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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性別落差 亞太國家經濟成長關鍵影響

UN Women 聯合國提高婦女地位新機構

根 據 聯 合 國 發 展 計 畫 署

（UNDP）的報告指出亞太地區女

性就業人口較少的國家每年可能損

失達890億美元。過去十年裡，已開

發國家的女性勞動人口對於全球經

濟成長的貢獻甚至超過了中國的經

濟記錄。這份報告中提到「權力、

發聲和權利是達成亞太地區性別平等的重要關鍵」。

微型企業已經成為貧窮女性累積資產很重要的方

式。在菲律賓90%的企業都是微型企業，在這些企業

的老闆當中，女性在貿易和維修類企業中的人數是男

性的兩倍。儘管面臨借貸和資金上的阻礙，亞太地區

女性進入商業的比例仍然很穩定。

東亞在就業率的性別差距最小，而且有較低的性

別職業隔離，也就是說男女所被分配或集中到不同職

業部門，擔任不同工作的比例較低。女性勞動參與率

超過70%將有助於提昇國家的生產毛額（GDP）。好

比說印度年度GDP增加4.2個百分點，馬來西亞則是提

昇了2.9個百分點。東亞的人口平均壽命和女性接受教

育的人口快速增加，越來越多女性加入職場，造就了

東亞區域的經濟成長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

然而，在兩個達到經濟福

祉的基本途徑──資產的所有權

和控制權及賺取收入的能力上，

女性在大部分地區仍遠遠落後男

性。此篇報告引用聯合國糧食及

農業組織的研究指出女性在世界

上大部分地區管理20%的農場。但

是在亞太地區，僅僅7%的女性是農場管理者。然而，

在2007年，南亞有超過65%及東亞有超過40%的女性

是在就業於農業部門的。

大部分的時候，男性資產來自於他們能夠繼承、

持有和管理較大面積的土地，相反的，女性往往被限

制在小面積的家族土地上。亞太地區大多數就業女性

都是屬於不穩定的就業－其中包括像自由職業者、自

營工作者或是家事工作者。

儘管法律保障同工同酬，但在亞太地區女性的收

入仍只佔男性的收入的百分之54到90。薪資差距可能

來自於許多女性從事低薪資的工作或職位、因為考量

到家庭而選擇中斷就業、還有社會對於典型婦女所從

事的職業評價較低。（2010.07.30）
圖片及資料來源：Malaya Business Insight

聯合國大會於7月2日通過決議成立名為「聯合國

婦女（UN Women）」的新機構。該機構整合聯合國

現有四個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相關的機構。

聯合國發言人Corinne Momal-Vanian對此表達讚

許：「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婦女終於在聯合

國架構中有了自己的聲音。我希望『聯合國婦女』能

夠獲得充足的資金。」

按照聯合國統計，世界各地的文盲中，婦女就佔

了三分之二。人口販運案件中，四分之三的受害者是

女性。但是在政治和經濟界領導階層中，女性卻只占

四分之一。雖然許多地區，女孩上學的比例增加，議

會中婦女的數量也增多，但這並不代表在作出經濟和

政治決策時，婦女能夠發揮合理的影響力。

聯合國希望改善這些狀況不僅是為了追求平等，

而是因為他們相信有效消除貧困的關鍵在於婦女。現

在距離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要將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一

半的最後期限只剩下5年的時間。聯合國發言人表示：

「人們已經認識到，只有在婦女權利上取得進展，才

能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此決議現在獲得一致通過意味

著，聯合國會員國都認識到，沒有婦女的共同努力，

是不會有進展的。」

「聯合國婦女」擁有更大的影響力，預算也比現

有的基礎增加了一倍，達到每年5億美元。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於9月14日任命今年1月才剛卸任的智利首位

民選女總統Michelle Bachelet為「聯合國婦女」的領導

人，該機構預計於明年1月開始運作。（2010.07.07）
圖片及原始資料：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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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大海嘯後，受災地

區的婦女自發組成災後救

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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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企業女性董事 僅佔一成

歐洲性別平等專責機構正式開幕

根據Egon Zehnder人才招聘公司的研究指出在英

國前一百名的上市公司中，執行董事有12.6%是女性，

和去年的12.2%相比數字變化不大。但是如果以倫敦證

券交易所的六百家上市公司來看，數字卻下降到只剩

下5%。這份研究結果提出時正逢美國準備推行女性和

少數民族在董事會中的配額制。

英國財政委員會今年初的一項報告強調女性在金

融服務業擔任較高職位人數很少。婦女從事銀行、金

融及保險業的比例佔44%，但是在整個金融服務業管

理階級的代表性卻是明顯不足。這份報告雖然並沒有

直接提出女性在董事會的比例提昇能有助於減輕金融

危機的影響，但在其結語也提到，「為了不浪費大量

人才，增加性別多樣性是值得做的方式」。英國政府

就委員會的報告回應，承諾會確保女性人才的對於公

司和商業決策貢獻的機會不被剝奪。

英國至今尚未提出任何用來增加女性在董事會代

表性的相關配額制度。但是Egon Zehnder公司在倫敦

的管理合夥人Andrew Roscoe仍表示，其他國家的支持

行動所表達的堅決主張可能會對英國帶來影響。

「可能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高階女性能滿足配額

所要求的人數，以及有限的女性人才庫，使得要達到

英國董事會中的性別平衡更加困難。」挪威已經立法

確保女性能夠在公司董事會中佔有至少40%的席次。

Egon Zehnder報告中也提到其他歐洲政府－像是西班

牙、法國和德國－也正在積極行動以加快改變的步

伐。（2010.07.15）
圖片及資料來源：BBC 

2010年6月20日，立陶宛總統Dalia Grybauskaute
和瑞典國會議員Eva-Britt Svensson正式宣佈歐洲性別

平等專責機構（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EIGE）開幕。這也是第一個以波羅的海的歐盟國家為

