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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落實政府性別主流化政策程度檢核表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此份檢核表，這是一份源自工研院委託執行有關企業落實性別主流化之學術

性檢核表，您的寶貴意見將對此研究有重大的貢獻。本問卷係基於本研究業已建立之「性別主流化績效

指標」之8大構面作為權重架構，再於每一構面中再建立二至六項不等的評估指標項目，作為檢核項

目，並以工業局所輔導之標竿企業為主體，進行調查分析與訪談。 

本問卷內容旨在了解本研究中受訪之標竿企業，請依您的真實感受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謹致由衷謝意！ 

 

敬祝 萬事順心 

 

                                     研究計畫主持人 張瓊玲教授 

                           敬上 

 

一、 基本資料 
受訪公司的基本資料：（請在□框中打勾） 

1. 公司名稱：                                              

2. 隸屬工業局各組所輔導之組別：□ 永續發展組  □ 知識服務組 

                                                                 □ 金屬機電組  □ 電子資訊組 

                                                                 □ 民生化工組  □ 工業區組                             

3. 產業別：□ 傳統產業 □ 高科技產業  

3. 公司員工人數： 

公司成立歷史： □（1）5 年以下 □（2）5-10 年 □（3）11-15 年 

                             □（4）16-20 年 □（5）21 年以上 

4. 公司資本額： 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公司性別比例：董監事：男________________、女________________     

                 主管人數：男________________、女________________ 

                 員工人數：男________________、女________________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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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答範例及計分方式 

在您填答時，請針對主構面給予評分(滿分為100分)，再就子構面是否實施此措施及優劣程度勾選，若有特

殊狀況請於備註說明，填表狀況如下表：主構面部分，性別平等參與為70分、福利服務為60分…；子構面

部分，性別需求為優、性別比例為普通、工作規劃為普通、托育服務為佳、健康檢查為優、托老服務為無 

(指無提供或無資料)、團康活動為普通等。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請以 1~100為評分範圍) 備註 

優 佳 普通 尚可 欠佳 

壹  

 性別平等參與 舉例：評為 70分 權重為 15.38% 

性別需求       

性別比例       

工作規劃       

貳  

 福利服務 舉例：評為 60分 權重為 14.70% 

托育服務       

健康檢查       

托老服務      無 

團康活動       

註：以下各構面類推之 

 

計分方式 

本檢核表僅針對主構面之分數，依「企業性別平權績效指標項目及權重表」加權後計算總分，如上表範例

性別平等參與為70分、福利服務為60分，分別加權後為70 x 15.38% + 60 x 14.70% =19.586 ，四捨五入至個

位數後得分為20分 

 

企業性別平權績效指標項目及權重表 

主構面 主構面權重 

性別平等參與 15.38% 

福利服務 14.70% 

休假選擇 14.10% 

彈性工作安排 13.08% 

工作環境 12.94% 

性騷擾防治 11.95% 

財務支持(性別預算) 9.31% 

資訊資源服務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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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參考說明 

主構面 評估項目 內容說明 

性別平等參與 

性別需求 將男女不同性別的需求，作為實施員工管理的重要元素。 

性別比例 企業之員工(含任主管職者)，有注意組成之性別比例。 

工作規劃 規劃工作時，有將男、女不同的性別觀點一起納入思考、設計之
中。 

性騷擾防治 

法規宣導 企業有宣導「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法規，使員
工充分瞭解。 

處理機制 企業有訂定性騷擾防治規定及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空間安全 工作環境能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
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等要素設置。 

彈性工作安排 

彈性工時 有別於傳統工時固定上下班時間，可依自己的需要並在僱主同意下
自行調整上下班時間。 

部分工時 工作時間較一般全時工作勞工有相當程度縮短。 

在家工作 可將工作在家中完成，不需要在公司才能工作。 

遠距工作 利用科技，透過視訊會議連線工作。 

工作分享 對現有的工作，進行不同形式的分割和重組，以減輕負擔。 

分階段退休 員工階段性減少自己的工作量，從而逐漸從全職工作狀態過渡到完
全退休狀態。 

休假選擇 

育嬰留職停
薪假 

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 

產假 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 妊娠三
個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 妊娠二個月
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一星期；妊娠
未滿二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日。 

陪產假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三日。 

家庭照顧假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 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
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 

生理假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 

資訊資源服務 

諮詢服務 員工在工作外的社會資源之獲得，公司能幫助轉介給予諮詢服務。 

心理諮商 協助排除員工在工作外社會角色的困難。 

回職輔導 員工在長時間的留職停薪假或其他因素回職後，能給予輔導使其能
銜接工作。 

福利服務 

托育服務 公司內或是與其他托兒機構合作，提供員工托兒服務。 

托老服務 公司內或是與其他托老機構合作，提供員工托老服務。 

健康檢查 提供員工及其家庭成員健康檢查之機會。 

團康活動 舉辦團康活動可讓員工及其家庭成員參與。 

財務支持(性別預
算) 

育嬰留職津
貼 

在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給予相當的津貼補助。 

育兒津貼 員工家中之幼兒特定年齡時發給津貼。 

教育津貼 員工家中之幼兒就學時給予補助津貼。 

敬老津貼 員工家中之老年人在特定年齡時發給津貼。 

人事成本 編列預算負擔各種不同性別人口所需求的假別(如家庭照顧假、生理
假、陪產假、產假等)之替代人力，以及員工性別培力(教育訓練)之
人事成本。 

工作環境 

友善環境 工作環境及建築物的空間設備方面，有為女性考慮到「增進區位安
全」、「掃除安全死角」等問題。 

空間差異 管理者與員工能注意，不同性別者對於使用公共空間之差異情況(如
男女廁所、集乳室等)。 



4  

 

三、 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請以 1~100為評分範圍) 備註 

優 佳 普通 尚可 欠佳 

壹  

 性別平等參與         分 權重為 15.38% 

性別需求       

性別比例       

工作規劃       

貳          

 福利服務         分 權重為 14.70% 

托育服務       

健康檢查       

托老服務       

團康活動       

參          

 休假選擇         分 權重為 14.10% 

育嬰留職停薪假       

產假       

家庭照顧假       

陪產假       

生理假       

肆  

 彈性工作安排         分 權重為 13.08% 

彈性工時       

工作分享       

部分工時       

遠距工作       

在家工作       

分階段退休       

伍  

 工作環境         分 權重為 12.94% 

友善環境       

空間差異       

陸  

 性騷擾防治         分 權重為 11.95% 

空間安全       

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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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宣導       

柒  

 財務支持 

(性別預算) 

        分 權重為 9.31% 

育嬰留職津貼       

育兒津貼       

人事成本       

敬老津貼       

教育津貼       

捌  

 資訊資源服務         分 權重為 8.55% 

回職輔導       

諮詢服務       

心理諮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