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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林承宇主講／林承宇

當工作業務遇見性別當工作業務遇見性別～～

從日常生活中探索性別敏感度與從日常生活中探索性別敏感度與CEDAWCEDAW之運用之運用

主講／林承宇主講／林承宇博士博士

世新大學廣電系專任副教授世新大學廣電系專任副教授
政治大學公行系兼任副教授政治大學公行系兼任副教授

這世界這世界，

就是有跟我們不一樣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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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性別平等…

我們可能常常覺得我們可能常常覺得……沒什麼～沒什麼～

因為，因為，

性別的議題，往往容易令人忽視忽視！
（（Peter WinchPeter Winch這樣說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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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忽視忽視，性別歧視性別歧視一旦忽視忽視，性別歧視性別歧視

往往就會開始……

我們來看看這些事件這些事件我們來看看這些事件這些事件……

各位會有不安不安的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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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個玩笑，是會死喔？！我們夠熟ㄟ開個玩笑，是會死喔？！我們夠熟ㄟ……

2016.06.252016.06.25 新聞資料新聞資料

這種狀況，性別意識實在需要提升這種狀況，性別意識實在需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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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似乎似乎似乎……

每次選舉就會來一次…

性別平等，真的不重要嗎？性別平等，真的不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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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或許或許或許……
哪天我們可以不再有這些問題，

臺灣的性別平等才算小有成就臺灣的性別平等才算小有成就…

老師啊！是有這麼嚇人？歧視？！老師啊！是有這麼嚇人？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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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來找找與檢視…

觀察力測試觀察力測試……有獎徵答！有獎徵答！Part IPart I

影片中是直接歧視直接歧視？

還是間接歧視間接歧視？

更嚴重的「性別暴力更嚴重的「性別暴力更嚴重的「性別暴力」更嚴重的「性別暴力」……

更可能這樣默默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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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性別暴力所謂的：性別暴力……

常見的性別暴力包括：常見的性別暴力包括：

性騷擾性騷擾、、性侵害性侵害、以及、以及伴侶或情侶間伴侶或情侶間

的暴力的暴力（也就是俗稱的家暴）；其中（也就是俗稱的家暴）；其中

廣義的性騷擾也包含性侵害！廣義的性騷擾也包含性侵害！

主要相關法源主要相關法源

刑法：刑法：§§221221～～227227、、§§228228、、§§ 229229、、§§ 332II(2)332II(2)、、§§334II(2)334II(2)、、 §§348II(1)348II(1)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04.12.23104.12.23修正）修正）：：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為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

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98.01.2398.01.23修正）修正）：：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權益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法（（102.12.11102.12.11修正）修正）：：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

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 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105.05.18105.05.18修正）修正）：：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 等之精神等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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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哪有可能…………

這樣就這樣就 ““暴力暴力””

性暴力也會隱身在諸多職場上性暴力也會隱身在諸多職場上……

✧✧有個律師這樣說（有個律師這樣說（from from 呂秋遠呂秋遠2018.12.082018.12.08））
不想就不能！呂秋遠：我有脫光的權利，你有不性侵我的義務不想就不能！呂秋遠：我有脫光的權利，你有不性侵我的義務
 女生被性侵，都是因為她「不自愛」？呂秋遠：拒絕性平教育的台灣人，難怪只會女生被性侵，都是因為她「不自愛」？呂秋遠：拒絕性平教育的台灣人，難怪只會

檢討受害者。（我的註記：男生被性侵也是一樣標準）檢討受害者。（我的註記：男生被性侵也是一樣標準）

 不好意思，就算在最後一刻，衣服脫了、褲子脫了，突然覺得不想了，那也就是不不好意思，就算在最後一刻，衣服脫了、褲子脫了，突然覺得不想了，那也就是不
想。這不是什麼崇高的理想，而是一般人都應該有的尊重。想。這不是什麼崇高的理想，而是一般人都應該有的尊重。