總部的歐盟機構。  

EIGE是以性別平等議題為主要核心的歐盟機構。

其成立最大目的就是促進和協助歐盟各機構與成員國

實現性別平等；反對基於性別的歧視和提高性別意

識。EIGE主要收集和分析性別平等議題相關的資料與

數據、發展實用工具、在政策領域中納入女性和男性

的觀點和需求；鼓勵會員國間的交流與對話並提昇歐

盟公民的性別平等意識。旨在形成「知識中心」從事

研究、資料收集、提供政策制定者技術協助、資訊傳

播等工作，建立歐盟性別政策目標並公開給政府與非

政府、個人和組織等目標群體。

立陶宛總統非常贊許歐盟性別平等專家能在立陶

宛工作並分享自己的知識，這些專家們在實務及理論

研究都有助於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歐盟委員會副主

席Viviane Reding也表示這個機構能協助提昇性別平等

議題的能見度；機構主任Virginija Langbakk則認為此

機構的角色並非只是傳播訊息也能和關心平等問題的

公眾人物合作。  

設立EIGE
的想法最早於

2000年的時候，

歐洲委員會確

認提昇性別平

等意識和促進

性別平等的重要

性。接著在2002年歐洲事務委員會便進行了一項性別平

等社區架構策略（2001-2005）的可行性研究，並作出

以下結論：必須設立一個角色明確的機構執行當前歐

洲機構目前仍未處理的任務，特別是在研究數據、網

絡建立、提昇性別平等能見度、強調性別觀點和發展

性別主流化工具的協調和傳播上。在此研究發表後，

一直沒有出現任何關於建立這種機構的行動。因此，

歐洲議會女性權利委員會關注行動缺乏的問題，所以

提出將EIGE回歸政治議程的想法。

對於EIGE的期待主要是希望它能成為一個「有

效」的機構而不是「正式」的組織但卻無法解決問

題。事實上，經過多年協商而建立的這個機構可能是

一個好現象──因為它在歐洲社會的角色可能會更加

明顯。（2010.08.16）
圖片及資料來源：RH Reality Check, Eastern Europe

國際性別視窗

摘譯│古春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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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Ham聯隊的

副會長Karren Brady

是少數女性高層之

一。



成立背景

1975年6月19日，首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墨西哥召

開，這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專門討論婦女議題的

國際政府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婦女的平等地位

和她們對發展與和平的貢獻的宣言》(簡稱《墨西哥

宣言》)和為《實現婦女年目標而制定的世界行動計

畫》(簡稱《世界行動計畫》)，提出「男女平等是

指男人、女人尊嚴價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權利、機

會和責任的平等」。會中宣佈1976至1985年訂定為

「聯合國婦女十年」。隔年，為呼應會中倡議，聯

合國通過31/133號決議設置「聯合國婦女十年自願基

金（Voluntary Fun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以供運作，為求永續及獨立發展，並訂定

其管理組織與資源配置架構，於是，該基金在聯合國

共識下轉型為結合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的常

設實體組織──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

組織宗旨

在UNIFEM於1976年正式成立後，確立其目標為

提昇女性權益與促進性別平等，特別致力於提昇發展

中國家女性之生活品質。組織的宗旨為確保每位女性

能擁有免除歧視、暴力生活的基本人權，同時也相信

性別平等是促進發展與公平社會的基礎。扶助方式為

提供具創意的女性培力計畫財務援助以及技術輔導。

U N I F E M的工作主要根基於兩項國際公約之

上：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提出之「北京行動

綱領」，以及被稱為「婦女人權宣言」之《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爾後聯合國

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以及第1325、1820號決議，亦是

UNIFEM協助武裝戰亂區婦女安全之重要依據。

為加強性別平權概念全面融入各項方案計畫，

UNIFEM特別著重以下重要議題：

降低貧窮女性化及女性社會排除現象，即經濟力

的充權

終止一切對女性暴力行為，即人身安全維護

停止並逆轉HIV/AIDS在女孩及婦女間的蔓延趨勢

推動落實民主政治與性別正義，即政治平權參與

UNIFEM早期提供許多鄉村婦女生產支援活動或

經費資助，後期隨著關切議題越來越廣泛，逐漸轉向

全球人類發展與人權倡議的政策性活動。為配合聯合

國的系列決議，UNIFEM近年以來持續強化與各國政府

及非政府組織的實質連結，拓展議題召集與資訊對話平

台的網絡角色。長年下來，UNIFEM保持與政府團體、

民間組織的深厚合作關係，並作為各界參與聯合國系

統決議與行動的中介者。

組織架構

UNIFEM內部行政組織架構分為三大層級。執

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由聯合國UNDP行政官

指派，綜理組織事務並向行政官負責；諮詢委員會

（Consultative Committee）由各地區共五位諮詢委員

組成，任期三年，每年年會提供指導方針與建言；各

地區辦公室為UNIFEM遍布全球的重要網絡，目前共

計有4個區域辦公室、15個次區域辦公室、12個國家

計畫以及45個方案辦公室。

UNIFEM的財源來自於各界政府、基金會、法人

組織以及個人之捐獻。同時也藉由與聯合國組織共同

執行計畫，提供各方案之性別平權觀點及技術資源，

來擴大財源基礎。現有專業人力也多與相關聯合國組

織共同合聘。

UNIFEM執行長

現年62歲西班牙籍的 Inés 

Alberdi於2008年上任為第

四任執行長。她長期關注

婦女與家庭領域，從事性

別議題與政策倡議超過25

年。Inés Alberdi於獲知上任

後即表示將帶領UNIFEM成

為持續扶助弱勢婦女權益

與性別平等的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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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

國際重要組織

聯絡資訊 

地址：304 East 45th Street 1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NITED STATES
電話：+1 212 906-6400
傳真：+1 212 906-6705
網址：www.unifem.org

資料及圖片來源：UNIFEM官網

2008-          UNIFEM執行長

2003-2007  馬德里學會副會長

1998-2000 歐盟執行委員會「婦女多元職業選擇」專家

1998       獲「艾森豪傑出獎（Eisenhower Fellowship）」

1989-1990  美國境內銀行婦女發展顧問

1993-2008 馬德里大學社會學教授

1992-1993 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

1988-1989 喬治華盛頓大學副研究員

1986-1989 聯合國提昇婦女地位國際推廣研訓中心

          （INSTRAW）委員

1978-1979 喬治城大學駐校講師

生平簡歷

摘譯│吳昀

●

●

●

●



1980年6月30日，維格迪絲，一位離

婚的單身母親以33.6%的得票率勝過其他

三位男性對手當選冰島總統，這個消息

轟動世界。然而這個消息之所以引起熱

烈討論，並不是因為當選人所獲得的選

票，而是因為這位獨佔鰲頭的人將是冰

島自1944年獨立以來第一位民選的女性

總統，同時她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位經由

選舉上任的女總統。這除了反映出北歐

五國雄厚的民主背景下，老百姓對政治的影響極大之

外，也展現了女性對於取得政治權力上的象徵性意義。 

生平與啟蒙

現年80歲的維格迪絲於1930年4月15日在雷克亞維

克出生，她的父親芬博伊•索爾瓦德松是一名土木工程

師，同時也是冰島大學的教授。母親愛麗克斯多蒂爾為

一名護士，長期擔任冰島護士協會主席，1961年還曾率

冰島護士代表團訪問過中國。

維格迪絲的求學經歷非常豐富。十九歲的她，高

中畢業後便前往法國求學四年，其間她先後在法國巴黎

的格勒諾布爾大學以及巴黎第四大學（索邦大學）學習

法文和法國文學。之後，她曾當過五年的圖書管理員，

也在冰島大學取得英法文學的學士學位，之後還赴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和瑞典大學深造，主修戲劇。再次學成歸

