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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政府機構和離岸風電開發商舉辦的一場會議，至今仍令我記憶猶新：現場逾半數
與會者是女性，多數主講者也是女性。剎那間我意識到，在歐洲絕不會出現此場景——台
灣正發生特別的事。」

Maya Malik, 離岸風電計畫(Offshore Wind Project)總監兼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BCCT)企業界女力顧問

性別不平等是全球根深柢固的問題，遍及所有社會階層。越來越多人承認，女性在職場上
的代表比率嚴重不足或薪酬不平等——在重工業產業和握有權力的職位尤其如此。據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指出，就性別平等而言，台灣比多數國家先進，在亞洲排名第一，全球則名
列第六。

全球能源業目前仍由男性佔優勢，但據非正式觀察發現，在台灣離岸風電業擔任高階職位
的女性，比其他市場更多。

在泰樂霍普金森(Taylor Hopkinson)公司贊助下，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的企業界女力網絡
(Women in Business Network)和英國再生能源委員會(UK Renewables Committee)合作
進行一項研究，調查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代表比率現狀，進而深入了解台灣在性別平等
領域居於領先的原因。前述研究的重要發現請參見本報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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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簡稱BCCT)透過確保
其會員可獲得直接協助和人脈，以及針對所有影響英國在台商業利益和台灣在英商業
利益的議題提供統一但不偏頗的商業觀點方式，扮演重要商業資源的角色。台北英僑
商會亦透過搭配會員活動的方式，積極參與台灣的社區活動，迄今已對慈善機構捐贈
逾新台幣1,500萬元。

BCCT

企業界女力計畫(Women in Business Programme)旨在透過下列三大主題活動，提
高人們對台灣職場性別多元化(gender diversity)重要性的認識：分享(Share)、聯繫
(Connect)、支持與頌揚(Support and Celebrate)。

台北英僑商會企業界女力委員會(Women in Business Committee)旨在成為支持、
分享、教育和研究台灣企業界女力議題的資源。我們努力促使會員與社區參與有助於
為女性提供機會、凸顯對社區具重要性的議題，以及積極提升女性職場地位的活動。

RENEWABLES.
BCCT

英國再生能源委員會(UK Renewables Committee，簡稱UKRC)是代表再生能源業的
機構，創立宗旨為支持再生能源在台灣的成長與擴散。UKRC獲得台北英僑商會和英
國在台辦事處的共同支持，是會員之間的人脈和合作平台，希望讓台灣和英國之間的
整個再生能源供應鏈建立關係，促進旗下會員、台灣再生能源業和一般大眾之間的交
流、教訓汲取和經驗，代表會員向台灣政府提出問題，並提高業界、學術界和大眾對
再生能源的認識。

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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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英商泰樂霍普金森(Taylor Hopkinson)公司是再生能源領袖可信賴的人力招聘合
作夥伴，提供正職和特約招聘、預付訂金獵才和商業情報解決方案等服務，確保
客戶能參與全球再生能源計畫的開發、融資、興建與營運。該公司的多語言人才
團隊專長於離岸和陸上風電、太陽能和能源儲存產業，具備在歐洲、伊比利亞
(Iberia)地區和拉丁美洲、亞太地區和北美洲各地安排人才的經驗。由於擁有深
厚的產業知識、廣泛的人脈網絡、堅定支持多元化，以及誠實透明的經商策略，
該公司接連在2021年和2019/20年的風電投資獎(Wind Investment Awards)中
，獲頒年度獵才業者獎(Recruiter of the Year)。

此外，對於參與調查的所有離岸風電業會員企業和9位欣然接受一對一深度訪談
的產業領袖，台北英僑商會表示由衷感謝。

我們也非常感謝委員會的諸位委員，以及負責執行業界調查和編纂本報告的台北
英僑商會所有成員。

特別鳴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力報告給予大力支持的:

4



目錄
前言

謝辭

執行摘要

全球和台灣的性別平等現況

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參與

依然存在的障礙和潛在解決方案

性別平等為何重要？

目前進展如何？

台灣的性別平等發展

台灣的離岸風電業

離岸風電的女力

管理階層的女力

擔任領導職務女性的觀點

結語

參考文獻

1

2

3

2

3

6

8

11

14

34

35

7

16

17

18

21

24

27

版權與免責聲明：
本報告所含資料獲自據信可靠的來源，但不保證資料的精確性和完整性。
本計畫所蒐集的所有資訊和資料均為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的努力成果，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擁有並保留
一切所有權。