 要與不要，其實很清楚，猶豫不決就是不要，請下次再來。要與不要，其實很清楚，猶豫不決就是不要，請下次再來。

 即使是配偶，如果沒有經過對方同意，就不能發生性行為，夫妻之間並沒有發生性即使是配偶，如果沒有經過對方同意，就不能發生性行為，夫妻之間並沒有發生性
行為的義務。男女朋友或同居人更是如此，每次的性行為都是獨立的，沒有上次給行為的義務。男女朋友或同居人更是如此，每次的性行為都是獨立的，沒有上次給
，這次就應該給。對方突然不想給，也只能請你穿上褲子，默默的送對方回家。，這次就應該給。對方突然不想給，也只能請你穿上褲子，默默的送對方回家。

 熟人性侵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因為會把信任徹底摧毀，一生也同時一起殞落。熟人性侵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因為會把信任徹底摧毀，一生也同時一起殞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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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切這一切這一切這一切……

我們回來舉輕明重一下～我們回來舉輕明重一下～

刻意的刻意的性歧視性歧視，，刻意的刻意的性歧視性歧視，，

很容易會有很容易會有性暴力性暴力潛力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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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麼嚴重有這麼嚴重…………？？

性別暴力是一種暴力行為暴力行為，雖然大多數的受害者
是女性，但也不乏其他性別的受害者。只要任何

人故意或有計劃地故意或有計劃地在行為、言語行為、言語和態度態度上對別人
的身體身體作出有性意味的冒犯，令對方產生恐懼、
受威脅或者羞辱的感覺，都是性暴力的行為都是性暴力的行為。性

暴力的行為可以發生在任何關係和地方。「性暴
力 行為並非單純性慾行為，而是以性作為暴力力」行為並非單純性慾行為，而是以性作為暴力
攻擊的工具去控制別人的行為。性暴力不單是包

括強姦和非禮，連非身體接觸的性侵犯同樣對受非身體接觸的性侵犯同樣對受
害人造成恐懼害人造成恐懼、、羞辱和傷害羞辱和傷害。

具體地說具體地說……性別暴力的行為包含：性別暴力的行為包含：

有身體接觸有身體接觸的的：例如強姦、非禮、不受歡迎的例如強姦、非禮、不受歡迎的
身體接觸。身體接觸。

非身體接觸非身體接觸的的：偷窺、露體、色迷迷的目光偷窺、露體、色迷迷的目光。

言語上言語上的的：猥褻言語、對別人身體猥褻地評頭猥褻言語、對別人身體猥褻地評頭
品足。品足。

上述無論那一種性暴力都是不能容忍。上述無論那一種性暴力都是不能容忍。
即使在婚姻關係、約會關係和相識的關係中都即使在婚姻關係、約會關係和相識的關係中都
不可忍受。不可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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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務員的我們……作為公務員的我們……

舉輕明重舉輕明重！

如何破解上述的歧視、暴力現象？

我們來洞視一下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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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CEDAW：怎麼規定呀？
• 精神：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社會、、文化文化

、、公民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
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
就 保健 家庭 政治 法律 社會 經濟等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
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
人權法典」，全世界已有189個國家簽署加入

• 臺灣於2011年立法院三讀通過、2012年施行：
第一條「為實施聯合國1979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式歧視公約（C i h Eli i i f All式歧視公約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30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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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同國內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同國內法）

附帶說明：CEDAW施行法暫行特別措施
✧精神：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

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

✧暫行特別措施第4條明文：✧暫行特別措施第4條明文：
1.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女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行特別

措施，不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不得因此導致維持
不平等的標準或另立標準；這些措施應在男女機會和待遇
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2.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包括本公約所列
各項措施，不得視為歧視。

✧ 舉一反三：本特別措施主要希望，為了達到不同
環境的性別事實上平等，對於資源設定配額比例
、或是提供優先或優惠待遇、或是重新調整資源
分配的比例、分布等措施，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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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第5條
目的：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目的：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
•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a)(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
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
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b)(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b)(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
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
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我們想一下，我們想一下，

因為媒體現象媒體現象往往是

最重要的“中介變項中介變項＂

中介變項中介變項小提示：介於刺激與反應兩變項之間，因外在刺激而引起的內在變化
過程，如：動機、習慣、學習、態度、觀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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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Know--how & Possibilityhow & Possibility