國後，她在雷克亞維克中學和冰島大學教過法文和法國

戲劇史。維格迪絲會利用暑假期間在國家旅遊局當導

遊，也曾在電視上教過法文。1954年到1964年間，她曾

經在雷克亞維克劇院工作，中間曾有短暫離開後又回到

劇團。1972年起，她擔任雷克亞維克市劇院的經理一直

到她當選為總統。她的總統任期從1980到1996年，這中

間連任過三次，是任期最長的女性總統。

維格迪絲也是冰島歷史上第一位領養孩子

的獨身女性。

這位女總統從青年時期就積極參與各

地和平運動與集會。她反對擴軍備戰，也

參與過在蘇聯和中國召開的和平會議。此

外，她每年都會參加反對美國在冰島凱夫

拉維克設立軍事基地的遊行，這也有助於

累積她日後參選總統的實力。

  
信念與行動

當年總統選戰是相當激烈的。候選人們必須拜訪

選民、舉行集會、發表演說，竭盡所能地拉抬自己、攻

擊對手，這在冰島總統選舉史上也是前所未見的。維格

迪絲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她反對各種軍備競賽，認為

應該把省下來的錢拿去支援開發中國家以及用以改善本

國人民的生活，強調自己會盡力維護冰島的文化和婦女

的權利。沒想到這樣的政見果然奏效，她贏得了這場艱

難的選仗。冰島是議會制國家，所有重大的政治、經

濟、外交事務決定都需要透過議會。總統最重要的職務

是簽署議會通過的法案；因此，即使維格迪絲對於設立

外國軍事基地一事非常反對，她仍表示會尊重議會的決

定。

1996卸下總統職務後，她創辦世界婦女領袖大

會。兩年後，她被指派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親善大使，

除了積極參加教科文組織委員會資訊通信研討會外，她

也主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知識和技術倫理委員會。

維格迪絲希望能夠促進各國在不同領域的合作，特別是

關於婦女的權利、生態和教育，並一直努力想

把這些價值觀念傳遞給年輕人。她重視多語

教育也經常參與相關國際會議。 

當選總統的時候，維格迪絲興奮而激

動地對記者們說：「我十分自豪。這件事

不僅在冰島，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男女平等的

里程碑。」冰島總理也在賀詞中提到「她

的當選將激勵婦女參政。」有些人認為維

格迪絲的當選代表著歷史新的一頁。

有些報刊表示她的當選「標誌著男女

平權鬥爭的轉折」。總而言之，這個

世界首位女總統的出現確實成了男女

平權和婦女解放的象徵，更重要的

是，無論在總統任期間或是卸任之

後，她都仍持續在為自己的理想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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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位民選女總統 
維格迪絲•芬博阿多蒂爾 Vigdís Finnbogadóttir

名人專區

名
人
專
區

1980-1996 冰島總統

1972-1980  雷克亞維克劇院經理 

1967-1972 高中任教 

1968      冰島大學法國文學學士和教學文憑

1962-1967  雷克亞維克文法學校任教

1961-1964 國家大劇院發言人

1957-1958  哥本哈根大學任教

1954-1957  國家大劇院發言人

1949-1953  格勒諾布爾和巴黎的索邦大學研究

UNESCO（http://portal.unesco.org/）
Wiki（http://en.wikipedia.org/wiki/Vigdís_Finnbogadóttir）
鳳凰網站（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
                  history/today/detail_2010_06/30/1693389_0.shtml）
http://www.listasafn.akureyri.is/v1/listak0503/opn0503_vigdis.html 

生平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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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聯合國諮詢地位非政府組織會議（The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

CONGO1）的「公民社會發展論壇」（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Forum，簡稱CSDF）首場於5月4日至5日

兩天在紐約舉行，本場論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聯合

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簡稱ECOSOC）的「年度部長級審查」（Annual 

Ministerial Review，簡稱AMR）會議召開之前，形成

NGO間的共識，以對ECOSOC提出建議。

延續前三年對千禧年發展目標的進展評估，今年

AMR會議將主題聚焦於性別：「落實性別平等與女

性賦權的國際議定目標及承諾」（Implementing the 

Internationally Agreed Goals and Commitments in Regard 

to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2，與此相應，CSDF 2010主題為「婦女人權與發展：

涵括、參與及平等」（Women’s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Inclusion, Participation and Equality），

並以五場工作坊分別討論「機制建立與法律落實」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婦女與永續發展」（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婦女、尊嚴勞動與

遷移」（Women, Decent Work and Migration）、「多

層次與多形式的性別歧視」（Gender Discrimination: 

Multiple Layers and Multiple Forms）、「健康與生殖

權」（Health and Reproductive Rights）等子題，本文

摘錄各場次主要結論如下：

一、機制建立與法律落實

平等的法律與獨立的司法機構是女性享有人權的

基礎。工作坊中呼籲，各國必須制定符合國際協定精

神的國內法，確保政府對於國際議定義務負起責任，

且必須建立法律改革、政策設計與落實的國家機制，

以保障婦女權益。本場工作坊並在各項國際協定中特

別提出《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強調

各國政府對原住民婦女和女孩的責任，尤其都市原住

民常在移民人口中被忽略，國家應在各層級制定具文

化敏感度的政策、法規與計畫，以保障原民女性的權

益。

公民團體則應持續遊說政府簽署國際公約、撤

銷保留條款、廢止歧視婦女的法律、建立國家法律改

革諮詢組織、對所有法規進行性別評估，並對各層

級執法人員進行性別敏感訓練。在婦女平等參與各

部門方面，則可善用CEDAW所要求的臨時特別措施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以確保婦女取得領導

與決策地位。

二、婦女與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已在全球造成嚴重後果，欲扭轉局勢、

維持永續發展，唯有經濟、生態、性別、文化、社會

心理等各方面的考量都被納入，並透過由下而上的過

程，有效的因應方案才可能產生，而婦女不可被排除

在此過程中之外，且為使婦女在其中充分發揮其潛

力，首要之務是市場與非市場經濟部門的照護工作獲

得分攤。

當前全球發展呈現出明顯的「環境不正義」──

百分之八十的環境災難由已開發國家所造成，而亞、

非、拉丁美洲的婦女和女孩生產全球三分之二的食

物，卻仍承受著營養不良甚至飢餓之苦；農村婦女掌

握永續耕種法等善用在地資源的知識，但其土地權和

繼承權往往不被承認。對此，已開發國家必須負起責

任，提供適當財務與技術援助給易受氣候影響的開發

中國家，尤其須回應婦女的需求，包括提高其生活水

準、提供其子女醫療及教育資源等。

三、婦女、尊嚴勞動與遷移

「尊嚴勞動」（decent work）是國際勞工組織

2010年UN公民社會發展論壇：

      婦女人權與發展
顏詩怡

國際重要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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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GO如其名稱所示，是由具聯合國諮詢地位的NGO所組成、以會議形式運作的單位，在全球有日內瓦、紐約、維也納等三個會