職場性別不平等是全球性問題。可悲的是，儘管相
關討論眾多，卻無太大進展——按照目前的進展速
度，需費時136年才能讓全球實現性別平等。在全
球的傳統原油、天然氣和能源勞動力中，女性僅占
22%。風能雖是較新的行業，但全球女性勞動力的
占比也相去不遠，僅21%。

台灣是亞洲離岸風電業的先驅，在性平平等進展上
表現出色。曾有非正式的觀察發現，台灣離岸風電
業中的女性代表比率遠高於其他國家，尤其是高階
職位的比率。台北英僑商會以前述觀察論述為基礎
，展開調查前述現象是否存在及其成因的研究計畫
，調查對象為活躍於台灣離岸風電業的38家企業(
包括開發商、風機供應商、安裝公司、基座製造商
和主要工程公司在內)，並針對9位擔任高層領導階
級的女性進行深度訪談。

調查結果顯示，相較於全球風電業均值(女性占
21%)和亞太地區風電業均值(女性占15%)，確實有
較多女性投身於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占26%)。調
查還披露，台灣離岸風電業管理階層的女性代表比
率相當高：95%的離岸風電公司都擁有女性部門經
理；另有60%的企業擁有女性董事，其中許多人是
最高主管，對其公司和業界具有顯著影響力。深度
訪談結果顯示，台灣離岸風電業的進步狀態是因為
社會對女性擔任領導職位的接受度高、女性人才庫
陣容堅強，以及這些女性對投身於有益社會產業的
積極性。

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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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占比雖高於其他國家，卻仍
落後於台灣的大部分其他行業。

若要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台灣離岸風電產業必須
解決兩項重大障礙：

• 科技和工程教育中的女性入學人數有限
•文化規範阻礙女性同時追求事業和擁有家庭的願
望

女性接受科技和工程學科教育、女性的離岸風電職
涯升遷，以及支持女性擁有家庭的政策，是離岸風
電業未來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領域。



全球和台灣的性別平等現況



「讓全世界女性獲得權能，是全球當務之急。然
而，儘管促進性別平等已獲致重大進展，仍迫切
需要解決阻礙女性獲得經濟能力和充分參與經濟
活動的結構性障礙。」

聯合國(UN)秘書長潘基文(Ban Ki Moon), 2016年1月

性別平等為何重要？

性別不平等和偏見已在社會中根深柢固。即使聯合國已將此列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的志業之一，並已獲得相當的進展，但全世界距離實現任何接近性別平等和達成聯合國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所通過消除性別不平等的目標，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撇開歧視全球50%人口的道德議題不談，有大量證據顯示，女性充分參與對企業和社會都有好處。已有
越來越多研究闡明女性躋身最高管理階層和董事會與公司業績之間的關係，而倡導擴大讓女性參與決策
的支持者也指出擴張人才庫的好處，以及女性所代表的消費力量。

下圖取材自聯合國秘書長婦女經濟賦權高階高層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
ment)在2016年發表的一份報告[1]，顯示增進性別平等和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之間的相關
性。

性別平等和經濟成長速率具有關聯性

1990至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成長率(%)

中、東歐
與中亞
已開發地區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中東和北非
南亞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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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 國 財 富 雜 誌 5 0 0 大 企 業
(Fortune 500)中擁有最多女性
董事的公司，其銷售利潤較女
董事人數最少的公司起碼高出

26%

相較女性董事人數最少的公
司，擁有最多女性董事公司
的投資資本收益起碼高出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
估算，光是在未來10年內，促進女性平等就可
讓全球每年GDP增加12兆美元。
此外報告還指出，由於人口統計趨勢預料會導致
全球勞動力供應成長急遽趨緩，縮小勞動市場的
性別鴻溝對於未來數十年的經濟成長將越來越重
要。

相較於女性代表比率低的企業，擁有3
名或以上女董事公司的4到5年銷售利
潤起碼高出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則高出

 84%

60% 
投資資本收益高出

46%

主要在西方進行的數項研究檢視女性擔任高階職
位比率較高企業的績效表現，並將之和女性較少
企業進行比較。

全球性非營利組織Catalyst [3]的研究發現：

性別平等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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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結果並不能絕對證明性別多樣性會帶來更好的財務績效，但的確顯示出一個明確模式——高階
職務女性參與率較高的企業，其績效表現也較強。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不接納性別平等的組織會以下列三種重要方式畫地自限。