消極面消極面：
透過社會事件，引以為戒

像是，可以從像是，可以從““破解性別盲破解性別盲””開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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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記得透過是的，記得透過““媒體媒體””→→反思自己反思自己

媒體物化原理：媒體具有媒體物化原理：媒體具有PowerPower

•• 物化物化——意指人的特質被視同物件－就是把人意指人的特質被視同物件－就是把人
類的特性、關係和行動轉變為物品的特性類的特性、關係和行動轉變為物品的特性
、關係和行動，把人作為工具性的使用。、關係和行動，把人作為工具性的使用。

物化性別物化性別 媒體將該性別的價值與商品畫上媒體將該性別的價值與商品畫上•• 物化性別物化性別——媒體將該性別的價值與商品畫上媒體將該性別的價值與商品畫上

等號。等號。

他叫，吳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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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看差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同的際遇、不同的發展不同的際遇、不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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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一下我們的業務～

新新北市政府北市政府衛生衛生局局組織圖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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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業務，有性別敏感度如果我的業務，有性別敏感度……

就像是就像是……家庭中的吸菸問題，關乎性別？家庭中的吸菸問題，關乎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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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我們社會更高度我們社會更高度文明文明～～我們社會更高度我們社會更高度文明文明

性別平等一直到今天－

真的都平等了？？真的都平等了？？真 都平等了真 都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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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酬，
即使是現代，狀況如何？即使是現代，狀況如何？

當我們具備了性別意識的素養後當我們具備了性別意識的素養後……

對內對內(自己層次)：多元多元思維 謙卑謙卑對內對內(自己層次)：多元多元思維、謙卑謙卑

對外對外(與他者的互動)：相處上、文
本產製上，更趨近圓融圓融本產製上，更趨近圓融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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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一種其實，就是一種去標籤去標籤化化……

如果我們能除去標籤如果我們能除去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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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具體地說，我可以更具體地說，我可以……
作為公務員，作為公務員，

我可以實踐我可以實踐CEDAWCEDAW的三大核心概念：的三大核心概念：

1.檢視自己是否有性別盲性別盲，能做到歧視禁止歧視禁止（不
管是有意、無意的性別歧視，都會造成很多問
題！→→不歧視會因此提升自己的高度喔！不歧視會因此提升自己的高度喔！）

2.發自內心做到實質性別平等實質性別平等（不要只有形式平發 做 實質實質 （ 要只 形
等！→→做到機會、取得機會與結果的平等！做到機會、取得機會與結果的平等！）

3.盡到性別平等義務性別平等義務（完成尊重、保護、實現與
促進性平義務→→其實就是展現自己的文明！其實就是展現自己的文明！）

性別平等最終目的－

不一樣不一樣，都一樣都一樣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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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文明，
是幸福社會的根本是幸福社會的根本～～是幸福社會的根本是幸福社會的根本



新新新新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 101010108888 年年年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CEDAWCEDAW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實務及案例研討實務及案例研討實務及案例研討」」」」課後測驗課後測驗課後測驗課後測驗    

所屬局(處)：             姓名：                性別：□男 □女 □其他 

( ( ( (         )1.)1.)1.)1.某些地區某些地區某些地區某些地區（（（（或國家或國家或國家或國家））））禁止女孩上學禁止女孩上學禁止女孩上學禁止女孩上學，，，，這種措施是這種措施是這種措施是這種措施是::::    

(A)直接歧視。 

     (B)間接歧視。 

     (C)暫行特別措施。 

(D)以上皆非。 

( ( ( (         )2)2)2)2....以下何者正確以下何者正確以下何者正確以下何者正確?  ?  ?  ?      

(A)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所實施的差別待遇，是直接歧視。 

(B)法律、政策、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無任何歧視，但 

   在實際執行上產生歧視某一性別的效果，是間接歧視。 

(C)除了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又因種族、宗教、年齡、階級等因 

   素而有歧視，即所謂交叉歧視。 

(D)以上皆是。 

( ( ( (         ))))3333....以下何以下何以下何以下何者為者為者為者為「「「「間接歧視間接歧視間接歧視間接歧視」」」」的相關敘述的相關敘述的相關敘述的相關敘述？？？？    