  議中心，CONGO並自期能集結全球NGO的力量，與聯合國對話、參與決策。
2 2010 AMR會議相關資料及結果，讀者可上ECOSOC網站追蹤：http://www.un.org/en/ecosoc/newfunct/amr2010.shtml。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在1999
年提出的概念，ILO「全球工作協定」（Global Job 

Pact）則進一步看見性別差距，指出各國政府有責任

確保各年齡層婦女擁有尊嚴勞動機會，並肯定其對

「照護經濟」（caring economy）的貢獻，提供社會政

策與服務支持。

在全球經濟結構下，亞洲女性移工尤其處於多

重弱勢──仲介過程中易於遭受性暴力或人口販運等

身體暴力，家務工作中的婦女則可能遭到食物、醫療

服務不足、護照被扣留等剝奪待遇。對此，各國政府

必須從人權與社會面向理解遷移，將移動者的人權納

入社會計畫，而非僅將遷移現象視為國際市場的經濟

結果；移出與移入國的雙邊協定亦應強調移工人權的

保障，並定期檢視聘僱合約。公民團體則應積極倡議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ILO Convention）規範之移

工及其家人相關權益。

四、多層次與多形式的性別歧視

婦女及女孩除了在父權體制下受到歧視外，往

往又因自身的種族、階級、年齡、族群認同、殘障、

性傾向、無國籍狀態等受到複合形式的剝奪。本工作

坊特別強調對於LGBTQ3的尊重與對年長女性的保障

──各國必須廢止懲罰弱勢性傾向的法律，也應提供

高齡婦女需要的照顧與財務安全，以確保她們能有尊

嚴地老化。

文化、戰爭與天災等外在因素也持續加深性別

歧視，各國政府應評估災難與衝突對婦女、原住民、

農村人口、青年、老年人、流離失所者分別造成的影

響，且應在無任何附帶條件下，給與人道救援與發展

援助。

最後，本場提出將男性納入性別平等議程的必要

性，唯有男性認知到消除歧視的重要，女性賦權方能

達成；而正面陽剛氣質（positive masculinity）的培養

亦將有助於男性個人與整體社會健康發展。

五、健康與生殖權

儘管「生殖」負載了許多不同價值，牽涉道德、

政治、經濟與宗教等因素，《北京行動綱領》第96點

明確指出，婦女有權「自由、負責地決定與控制自己

的性及生殖健康相關事項」，但至今全球仍有許多女

性沒有力量拒絕不想要的性行為，因而暴露在愛滋及

其他傳染病的危險中，對此，各國應提供完整的性教

育課程，教導婦女愛滋、懷孕，以及如何協商性關係

等相關課程。

千禧年發展目標五「改善產婦健康」是所有目

標中進展最緩慢的部分，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缺少人力

資源導致女性生產風險增加，因此各國必須積極培訓

（尤其是農村地區的）醫生、護士、助產士、社工等

醫療照護人員，另須特別關注早婚女性的醫療服務，

這些女孩因年紀過輕，分娩時發生併發症及死亡的機

率明顯較高。

此外，全球婦女罹患心臟病及癌症的比率正迅速

上升，而婦女及女孩所受的社會壓抑亦使其易罹患非

精神病憂鬱（non-psychotic depression）與焦慮症，各

國政府必須避免危害健康的環境，進而提供性別敏感

的醫療系統，使婦女可平等取得健康服務。

CSDF 2010紐約論壇著重於倡議功能，在AMR會

議宣言提出後，今年9月30日至10月1日，CSDF將於

日內瓦舉辦第二次論壇，討論落實本次結論的具體策

略，並針對各國政府、聯合國系統、公民社會分別提

出後續行動要點。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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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酷兒（queer）等非異性戀族群

圖片來源：www.un.org/en/ecosoc/amr



  2010年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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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婦女領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創始於1996年，經由多位女性菁英領導

人倡議之下，第一屆會議於當年10月菲律賓馬尼拉召

開。WLN成立目的是希望「尋找方法與策略，以便

在APEC架構下任何重要決策，可納入婦女的聲音與

期待，並確保婦女充分參與APEC」，並呼籲APEC在

推動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等工作之際，覺察對不同性別

所產生的不同衝擊與影響。爾後每年度隨同APEC主

辦國定期召開，年年吸引超過四百位各經濟體之產、

官、學、研界的優秀女性代表與會，共商提昇女性經

濟參與之策略與建議。

WLN形式上屬於APEC體制外的會議，然而每

年會議皆視同正式會議提供各項外交禮遇及行政支

援。而會議決議也將會提送APEC高階核心會議建言

依據，作為後續APEC工作小組及各經濟體落實依

據。WLN藉由彈性多元、諮詢性角色，提供APEC民

間社群的觀點與建議，主導先驅議題並積極倡議，與

APEC跨單位扮演相輔相成的性別議題推手，顯見其

重要性。

2010年WLN會議將於9月19日於日本東京召

開，為期三天，今年度會議主題為「女性創造新的

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

（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 

- 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本屆大會主席為Yukako Uchinaga女士，為長期投身

日本科技產業的女性先驅，從1971年進入IBM擔任系

統工程師，至1995年因優異表現獲選進入IBM董事

會，開始於公司內部積極倡議成立IBM女性委員會

（IBM Japan Women's Council），同時更創設非營利

組織「日本女性創新網絡（Japan Women's Innovative 

Network）」，以凝聚日本科技產業女性從業人員。

Yukako Uchinaga女士現為Berlitz國際公司董事長以及

Benesse企業公司執行長。

本屆會議由日本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局主辦，

該單位為日本內閣府於1994年為提昇國內性別平權，

統籌推動全面性政策正式設立而成。為籌備今年度會

議，男女共同參畫局於年初即展現其企圖心，三月中

旬於日本國內舉辦大型宣導座談會議，邀請WLN資深

創始人暢談創始理念、定位與年度期待，並由本屆主

席及國內學者主持討論女性經濟及國際連結之領導角

色為何，以有效號召更多國內女性企業主參與盛會。

而為豐富議題範疇、鼓勵各經濟體優秀人才，更早在

三月擬定本屆會議主軸議題，並緊接廣邀各經濟體推

薦跨領域優秀講者代表。

我國今年亦有兩位受邀講者，由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暨本屆團長──王主委如玄，受邀於全體會議「各

國女企業家的能量（Women's Power as Entrepreneur 

in Each Country）」場次發表演說，分享我國推動女

性創業輔導之成果與最佳範例；此外，由農委會輔導

之雲洞仙居田媽媽餐廳彭負責人麗貞，亦於工作坊

四「鄉村婦女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

佳運用（Rural Women's Successes of Entrepreneurship, 

Making the Best Use of People, Materia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擔任講者，與各國代表分享自身創業