這些企業在填補懸缺(尤其是中、高階職位)時
，可供選擇的高素質人選較少，因為許多有才
能的女性絕不會加入，或是很快就會離開。

此類公司在解決技術性和業務問題時，
會錯過較高素質的合作團隊、觀點多樣
性和創意——這些都是女性員工比率較
高公司所具有的特色。

企業若相對缺乏性別多樣性，尤其是高階職位，會
損及其在女性心目中的職涯選擇聲望，且會造成惡
性循環，越來越難招聘到高素質的女性人才。

10

性別平等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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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全世界現況的分析結果顯示，即使是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簡稱OECD)所屬的已開發國家，性別平等依然極為缺乏。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N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4]確實呈現從
千禧年(Millennium)之交開始逐年改善，但即使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各會員國均是開發程度最高的國家，
不平等指數依然高於0.2。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平等情況不太樂觀(指數為0.324)。全球的指數值(0.436)則顯
示，若要達到真正平等的狀態，世界各地還須做出多少努力。

目前進展如何？

2000至2019年性別不平等指數

11

完全
性別平等

無
性別平等

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東亞——太平洋地區

全球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任何參加過能源業會議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性
別的不平等，特別是當你看到執行長圓桌會議或
一群專家坐在台上時。這個差距非常大。」

BCCT



女性所承擔的無償工作是男性的3倍。

即使擔任相同或類似的職務角色，女性的平均薪酬低於男
性。性別薪資差距估計高達23%，亦即女性賺得的收入僅
為男性的77%。

許多婦女所任職的工作、產業和職業反映出性別成見，
其特點是收入低、工作條件差和職涯發展機會少。

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P)報告 [1]
提出的重點如下：

逾27億女性受到法律限制，無法享有和男性一樣的工作
選擇權。在2018年針對189個經濟體所做的一項評估顯
示，其中104個經濟體仍有禁止女性從事特定工作的法律
，59個經濟體未針對職場性騷擾制定法律，另外在18個
經濟體中，丈夫可依法阻止妻子工作。

全球僅有50% 的15歲以上女性從事有償工作，相較下男性
為75%。在25至54歲族群中，女性在職比率攀升至63%，
但仍遠低於勞動年齡男性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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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間，來自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資料 [5]
顯示，目前女性擔任高階管理職的比率已緩慢增
至約21%，但擔任最高領導職位的比率仍然很低
――只有七分之一的財務長和二十五分之一的執行
長是女性。許多在大型企業擔任管理職的女性都
被侷限於人力資源、公共關係和財務等內勤職務
，而非產品開發、營運或銷售工作。在所有產業
中，女性在健康照護、旅遊和休閒等非勞力/服
務產業，以及媒體之類的新經濟產業，擔任最高
管理職位和董事會職務中的比率較高。

麥肯錫指出，亞太地區的情況尤其失衡。在全球
商業和政治領域的每10個職位中，只有將近4個
是由女性擔任。亞太地區為每10個中有2.5個，
部分東亞國家的比率甚至更低。

目前進展如何？

13

就整個亞太地區的平均值而言，董事會的女性代
表比率在2011至2016年間從6%增至13%，部
分是拜此期間所制定的法規和公司政策之賜。不
過相較於先進經濟體的平均比率為28%，亞太地
區董事會的女性代表比率依然偏低。

消弭性別不平等雖然已有進展，卻是緩不濟急。
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6]估計
，照目前的進展速率，無法達成聯合國設定的
2030 年目標，而是還需136年才能實現職場性
別平等。

RENEW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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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年都會衡量台灣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性別
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中的表現。
在該指數最新版評估中，台灣在亞洲高居第一名
，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中則名列第六，僅次
於瑞士、丹麥、瑞典、荷蘭和比利時。

台灣的性別平等發展

若要實現完全性別平等，台灣須解決兩個受到高度矚目的問題
——性別薪酬鴻溝和勞動力組成失衡。

在推動性別平等上，台灣有兩個關鍵正面指標：

14

42%

140萬家 

的當選立委是女性，其中一部分來自強制保障名額，
但依然是全球最高比率的地區之一。

中小企業是台灣的經濟支柱，其中37%的公司
由女性領導，再次展現相當高的女性參與率。

立法院有



性別薪酬鴻溝

勞動力組成失衡

勞動部將2021年2月20日定為象徵性的「同酬日」；這是根據該部的估算結果，若要賺到和男性2020全
年同樣多的薪資，女性須從2020年工作到2021年當天(註：亦即多工作51天)。目前女性的平均時薪較男
性低14%；相較於30年前差距逾30%和10年前相差17%，這已有所改善，但仍是顯見的不平等象徵，也
是女性的挫折根源。

