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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Innovations @ Stanford

https://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https://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性別化創新 @台灣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


促進性別平權：修改知識

• Fix the numbers

• Fix the institutions

• Fix the knowledge
–性別化創新：以性別的分析方法，納入
科技研究，創造新知識

來源：https://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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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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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Mammals are called 
Mammals哺乳類



Gender Politics & Natural History

• 林奈（Carolus Linnaeus）於1758年，將「哺乳綱」
（Mammalia）的術語，放入動物分類學。

• 為什麼不用其他選擇? Pilosa (the hairy ones), 

Aurecaviga (the hollow-eared ones), Lactentia (the 

sucking ones) 

• 反對當時中上階級使用奶媽、不親自餵奶的現象。



累積已久的議程：揭露性別盲點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Making Space: Women and the Man Made 

Environment. Matrix (1984)





Date of download:  9/29/2013

Copyright ©  2012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rom: Mortality Risk Associated With Low-Trauma Osteoporotic Fracture and Subsequent Fracture in Men and 

Women

JAMA. 2009;301(5):513-521. doi:10.1001/jama.2009.50

In Dubbo's general population, there were 2245 women and 1760 men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Of the fracture participants, 952 

were women and 343 were men. Error bars indicat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igure Legend:

Source: 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case-studies/osteoporosis.html

男性的骨質疏鬆，
死亡風險較高



心血管疾病：病患vs.受試者

心臟衰竭

冠狀動脈疾病

心猝死

心房顫動

所有心血管疾病

歐盟更改受試者比例規定！
Source: 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case-studies/osteoporosis.html



新議程：「性別化創新」改革



工法一：評估現有知識與科技的性別盲

• 過去的創新研發，是否有性別盲？

• 哪個研發步驟造成？
-- 誤用「我-方法論」（I-Methodology）

-- 樣本的偏誤？
-- 核心概念的偏誤？

• 可能造成什麼後果？
-- 知識不完備、錯失商機、造成社會不平等？



Source: 

https://www.theverge.com/2015/6/8/8733043/apple-

period-menstruation-healthkit-wwdc-2015



聯合國關切語音系統的性別偏見

出處：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5/1038691



https://medium.com/@CrowdFlower/the-gender-of-artificial-intelligence-3d494c8fe7ac

https://medium.com/@CrowdFlower/the-gender-of-artificial-intelligence-3d494c8fe7ac


你常用的語音助理，有性別嗎？

• Apple -- Siri (coined by the Norwegian co-creator of the iPhone 4S and meaning ‘beautiful 

woman who leads you to victory’ in Norse)

• Google -- Google Assistant/Google 
Home (its voice is unmistakably female)

• Amazon -- Alexa (named for the ancient library in Alexandria)

• Microsoft -- Cortana (named for a synthetic intelligence in the video game 

Halo that projects itself as a sensuous unclothed woman),



• 我們來問一下Siri !!

• AI語音助理，命名、
聲音，以及創意團隊
所設定的角色，有性
別嗎？

圖片來源：吳嘉苓提供



女性化的AI助理：廣告再現

圖片來源：I‘d blush if I could: closing gender divides 

in digital skills through education. EQUALS (2019)



智慧語音助理：女僕？



為什麼語音助理會設成女性？

• 受訪的大公司提出，消費者喜歡，所以我
們這樣設定。

--Amazon受訪者：女性的聲音比較愉悅、有同理心較能
表達關懷，比較適合在提供協助與購買的情境。

• 消費者真的喜歡嗎？

• 「助理」的情境vs 導航時的聲音偏好

-- 1990年代後期，德國回收BMW5，因為太多車主抱怨
導航的是個女的。



圖片來源：I‘d blush if I could: closing gender divides 

in digital skills through education. EQUALS (2019)



想像你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智庫…

• 語音助理女性化的現象，可能會造成哪些問
題？

• 針對這些問題，在語音助理的設計上，可以
如何改變？

• 要達到這樣的改變，需要哪些介入與行動？



反映、複製、傳播性別偏見

• 傳遞人們訊息：女性配合、順從、想要取
悅、總是在哪裡供使喚

-- 沒有太多反擊的權力

-- 即使問的人聲音很兇，也仍然親切有禮

• 語音助理成為「社會化的工具」，特別是小孩，
造成習於把女人當助理，並更有機會去命令女性

• 機器與人聲難以區分，要求女性聲音的情緒勞動



容忍性騷擾與言語暴力

圖片來源：I‘d blush if I could: closing gender divides 

in digital skills through education. EQUALS (2019)