的挑戰與甘苦。

WLN每年會議主軸議題不外乎圍繞女性微中小

型創業資源取得、強化女性參與全球貿易鏈、提昇女

性教育及資訊通信科技能力、發展友善女性企業永續

成長之政策環境等等。然而，隨著主辦國國情背景與

重視議題的不同，仍有各自特殊的關注焦點，例如：

2007年澳洲首先提出因應氣候變遷之性別觀點；2008
年秘魯特別重視農業產銷輔導以及傳統工藝之智慧

財產權保護；去年新加坡則因應金融海嘯的衝擊探討

女性所受到的衝擊與因應方式。今年會議討論議題包

含：女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略、女性終身教育和

職業技能訓練、女性科學和工程領域的領導人、鄉村

婦女創業成功模式、未來新興商業趨勢、在地小型女

性企業等等。在日本與下屆主辦國──美國已擬定策

略性議題共識下，我們期待今年會後可以看到APEC
對於如何提昇女性全面參與經濟發展有更創新的見

解。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第十五屆WLN會議官方網站：www.apecwln2010.jp

吳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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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會議始於2003
年，源起2002年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決議通過，

於資深官員會議中成立推動性別整合之常設機制，其

成員包括APEC各論壇代表、各經濟體代表以及APEC
秘書處指派之性別整合專案主任。GFPN主要目的是

喚起APEC各論壇與經濟體對性別議題的重視，並在

APEC各論壇、會員經濟體及APEC秘書處間建立一個

聯絡機制，提供資訊分享交流管道，以提升APEC區

域內的女性權益。

GFPN會議每年固定召開一次，由APEC各論壇

與經濟體指派性別聯絡人與會，負責促進和報告所屬

經濟體之性別整合實施架構。各經濟體的性別聯絡人

由所屬之經濟體指派，通常為負責婦女事務之官方代

表，我國性別聯絡人由負責婦女議題的主管機關首長

──內政部社會司司長擔任並出席GFPN會議。

GFPN作為性別議題整合機制，2010年的工作目

標著重在改善並簡化GFPN機制，以利與經濟體及論

壇合作，協助其辨識與處理工作中的性別議題。2010
年GFPN持續發展、蒐集、分享與觀察最佳實務範

例，提供經濟體、論壇和秘書處與性別相關的專家建

議，以促進APEC重視性別議題。並根據性別為APEC
跨領域議題的原則，繼續努力推行「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精簡各經濟體與論壇有關該架構的實

施報告流程，有助於GFPN獲得更有關聯性與比較性

的結論。

GFPN歷年來不斷強調跨論壇合作之重要性，

2010年GFPN持續與APEC秘書處合作，為各論壇提

供有關專案提議與評估納入性別考量的指導原則，

及與各論壇或婦女領導人網絡（WLN）合作，提出

適當的活動或計畫提案，例如與電子商務推動小組

（ECSG）合作推動婦女參與數位經濟的韓國專案；

持續加強與中小企業工作小組（SMEWG）和貿易暨

投資委員會（CTI）的合作，共同改善APEC區域內

女性業主居多之中小企業與微型企業所面對的資源短

缺。

GFPN最新進展為發展GFPN溝通策略，2009年

第七屆GFPN會議重申如何透過宣傳與合作機制，促

進APEC區域內性別議題之能見度。當時由APEC秘書

處發起成立媒體工作小組之提議，獲得我方與美國、

菲律賓、印尼、日本、馬來西亞等經濟體大力支持並

擔任小組成員，並於當（2009）年12月2日確認秘書

處初擬之溝通策略，擬於2010年積極協處相關推動事

宜。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陳麗蓉



對女性的暴力有許多形式：性侵犯、童婚、亂

倫、毆打妻子、賣淫、女性割禮、嫁妝暴力、人口販

運、戰爭期間的性暴力、殺害婦女、性騷擾、榮譽謀

殺、強迫不孕、約會強暴、色情和綁架新娘。對於婦

女的暴力也可以是採取不同形式的精神虐待、恐嚇和騷

擾。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些暴力

行為對於性別平等和真正的人類進步是很大的阻礙。

每年從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11月25日）到

國際人權日（12月10日）共16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團

體會齊聚一堂，大聲疾呼反對性別暴力。因為所有的

暴力行為往往都是被掩蓋或是默許的。

今年的主題是一種增權的能力：「承諾、行動、

要求。我們可以終結對女性的暴力」。這反映性別暴

力日益被確認為是敗壞人性而且須要去面對並解決的

事情。 

聯合國人口基金終結性別暴力

的16種方法

1.共同消滅問題

透過秘書長發起的「團結以終止加諸於女性之

暴力行為」活動，與聯合國人口基金和聯合國其他內

部組織合作，致力於激發跨聯合國系統中的行動以預

防和懲罰對婦女的暴力。見聯合國人口基金執行主

任聲明：http://www.unfpa.org/public/site/global/lang/en/

pid/4318

2.建立和此議題相關的增權對話

聯合國人口基金提供一個社會媒體空間使人們可

以表達自己對於「我們要如何克服這種普遍存在之侵

犯人權的暴力？」這個問題的經驗、研究和見解。 

3.記錄成功的措施

基於性別的暴力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需要策

略性、全面性和文化敏感的方法。聯合國人口基金在

十個國家中應用這些方法並記錄經驗提供給發展實務

工作者以及其他有興趣的團體。

4.呈現男性的正面形象作為榜樣

任何成功終止對女性暴力的努力應該要有那些曾

經有過或默許這種暴力行為的男性參與。一個由聯合

國人口基金委辦的新攝影展顯示出男性在家庭、社區

和工作場所中作為正向榜樣。

5.利用流行文化的力量去預防伴侶間的暴力

智利樂團Kudai廣受拉丁美洲年輕人歡迎。他們和

聯合國人口基金聯手宣傳一訊息：傷害你的伴侶是非

常不酷的。

6.引起對性別暴力的關注作為對抗的工具

「剛果/女性」是一個國際攝影展覽與教育活動，

迫使觀眾去承認和回應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婦女和女孩

所受到的痛苦，並且去辨識在這背後人所面對的真實

問題。

7.與男性合作以終止對女性的暴力

有一份新的出版物以五個來自東歐和中亞已經成

功改變男性態度的節目做個案研究。在里約熱內盧的

全球論壇中，與會者試圖重新定義允許性別暴力的男

性思想，而且這個城市的節目也正在試驗治療方法。

8.挺身反對女性割禮

超過一億女性曾經歷過割禮，且每年仍有高達

三百萬女孩存在於這種風險中。聯合國人口基金和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推出了4千4百萬美元的計畫設

法終結這種有害的傳統行為。了解更多關於人口基

金在這個議題的整體方法請見：http://www.unfpa.org/

public/site/global/lang/en/pid/407

9.設法解決難民營中女性的需求

難民營的目的是能夠作為安全的避難所，但流亡

的女性往往要面對許多不同形式的性別暴力。聯合國

16種形式的性別暴力
   　　及16種遏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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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古春勻