目前從事某種形式就業的女性比率為51%，已較過去兩個世代前顯著增加，但仍較男性少16個百分點，
且並未優於全球均值。

就業率高峰落在25至29歲族群，且比率高於美國、日本和南韓。不過這些國家的就業率在 55歲之前一直
維持相當穩定，台灣女性就業率卻在50歲後下滑，且是急遽下降。

一般認為，這是因為許多女性為了結婚生子而離開勞動市場，且不再重返。政府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鼓
勵更多婦女即使有了家庭也仍繼續就業，或是在孩子就學後重返職場。

台灣在推動性別平等上取得良好進展，離岸風電業就是很好的例證，但還有更多工作尚待完成，尤其是須
讓性別平等與亞洲文化的衝突價值觀相互嚙合。

性別薪酬鴻溝

張惠娟，國家發展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2019年

「我們還沒有完全平等，但我們正在向前邁進。」

15



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參與



台灣的離岸風電業

台灣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離岸風電市
場，第一個示範計畫已於2017年投運
。台灣計畫在2025年前，讓投運的裝
置容量達到55億瓦(即5.5 GW)。最近政
府宣布，從2026到2035年間，將再增
加150億瓦的離岸風電裝置容量，讓台
灣在亞太區競爭市場中維持領先地位。

數家主要國際業者正以台灣做為其
在亞太地區開展業務的中心。在一
個開放社會中，離岸風電業從無到
有，在短短數年內崛起，為企業提
供擁抱性別平等的大好機會。

「亞洲對離岸風電計畫的開發需求很大。台
灣已證明有可能成功，因此我認為，以台灣
經驗做為信心的基礎，日本、南韓和越南之
類的國家很快就會發展成熟。」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17



像風能之類的新興、充滿活力且快速成長的產業會
呈現截然不同的情況，或許是預料中之事。不過由
國際再生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簡稱IRENA)、全球風能理事會(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簡稱GWEC)和全球能源轉型
婦女網絡(Global Women’s Network for the Energy 
Transition，簡稱GWNET) 合作的一項全球調查[9] 發
現，情況其實大致相同。全球風能業的女性比率僅
占21%；亞太地區甚至更低，為15%，且幾乎沒有
女性擔任領導角色。

台北英僑商會企業界女力網絡在2021年5月，針對活
躍於台灣的離岸風電公司進行一項線上調查，以確
定任職於該產業的女性比例及其參與管理的程度。

離岸風電的女力

此外還進行9場知名業界人士的深度訪談，為線上調
查數據補充台灣離岸風電業性別平等現況的質化
(qualitative)見解。共有64家本土企業和在台設有據
點的國際機構受邀參加線上調查，範圍涵蓋所有產
業利害關係者。結果收到38家機構回覆，回答率高
達59%。值得注意的是，受邀的離岸風電開發商、
風機供應商、基座製造商和主要工程公司均100%充
分回覆調查。

22%11%

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業的性別平等進展遠遠落後
其他產業，女性參與比率遠低於多數其他行業 [8]。

60%
醫療與

社會工作

55%
教育

43%
旅館和飯店業

39%
金融

33%
農業

33%
製造業

28%
公共行政

原油和天然氣營建業

各行業的女性參與比率：

來源：波士頓顧問集團(BCG)和世界石油理事會(WPC)
，2017年；國際再生能源機構(IRENA)，2019年

風電業
(全球)

風電業
(亞洲)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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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63%

本土企業

國際企業
(在台設有據點者)

32%

24%

18%
16%

5% 5%

64家受邀企業中有38家回覆
(答覆率為59%)

參與台北英僑商會調查的企業背景分析

來源：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企業界女力網絡2021年調查

離岸風電的
女力

結果顯示，相較於全球風電業均值(女性占21%)和亞太地區風電業均值(女性為15%)，台灣確實有較多女性從
事離岸風電工作(女性占26%)。此發現令人振奮，但離岸風電業仍落後於台灣多數其他行業。

離岸風能勞動力的女性占比
台灣 vs. 亞太地區 vs. 全球

*來源：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企業界女力網絡2021年調查
**來源：國際再生能源機構(IRENA)2019年風電業線上調查