• 至少5%的互動，與性
有關

• 面對騷擾語言，仍然迎
合，鮮少反擊。

• 性邀約的「積極同意」
，難以在此互動類型進
行



無法回答複雜問題

• 回答簡單問題，不夠深思熟慮。當複雜問
題出現，會訴諸權威。

• 複製對於女人與知識或訊息的刻板印象



機器學習的演算法需要更公正

「新娘」、「婚禮」 「表演藝術」、「習俗」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707-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707-8


機器學習的訓練資料：代表性？

• 為了影像分類而使用的深度

神經網絡，常以有1400萬

筆的ImageNet為訓練資料

庫。其中的影像資料45％

以上來自於美國（僅佔世界

人4％）。缺乏地域的多樣

性。

vs.  4% of world 

population

China+ India 3%

vs. 36% of world 

population

圖片來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707-8



Word2Vec 詞向量的刻板印象

• 相關詞的距離：Man is 
to computer 
programmer as 
woman is to X

• X= homemaker

• 使用Word2Vec的系統
，會繼續傳播此偏見

圖片來源：https://blog.acolyer.org/2016/04/21/the-amazing-power-of-word-vectors/



Google翻譯的錯誤-歧視歷史的復活?

圖片出處：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case-studies/nlp.html#tabs-2

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case-studies/nlp.html#tabs-2


工法二：設想研究的優先順序

• 性別體制如何影響要做什麼研究？

• 誰可能從研究受惠，誰可能被忽略？

• 現有的做法，包括研究補助單位，是否鼓
勵性別化創新？



汽車碰撞試驗的假人: Sam & Linda

• 1949年，美國試驗用假
人，身高為成年男性的中
位數

• 多以男性身體作為假人標
準，女性是小版的男性，
逐漸加入小孩

• 1996年開始有孕婦假人

• Volvo 2002年設計了
Linda 假人

→更完備的測試方法

→更安全的汽車設計

來源：http://genderedinnovations.taiwan-gist.net/case-studies/crash.html#tabs-2



質疑現有標準，建立孕婦的模擬試驗

1960年代AMA提出孕婦
使用三點式的安全帶，
以保護孕婦與胚胎，但是當時
並沒有實驗室研究，來評估
使用不同的安全措施
（不同的安全帶設計，
或是安全氣囊等），
也有一些受到安全帶傷害的情況。

目前研究認為孕婦應該採用
三點式安全帶，但是對於肚子很大
的孕婦，發生意外時，
衝撞的力道會透過安全帶
衝擊到腹部，是否對胎兒有影響，
還需要測試。

Volvo建立了懷孕36週的琳達

來源：http://genderedinnovations.stanford.edu/case-studies/crash.html#tabs-2



Undone Science: LGBT Health

https://www.cdc.gov/lgbthealth/index.htm

https://www.cdc.gov/lgbthealth/index.htm


Conron, K. J., Mimiaga, M. J., & Landers, 

S. J. (2010).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0(10), 1953–1960.

Sandfort, T. G., Bakker, F., Schellevis, F. 

G., & Vanwesenbeeck, I. (2006).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6), 

1119–1125. 





工法三：
重新設想核心概念與性別的關係

• 原有的預設是否有性別偏誤

-- 找尋現有相關性別文獻佐證

• 主流研究步驟是否忽略重要的性別現象，
影響研究創新（例如，抽樣偏誤）



Date of download:  9/29/2013

Copyright ©  2012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rom: Mortality Risk Associated With Low-Trauma Osteoporotic Fracture and Subsequent Fracture in Men and 

Women

JAMA. 2009;301(5):513-521. doi:10.1001/jama.2009.50

In Dubbo's general population, there were 2245 women and 1760 men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Of the fracture participants, 952 

were women and 343 were men. Error bars indicat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igure Legend:



把男性納入生殖研究

出處：Almeling and Waggoner(2013) 



「不婚晚婚晚生」：只是女性現象？

來源：
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80513/3EF6A7QYKH54ZN72SG73EZ4J6E/?fb_comment_id=14

