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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鼓勵科技女性的專業發展—他山之石
吳嘉麗
淡江大學化學系

 歐盟科技性別平等綱領
歐盟多年來結合各國專業人士投入並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特別強調歐盟各國已漸從「女
人的問題」(fixing the women)走向「制度的問題」(fixing the system)。2009 年他們出了一本網
頁手冊PRAGES (Cacace, 2009, Guidelines for Gender Equality Programmes in Science)，參考歐洲、
北美及澳洲各國超過 1100 個系所機構等單位代表所提供的資訊，收集了約 125 個各種推動的
計畫，寫成這本長達數百頁的科技性平推動綱領放在網路供大家參考。個人覺得台灣過去這
些年在性別主流化政策的推動下，
『性別平等』在科技政策層面顯然也動了起來，而歐盟所提
出的三大策略、31 項建議、及眾多行動方案也恰可作為我們的參考。限於篇幅及頁面，下面
僅就策略和建議部分摘譯如下，全文可上網下載(http://www.retepariopportunita.it/prages/)。
PRAGES 圖表一

建議一 建立性別歧視檔案
建議二 監督性別薪資落差
目標一
文化與行為
的改變

建議三 婦女議題優先考量
建議四 鼓勵性別議題的教學與研究
建議五 促進女性融入研究環境

策略一
對女性的友
善環境

建議六 在改變過程納入上位資深管理人與
領導人
目標二
提升工作與
生活的平衡

建議七 建立服務網路
建議八 在已有的資源或服務上充分提供資訊
建議九 工作過程與組織機構依個別情況制定
建議十 經由政策與規定支援新手研究員

目標三
支持早期事
業發展

建議 11 對新手研究員提供個人協助與訓練
建議 12 在雇用及升遷時擴大多元考量候選
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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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3 提供女性在專業發展上的特殊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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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ES 圖表二

策略二
納入性別考
量的科學

目標一
克服科學中
的性別刻板
印象

建議 14 向性別刻板印象挑戰
建議 15 向科系/職業區隔挑戰

建議 16 科技教育中融入性別觀念
目標二
科學內容與
方法的性別
化

建議 17 研究設計的性別考量

建議 18 提升女性科技貢獻的能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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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ES 圖表三

目標一
支持女性在
研究過程中
獲取關鍵位
置

建議 19 在研究場域提拔高成就女性
建議 20 鼓勵女性研究員尋求高階職位
建議 21 提供女性研究員經費、資源和機會
建議 22 針對高階位置的性別不平衡納入機構監
督機制

建議 23 監督各委員會及董事會的女性比例

策略三
改變社會結
構中女性在
科技領域的
領導

目標二
支持女性在
研究管理中
獲取關鍵位
置

建議 24 提供女性參與委員會及董事會的實
務訓練
建議 25 修改委員會及董事會的任命規定及
過程
建議 26 提升女性候選人在委員會及董事會的能
見度

建議 27 遊說女科技人在決策單位的代表性
目標三
加強女性的
能見度以及
溝通中的角
色位置
目標四
加強女性在
創新與科
學—社會關
係中的影響

建議 28 支持女性參與溝通管理上的資格與
角色
建議 29 提升女性在科技領域的能見度
建議 30 在創新與科技管理方面加強女性人
才儲備
建議 31 在爭取創新的高階職位上提供女性
更多資源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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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澳洲科學與技術學會報告中亦簡介了幾個其他國家致力於提升女性在科技學術界
參與所推動的行動方案，選錄幾則以為借鏡。

 ADVANCE：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Academ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reers
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 NSF 於 2001 年推動此 ADVANCE 計劃，以取代 1997 年開始執行的
POWRE 計畫，ADVANCE 計畫主要針對改善學院機構的性別友善環境、女性教職的聘用與升
等、以及支持下列三類計畫：
一、系所改造(IT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獎勵高等教育學院支持系所單位改進性別環境
的各項措施。
二、系所改造催化劑(IT Catalyst)--獎勵系所改造前的必要評估措施，諸如資料蒐集彙整、目前
聘用、升等相關政策步驟的檢討等等。
三、夥伴計畫(PAID Partnerships for Ada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此項獎勵針對
高等教育學院、專業學會、以及其他非營利的科技相關團體。此類計畫乃一系所改造的
經驗分享，提供在學術生涯性別平等的資訊與訓練。
ADVANCE 改善高等教育機構性別友善環境的各項策略
類