英僑商會的調查披露離岸風電業各子產業之間的差異。女性參與率最低的是由歷史悠久本地企業占優勢的產業
，例如製造、工程和顧問等。

結果顯示，活躍於台灣的國際公司擁有較高的女性占比，平均31%為女員工，相較於本企業的21%。

亞太地區**全球**台灣*

26%

21%

15%

其他風機供應商製造
(風機除外)

工程與顧問安裝和海事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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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產業的女性占比

來源：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企業界女力網絡2021年調查

檢視國際再生能源機構的2019年風能業性別平等研究 [9]，可明確看出台灣風能各子產業的女性參與模式
，和全球業界的概況一致。

各類型企業的女性占比
台灣 vs. 全球離岸風能

來源：國際再生能源機構(IRENA)2019年風電業線上調查

製造商服務供應商開發商與營運商

台灣

國際

30%

27%
28%

24%

21% 21%

20

本土企業國際企業其他風機供應商製造
(風機除外)

工程與顧問安裝和海事開發商

30% 30%
24%

20%

29%

71%

31%

21%

(請注意，包含1家政府機關和1家金融公司在內的「其他」產業表現最好，但該產業的女性代表人數被
認定為太少，無法構成任何實質結論。)

離岸風電的
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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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來，開始逐漸看到更多女性推動此一
過程，不僅只做次要工作，還推動核心業務。在
台灣，產品開發和高階管理等關鍵職務是由女性
擔任。」

管理階層的女力

包括能源在內的多數行業都已注意到，主要的平等議題之一就是女性在高階管理職位的代表率不足。台灣
的情況則非如此。調查顯示，95%的離岸風電公司有女性擔任部門經理，另有60%擁有女性董事，其中許
多人是公司最高主管，對企業和整個業界的發展具有顯著影響力。深度訪談的受訪者對台灣此一業界特色
提出廣泛的評論。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擁有女性擔任
部門經理或董事職務的受訪公司占比

來源：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企業界女力網絡2021年調查註：100%意味該產業所有公司均擁有一位或以上女性擔任部門經理或董事職務。

本土企業國際企業其他風機供應商製造(風機除外)工程與顧問安裝和海事開發商

% 擁有女性董事的企業占比

% 擁有女性經理的企業占比

100% 100% 100% 100% 100%100% 100%

83%

38%
42%

83%

71%

100%

91%

79%

48%

調查結果顯示，只有安裝和海事產業的公司尚無任何女性擔任部門管理職務。該產業擁有女性董事的公司
家數也較少。此結果有點算是意料中之事，因為該產業可被視為陽剛性質，工作條件較惡劣，對女性的吸
引力較低。

工程和顧問公司全都有女性擔任管理職，一如預期，因為其工作屬於「辦公室」性質。然而在女性擔任董
事方面，該產業的表現最差。這有點出乎意料，在一個以辦公室為基礎的營運模式、且有許多女性擔任部
門經理的產業中，擁有女性擔任董事職位的公司家數反而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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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調查參與者說明其公司內女性擔任高階職位比率
很高的詳情。 例如某家開發商在台灣的逾50%管理職
位是由女性擔任，反觀該公司所屬整個國際集團的此
比率為20%。此外，另一家公司的整個台灣團隊有
65%是女性，和該公司的南韓與日本辦公室中女員工
僅占20%的情況完全相反。

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本土企業正逐漸接受女性
賦權。48%的本土企業擁有女性董事，遠高於亞洲其
他地方的水準。

哪些離岸風電子產業擁有最多女性董事？
各子產業的女性董事比率

來源：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企業界女力網絡2021年調查

41%

16%

25%

9%
5% 4%

女性擔任高階管理職比率最高的是開發商——所有女
性董事中有41%任職於該子產業。這可能部分反映台
灣離岸風電產業的成熟，因為開發商負責的工作主宰
該行業的早期階段業務。反觀同樣活躍於行業早期階
段的工程和顧問公司，其女性董事只占整個行業的9%
。

管理階層的女力

其他風機供應商製造(風機除外)工程與顧問安裝和海事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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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擔任董事比率最高的是開發商
• 三分之一的企業積極支持其女性員工
• 本土企業和在台營運的國際公司都呈現類似趨勢

相較於全球和亞太地區均值，台灣較多女性從事離岸風電工作：

女性廣泛參與管理，尤其是擔任高階職務：

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企業界女力網絡的

台灣離岸風電業女力調查
重要發現

台灣女性參與率(離岸風電)

全球女性參與率(風能)

亞洲女性參與率(風能)

