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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聯合國人權條約
一、1965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二、1966年《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三、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四、1979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五、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處罰公約》

六、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

七、1990年《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八、2006年《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九、2006年《殘疾人權利公約》

「酷刑」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
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
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
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
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
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
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
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
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
許下造成的。

「強迫失蹤」是指由國家代理人，獲
得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组
織，實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
何其他形式剥奪自由的行為，並拒絕
承認剥奪自由之實情，隱瞞失蹤者的
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
律的保護。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依照傳統，聯合國所制定的各項國際公約規章，大抵都限定必須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才能參與簽署，例外的是，其中「兒童權利公約」、「反刑求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三項公約，卻彈性開放給非會員國國家的簽署加入。對非會員國而言，參與聯合國國際公約簽署的意義不再是履行會員義務了，而是藉機向世人提出國家主動的決心，傳達國家尊嚴、顯示國力的自信展現。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1條的定義：「酷刑」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內。2014年5月20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6月4日總統公布，並正式於11月20日國際兒童人權日當天開始施行。



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全名：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成立時間：1979年經聯合國大會通過，1981年9月
3日正式生效

簽署國家：迄今已達189國

意義：

一、人權議題中亦需包括關注婦女平等權利

二、婦女基本人權的國際法案

三、各締約國檢視、保障、發展婦女權益最完
整的工作清單



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三、CEDAW的主要原則

•形式上平等

•保護主義式平等

•矯正式平等
實質平等

•直接歧視

•間接歧視不歧視

•尊重

•實現

•保護

•促進

國家義務



Ⅰ實質平等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tnD-6R2so



Ⅰ實質平等

（一）形式上的平等

圖片來源：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CEDAW怎麼教？婦
女人權公約教案手冊》，2012 ， 頁39。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舉例：男女廁比例相同



形式上平等

•假設所有男人和女人都一樣，若以不同的
方式對待即為不平等，因此，男人和女人
必須一視同仁，沒有分別。

•實例：男女廁數量一致。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國內公共場所或大專校院陸續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尚未有高中職設置，台北市教育局今天(2016.03.30)宣布，研擬在六所高中職設置性別友善廁所，配合性平教育，讓高中職學生認識性別並非只有男與女二分法，最快今年9月開始的新學年，就可啟用。目前設有校園性別友善廁所的大學越來越多，包括世新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台大訂有設置性別友善廁所設置辦法。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性別友善應該往下至高中職，希望選出六所高中職改建廁所，讓北市高中職也能有性別友善廁所。北市教育局表示，男女合校的女廁通常需要排隊，如果能提供性別友善廁所，女生也能進入友善廁所使用，也有助於抒解女廁擁擠狀況。



Ⅰ實質平等

（二）保護主義式的平等

圖片來源：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CEDAW怎麼教？婦
女人權公約教案手冊》，2012 ， 頁40。



保護主義式平等

•保護主義式的平等，認知到男女間的差異
，但這種差異，被認為是弱點。

•採取管制、控制或排除女性的方式來提供
平等，而不是將環境導正為有利於婦女的
環境，給予女性安全與安心。

•這種方式並不改變結構，僅以限制和管控
限縮女性的平等機會。

•實例：臺鐵女性專用車廂、臺北捷運站夜
間婦女等候區、大專校院女生宿舍門禁。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舉例：台鐵女性專用車廂（半年的試辦期過後即不再續辦）、台北捷運夜間等候區；女宿門禁



Ⅰ實質平等

（三）矯正式的平等

圖片來源：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CEDAW怎麼教？婦
女人權公約教案手冊》，2012 ， 頁4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舉例：公共場所男女廁比例；選舉婦女保障名額



矯正式平等

•認知到是什麼原因造成性別差異。

•設計出有效手段消弭女性在地位與權力上
之弱勢。

•意識到任何忽略性別地位差異的政策或措
施，都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結果。

•應用各種政策、法令、計畫、優惠措施等
方法解決結構上的不平等。

•實例：調整男女廁比例、選舉婦女保障名
額、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原則。



女性與男性有相同
的機會。但若女性
沒有取得的管道，
僅提供機會是不夠
的。

女性與男性必須有
平等獲得國家資源
的機會。

可透過保障婦女權
利資源的法律架構、
機制和政策來實現。

國家必須確保權利
能實際執行。國家
有義務展現結果，
而不僅是紙上談兵。

機會的平等

取得機會的平等
結果的平等



Ⅱ不歧視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告訴學員，這是國際法中對歧視的定義最為全面的，並且可以應用到任何形式的歧視，不只是性別歧視。因此，瞭解這個定義的範圍和意義是很重要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1SpUadCdug



Ⅱ不歧視

•何為「歧視」？

•CEDAW第一條：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
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
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
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
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
基本自由。



Ⅱ不歧視
•直接歧視

圖片來源：
www.iranian.com/Satire/Cartoon/2000/October/Images/discriminate.jpg



Ⅱ不歧視
•間接歧視



Ⅲ國家義務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JSp788wjU



Ⅲ國家義務

政府

立法

制定法律

行政

執行法律、
政策

司法

法院



Ⅲ國家義務

•法規或政策必須協助社會建立規範，確保
沒有直接或間接歧視婦女。尊重Respect

•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提供救濟，使婦女
不受任何阻礙或威脅，行使自己的權利。保護Protect

