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性別檢視清單範例檢視結果一覽表

方案名稱：網路與通訊工程職能發展學程性別影響評估

方案執行期間：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檢視局處：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填表人姓名及聯絡方式：黃敬惠，28762004分機 283

填表日期：106 年 8 月

檢視面向 題項（問） 檢視結果（答）

一、目標：明

確定義目標對

象及預期成

效。

1 該方案目標是什麼？對於

促進性別平等有何正面影

響？是否可去除過去性別

不平等相關的障礙？

1. 目標： 因應資通訊產業發展需求及培育資通訊產業人力，藉由本學院與

東南科技大學合作辦理「網路與通訊工程技師」產學訓職能發展學程，

提升資通訊人力專業職能，解決學用落差，符合社會對專技人才培育之

期待，提升青年就業人力之勞動參與率。

2. 影響及效益： 該方案首創於民國 103 年，至今(106 年)已有 3 班結訓成

果，為解決青年與勞動市場間「學用落差」問題，採「網路與通訊工程

學位學程」產學訓合作方式，訓練期間除輔導取得「網路架設乙級」及

「通信技術乙級」技術士認證，並於結訓後由本學院及校方共同安排企

業媒合，協助學員進入資通訊相關之事業單位參與技術實習，藉以累積

實務工作經驗，達到「理論、技術及實務」並進之培育效益，協助年輕

學子提升職場競爭力。



2 誰是該方案預期服務使用

者？男女比例約多少？是

否有因應不同性別之需

求？

1. 服務使用者：本方案因採取產學訓合作方式，故為東南科技大學「網路

及通訊工程技師職能發展方案」之大二學生。

2. 本方案學員來源係經東南科技大學之甄選委員會，依報名本方案之學生

甄選成績高低排名後擇優錄取，再交由本學院續辦培育訓練，因涉及學

員報名意願，且原該校系所女性學生人數偏低，故本方案女性學員人數

自開辦以來持續偏低：103 年至 104 年參訓人數男女比為 97%:3%，105

年參訓人數男女比為 100%:0%，其中 105 年度原有一名女性學員參訓，

後來因個人興趣及職涯考量而休學，故 105 年度學員皆為男性。

3. 本方案參訓資格並無性別設限且多元開放。

二、資料蒐

集：性別統計

資料、調查研

究等。

3 有無充分諮詢、整合預期

服務使用者（包含不同性

別）、性別相關團體／專

家學者對於該方案的意

見？

有。本學院於開班前有開班規劃及審查會議，合作學校之專家課程審查會

議等，其中合作學校之專家課程審查會議，含該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

女性委員，本方案培育內容亦參酌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國發會國家發展

計畫、臺北市產業發展政策、臺北市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大臺北地

區求職求才需求、臺北市就業市場人才培訓方向、北基宜花金馬區職業訓

練需求暨勞動市場調查分析計畫報告書等資料。



4 規劃該方案前，有無蒐集

依性別、族群、身心障礙、

社經地位、年齡、宗教或

性傾向等分類的資料和統

計數據？

為規劃該計畫，本學院針對受訓學員做相關統計：
一、 相關參考資料

1. 資訊與通訊傳播業中電信業之受僱員工統計：100年至 104 年男性
1,521,454人(63.33%)，女性 880,918人(36.67%)，合計 2,402,372
人，105 年男性 316,098人(61.67%)，女性 196,463人(38.33%)，合
計 512,561人。

2. 105 年度甲、乙、丙三級電信工程負責人之性別統計：甲級負責人共
2人，男性1人(50%)，女性 1人(50%)；乙級負責人共計 35人，男
性 25人(71%)，女性 35人(10%)；丙級負責人共計51人，男性 35
人(69%)，女性 16人(31%)。

二、 本學院受訓學員統計
1. 參訓人數：103-104年參訓人數為119人，男性115 人(96.64%)，

女性 4人(3.36%)；105 參訓人數為58人，男性29人(100%)，女
性 0人。

2. 結訓人數：103-104年結訓人數為115人，男性111 人(96.52%)，
女性 4人(3.48%)；105 年結訓人數為58人，男性58人(100%)，
女性 0人。

3. 就業人數：103-104年就業人數為115人，男性111 人(96.52%)，
女性 4人(3.48%)；105 年就業人數為58人，男性58人(100%)，
女性 0人。

4. 103-104年男性參訓人數115人，就業人數為111人，男性就業率
達 96.52%，女性參訓人數4人，就業人數4人，女性就業率達 100%；
105 年男性就業率100%，學員參訓後投入職場程度皆很高。