26%
21%

15%

的公司擁有女性部門經理95%

60% 的公司有女性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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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領導職務女性的觀點

「我們不會根據性別或其他因素而提供差別待遇
，但現在的女性似乎比某些男性更有決心追求成
功。」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在台灣從事再生能源工作多年的人士，針對整個
產業如何與時俱進、尤其是女性在官僚體系和半
公家組織中擔任具影響力職務的問題，發表其看
法；這反映台灣的整體趨勢是更多女性參與勞動
力和擔任管理角色。

十年前，當一位女性高階企業代表參加能源業會
議時，總會引起人們訝異，但如今此情況已很罕
見，現在有更多女性活躍在該產業的所有層面，
和亞洲的廣泛商業氛圍形成對比。雖然女性高階

台灣社會對女性領導的接受度相當高

主管第一次和業務往來者見面時，仍可能令對方
感到驚訝，但通常很快就被接受，且別人是純粹
根據勝任程度和能力來評判她們，而非性別。

這甚至適用於與本土供應商、製造商和營建公司
打交道的情況。這些業者的營運策略和方式往往
極為傳統和「本土化」，而且大多是男性占主導
地位；儘管如此，他們都願意和男性或女性對象
做生意。

如前所述，台灣各類型離岸風電企業的性別比率
，都超越目前的業界常態。

在能源生產之類的複雜行業中，有大量參與者和
利害關係者，涵蓋廣泛的學科和活動。與其他市
場一樣，企業需在台灣聘請員工，從事專案規劃
和設備製造、營建和安裝、設施運營和維護，以
及金融、資訊技術、行政、行銷、法律、人力資
源、公共關係、業務開發和尤其至關重要的政府
事務等廣泛支持領域的工作。

企業開始善用台灣廣泛的人才庫；根據經驗顯示
，在許多情況下，女性人選針對指定職務所提供
的種種適用技能，往往優於男性。接受訪談的高
階人士確實指出，女性求職者通常可提供許多東
西。

台灣擁有強大且多元化的女性人才庫

多位意見領袖表示，在講求溝通能力、人際關係
能力、談判能力、協作能力和耐心的政府事務等
領域中，他們發現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具優勢。結
果就是「超級天才、超級有企圖心」的年輕女性
湧入該行業，如今已晉升較高階的職位，並開始
確立其身為本土離岸風電業界專家的核心地位，
成功推動業務發展。此外，從廣泛背景中引進人
才，可為企業注入活力和創造力，帶來嶄新的想
法、另類思維和更開闊的視野。多元化可激發創
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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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領導職務女性的觀點

「我認為，普遍來說，由於背後的道德因素，你
會發現較多女性投身於再生能源。和男性相比，
許多女性把為世界做一些有益的事列為更優先考
慮的事項。」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再生能源發展是一種革命，因為它徹底改變台
灣的能源格局。離岸風電能吸引對能源有嶄新想
法的人，因此我認為投入此產業的年輕人和女性
較多。」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尋求加入離岸風電此一年輕行業的人才——不分男
女所展現的興趣和素質，都令公司備感振奮。參與
能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的企業，此一吸引力成為激
勵許多年輕人的強大動力。此世代關心台灣，在乎
環境及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他們渴望有所作為。兩
性在此方面展現的熱情都很明顯，但部分業界人士
發現新世代女性更為強烈。

求職人選希望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身為嶄新的行業，離岸風電呈現和既有產業大不相
同的挑戰，再加上可為改善社會帶來變革的機會，
讓離岸風電業受到傳統職業所缺乏的熱烈討論和熱
情包圍。業界專家認為，對於具有強烈創業精神、
渴望且有能力在很少既定先例(如果有的話)環境中
以創意方式解決問題的個人來說，離岸風電深具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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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業的許多組織造就特別關注女性員工的福祉

。參與台北英僑商會調查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包括

國際和本土公司在內)表示，正在為女性提供超越法定

要求的更多福利和支援措施，例如：

1. 更具彈性的時間

2. 若須照顧自己或孩子，可享有彈性工時和工作地點

3. 更長的產假

4. 全薪生理假

5. 更長的病假津貼

6. 更優渥的假期津貼

7. 年度健康檢查(優於法定要求)

8. 額外的健康照護保險

9. 生育補貼和結婚補助

10. 育嬰室和女員工休息室

11. 公司內部的婦女支持網絡和社會團體

離岸風電公司體認到
必須支持女性，
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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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的障礙和可能解決方案