人口基金作為聯合國內部組織的一員，將派遣性別顧

問確保女性的需求能在人道主義背景下被滿足。人口

基金透過跨機構手冊傳遞解決在難民營中以性的和以

性別為基礎的暴力指導準則。

10.強調童婚和過早懷孕的不公平

童婚是一個健康議題也是人權侵犯議題。因為它

幾乎都發生在貧窮和性別不平等的脈絡下，而且它也

是社會、文化和經濟面向上的問題，包括高產婦死亡

和傷害率。

11.與他人合作以終結對女童的暴力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2002年約有一億五千

萬女童經歷某種形式的性暴力。因此聯合國人口基金

和許多組織合作，透過克林頓全球倡議採取新方法以

設法解決權利侵犯和性別暴力對女童的健康衝擊。

12.與宗教領袖合作終止對以性別為基礎之暴力

   的容忍

聯合國人口基金重視宗教領袖在預防家庭暴力

和減少產婦死亡率的影響力。人口基金致力於建立起

信仰為基礎的實務工作者和發展實務工作者之間的橋

樑。

13.宣傳因被潑酸而灼傷議題和其他不尋常形式

　 的性別暴力

每天都有女性遭受到許多形式的暴力如：酸攻

擊。去年人口基金宣傳五個全球媒體可能忽略、輕

描淡寫或沒有察覺到的故事。新聞請見：http://www.

unfpa.org/public/site/global/lang/en/pid/209

14.提供「生存的性」之外的其他選擇

    (非洲國家將性工作視為一種賺錢行業)

深受政治和社會動盪困擾的海地首都，11歲和12
歲女孩從事性交易以賺取零用錢。海地青少年活動中

心為他們提供其他選擇，教導他們如何保護自己免受

性暴力和感染愛滋、獲得一些基本知識和技能並且提

供食物給他們。閱讀專題報導：http://www.unfpa.org/

public/site/global/lang/en/pid/2117

15.呼籲對於新形式奴隸制的關注

聯合國人口基金與各國政府密切合作以解決由人

口販運所帶來日益擴大的威脅並支持婦女和女孩恢復

及重返家園。

16.協助家暴倖存者

大多數對於婦女的暴力是發生在家庭裡。但是女

性通常會選擇留在施暴者身邊，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地

方可以去。由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的庇護所提供另外

一種選擇。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助理)

資料及圖片來源：UNFPA

http://www.unfpa.org/public/op/edit/News/events/16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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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得國際間的訊息、產品、服務與勞動交

流越來越頻繁，帶來許多利益，但也可能引發潛在的

危機。少數國家經濟蓬勃發展，即能間接促使全球經

濟繁榮；反之，全球亦有可能因少數國家而造成經濟

衰退，例如，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

融危機──千萬人遭裁員、各國景氣低迷。移工從貧

困流動到繁榮，對國際金融變化尤其敏感，國際經濟

動盪的同時，移民勞工的工作與生活更經歷了有如地

震的挑戰。

全球女性移工處境

全球勞動移民現象從1970年代開始逐步增加，

而女性移民占全球移工的五成多，根據聯合國統計司

（UNDP）資料，目前全球有一億多名女性在其母國之

外工作，遠離家人、社群與文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LO）研究報導，某些國家的女性移工匯回給家人的

