實需有相關輔助措施，

以維護其司法上之權利。此外，如何透過各種制度與設備的

設計，協助緩和被害女孩於法院開庭前的焦慮與不安，均需

加強推動友善法庭措施，並賡續落實被害人權益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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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與傳統禮俗面向 

（一）傳統禮俗歧視女性的觀點待改善 

我國部分傳統文化禮俗仍存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對女孩

之身心發展存有潛在之負面影響，包括女孩不易建立正向的

自我認同、家人及社會投入較少資源培力女孩等，實需加以

檢視改善。 

 

（二）媒體內容傳播性別刻板印象 

現代社會學習管道日趨多元，除學校教育外，媒體已成

為兒童及少年另一教育管道，對正值價值學習及自我概念發

展階段之女孩而言，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觀念對其有很深的影

響。我國媒體傳播內容時有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或有物化、

消費女孩之情形，導致女孩自我認同感低落與焦慮，不利女

孩身心發展及能力培養。 

 

貳、願景 

    為改善我國女孩在身心健康維護、教育及人力投資、人

身安全，及媒體與傳統禮俗之重男輕女觀念等不利女孩身心

發展之情形，並響應聯合國於 2011 年倡導「國際女童日」

之精神，建立社會支持培力及投資女孩、鼓勵女孩參與影響

自身的決策之環境，爰分四大面向規劃我國提升女孩權益之

14項願景。 

一、身心健康維護面向 

（一）改善新生兒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營造尊重不同性別

胎兒生命權之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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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女孩身體意識及身體自主權，並協助女孩建立「健

康才是美」的觀念，以提升對自我體型的滿意與自信 

（三）提供女孩獲得整合之健康教育、性教育、經期教育和

心理教育，培養健全的生理、心理及性態度，促進兩

性健康和諧關係 

（四）落實對未成年懷孕女孩之照顧及權益保障，協助其走

出生活、學業與發展困境 

二、教育及人力投資面向 

（一）提供家庭成員具性別平等觀念之親職教育及家庭教育，

形塑性別平等的家庭觀及生長環境 

（二）鼓勵及培力女孩開發潛能及領導力，促進女孩自我實

現 

（三）積極推展女孩運動，研發適合之運動項目與設施，增

進其身心健康及體能 

（四）降低科系選擇性別隔離現象，打破傳統性別定型化任

務，增益女孩之適性發展與生涯規劃 

（五）加強對弱勢家庭女孩的投資及培力，安定其生活與就

學，提升其社會競爭力與發展 

三、人身安全保障面向 

（一）消除對女孩的暴力行為與歧視，營造女孩安全的學習

與生活環境 

（二）保障性犯罪被害兒童及少年之司法權益 

（三）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監督處遇機制，強化其治療、處遇

及監督之無縫接軌，減少再犯率及女孩被害 

 



 8 

四、媒體與傳統禮俗面向 

（一）改善傳統禮俗對於女孩的歧視，形塑性別平等的禮俗

文化 

（二）改善媒體刊播之新聞、節目、廣告、報章雜誌中傳統

性別刻板印象與定型化任務之觀念傳遞，及物化或消

費女孩之情形，發展性別平等的媒體內容 

 

參、實施策略 

    為落實 14項願景，研訂 75項實施策略，由各相關部會

積極推動，提升女孩權益。 

一、 身心健康維護方面（計 19項實施策略） 

實施策略 主管機關 

（一）改善新生兒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營造尊重不同性別胎

兒生命權之社會環境 

1-1-1加強出生性別比監測，建立出生通報即時監測

系統。 

衛生署 

1-1-2 加強稽查出生性別比異常之醫療院所及查察

違規廣告；成立跨局處工作小組，共同完備稽查工

作等法制基礎，並納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標。 

衛生署 

1-1-3持續宣導與提倡「女孩男孩一樣好，生來通通

都是寶」，塑造社會氛圍，發揮平衡力量，共同攜手

守護女嬰。 

衛生署 

（二）提升女孩身體意識及身體自主權，並協助女孩建立「健

康才是美」的觀念，以提升對自我體型的滿意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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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主管機關 