別

策

略

1. 系所結構

a. 檢討、修正、以及增加各項政策與步驟的有效落實和透明度(特別針對
聘用、升等、及管理階層的任用)。
b. 系統整理各項教職數據、及友善環境調查，依職等、性別、族群等分
列，以供決策參考。
c. 在管理階層、系所主管、乃至一般教授皆納入性別平等及多元參與的
考量與課責，確保各項資源、職責、及承諾的公平分配。

2. 工作與家庭
方面的支援

a.
b.
c.
d.
e.

納入彈性生涯規畫政策，呼應社群所需。
設計專業生涯發展與個人家庭生活過渡期間的支持計劃。
依個別機構與區域建立雙職家庭的僱用規劃。
鼓勵系所及學院的彈性政策，支援照顧眷屬的責任。
鼓勵教職利用工作-家庭支持計劃，確保不影響參與者的專業生涯。

3. 專業支援

a.
b.
c.
d.

建立正式的生涯導師制度，輔導者的奉獻與服務應納入考量。
對男女教授在專業的傑出表現應建立表揚機制。
提供升等、升任的各類輔導、訓練、及工作坊。
建立領導與生涯發展輔導，建立社群聯繫網絡。

4. 賦權

a. 提供教職、系所主任、學院領導各項工具與資源去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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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有效策略的訓練，以降低或減少決策時的隱形偏見，例如在校長、
院長諮詢委員會、及升等委員會。

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在 2009 年的報告指出這些計劃的執行，不僅改進了該系所機關對女
性的友善環境，對少數族群而言亦然，甚至男性亦同樣受益，尤其在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
方面，以致學校教授們對工作更為滿意，較少離職，系所則更具競爭力。

 Athena Project
英國於 1999-2007 年推動此雅典娜計畫，以期增加在高等教育機構的女性科學家人數。
自 2003-06 年期間有三項調查在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的男女科學家生涯經驗，數據顯示影響女
性研究人員留職的三大關鍵因素為：研究機構文化、社群網絡(networking)、以及托兒設施。
因此雅典娜計畫積極針對上述三項提供實施綱領，諸如建立個人及專業支援(導師制度、社群
網絡聯繫、及專業發展)，任用願意支援的系所領導，建立系所支持工作-家庭平衡的文化。
在雅典娜計畫之下，為了鼓勵女性在科技教育及研究機構任職，2005 年發展出另一 SWAN
計畫(Scientific Women’s Academic Network)，目前 Athena SWAN 計畫仍在持續推動
(http://www.athenaswan.org.uk)。

 Tham 教授職缺
瑞典平等機會法案規定：雇主應積極雇用員工中弱勢性別的人選，逐漸改善性別不衡平
的現象。有鑒於此，Tham 教授職缺就是專門為增加女性教授名額而設計。雖然可能因此而排
除了某些更有能力的男性的機會，女性在科技界的能力也可能更受質疑，不過，不可否認，
這也可能是增加女性在科技領域教職最透明的一種作法，其實學術界的謀職本來就難以認定
什麼是公平的競爭。

 澳洲科技大學婦女執行發展計畫(ATN WEXDEV—Australian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Women’s Executive Development)
此項計畫乃由學術界資深女性教職員設計，專為資深女性提升專業發展的知能與技巧以
進入管理階層；支持機構邁向多元文化價值；鼓勵提高女性在高階位置的人數；提供各項跨
學院活動以加強科技大學資深女性之間的合作與聯繫；加強國際與國內各機構間的策略
聯盟。簡言之，此計劃為女性提供個人專業發展的機會，增加女性在高階位置的人數，同時
建立女科技社群之間的連絡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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