金錢可達該國年所得的10%。移工母國與家庭依靠女性

勞工的經濟支持，女性移工卻需面對人口販賣、不友

善的勞動法，或者在國外陌生、危險的環境中，這些

外籍勞工特別容易受到剝削與攻擊。而國際金融危機

所產生的失業率上升使得接收國政府修改移民與貿易

政策，造成移民難以再支撐母國的經濟。

女性選擇移民原因各異，包括尋求挑戰、嚮往

較發達與繁榮國家所提供更多的機會和自由等，可

是她們決定出國的共同理由往往是：賺錢補貼家中經

濟。最近的經驗資料顯示，女性移工已成為其家庭主

要收入來源。女性的工作隨地區與其教育水準而異，

但大多數人選擇的工作仍與傳統性別刻板角色相符，

例如家庭幫傭、看護、服飾或家電工廠工人、服務生

或性工作者。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

（UNIFEM）承認，在某些國家，低技術女性移工特

別脆弱的原因來自於：該國的勞動法不保障其工作職

位、移工缺乏家庭支持、不熟悉外國文化等；再者，

女性以照顧家庭為中心、教育水準較低，也使得她們

更容易遭受剝削或虐待。然而出國工作不只為女性移

工帶來負面風險，她們也從中獲得很多好處與磨練，

不僅習得有用的技能，她們在國外的經驗與經濟貢獻

更為其帶來新的家庭地位。

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

在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影響下，外籍勞工接收國

與其母國的經濟、社會環境改變了，但女性面臨的問題

如何變化？全球經濟變遷為女性移工帶來了什麼後果？

金融危機導致外國公司裁員、失業者數量上升，

其中許多關閉的公司曾是外籍勞工的雇用者。經濟危

機造成的傷害需要仔細分析，包括如何在不同地區或

工作領域發生影響，移工的狀況更是複雜，需考慮女

性的移民身分、受雇領域、家庭情況等等。

在歐洲與其他西方已開發國家，外籍勞工失業

率上升的速度高過本國勞工，國際勞工組織指出，愛

爾蘭外籍勞工失業率在2008年到2009年中提高了五成

（從6%增加為14%），而當地勞工失業率只上升25%
（從8.8%增加到11%）。裁撤的工作大多是契約工，而

契約工大多是男性，於是女性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從

西班牙與法國勞動市場的研究分析發現，女性移工在歐

洲和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中比男性移工容易找到工作，

女性移工因低技術與順從的工作態度、接受較低的薪

水，對雇主較具吸引力。世界貿易組織（WTO）官員

預料，當醫療、教育、家庭勞務的需求隨時間逐漸減

少，女性移工將更感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

在亞洲市場，女性移工因男性失業率增加，面臨

激烈的就業競爭，受金融危機影響較西方國家更深。

聯合國研究員希瑟吉布斯（Heather Gibbs）指出，選擇

前往鄰國尋求機會的婦女日益增多，但近來她們特別

難找到工作，因為接收外籍勞工的亞洲國家（例如台

灣、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的電子儀器、石油

與服裝生產等企業正在衰竭，開始限制僱用外籍勞工

的數量。此外，許多亞洲政府推動「優先解雇外勞」

（Fire Foreign First）政策，但根據聯合國提升婦女地

位國際推廣研訓中心（INSTRAW）研究，這些政策

目前看來無法達成預期效果，這波金融危機跟1997年

亞洲金融危機不同，沒有大量外籍勞工自主回國或被

遣送出境，此現象顯示，女性移工可能為了繼續匯款

回國，更拼命地工作、接受過度加班與減薪，也可能

顯示，女性外籍勞工為了避免被政府驅逐出國，讓自

己成為危險的無證移工，秘密地就業。金融危機的另

一後果是移出國匯款嚴重下降，尼泊爾聯合國代表表

示，尼泊爾完全依靠女性移工的匯款，移工匯款在內

戰時阻止了尼泊爾經濟崩潰，此次金融危機導致匯款

下降30%，極可能產生巨大損害。

非洲女性移工的匯款減少最為顯著、後果最為

恐怖。由於非洲的生活貧困，其社會架構重度依賴外

籍勞工匯款，因此非裔女性移工感受到的壓力最重。

在非洲社會，從移出國回國的男性移工期望取代女性

勞工的農業位置，非洲女人不僅處於全球最貧困的環

境，更因金融危機面臨高競爭的職業環境，正因如

此，她們在經濟危機中最有理由遷移。然而，非洲女性

出國謀職時也遭遇最激烈的排外歧視，南非在2008年五

月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仇外暴力事件，極有可能是

因為非洲女性移工的外表差別最為明顯，所以特別容易

女性移工與金融危機
Lydia Pfotenh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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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仇外恐怖（xenophobia）迫害。非洲聯合國代表認

為，非洲女性移工可說是最有適應力的外籍勞工。

對於承受母國經濟壓力的女人，金融危機所帶來

的新風險包括：

因逃跑而遭遇虐待、貧困的家庭環境、低社會地

位，以及高額國際交通費跟移民手續費等因素，都

使得婦女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減少。國際移民組織

（IOM）指出，女性移工的上升率的確自2008年以

來緩慢許多。

已移民出國的婦女為了繼續供應家庭，面臨更大的

危險和留在國外的壓力，因而較不易抗議勞動權益

被剝奪，甚至遭受性虐待。

國家保護主義政策導致很多外籍勞工入境時被任意扣

留甚至禁止入境，再者，女性移工的薪資下降導致匯

款減少，其母國家庭經濟狀況也連帶受到影響。

聯合國移民專家伊伯西姆阿瓦德（Ibrahim Awad）指

出，各國社會對外國人的恐懼及敵意已隨失業率上

升與就業競爭增強而增加。

女性移工的未來

聯合國提升婦女地位國際推廣研訓中心Mariela 

Oliveira最近宣示：「連結外籍勞工與國家發展將使雙

方獲利，為使國家從經濟風暴中復甦，加強對話以增

加想法與方法的交流是必須的。」各國政府應致力保

障移工權利，並須遵循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國際移

民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與國際勞工組織

等機構提供的推薦和資訊，包括：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6號一般性建

議（CEDAW: G26）細緻說明原籍國、過境國與接收

國分別對女性移有哪些責任，並指出國家擁有權利

控制其邊境與移民，但不能忽視其公約責任，還必

須維護婦女謀生的權利。

「東南亞國協移工權利促進和保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2007年一月在菲律賓宿霧召

開的第12次ASEAN高峰會議中提出）陳述所有勞動

移民國家和東協國家的責任與義務，並促請其加緊

努力，以保障基本人權和移徙工人的福利。

國際勞工組織在2003年出版《防止女性移工遭

受歧視、剝削和虐待》（Preventing Discrimination, 
Exploitation and Abuse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系列

訓練手冊。此系列手冊分析了女性移工的處境與面對

的挑戰，並針對國家如何協助減輕女性移工所受的剝

削，以及如何將女性移工利益最大化提出建議。

上述文件都為面臨經濟危機的女性移民提供十分

豐富的訊息。聯合國與其他國際機構也針對保障女性

移工與復甦經濟提出以下建議：

各國政府應將家務幫傭納入國家勞動法保障的範圍

內。本國女性公民通常從事較高階的工作，家務工作

則由女性外籍勞工承擔。勞動法對家務幫傭和看護的

排除，使得女性移工更易於遭受虐待或被販運。

接收國與原籍國政府應創造移工補助資金。印度政

府宣布，2009年為其海外工人在國外遇險設立了福

利基金。移工安全在金融危機中更顯重要，政府應

加強保障與維護其人權與利益。

國家間可建立雙邊協定，在最大化移工利潤的同

時，最小化移工所承受的傷害。

政府可將刺激基礎設施的項目用於女性占多數的領

域，例如醫療和教育。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國際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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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視角度的討論是基於經濟社會委員會分別在

2008年3月12-14日於越南及2009年4月9-11日於蒙古

所舉行的兩個國家研討會就回應性別的老年健康照顧

和社會安全議題所討論的結果。本文選擇兩個主辦國

（越南和蒙古）以及兩個受邀專家國（泰國和印度）

的國家狀況為例作進一步的研究。文章共分成兩個部

分，首先會概述亞太地區人口老化、性別關注和健康

照顧需求的情況。後半部則就鉅視觀點檢視四個國家

的老人照顧情況及政策干預。 

一、人口老化、性別關注和健康照顧需求

就生物學上來說，老化是不可避免的過程，雖然

老化並非是一種疾病，但也許會使個人容易受到疾病

或是殘疾的影響。這種身體機能退化可能會造成人們

對於老化及老年人抱持著負面觀感，像是：不事生產

的、造成負擔的、貧困的和瘦弱的。當人們接受並內

化這種負面的刻板印象時就可能會對老化的看法和態

度甚至是關於老年人的政策決定產生負面影響。在這

方面，用適當的方法去了解老化（將之視為是生命歷

程和人口統計趨勢）和老年人（是個人和人口成長的

一部分）議題是非常重要的，如此一來一方面社會能

夠持續受惠於老年人的潛能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提

供支持給老年人們使他們擁有健康、積極且有尊嚴的

老年生活。

A.亞太地區的性別與老化概述

全球性的平均壽命延長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造成

老年人口比例（60歲及以上）的增加。在2005到2010
年間，老年人口成長率平均每年為2.6%，是整體人口

成長率1.1%的兩倍以上。（聯合國 2007a） 

這種程度的人口老化前所未見，幾乎對所有國家

和人類生活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在經濟部分，人口老

化將對於經濟成長、勞動市場、退休年金、稅收、代

間轉移與消費和儲蓄模式產生影響。在社會方面，人

口老化會影響家庭的組成與生活安排，常發生的疾病

模式和長期照顧的需求。只要出生率和死亡率繼續減

少，老年人口的比例就會持續增加。

老年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較多，但由於許多交織的

國家政策與老年女性健康照顧

高齡化社會的快速成長已然成為全球政策關注重點，而這些因為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都需要透過政策

來因應。本文摘譯自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之性別與發展討論報告：由國家與家庭照顧
──透過鉅視與微視觀點了解老人照顧，概述四個國家的老年照顧政策並點出老年照顧在政策上的干預

重點，藉此也能作為在政策倡議及制定的參考。此報告藉由連結在鉅視（即國家）和微視（即個人或家

庭）層面的照顧來檢視提供給老人的照顧。然而由於內容繁多，本文僅摘錄鉅視層面的老年照顧。

主軸議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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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老年人口之社會經濟情況的性別差異