(A)係指一項法律、政策、方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無任何 

   歧視，但在實際上產生歧視婦女的效果。 

 (B)許多看似中性(neutral)的措施，但因為長期性別文化或者社  

    會習俗所產生的性別歧視，促使這個條件成為某一個性別得到  

    公平機會的障礙。 

 (C)間接歧視針對的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帶有歧視效果的政策或做  

    事方式。 

 (D)以上皆是。 

( ( ( (         ))))4444....何者為消除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的做法何者為消除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的做法何者為消除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的做法何者為消除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的做法？？？？    

     (A)進行性別意識培力。 

     (B)進行性別影響評估，運用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檢視相關計畫 

        或政策之執行成效。 

     (C)使用一切適當方法消除歧視，所謂的適當方法，就是任何符  

        合當地需求的政策或法律。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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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在在在在 CEDAWCEDAWCEDAWCEDAW 條文中條文中條文中條文中，，，，哪一條之規定係為消除性別刻板印哪一條之規定係為消除性別刻板印哪一條之規定係為消除性別刻板印哪一條之規定係為消除性別刻板印    

                            象與偏見之立法目的象與偏見之立法目的象與偏見之立法目的象與偏見之立法目的？？？？    
   (A)第 3 條  

   (B)第 11 條 

   (C)第 5 條 

   (D)第 6 條 

    

    ( ( ( (         ))))6666....以下哪些是存在文化習俗中的性別歧視現象以下哪些是存在文化習俗中的性別歧視現象以下哪些是存在文化習俗中的性別歧視現象以下哪些是存在文化習俗中的性別歧視現象????    

     (A)初二才能回娘家。 

     (B)男性子孫才能繼承祭祀公業。 

     (C)女兒出嫁時，娘家要潑水。 

     (D)墓碑上只寫男性子孫名字。 

     (E)以上皆是。 

 

    ( ( ( (         ))))7.7.7.7.下列何者並非性別暴力下列何者並非性別暴力下列何者並非性別暴力下列何者並非性別暴力？？？？    

(A)職場上的性騷擾  
(B)家庭暴力  
(C)接觸網路色情資訊 
(D)性侵害 

 

    ( ( ( (         ))))8888....早期有早期有早期有早期有人認為女性不能登船人認為女性不能登船人認為女性不能登船人認為女性不能登船，，，，若登船將會不吉利若登船將會不吉利若登船將會不吉利若登船將會不吉利，，，，這這這這
是是是是：：：：    

      (A)考量女性體能較弱，保護女性的作為。 

      (B)這是行業的生態，無關性別平等問題。 

      (C)直接歧視。 

      (D)間接歧視。 

    ( ( ( (         ))))9999....「「「「暫行特別措施暫行特別措施暫行特別措施暫行特別措施」」」」第第第第 4444 條指出條指出條指出條指出：：：：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

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不得視為本公不得視為本公不得視為本公

約所指的歧視約所指的歧視約所指的歧視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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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立標準另立標準另立標準另立標準；；；；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

達到之後達到之後達到之後達到之後，，，，停止採用停止採用停止採用停止採用。。。。以下何者以下何者以下何者以下何者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暫行特別措施暫行特別措施暫行特別措施暫行特別措施」」」」

常見的類型常見的類型常見的類型常見的類型？？？？    

    (A)設定配額比例。 

    (B)提供優先或優惠待遇。 

    (C)重新調整資源分配的比例、分布。 

    (D)提供產假、育嬰假及家庭照顧假等措施。 

 

（（（（        ））））10.10.10.10.教育權與工作權對一個人來說教育權與工作權對一個人來說教育權與工作權對一個人來說教育權與工作權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基本權是非常重要基本權是非常重要基本權是非常重要基本權    

利利利利，，，，當然也規範在當然也規範在當然也規範在當然也規範在 CEDAWCEDAWCEDAWCEDAW 中中中中。。。。請問請問請問請問 CEDAWCEDAWCEDAWCEDAW 促進就業促進就業促進就業促進就業    

平等的條文規範在哪一條文中平等的條文規範在哪一條文中平等的條文規範在哪一條文中平等的條文規範在哪一條文中？？？？    
(A)第 10 條 

(B)第 11 條 

(C)第 12 條 

(D)第 13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