•創造有利環境，以積極的政策和有效方案
或獎勵措施實現婦女權利，改善婦女狀況。實現Fulfill

•宣傳和提倡CEDAW原則、提升女性自主意識。促進Promote

CEDAW中涵蓋國家義務的相關討論是在第1條到第4條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第1條明確規定國家須盡義務以矯正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歧視。第2條（f）和第5條更具體表明國家必須採取措施，消除社會規範和習俗所產生的歧視性做法。第2和第3條建立有關消除歧視和實質性平等的範圍。重要的是，第2條（e）載明國家有義務「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因此，國家有責任改變私領域發生的歧視行為，無論是來自個人或團體。第4條強調需要以積極行動作為促進平等的必要手段。



四、臺灣與CEDAW的相遇

2004年

4-8月

•由多個民間婦女團體（包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台
大婦女研究室、中華心理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
年協會等）與學者聯合主張落實CEDAW，並成立｢民間推動
臺灣落實CEDAW聯盟｣

2004年

8-9月

•婦權基金會邀集民間婦女團體、專家學者、政府部門共同
研商加入CEDAW

2005年-
2006年

•由外交部及內政部積極研議推動加入CEDAW



四、臺灣與CEDAW的相遇

2007年

•總統簽署CEDAW加入書，並由外交部函送至駐紐約聯合國事
務工作小組，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因政治因素拒絕我國加
入書的存放，所以尚未完成締約。

2008年

•政府各部會召開專案會議，編撰CEDAW國家報告

•「臺灣婦女團體CEDAW 替代報告撰寫團隊」成立

2009年

•完成中華民國第一份CEDAW國家報告，並舉辦發表會暨國外
專家諮詢會議

•培力民間團體撰寫影子報告或替代報告

•婦權基金會針對各主題召開公、私部門對話會議，促使政
府了解民間需求



四、臺灣與CEDAW的相遇

2010年-
2011年

•民間團體研議CEDAW國內施行法

•立法院審議通過，總統頒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施行法〉。

2012年

•1月1日起實施〈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該
法規定行政部門必須根據CEDAW，於3年內完成法規之制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2013年
•第二次國家報告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通過。

2014年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主辦第二次國家報告審議。



第1條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公約），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
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

第2條 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第3條 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第4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
之實現。

第5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

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公約所保障各項性別人權
之實現。

第6條 政府應依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報告制度，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
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

第7條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逐步實施。

第8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
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第9條 本法自中華民間一0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100.05.20



CEDAW宣導手冊 CEDAW宣導光碟

五、國內可用資源



我們的法律是否支持性別平等？
以CEDAW為基準的法律檢視手冊

★本書是一本以C E D A W為基準的法律檢
視學習手冊。這本手冊主要用來檢查國內
法律是否有歧視婦女的情況存在。

★這本手冊是根據幾個東南亞國家的經驗
寫成，但適用於全球狀況。它可帶領學習
者一步步學習測量國家法律是否遵守C E D
A W的規定。

★這本手冊也提供政府、非政府組織、學
術界和實務界在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上的實
際方向—制定以C E D A W為基準的法律檢
視指標，並使用這些指標找出具歧視性的
規定和法律隔閡，最後發展出具體建議。

五、國內可用資源



五、國內可用資源

CEDAW怎麼教？婦女人權公約教案手冊

★全書共分為四大章，分別為：（一）培訓介紹
與期望（二）CEDAW介紹（三）CEDAW的主要原則
（四）CEDAW委員會。透過簡明易懂的方式，提供
種子教師推廣CEDAW的基礎教材，讓講師們可以透
過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學員瞭解《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

★其中第三章提供10個具體案例，讓講師能運用
案例講解與CEDAW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和國內法律
的相關性。讓學員們透過生活化的案例研討，瞭
解如何有效落實CEDAW。

★本書最後亦提供目前中華民國政府所簽署的三
大人權公約全文，包括《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CEDAW委員
會提供的一般性建議全文。



★本書從日常生活、新聞事件和司法
判決蒐集十個婦女人權歧視案例並提
出思考問題，供討論帶領人引導學員
察覺刻板印象及歧視的存在，以及不
同權利面向中易受歧視的群體。意在
促使多元的團體加入書寫歧視及運用
CEDAW等人權公約於方案中。以凝聚各
地組織能量，激發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實質平等的行動策略，進而提出修
法及政策制訂的建議。

★附錄提供國內外有關CEDAW的各資源
網站，以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以及CEDAW委員會歷
年提出的一般性建議全文。

五、國內可用資源
你被歧視了嗎？CEDAW生活案例手冊



五、國內可用資源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CEDAW資源網：www.cedaw.org.tw

初次及第二次審議國家與民間報告、各項國內及國際培訓活動與教材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CEDAW專區：www.gec.ey.gov.tw點選「CEDAW專
區」國家報告及審查總結意見、國內法規檢視及教育訓練成果、各項
宣導品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專區：www.humanrights.moj.gov.tw

初次國家報告審查及後續追蹤會議、兩公約相關研究、數位課程

•教育部人權教育暨資源中心：hre.pro.edu.tw

九年一貫課程之人權議題與教案、各項人權藝文、文獻及專家資料庫

•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covenants-watch.blogspot.tw

監督聯盟影子報告、兩公約施行民間監督報告、人權議題研究及出版
品



簡報完畢

懇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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