06945696076662_1406958746075357?fb_comment_id=1406945696076662_1406958746075357



低生育率：生育願望無法實踐

把男性帶進來
！

刻板的男性要養家活口

年輕男性的勞動力市場
受雇機會、薪資、家庭政策
讓生育意願無法實踐

低生育率

來源：Mary Brinton (2016)



男性作為生產的神隊友

「我不是豬隊友」陪產線上課程（2019.4） 男性參與生產教育（2021.4）



https://www.baby-chick.com/positions-and-tips-on-pushing-during-childbirth/



來源：內政部《人口統計年刊》（2020）

納入男性的生產統計

製圖：楊涓 @科技部計畫《性別多元的生育治理－生育統計的產製與性別化創新》



台灣：男性較晚當爸爸

製圖：楊涓 @科技部計畫《性別多元的生育治理－生育統計的產製與性別化創新》



從未結婚：男 > 女
45-49歲男性

20.5%從未結婚

45-49歲女性
17.3%從未結婚

製圖：楊涓 @科技部計畫《性別多元的生育治理－生育統計的產製與性別化創新》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查詢網 https://statis.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 [2021.04.26]



工法四：
分析sex與gender如何互動

• 分析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相互影響，如何
影響我們設計研究。

• 也注意性別如何也跟其他的社會因素相互影
響，包括年齡、階級、族群、區域等等。



RCA工廠污染＠台灣

RCA in Taiwan, 1966-1992

來源：光華雜誌



場址污染確認，工人罹病成因不明？

圖片來源
上：https://sites.google.com/site/boandyu0201/bo5 
下：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20717/W4D5TF7G6JRIPHXUQMJBEKAVBQ/



Doing feminist Epidemiology



林宜平的女性主義流行病學

• 測量暴露污染程度: 

--了解女性的再生產勞動

• 抽樣方法:

--注意女性的遷移方式

--將短暫建教合作的青少女樣本納
入（考量青春期獨有的生殖影響）



參與RCA案的訴訟



Finally, We Win!!

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3000498-260110?chdtv



臉部辨識的偏誤：不只是性別

Source: https://planethanyu.com/topic/1145-

general-yuzuru-

chat/?do=findComment&comment=302435

Source：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7117299



淺色男性最精確、深色女性誤差多

論文出處：Buolamwini and Gebru (2018） 圖像出處：https://ars.electronica.art/outofthebox/en/gender-shades/

https://ars.electronica.art/outofthebox/en/gender-shades/


Joy Buolawini Timnit Gebru

Source: https://fulbright75.org/joy-buolamwini/ Source: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5187611



修正性別偏見的「交織性」基準

Oprah Winfrey 是76.5％可能是男性？
Source：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
47117299

• 人臉辨識：男性、白人的精確
度較高。

• Joy Buolawini & Timnit
Gebru (2018）建立
“Intersectional
Benchmark”，以修正性別偏
見。

• 誰的臉要當成基準資料庫？

1270名國會議員！





更平均涵括不同膚色的基準

Source: Buolamwini & Gebru (2018)



工法五：重視各方洞見

• 參與式研究：

藉此平衡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的利益與責任。

• 問卷、訪談、焦點團體

• 不同性別可能擁有不同的經驗與知識



特定性別擁有的傳統知識

圖片來源：吳嘉苓提供



輻射檢測與公民科學



64

首都圏における放射性物質に対する母親運動

Made by Mizushima Nozomi水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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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reation and the new landscapes of design (2008) CoDesign 4(1):5-18



「自然流產」的社會設計：廣納男女

@科技部計畫《性別多元的生育治理－隱默的聲音：台灣自
然流產的醫學和社會形塑與主體經驗》

來源：https://www.nngroup.com/articles/design-thinking/





與社運團體合作的性別化創新

1 2

3

圖片來源

2. 生動盟

3. 同家會



建立真實烏托邦

• to society:  by making research more responsive 
to social needs

• to business:  by developing new ideas, products 
and services

• to design: by introducing new concepts, tools 
and processes

• to research: by ensuring excellence and 
enhancing sustainability



Gendered Innovation 
a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展望未來 增進社會素養

反思性 建立行為準則
參與審議活動

包含多元
邀請常民參與專家活動

積極回應 發聲明與指引

Source: Stilgoe et al. (2013)



•在你的領域，如果納入性別化創新，會有什
麼新的研究問題、資料搜集的方法、與新的
發現？

•期待各位的性別化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