三、 總結
本計畫結訓學員男女比因涉及學員參訓意願，且以單校為數據樣本，
故結訓學員男女比與就業市場男女比不相同，但皆以男性居多。學院
招生辦理由專業人員諮詢，結訓前辦理廠商徵才活動，電信業市場有
大量人力需求，學員就業比例皆於相當水準之上。



5 針對該方案事前曾做過其

他哪些性別相關的準備工

作？

本次計畫之性別統計及產業性別分析。其中資訊與通訊傳播業之電信業受

雇員工統計資料源自行政院主計總處，另 105年度甲、乙、丙三級電信工

程負責人之性別統計資料源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三、發展作法：

依據性別主流

化觀點，擬定計

畫。

6 請問根據題項四蒐集來的

資料，該方案對於各個群

體中的不同性別，是否有

不同的影響？若有，如何

據此調整方案內容？

本方案對於各個群體中的不同性別無不同影響。

7 請問參與規劃、執行、評

估該方案的人，是否具備

性別平等相關認知／有沒

有參與相關課程？

參與性別平等說明相關課程，例如台北 e 大之性別統計及分析課程、性別

預算基本概念及範例、國內外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與理念課程等，並參閱

CEDAW 及一般性建議、性別政策綱領等相關文件，以利提升相關知能。

8 除了性別以外，規劃該方

案時是否有考量到其他不

同年齡、社經地位、族群

等需求？

有，本計畫之培育並無特定資格限制，因此特定對象若適訓者一體適用，

本計畫亦有企業雇用身心障礙者之成功案例。另考量到一般民眾參訓之需

求，該計畫除產學訓合作外，於年度進行中另有開設網路架設技術等進修

課程供一般民眾報名參訓。



四、預算：把

性別觀點整合

到預算流程的

各個層面當

中。

9 該方案是否針對不同性

別，或性別平等相關議

題，特別編列預算？

1. 因無性別限制無編列特別預算。網路與通訊工程職能發展學程課程規畫

計 1600 小時，包括：一般課程 20 小時，核心課程 240 小時（光電子學、

電子電路、工程數學），專業職能 1340 小時（網路工程實習、通訊工程實

習、基礎光學、人力資源管理、科技英文、電子商務、工廠管理、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企業管理），其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課程包含勞動基準法、職

業安全衛生法等法規面知能課程（含女性勞工及母性健康保護等）。

2. 除實體課程外亦有網路課程如台北 e 大、勞工教育網等性別主流線上課

程提供學生選讀進修等。

3. 本計畫經費約 142 萬 6,700 元，學員平均受訓成本約為 4 萬 6,000 元，學

員皆為合作學校之學生，無須另外負擔任何學費。

10 特別及非特別編列預算的

預算項目對於促進性別平

等有何正面影響？（註 1）

就促進性別平等層面而言，本案對於協助青年學子進入勞動就業市場之勞

動量能，及投入該產業之勞動平權有其正面之影響。因本院辦理產學訓培

育課程係服務適訓學員，非有錄訓、參訓之性別限制及不平等之情況。期

盼透過產官學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以產業人力需求為導向，結合專業職

能與工程技術的養成，輔以實務經驗的培訓，提供平等的培育機會，以利

青年學子取得參訓課程合格證明、專業證照，順利進入職場就業，並滿足

就業職場各種性別之勞動力需求，無須再重複訓練。

11 前項預算編列或審核時，

有無徵詢女性／性別相關

團體的意見？

目前尚無針對本計畫特別編列預算，日後若有編列，將徵詢並參採性別相

關團體意見。



五、傳播：如

何將訊息傳達

給不同背景的

目標對象。

12 採用什麼方式傳佈該方案

訊息給目標對象？有無針

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

（包括不講本國語言的男

女），採取不同的傳播方

法？（註 2）

1. 本學院為擴大培育訊息之傳遞範圍，招生報名流程、相關資格、錄訓名

單公佈於招生簡章內清楚載明，簡章放置如下：

(1) 平面媒體：各大報紙刊登、勞動臺北及臺北畫刊等雜誌。

(2) 電子媒體：有線電視跑馬燈、北市府官方 line 宣傳及北市府市政電

子看板。

(3) 網站：本學院網頁、本學院臉書粉絲團及東南科技大學網頁。

(4) 公部門臨櫃：市府各區公所、就業服務處及各就業服務站、勞動局

及社會局臨櫃等地點。

2. 透過多元傳遞的方式讓目標族群獲得本學院職能培育資訊。

13 訊息傳佈過程曾使用何種

具體措施，以避免具性別

歧視意味的語言、符號或

案例？

訊息傳佈及文宣製作過程，納入性別平等觀念，如避免具性別歧視意味的

語言、符號或案例。

六、提供服

務：提供服務

的作法是否能

符合能滿足各

14 不同群體取得該方案資源

的難易度有何不同？有無

配套措施可彌補這樣的差

異？

為考量民眾對於資訊可及性的需求，本學院在公開的各部門及大眾傳播媒

體如電視跑馬燈、發布新聞稿等都會放置或露出相關招生訊息、為擴大傳

遞範圍，本學院採取之配套措施如題項 12。



種群體的需

求。

15 有無結合其他政府部門、

地方或全國性的民間組

織，協助提供服務給目標

對象？

本計畫與東南科技大學、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北市電器商

業同業公會、台灣智慧光網股份有限公司、台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訓

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麟銳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以產學訓合作方式合

