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比較一九九八年以前行
政院、台北市政府、與高雄市政府的「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組織產生的政治背
景、運作方式、和其對婦女政策制定所產
生的功能。研究結果發現，三個政府的婦
權會組織由於成立時的政治目的和所處的
外在政治環境不同，導致其整個組織架構
設計和運作方式不同，所產生的政策制定
功能也有所差異。

關鍵詞：

新制度學派；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統合主義。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functions 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3 Committees for
Advocating Women’s Rights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Kaohsiong Government.  It is found
that because the purposes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for the three commitees were

different, they were operated under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in different
manners, and therefore their roles in policy
making were also different.

二、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採取新制度學派的研究途

徑，針對行政院、台北巿政府、與高雄巿
政府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
婦權會）組織的產生與運作，及其對婦女
政策制定的影響，進行比較分析。本研究
的主要分析期間，為自各婦權會成立時起
（台北市一九九六年，行政院與高雄市一
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為止。主要原因
是一九九九年北、高兩市政府易主，其婦
權會的組織與運作，也因而產生重大變
遷。

三、結果與討論

1.組織架構與運作
台北巿婦權會成立緣於陳水扁成為台

北巿民選巿長之後，為了履行他在選前對
婦女同胞的諸多承諾，在民國八十五年正
式成立。

所以台北巿婦權會主要是作為一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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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規劃與制定之統合協商機制，透過
政府行政部門委員會制度的設計，將民間
社會的力量吸納入政府的體制，提供民間
團體直接參與政府決策的管道。

在台北巿婦權會成立一年四個月之
後，行政院婦權會和高雄巿婦權會才在彭
婉如事件之後先有了成立呼聲，到白曉燕
事件之後才正式成立，成立時間不免有平
息民怨的用意。

基於上述成立原因，可以看出三者之
間組織結構因而有所差異。台北巿婦權會
基於提供民間團體參與政府決策管道的立
意，其實際的組織結構的確擁有相當多的
非官方人士，除了九名民間團體代表，另
有六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僅
有七人。

然而參考台北巿婦權會組織設置要點
所成立的高雄巿婦權會，雖然在「外型」
上看起來和台北巿婦權會是如此相似，但
從其組織結構來看，高雄巿婦權會有委員
二十五人，婦女團體代表只有六人，官方
代表有十二人，由官員佔半數的組織結構
可以輕易看出它並未將台北巿婦權會成立
的精神一併移植過去，所移植的不過是一
個空殼子。

至於行政院婦權則更看不出有任何將
民間力量吸納入政府體制的意味，其委員
共有十五人，民間團體代表只佔其二，政
府官員和高雄巿婦權會一樣皆超過半數，
同時，這二者的民間團體代表也是保守色
彩較濃厚，是否能站在批判立場而對現行
政策提出不同觀點，也是令人相當質疑
的。

除了由三個婦權會的成員組成差異可
以看出它們在運作上的所產生的差異，對
於實際的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大不相同；同
時，從三個婦權會的組織層級也可看出它
們在整個體制中所具有的影響力。台北巿

和高雄巿同是巿長擔任婦權會的主任委
員，召集各部會來推動會務。然而行政院
婦權會則是在政務委員中挑選一位女性擔
任召集人，後來該位政務委員在內閣改組
後成了內部部長，婦權會就轉變為內政部
長召集其它各部會首長開會的狀況，從組
織層級來看，同樣部會首長，內政部長有
何權力要求其它部會的配合？除非召集人
由行政院長出任，否則行政院婦權會便將
形同虛設。

然而，召集人身份雖同為巿長的台北
巿與高雄巿婦權會卻也有頗大的差異。陳
水扁的執政理念強調「有限的政府結合無
限的民間」，重視「巿民參與」，廣納民間
意見。台北巿第一屆婦權會雖然在組織規
章上明訂政府官員與民間代表都是婦權會
的委員，但實際運作上民間委員們掌握了
大部份的提案空間，組織內的分工則變成
民間委員提案，行政官僚做進一步計畫與
執行的工作。這使得原本在設置要點中訂
定為諮詢、顧問角色的婦權會反倒變成台
北巿婦女政策的規畫者，其決議的事項可
以得到巿府的背書而辦理，成為正式的施
政內容。而高雄巿婦權會除了通過婦女政
策白皮書之外，其它一無所成；行政單位
對於會中決議的做法，被婦女團體批評是
「決而不做」。

