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
推動職場性別平等認證作業須知
⼀、 目的：
為落實職場性別平等，扭轉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本市推動
「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促進公、私立機關(構)落實職場
性別平等之內涵，並建立學習標竿，藉以發揮吸引人才、留才之
效能，共創性別平等之職場環境，打造臺北市為職場性別平等之
都。
二、 辦理單位：
(⼀)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本局」)。
三、 適用對象及限制：
(⼀) ⺠間團體：指登記地於臺北市並依⼈⺠團體法或其他法令
取得設立許可。
(二) 事業單位：指合法登記或立案於臺北市之事業單位。
(三) 政府機關(構)：指位於臺北市之政府機關(構)。
申請單位自108年1月1日至評核結果公告日期間，不得有
發生重大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或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
之爭議，並遭主管機關裁罰確定之情事。經查證有前開情事者，
不符合報名資格；如已取得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應撤銷
資格。
四、 實施期程：
(⼀) 提送認證資料期間：以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期間之職場性別平等執行情形為主，並應同時提供相關
書面佐證資料及電子檔，以利受評。
(二) 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止，以
郵戳日期為憑。
五、 繳交資料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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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資料
1. 依所提供之申請文件及相關評核佐證資料，並於「臺北
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檢核表」(附件 1)，核實勾選。
2. 完整填寫「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報名表」(附件 2)，
並加蓋單位及負責人章。
3. 提供合法登記、立案之證明文件。
4. 「參加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評核同意書」(附件 3)，
並請加蓋單位及負責人章。
5. 依據「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指標操作手冊」(附件
4)撰述「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執行情形說明」(附件
5，總頁數不得超過 30 頁)，及「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
認證證明文件說明表」(附件 6)，並檢附執行各項指標
之佐證資料(請依序檢附證明文件，所附證明文件之字體
大小及格式不拘；證明文件可為照片、清冊、圖表、報
表等，資料以 A4 紙張大小彙集成，頁數不限)。
(二) 資料形式
1. 書面資料：檢核表(附件 1)、報名表(附件 2)、登記或立
案之證明文件、評核同意書(附件 3)、執行情形說明(附
件 5)、證明文件說明表(附件 6)、及各項指標之佐證資
料，1 式 5 份。
2. 電子資料：執行情形說明(附件 5)、證明文件說明表(附
件 6)及各項指標之佐證資料之電子檔，請以光碟或隨身
碟形式提供，並以 PDF 格式呈現，1 式 2 份。
六、送件方式：請於 10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前，將上述書面資料
1 式 5 份及電子檔 2 份(以光碟或隨身碟形式提供)，以「郵寄掛
號」送達本局(地址： 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5 樓北
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業安全科)，「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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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收)，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七、 評核項目：
共分為 7+1 項指標、28+2 項基準，相關說明及配分如下：
項次

項目

基準說明

1

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機制

2

促進組織決策之性別平等 2. 管理職性別比。

1. 成立推動性別平等之組織或機制。
2. 負責人作出推動性別平等的公開承諾。
1.

3

4

促進薪資待遇性別平等

促進性別平等之教育與訓練

配分
6分

各項決策組織成員組成之性別比。

3.

促進女性晉升或決策參與之具體措施。

1.

全員平均薪資性別比。

2.

管理階層平均薪資性別比。

3.

縮小男女薪資差距之具體措施。

1.

員工參與性別平等意識及權益教育訓練之比例。

2.

主管中參與性別平等意識及權益教育訓練之比例。

3.

舉辦職場女性領導力的培育訓練。

4.

促進女性培力及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之具體措施。

1.

提供有助於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之友善假別。

16 分

8分

16 分

1.1 員工使用友善假別之性別比
1.2 主管中使用各項友善假別之性別比
1.3 非主管中使用各項友善假別之性別比

5

工作與家庭平衡

2.

提供有助於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之彈性工作安排。

16 分

2.1 員工使用各項彈性工作安排之性別比
2.2 主管中使用各項彈性工作安排之性別比
2.3 非主管中使用各項彈性工作安排之性別比
3.

其他工作與家庭平衡之具體措施。

1.

提供友善孕育假別。

1.1 員工使用友善孕育假別之情形
1.2 主管與非主管中使用各項友善孕育假別之情形
2.

提供育嬰假。

2.1 員工使用育嬰假之性別比
2.2 主管與非主管中使用育嬰假之性別比
3.