作，並透過實習服務讓學員之訓練更貼近實務需求，以達到訓用合一，

降低學用落差及人力閒置等青年失業問題。

16 協助提供服務的組織，能

否考量到各種使用者不同

的需求？

本計畫參與者皆為大學二年級學生，只要適訓皆能參與訓練，且提供之

服務與訓練內容皆無差異，包含網路架設等需要堅強體力之課程亦無男

女之別，若有相關特定需求將會納入考量。

七、評估：實

際執行情形是

否符合前述各

步驟並達預期

效果，或有意

外發展及成

果。

17 有無進行使用者滿意度調

查？前述調查是否能反映

出不同背景之男女的意

見？

於結訓後針對學員分別進行學員滿意度及教學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學員

皆表示滿意，105 年學員滿意度達 9 成以上，教學滿意度亦達 9.20（滿分

10）。因該兩項滿意度調查為不具名調查，且調查內容包含：科目安排、授

課內容、教學方式、訓練設備是否符合產業需求、訓練師專業及熱忱、參

訓職類是否符合就業市場需求等，學員皆可反應其意見，得提供本方案作

為後續精進參考，即無針對性別分別調查並反映其結果。

18 是否邀請具性別觀點的學

者、專家或代表不同群體

的組織，協助監督方案？

若有，監督過程有無聚焦

在實際執行情形上？

無邀請性別觀點的學者或專家。惟在預定培育計畫書時，為掌握產業需求

及就業脈動，進行評估並分析業界職能需求，以強化培育實施主軸。



19 依據評估結果，該方案能

否促進不同性別間的瞭解

和接納？為什麼（請說明

理由）？

依本計畫執行以來，並無培育性別之區隔，亦強調工作無性別差異，只要

具備此工作熱忱者均可參訓，為使參訓者了解資通訊產業的工作內容，於

培育期間所有訓練均無性別之差異，此舉有助學員從中體認到不同性別從

事本行業之優勢與劣勢，作為個別改進之參考。

20 未來如何針對前述各題

項，在性別面向上進行改

進，以對不同性別均能發

揮最大效益（請註明題項

編號及改進方式）？（註

3）

由於社會多重結構性因素，造成本行業具有職業性別區隔的現象，而此特

性對於男女在選擇職業與其職業態度，或雇主對於男女性員工之選擇具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本計畫之「錄訓條件」並無特定資格限制（如性別），故

得避免雇主僱用特定性別之職場性別隔離情況發生，透過職業訓練協助有

意願參訓之男女學生進行職前訓練及探索。雖然本計畫於 103 年至 105 年

僅有 2 位女性學員參訓，惟該 2 位學員於職訓期間不僅參與國內各項競賽

榮獲佳績，亦皆輔導取得「網路架設乙、丙級」及「通信技術乙級」技術

士認證；於職場實習期間因其傑出表現，得以讓實習單位看見女性就業實

力，目前雖未畢業但皆已有正職之待遇，與同工之男性無不同酬之現象，

且皆得依個人志趣選擇職位內容（如內外勤）穩定就業，因本學院培育有

成，於第三期及第四期之學員尚未結訓前，就已被企業爭先錄用，本計畫

達到「理論、技術及實務」並進之培育效益，成果豐碩。

因職業訓練僅得於「訓練端」去除性別不平等之障礙，確保有意願之男女

學生參訓，使其強化自身就業力，尚無法去除社會面多重結構之相關障礙

問題，但仍得加強宣導女性參與資通訊之相關培育，增進學員於學習時期

了解資通訊產業就業市場，並習得不同性別於就業市場上之優劣勢，並針

對其劣勢加以補強，以強化其就業力，促進參與勞動就業市場。



註 1：例如，促進兩性平等就業機會、平等受教機會等。

註 2：例如，結合其他政府部門、地方或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協助把訊息帶給目標對象，或透過連結女性經常使用的網站如求職網站

等，傳遞訊息。

註 3：例如，有無特定團體比其他團體受益更大？如果有，如何處理這種不均衡的狀況？是否有蒐集其他資訊的需求？對照這次經驗，

目標對象或指標是否需要調整？未來需要多告知誰相關資訊？應該如何呈現資訊才能有效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