1-2-1訂定及推動女孩正確體型評估標準，協助女孩

建立自信與自我肯定。 

衛生署 

教育部 

1-2-2 落實國中小學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綱要

中，有關健康飲食之相關能力指標。 

教育部 

1-2-3 強化女孩正確體型意識與身心健康關係之教

育內涵。 

衛生署 

教育部 

1-2-4推動及宣導正確控制健康體型方法，透過多元

化管道增進女孩健康體型認知與健康行為改變。 

衛生署 

（三）提供女孩獲得整合之健康教育、性教育、經期教育和心

理教育，培養健全的生理、心理及性態度，促進兩性健康和諧

關係 

1-3-1加強引導兒童、少年及父母親建立正確、健康

之性觀念與態度。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生署 

1-3-2共同推動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透過學校衛生委

員會共同研議性教育議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衛生署 

教育部 

1-3-3確保健康教育教學正常化，列入年度統合視導

考核。 

教育部 

1-3-4於各級教育落實推動心理健康教育，以促進青

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部 

1-3-5增進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健康教育教師具性

別平等專業知能。 

教育部 

1-3-6建置性教育教學資源網，提供教案、參考教材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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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主管機關 

及性教育生活手冊等。 衛生署 

1-3-7 提供多元化青少年性健康諮詢/諮商服務管

道，推展親善醫師及門診。 

衛生署 

1-3-8整合女性相關醫療專業、就醫空間及流程，設

立女性整合性門診，提供友善女性之就醫環境。 

衛生署 

（四）落實對未成年懷孕女孩之照顧及權益保障，協助其走出

生活、學業與發展困境 

1-4-1依據「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積極

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 

教育部 

1-4-2 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社政、教育、衛生等機

關，建置單一窗口，建立未成年懷孕少女處遇服務

資源網絡，並宣導未成年懷孕相關求助管道及協助

措施。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生署 

1-4-3加強辦理「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提供

遭遇困境未成年未婚懷孕少女求助之近便性、即時

性諮詢管道。 

內政部 

1-4-4 提供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女孩及其子

女安置、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托育補助及其他必

要協助。 

內政部 

二、 教育及人力投資面向（計 27項實施策略） 

實施策略 主管機關 

（一）提供家庭成員具性別平等觀念之親職教育及家庭教育，

形塑性別平等的家庭觀及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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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強化家庭教育工作之性別平等意識，辦理家庭

教育融入性別平等議題培力計畫，避免複製性別刻

板化的教養態度。 

教育部 

2-1-2配合社會及家長之需求，研編性別平等之家庭

教材。 

教育部 

2-1-3 加強鼓勵父母共同參加育兒親職教育課程，

以提升父母雙方之親職照顧及性別平等知能。 

內政部 

2-1-4 將性別平等課程納入教保服務人員之專業訓

練課程，以提升其性別平等觀念。 

教育部 

2-1-5保母訓練課程納入性別平等課程，社區保母系

統每年辦理研習訓練、親職教育、協力圈及社區宣

導等活動，提供保母及幼兒家屬參加，使其具性別

平等觀念。 

內政部 

（二）鼓勵及培力女孩開發潛能及領導力，促進女孩自我實現 

2-2-1結合民間團體提供多元方案培育女孩領導力。 教育部 

內政部 

2-2-2鼓勵女孩參與社區服務學習、成長團體及社會

參與/方案。 

內政部 

2-2-3推動少年培力計畫，促進女孩參與權益會議及

論壇。 

內政部 

2-2-4 辦理高中職學生領導人才培訓，鼓勵女孩參

與，將性別議題納入培訓課程，並建立資深學員回

饋機制，以建構完整周延之人才培育制度，充實人

才資料庫。 

教育部 

2-2-5辦理大專校院女學生領導培力活動，強化女學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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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領導能力，並提升其參與國際事務之興趣與知能。 