由此可明顯看出台北巿婦權會的成立
及運作都比其比二者來得有力量。

2.組織的外在政治環境
另外，再從政治環境來看其對三個婦

權會所產生的影響，由於民進黨是首次在
台北執政，面對國民黨多年建立起來的官
僚體系，可能產生的潛在阻礙是必須考量
的，因此，納入具體可見的民意，此舉不
但回應了婦女團體的要求，也拉近了與民
間團體的距離，獲得民間力量的支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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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民意的正當性，而可以更順利地推行
相關政策。第一屆民間團體互選的方式，
更可以凸顯這樣的效果，因為根據個別服
務項目而被選出的團體，它可以代表了背
後數個投票給它的團體，有民意代言人的
意味，不僅代表本身有相當的正當性，其
所參與、討論出來的提案更可被視為多數
台北巿民的需求。

反觀高雄巿婦權會，雖說巿長亦有民
選的壓力，但高雄巿婦女團體不若台北巿
活躍是不爭的事實，巿長在面對相關問題
時不比台北巿來得壓力大，甚至往往是因
為台北巿有了相關措施之後，高雄巿才不
得不跟進，婦權會的成立就是最好的例
子，連組織設置要點都是參考台北巿而來
的。且單一政黨長期執政讓政府機關有足
夠力量去推動其既定政策，而不太需要跟
民意妥協。

同樣的，這也是行政院婦權會幾乎不
可能運作的原因之一，對於國民黨主政的
中央政府，其國家霸權受到挑戰的機會極
少，自然不需要放下身段與民間團體平起
平坐、共同討論政策的制定。更何況行政
院長的職位不用面對民選的壓力。

因此，我們可看到，組織架構設計和
組織外在政治結構都影響了婦權會的運作
結果，並使得其功能和角色有所不同。行
政院和高雄巿的婦權會終究只能如往常一
般，成為另一個替政府政策背書的橡皮圖
章，而台北巿婦權會則可以突破以往的格
局，讓民意能夠實際的展現在台北巿的婦
女政策上。

3.組織的角色與功能
從以上的分析，可看出三個婦權會組

織發揮的功能有所不同。整體而言，高雄
市的婦權會最徒具形式，幾乎沒有發揮任
何功能。行政院和台北市政府的婦權會，

雖然在婦女權益的倡導和相關政策的制定
上，都產生一定的功能，但是兩者所扮演
的角色有所差異。行政院的婦權會扮演的
主要是類似諮商委員會的功能，較缺乏實
質的決策權力，對於政策的執行，更不具
任何權責。而台北市政府的婦權會在成立
之初，具有統合民間婦女團體意見的目
的，其運作被賦予較大的決策功能。而其
所制定的政策大都列管考核，不僅相關行
政部門須定期向婦權會報告執行成果，有
時婦權會的代表（團體）更直接參與相關
方案的執行。

行政院和台北市政府的婦權會在政策
功能上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其所擁有的決
策權和對政策執行的影響控制上，也表現
在其所制定出來的政策內涵上。行政院婦
權會所制定出來的政策，較偏重婦女人身
安全保護等狹隘傳統觀念的婦女政策；而
台北市政府的婦權會則不僅觸及這些政策
議題，也處理老人安養、托育、乃至於都
市規劃與社區治安等廣泛的相關政策議
題。

四、研究成果自評

本研究大致達成了原先預期的研究目
的，也回答了計畫書中提出的大多數研究
問題。部分的研究問題，也就是關於三個
婦權會組織對台灣婦運和婦女團體間關係
之影響的分析，在研究開始執行後即決定
刪除。主要原因是北、高兩市的婦權會運
作期間不久，即因市府易主而產生重大改
變，因此其對婦運的影響有限。

五、結論

1. 三個婦權會組織成立時，主政者所處的
政治環境不同，所欲達成的政治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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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台北市政府由於首次由民進黨執
政，要領導一個長期由國民黨執政控制
的官僚體系，有許多障礙。因此主政者
較有動機引進民間力量，建立民間參與
決策的統合協商機制，一方面可增加其
決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對舊有的
官僚體系形成改革的壓力。行政院和高
雄市政府則主要是因應社會事件所引
起的民怨，以成立婦權會宣示對婦女權
益的重視。

2. 三個婦權會的組織架構設計不同。台北
市婦權會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民間代
表，且其中大部分是由婦女團體互選產
生。行政院和高雄市的婦權會，則民間
代表不到半數，且大多數為官方指定的
專家學者，民間婦女團體難有真正影響
力。

3. 三個婦權會的組織功能不同。行政院婦
權會扮演的主要較類似政策諮商的功
能；高雄市婦權會徒具形式，未發揮功
能；台北市婦權會則具有決策的功能，
且對政策的執行具有相當程度的監督
與控制能力。

4. 三個婦權會所制定的政策成果不同。行
政院婦權會主要偏重婦女人身安全保
護的傳統婦女政策；高雄市婦權會無具
體政策成果；台北市婦權會的決策則廣
泛包含各種政策內容，尤其強調社區治
安和托育、安養等方案政策，顯著與前
二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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