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辦理情形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篇
填表單位：中央選舉委員會
目標
具體行動措施

（一）
強化性
別平等
之政策
及治理
機制

相關部會

期程

辦理情形

2.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及 行政院所
各縣市婦權會的民主治理功能
屬各部會

短程

一、106 年委員聘(任)期自 106 年 1 月 21 日至 108 年 1 月 20 日止，外
聘委員 3 人、會內委員 4 人，女性 4 人佔 57.14%、男性 3 人佔

強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及各
直轄市、縣(市)婦權會或性平會的民
主治理功能，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採取透明之方式運作，公開接受相
關團體推薦民間委員，公開委員名
單，會議紀錄全文上網，並開放民間
提案。透過中央與地方性別平等座談
與諮詢會議等機制，各部會與各縣市
民間委員進行政策對話與經驗交流。
(綜合規劃處)

4.降低選舉保證金門檻，或以連署人 內政部
數與保證金制度並行，並考慮將政黨 中選會
（二）
補助金分配門檻從現行 3.5%的得票
提升女
率持續下修，以促進女性參政。
性參與
(選務處)
機會，
擴大參
與管道

42.86%，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須達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且委員名
單公開於本會網頁資訊公開「性別平等」專區。
二、本會在 107 年 3 月 28 日、7 月 27 日及 11 月 28 日舉行專案小組會
議，每次開會均有外聘委員 2 位以上出席，針對推動性別平等事
項及性別相關議題進行報告及討論，均有具體決議，會議紀錄公
開於本會網頁資訊公開「性別平等」專區。
三、本會性平小組成立迄今運作良好且按季開會，不論外聘或會內委
員，均協助本會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短程-中程 一、降低選舉保證金門檻：
有關降低選舉保證金門檻部分，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保
證金數額，本會業於 107 年 1 月 10 日邀集各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召開「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第 1 次協調會議」
討論，並經提本會第 508 次委員會議決議，直轄市長選舉保證金
為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直轄市議員為 20 萬元，縣（市）長為
20 萬元，縣（市）議員為 12 萬元。至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長、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村
(里)長選舉候選人保證金數額之訂定，依法係屬直轄市、縣(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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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委員會權責，各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上開協調會議決
議，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保證金為 12 萬元，鄉(鎮、
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保證金為 5 萬元，村(里)
長保證金為 5 萬元。
二、降低政黨補助金分配門檻：
查政黨法業經立法院於 106 年 11 月 10 日三讀通過，106 年 12 月 6
日公布施行，政黨補助金分配門檻由「3.5％」調降為「3％」，並
改由內政部核撥補貼金額，已非屬本會權責。

2. 性別相關政策之規劃應落實政府 行政院所
資訊公開透明；資料與意見蒐集，以 屬各部會
及說明與公布過程，均應顧及不同性
別及弱勢族群資訊獲取能力或使用
（四） 習慣之差異，使政策推動符合民眾需
深化性 求。
別統計 (綜合規劃處、選務處、法政處)
相關資
訊，增
加政府
政策資
訊之可
及性

短程

本會辦理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為使民眾不分
性別都能平等參與此次選舉及投票，製作宣導短片、插播卡、廣播帶
及海報等，依各階段選務辦理期程，透過多元宣導通路，包括電視、
廣播、網路及社群媒體等進行宣導，加強對民眾宣導相關選務措施及
投票時應注意事項，建立參與平等，達到全民參政目標，其成果分述
如下：
一、 電視宣導：在有線電視台及無線電視台進行兩階段託播作業，第
一階段宣導期間自 107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9 日，總計播出 235
檔插播卡，觸及人次達 430 萬人；第二階段宣導期間自 107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23 日，在插播卡部分，總計播出 395 檔，觸及
人次達 513 萬人，宣導短片總計播出 862 檔，觸及人次達 1,567
萬人。
二、 網路及社群媒體宣導：智慧行動廣告，包括行動聯播網、UDN
手機蓋板廣告、APP 智慧行動廣告等。另 Line 全站廣告，宣導
投票日期及投票時應注意事項，曝光數達 224 萬 2,877。在
Facebook 舉辦「舉首投族」網路活動，透過號召首投族報到，參
加抽獎活動，宣導國民年滿 18 歲有公民投票權，觸及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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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5，互動次數為 10,222，分享次數為 1,422，同時將活動訊息
同步於 Instagram，加強活動宣導效果。
三、 廣播宣導：選擇收聽率前 5 名之廣播電台進行託播，包括中廣流
行網、飛碟聯播網、好事聯播網、台北之音及大眾聯播網等，共
播出 766 檔次。
一、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業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同日舉行投票完
竣，有關參選人及當選人、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及選務監察人
員性別比例統計如下：
（一）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參選人及當選人性別比例統計：
1.直轄市長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25 人，其中男性 22 人，佔 88.00%；
女性 3 人，佔 12.00%。當選人數合計 6 人，其中男性 5 人，佔
83.33%；女性 1 人，佔 16.67%。
2.縣（市）長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68 人，其中男性 52 人，佔 76.47%；
女性 16 人，佔 23.53%。當選人數合計 16 人，其中男性 10 人，佔
62.50%；女性 6 人，佔 37.50%。
3.直轄市議員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748 人，其中男性 491 人，佔
65.64%；女性 257 人，佔 34.36%。當選人數合計 380 人，其中男
性 244 人，佔 64.21%；女性 136 人，佔 35.79%。
4.縣（市）議員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1,003 人，其中男性 728 人，
佔 72.58%；女性 275 人，佔 27.42%。當選人數合計 532 人，其中
男性 361 人，佔 67.86%；女性 171 人，佔 32.14%。
5.鄉（鎮、市）長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523 人，其中男性 433 人，
佔 82.79%；女性 90 人，佔 17.21%。當選人數合計 198 人，其中
男性 167 人，佔 84.34%；女性 31 人，佔 15.66%。
6.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3,409 人，其中男性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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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佔 77.59%；女性 764 人，佔 22.41%。當選人數合計 2,098 人，
其中男性 1,575 人，佔 75.07%；女性 523 人，佔 24.93%。
7.原住民區長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19 人，其中男性 17 人，佔
89.47%；女性 2 人，佔 10.53%。當選人數合計 6 人，其中男性 6
人，佔 100%；女性 0 人，佔 0%。
8.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98 人，其中男性 80 人，佔
81.63%；女性 18 人，佔 18.37%。當選人數合計 50 人，其中男性
39 人，佔 78.00%；女性 11 人，佔 22.00%。
9.村（里）長選舉：參選人數合計 14,960 人，其中男性 12,289 人，
佔 82.15%；女性 2,671 人，佔 17.85%。當選人數合計 7,744 人，
其中男性 6,458 人，佔 83.39%；女性 1,286 人，佔 16.61%。
（二）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性別比例統
計：參與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合計 292,200 人，其中男性
105,257 人，佔 36.02%，女性 186,943 人，佔 63.98%。
（三） 107 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之選務監察人員性別比例如下：
1.主任監察員人數（具公務人員身分）合計 15,887 人，其中男性 6,489
人，佔 40.84%；女性 9,398 人，佔 59.16%。
2.監察員人數（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合計 39,516 人，其中男性 16,337
人，佔 41.34%；女性 23,179 人，佔 58.66%。
二、前開性別統計結果，將提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4 次委員會議
報 告 ， 並 上 傳 本 會 性 別 統 計 專 區
(http://www.cec.gov.tw/central/cms/elec_ge_sta)，提供各界
查詢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