（三）積極推展女孩運動，研發適合之運動項目與設施，增進

其身心健康及體能 

2-3-1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將健康體位列為全國

高中職以下學校必要推動議題，並研擬女孩及女學

生健康體能促進計畫，保障女孩運動權益，並將性

別觀點納入計畫中。 

教育部 

衛生署 

2-3-2 研發符合女孩身心發展與需求之運動項目及

運動器材設施，並提供適合女孩之運動器材設施。 

教育部 

2-3-3 規劃及輔導各級學校建置與充實適合女孩的

運動設備、運動空間及場地。 

教育部 

2-3-4提供及設計多元化體育項目或課程，促進女孩

適當之運動學習。 

教育部 

2-3-5於國中小學之團隊合作運動項目中，規範男孩

與女孩之比例限制，以增加女孩參與運動機會。 

教育部 

2-3-6 整合學校體育及社會體育資源，發展社區運

動、體育活動及擴充近便性之運動空間，讓女孩之

運動機會可延伸至放學離校後，以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 

教育部 

2-3-7將性別議題納入體育師資培育及研習課程。 教育部 

2-3-8辦理具性別觀點之體能賽事活動，並促進女孩

參與競賽之機會及機制。 

教育部 

（四）降低科系選擇性別隔離現象，打破傳統性別定型化任務，

增益女孩之適性發展與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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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辦理消除男女任務定型觀念之教育宣導計畫

或活動，鼓勵高中學生參加相關人才培育計畫，培

育其適性發展，成為人文與科學角色典範。 

教育部 

2-4-2 檢視阻礙女孩選擇理工科系或課程之制度因

素，並研擬因應對策。 

教育部 

2-4-3 提升生涯發展及輔導教育宣導之性別平等意

識。 

教育部 

（五）加強對弱勢家庭女孩的投資及培力，安定其生活與就學，

提升其社會競爭力與發展 

2-5-1落實弱勢家庭助學政策，及提供失業家庭子女

補助，確保女孩之受教權。 

教育部 

2-5-2積極提供弱勢家庭子女課後照顧服務。 教育部 

2-5-3加強偏遠地區弱勢族群學生之照顧。 教育部 

2-5-4結合民間團體，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提升原住

民、新移民、弱勢家庭學童之性別平等知能。 

教育部 

2-5-5加強對弱勢家庭女孩之投資與培力，補助民間

辦理高度關懷、偏差行為、家庭外展等服務方案或

計畫。 

內政部 

2-5-6落實對低收入、中低收入及單親家庭子女之生

活、托育、教育、醫療等各項補助，確保女孩之成

長安全與權益。 

內政部 

三、 人身安全面向（計 20項實施策略） 

實施策略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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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除對女孩的暴力行為與歧視，營造女孩安全的學習與

生活環境 

3-1-1參考 CEDAW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將改變男女

傳統角色和地位及消除歧視婦女的觀念融入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以保護女孩不受性別暴力。 

教育部 

3-1-2強化校方對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

件之行政處理機制，促進學校通報、預防及處理校

園相關事件之知能。 

教育部 

3-1-3於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中，加強學生身體

保護之知能，並對師生宣導尊重身體界線及建立合

宜之價值觀念。 

教育部 

3-1-4加強教師在職教育及宣導，建置「學校兒童及

少年保護機制線上學習課程」。 

教育部 

3-1-5辦理性侵害防治大眾媒體宣導計畫，加強宣導

性侵害防治觀念、相關法律規定及求助資源管道等。 

內政部 

3-1-6辦理青少年性侵害防治宣導計畫，研發製作相

關預防宣導教案教材。 

內政部 

3-1-7強化落實兒少性侵害案件之責任通報，並建立

多元通報管道。 

內政部 

3-1-8健全危機處理機制，強化第一線執法人員之性

別意識及專業知能，加強對性侵害事件特殊性之認

識，提升對未成年人及智能障礙被害人詢(訊)問效

能，協助被害人爭取司法正義。 

內政部 

3-1-9強化兒少性交易多元預防工作、推動網際網路

防護機制及健全保護處遇措施。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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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輔導健全親子溝通，及加強兒少人身安全觀