提供育兒津貼。

3.1 員工領取育兒津貼之性別比

6

友善孕育措施

3.2 主管與非主管中領取育兒津貼之性別比
4.

24 分

提供托兒設施或措施。

4.1 員工使用托兒設施或措施之性別比
4.2 主管與非主管中使用托兒設施或措施之性別比
5.

完善哺(集)乳室設備。

5.1 員工使用哺(集)乳室設備之性別比
5.2 主管與非主管中使用哺(集)乳室設備之性別比

7

6.

孕婦職場安全。

7.

提供其他友善孕育措施。

1.

訂有職場性騷擾防治政策與措施並向員工公開揭示。

職場安全之性平友善措施 2. 訂有處理性騷擾事件之處理機制。
3.

辦理員工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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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

3.1 員工參與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之性別比
3.2 主管中參與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之性別比
3.3 非主管中參與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之性別比
4.

職場性騷擾事件之後續協助方案。

5.

提供員工夜間工作安全友善措施。

6.

其他職場暴力或霸凌之防治措施。

1.

其他促進多元性別平等(如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
戀、跨性別、雙性人/陰陽人…等)相關作為或措施。

+1

其他有助性別平等
特殊具體事蹟

2.

非屬上述 7 項指標之其他有助性別平等特殊具體措施。

最多加 10 分

*惟提出之具體作為或措施若屬上述 7 項指標評分項目，本
項將不予計分。

八、 評核及申覆
(⼀) 初審
1. 資格審查：由本局依繳交資料，針對申請單位之登記
地或立案地、送件時間、文件是否缺漏、以及有無重
大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或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
定之爭議事件，並遭主管機關裁罰確定之情事等項
目，進行資格審查。
(1) 申請單位之登記地或立案地、送件時間等項目如未
符合本作業須知規定者，視為資格不符，由本局逕
行函復審查結果，且繳交資料恕不退件。
(2) 繳交資料如有缺漏者，由本局逕行函復補件期限，
申請單位須於本局通知之補件期限內補送相關資
料；可親送或「郵寄掛號」送達本局(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5 樓北區(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就業安全科)，
「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工作
小組」收)，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則該項指標之
衡量項目，依現有資料評核。
2. 複審：
(1) 由本局聘請外部專家學者及本局相關業務主管組
成評核小組，針對符合資格審查之申請單位所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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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依各項指標內容進行書面評核；如認為有必要
時，得請申請單位配合說明或到場評核。
(2) 申請單位所提自評表之說明或相關評核佐證資料
如歸類其它指標評分項目較為妥適者，由本局逕行
調整指標項目後，依該指標項目計分，原所提指標
評分項目則不予計分。
(3) 申請單位所提自評表之說明或相關評核佐證資料
如有同⼀事由重複出現二項以上評核指標項目之
情事，由本局逕擇其中⼀項指標項⽬計分。
3. 決審：召開決審會議，確認評核結果。
(二) 申覆
1. 申覆期限：申請單位自收受本局評核結果日之次日起
10 個日曆日內，以書面向本局提出申覆，可親送(以
本局收件日期為憑)或「郵寄掛號」送達本局(地址：
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5 樓北區(臺北市政
府勞動局就業安全科)，「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工
作小組」收)，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 辦理方式：
(1) 本局收受前述書面申覆申請後，僅針對申請單位之
各項指標評核得分或加總是否有誤，進行核閱，恕
不依繳交資料重新審查。
(2) 本局如發現得分登記或核算錯誤時，應重新計算總
得分；如未達認證標準，則未取得臺北市職場性別
平等認證；如達認證標準者，該申請單位取得臺北
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
(3) 本局均將申覆結果以正式公文復知。
九、 認證標準：各項指標得分加總達 80 分以上者，且任⼀單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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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之實際得分達該項指標配分 50%以上者(含)，始可取得臺北
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
十、 評核結果：預計於 109 年 11 月初公告認證合格名單，並於 109
年 11 月下旬辦理公開表揚記者會。(實際執行日期以本局公告日
期為主)
⼗⼀、認證有效期間：自評核結果公告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十二、注意事項：
(⼀) 得獎單位若於認證有效期間發生重大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或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之爭議事件，並遭主管機
關裁罰確定，本局得廢止其認證。
(二) 得獎單位同意接受本局後續採訪，其相關採訪之照片及內
容，以及參加認證所提送書面及電子資料，授權本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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