如前所述，本研究所發現最令人振奮的重點，可能是台灣幾乎沒有純粹基於性別的偏見。參與調
查的意見領袖表示，他們個人最近並未在商業交易中遇到性別偏見，發現台灣的氛圍隨著時間的
推移而顯著開放。

不過若要在台灣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須克服下列兩個重大障礙——兩者在國際再生能源機構
報告 [9, 10]中均有明確闡述，且在所有關於性別平等的文獻中以顯著篇幅提及：

科技和工程教育中的女性入學人數有限

依然存在的障礙和可能解決方案

根深柢固的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觀

RENEWABLES.
BC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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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工程教育中的女性入學
人數有限

在台灣，和擁有技能的女性投入行政、金融、政府事務、行銷和其他職位的現成人才供應形成對比的是，
很少有女性鎖定科技和工程職位為目標，導致營建和製造業公司(亦即離岸風電業的「前線」)的女性占比
較低。這些職位開放所有人應徵，但來自台灣各大學工程和科技科系的女性人選有限。所謂的STEM(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研究領域，傳統上吸引的是男學生，因為傳統觀點認為此類研究領域所帶來的工作
「不適合」女性。雖然每年從台灣大專院校畢業的男女人數相當，但STEM的男性畢業生人數遠多於女性
，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情況非常類似。

此種失衡現象正在緩慢改變，對於女性不適合研讀STEM科目的根深柢固看法正不斷減弱中；但即使有越
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加入，學生心目中可能並不會立即想到離岸風電的潛在職缺，或明確以此為重心。業界
對這情況非常了解，各公司正採取行動建立自己的知名度，並為未來世代的男女高階主管規劃離岸風電的
職涯途徑。

2018年STEM學科女性畢業生比例
主要國家比較

工程、製造和營建資通訊科技自然科學、數學和統計

43%

53%

49%
47%

54%

28%

24% 24%

19%
21%

19%
21% 20% 21% 22%

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1年台灣性別圖像

台灣

美國

南韓

德國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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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完全體認到採取行動的必要性，而且也覺察到必須主動接觸學生的父母(甚至還有祖父母)，因為
他們會對孩子的選擇施加相當可觀的影響力，而且對於甚麼是適合或不適合職業的看法更難撼動。

另一個有趣的重點是該行業希望政府能幫助擴展STEM研究的吸引力，並提高離岸風電業的知名度。
這可能深具挑戰性，因為離岸風電在台灣歸經濟部管轄，與教育部並無關係。跨部會合作對於消除
離岸風電的新血招募障礙和知名度提升，可能大有助益。

STEM畢業生缺乏女性，並非台灣獨有的現象。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1]表示，在全球接
受高等教育的STEM學生中，只有35%是女性。國際再生能源機構在檢討再生能源業的性別平等問題
時，也強調前述失衡現象 [10]，這顯然是全世界面臨的一項重大障礙。

「我們真的需要聯合起來教育大眾，並展示離岸
風電業的各種就業機會，以吸引來自不同背景的
多樣化人才。業界必須和政府一起提出支持教育
系統的具體行動，這樣才能吸引更多年輕女性加
入此行業。」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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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圍繞性別平等的議題中，這是最棘手的
問題，不光發生在台灣，也不僅限於離岸風電
，儘管圍繞家庭的價值觀和角色與職責的傳統
分際在亞洲尤為強烈和持久。不過比起多數國
家，台灣更傾向於承認、甚至鼓勵女性勇於追
求充實且具有意義的職涯。

開放性是台灣社會經常被提及且廣受讚譽的特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
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提到性別，亞洲在此方面非常傳統，對女性
的限制深植於社會中，遠比歐洲或美國更根深
柢固。我的確認為，在性別多樣性、對性別議
題上擁抱現代觀念等方面，台灣比其他亞洲國
家更先進。它是唯一擁有民選女總統的亞洲國
家，這對社會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對女性而言
是極大的鼓舞。」

根深柢固的社會規範和文化價值觀

色，其中最受矚目的例子是對同性戀者尊嚴運
動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廣泛支持。尤其是年輕
一代透過外國教育、旅行和媒體等管道，廣泛
接觸許多不同文化的影響，已能接受經常和既
定規範相互矛盾的整套全新想法。
一位高階主管形容，台灣年輕人「極為獨立、
有主見」，年輕的台灣女性「超有才華、超有
有抱負，幾乎無所畏懼」！