念宣導，預防兒少網路離家案件。 

內政部 

（二）保障性犯罪被害兒童及少年之司法權益 

3-2-1改善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應訊環境，保護被害

人於偵查程序中之人身安全。 

法務部 

3-2-2 減少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應訊次數，整合檢

察、警察、社政及醫療等各單位處理性侵害案件流

程，以即時提供被害人必要之診療、保護及法律扶

助，及在案件之偵訊上，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之次

數。 

法務部 

3-2-3強化檢察官在職訓練，增進對減少性侵害案件

被害人重複陳述制度之瞭解及掌握偵辦要領，保障

被害人司法權益及提升偵辦效能。 

法務部 

3-2-4深化辦理性侵害案件法官專業知能，每年均舉

辦「法院辦理性侵害案件專業課程」，延請專家學者

講授性別意識及婦幼權益保障等相關之課程。 請司法院

協助提供

相關辦理

成果 

3-2-5研議訂定法院辦理性侵害案件相關流程，供各

法院參考。 

3-2-6 研議製作影音簡介法院審理性侵害案件之相

關流程、環境及各項保護措施，於被害人候庭時播

放，營造友善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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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遭受性侵害兒童到庭陳述意見或表達意願

時，法院除通知主管機關派員陪同、利用遠距訊問

設備審理外，亦得選任具處理性侵害知識技術之心

理師、社工師或醫師為該兒童之程序監理人，以維

護兒童權益。 

（三）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監督處遇機制，強化其治療、處遇及

監督之無縫接軌，減少再犯率及女孩被害 

3-3-1 充實性侵害加害人治療及處遇相關專業人力

及提升其專業素養，落實獄中治療制度及刑後強制

治療制度。 

法務部 

國防部 

內政部 

3-3-2針對復歸社區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實施身心

治療及輔導教育，並積極監督管理，落實性侵害加

害人社區監督處遇。 

內政部 

法務部 

衛生署 

3-3-3落實辦理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對未依規定

辦理者，應依規定裁罰並命其限期履行，或移送檢

察機關偵辦。 

內政部 

四、媒體與傳統禮俗面向（計 9項實施策略） 

實施策略 主管機關 

（一）改善傳統禮俗對於女孩的歧視，形塑性別平等的禮俗文

化 

4-1-1推廣符合性別平等之民俗活動，減少男尊女卑

觀念之無形傳遞，營造友善女孩之社會文化環境。 

文化部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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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檢視宗教、傳統民俗之儀典與觀念，是否具貶

抑與歧視女性情形，並研議改變做法與策略，以形

塑性別平等的禮俗文化。 

文化部 

內政部 

4-1-3 檢視民俗文化資產之性別觀點，提供民俗文

化資產之保存團體參考，逐步進行調整。 

文化部 

（二）改善媒體刊播之新聞、節目、廣告、報章雜誌中傳統性

別刻板印象與定型化任務之觀念傳遞，及物化或消費女孩之情

形，發展性別平等的媒體內容 

4-2-1加強宣導「國際女童日」之核心精神與相關活

動訊息，以建立社會平等對待、培力女孩之正確觀

念。 

內政部 

教育部 

衛生署 

文化部 

4-2-2建構完備電視內容性別議題監理措施，並依法

查察、監理涉及違反性別相關法律規範者之電視節

目。 

通傳會 

4-2-3輔導媒體業者遵守性別議題製播原則，或輔導

媒體訂定防止刊載有害兒少身心健康內容之自律規

範及審議機制。 

通傳會 

文化部 

內政部 

4-2-4 補助民間團體及相關新聞自律組織辦理性平

議題活動及訓練，及鼓勵業者於傳播內容加強性別

平等觀念。 

通傳會 

文化部 

4-2-5辦理媒體業者性別意識研習，促進媒體業者及

從業人員對性別議題的瞭解。 

通傳會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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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建置「傳播內容申訴網」申訴管道或建立與平

面媒體溝通管道，藉由擴大公民參與及共同監督，

鼓勵閱聽眾檢舉申訴不當媒體內容，力促媒體自律

並使傳播內容符合性別平等。 

通傳會 

文化部 

 

肆、追蹤機制 

    為響應聯合國「國際女童日」（每年 10 月 11 日）呼籲

各國重視培力及投資女孩之精神，並展現我國對維護女孩權

益之重視與努力，請各相關部會於每年 1月底前提報前一年

度 1至 12 月、每年 7月底前提報當年 1至 6 月各項實施策

略之辦理成果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彙整，俾於每年女孩日前

檢視各部會之努力成果，落實提升女孩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