對於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台灣抱持傳統價值觀，但堅持程度低於其他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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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單身主義」崛起，多數女性仍想擁有家庭生活，以及可獲得回報的事業（2009至2019年間的整
體結婚率僅下降2.5個百分點）。即使在現代的台灣，這也可能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傳統的刻板印象
仍占主導地位，女性常被期望身兼管家、保姆和養家餬口三種角色。

台灣女性可選擇不結婚生子，
而且也的確這麼做

「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間求取平衡，其實非常困難。女人不論爬得多高，
依然須花很多心思照顧家庭。因此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很多女性如果對
自己的事業更感興趣，就會選擇不結婚。現在我們的社會已能接受這一點
。在台灣，身為女性的我們可以做決定。如果不想結婚，並不會受到來自
社會的壓力。」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2021年針對台灣離岸風電業女性領導者的深度訪談

現代台灣女性受過良好教育，當她們尋求善用
越來越多的機會，以發展充滿成就感的職涯，
並創造自己的經濟能力時，能拋開以往世代所
傳下的傳統禁忌和責任。因此她們有更多的動
力和機會從工作和私人生活中追求個人成長。
現代台灣女性已學會享受生活，透過定期犒賞
的方式獎勵自己，投資更多時間和精力改善物
質條件，且更勤於運動以維持體態和健康。

此種生活型態和過去的世代截然相反，導致女
性的平均結婚年齡越來越高：1970年時為22歲
，去年則已增至30歲。出生率也急劇下滑，從
1970年時每位母親平均生產4胎，到2020年時
降至生產1.07胎。

一位知名記者完美反映當下的流行心態：
「我喜歡閱讀，嗯，但若有孩子嚎啕大哭，那

就無法閱讀。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比較自私。 
有了孩子就必須犧牲很多，所以我不想要這樣
。」

另一位三十多歲的會計師說得更坦白：
「我不想結婚，我經濟獨立，單身更自在。」

儘管這些新價值觀和他們的父母與更早世代的
人觀截然不同，但現代女性仍堅守許多既有的
道德情操，例如忠誠/孝順、慈悲、信任、與世
無爭、三從四德。

前述改變雖與傳統習俗背道而馳，但台灣社會
的開放意味那些選擇事業而非家庭的人不會受
到批判，而是會像那些遵循較傳統路線的人一
樣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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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勞動法規旨在為員工提供重大保護，
以防遭雇主無良剝削，但和歐洲的規定相比
，上班族父母享有的許多法定福利其實很少
。此外，受訪的離岸風電業領袖幾乎都不知
道是否有任何政府議程或措施能為當前形勢
帶來實質改變。

台灣若希望達到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的平
等標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北歐擁有國家
提供社會福利和企業為員工提供更多支持的
悠久傳統，加上民眾堅信，必須真正共同分
攤家庭責任，才能幫助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
工作生活之間求取更和諧的平衡。

想要擁有家庭的女性
被綁手綁腳

行政院的最新版《性別平等年報》[7] 清楚闡
述性別不公平的影響。除了其他統計外，該
報告也顯示女性每天花在家務的時間比男性
高出多少。

每天花在無償工作上的時間

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1年台灣性別圖像

Other dutiesCaring for young childrenHousework

配偶/伴侶 — 1.52 hrs

已婚婦女 — 4.41 hrs

小時 2.22

0.78

1.68

0.55 0.51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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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全球或台灣內部，離岸風電業的性別平等仍遠遠落後於其他產業。離岸風電業應把解決此問
題列為優先要務。

不過和其他國家相比，台灣離岸風電業在女性參與和女性擔任管理職比率上，確實處於領先地位。

本研究報告發現：

希望追求事業並擁有家庭的台灣女性被綁手綁腳；缺乏政
策，加上社會期望，讓這些女性承受許多壓力。

讓女性接受科技和工程學科教育、鼓勵女性投入離岸風電職涯，以及支持職業婦女的政策，是
未來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領域。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正在克服這些障礙，並為未來世代奠定
基礎，證明她們具備韌性。

前述調查發現還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參與和擔任高階職務比率都高於
其他國家，但她們對此滿意嗎？

借用知名年輕立委賴品妤的話做為結語：
「儘管人們認為，在亞洲內，台灣的性別平等非常進步，但這並不意味台灣在實際上享有真正
的平等。」

結語

台灣離岸風電業的女性不太可能因性別成見而退
縮。

缺乏受過STEM學科教育的女性，意味可供離岸風電業招聘的
女性人才庫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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