65歲以上勞動人口比例(2007)
國家別

柬埔寨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蒙古

緬甸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老年文盲人口比例 婚姻狀況(老年獨居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聯合國（2007a）2007世界人口老化

女性

23.8

11.7

29.8

25.7

19.4

45.5

28.8

3.2

16.8

15.1

女性

84.3

80.3

60.2

69.5

17.2

35.1

22.7

58.8

40.1

n/a

女性

n/a

5.0

11.9

8.7

n/a

5.9

6.4

2.7

5.5

n/a

男性

28.6

48.0

31.4

39.8

4.4

11.7

20.1

15.5

20.8

n/a

男性

42.6

50.1

56.6

47.1

46.5

63

53.1

13.5

38.0

22.8

男性

n/a

1.8

2.4

4.7

n/a

3.1

4

1.6

2.9

n/a

摘譯│古春勻



原因使他們在貧窮和某些健康問題所承受風險也較老

年男性為多。社會文化建構的性別關係和角色限制女

性取得教育和能力發展的機會。根據估計，開發中國

家65歲（含）以上人口中平均35%女性和58%男性有

識字能力，顯示男女之間差距了23個百分點。（聯合

國 2007a）老年女性在從事生產時儲蓄的機會較少，

比男性花更多的時間在照顧工作和家務勞動上，並且

更容易受到有限的進入勞動市場和薪資歧視。因此，

老年女性還往往較少能從基於正式薪資勞工身分的年

金計畫和社會安全方案中受益。這些基於性別的弱勢

也反映在老年婦女比老年男性有較高的貧窮發生率。

一般而言，老年男性較容易患上急性疾病，老年

女性則容易患有慢性和逐漸惡化的疾病，大多數時候

這些疾病會更需要長期照顧。女性常被鼓勵去嫁給比

自己年長的男性，這也會增加他們成為寡婦的機會。

在許多文化脈絡下，喪妻的男性被鼓勵再娶，喪夫的

女性則不被鼓勵這樣做，一旦他們選擇再婚還可能受

到指責。因為他們較長的壽命和較低的再婚傾向，老

年女性又比男性更可能獨居。當他們生病或行動不便

時往往沒有配偶的照顧，就會帶來更大的風險還可能

遭到社會隔離。此外，在某些文化脈絡下，喪偶導致

許多形式的排斥和經濟剝奪。

B.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

健康不應該只從沒有疾病的角度來定義，也該包

含身心和社會福利的完整狀態。健康的廣泛定義包含

積極和具有生產性的老化，如此一來就能有助於促進

更正面的了解健康狀況與老年人的健康照顧需求。然

而老年人口絕對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老年人的情

況在不同國家之間也有所不同。

隨著生物的老化過程可能會增加個人患病和殘疾

的可能性，正確地了解老年人常會面對的健康問題是

非常重要的。此外，心理變化和問題如抑鬱和焦慮在

老年也非常普遍。非傳染性疾病是全球老年人口發病

率、住院和殘疾的主要原因。

C.老年人口健康情況的決定因素

個人的健康狀態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他/

她的經濟情況，主要是和收入、性別、教育程度、婚

姻狀態、生活安排、就業和工作條件，社會環境如支

持網絡和社會參與，物理環境如：居住條件、生活方

式和與行為有關的健康風險。這些因素並非獨立存在

的，因此了解他們和個人健康狀況間的關聯性是很重

要的。

貧窮對於維持身體健康是很大的障礙，因為窮

人比起一般退休年齡往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並且要接

受在不良環境中的工作。性別也是影響個人健康狀況

的重要因素。因為由性別而產生不同的角色、權利、

責任、義務和相對權力會為人們帶來不同的生命經

驗，歧視也是其中的一種形式。女性並不能表達他們

的需求，包括那些與他們健康狀況有關的。學業成就

也是決定一個人健康狀況的因素，因為它可以影響資

訊吸收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生活方式和行為。社會

因素如婚姻狀態和生活方式也會對老年健康狀況產生

影響。夫妻可獲得互相照顧的好處和支持，當老年人

獨居時會更容易因為缺乏照顧、孤單和沮喪而受到傷

害。

D.老化和健康照顧費用的提高

在2000年到2004年間，總健康照顧支出佔許多

亞太地區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GDP比例都是增加

的。增加的健康照顧成本是促進福祉的重要阻礙，在

亞太地區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中自費醫療開支就超過

80%。這對於低收入戶家庭帶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

面對緊急情況或慢性病時醫學治療的費用可能很難籌

措。在如印尼這種大多數人都沒有被足夠醫療保險保

障的國家中，住院和複雜的治療會使人陷入債務和經

濟剝奪之中。

醫學進步已延緩許多慢性病和殘疾的發生，因

此，醫療開支往往集中在老年，人口老化會造成醫療

服務的需求和成本增加。然而，2007年世界經濟和

社會調查：高齡化世界的發展一文結論中提到雖然在

未來幾十年間老化將造成健康照顧成本的提高，但它

並非是造成費用提昇最重要的原因。該報告還建議由

於老化所造成的任何醫療費用增加都應該是可以控制

的，尤其是如果政府能夠重視預防措施，那麼這也可

以限制慢性病的發病率。（聯合國 2007b）有些非人

口統計相關的因素也會增加醫療開銷並且需要考慮進

主
軸
議
題
研
析

主軸議題研析

15

表二│亞洲國家老年人口普遍健康問題（2000）

國家別

印度

緬甸

斯里蘭卡

泰國

疾病

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疾病

瘧疾、白內障、高血壓、肺結核

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高血壓、關節炎、心臟病、胃潰瘍、糖尿病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2004）東南亞老年人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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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包括：引進新的醫療技術、藥品價格上漲、健

康照顧人員費用增加、病患的要求越來越高等。為了

保障人們都能有足夠的資金負擔適當的健康照顧，政

府應該要採取或加強現有的風險分擔機制。此外，普

及化的健康保險也應該要提供給所有的人，尤其是像

有健康問題或收入有限的老年人，他們是最脆弱的群

體。

二、鉅視觀點的老年照顧：促進老人福祉之性

別回應的政策和方案

本節從鉅視觀點去分析人口老化。透過了解國家

政策和方案以檢視國家對於老年照顧所面臨挑戰的回

應措施，包括提供相關的法律架構，負責的機構和政

府支出。本節將檢視解決老年人口需求的四個政策干

預領域。以下各小節將進一步說明在四個國家中的政

策干預領域。

A.解決人口老化的需求

聯合國老化情況的區域性面向報告（2008）中強

調雖然人口老化是一個全球現象，但老化的速度又會

依不同地區而有所不同。歐洲正在經歷快速的人口老

化。亞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則處於較溫和的

老化速度，即使這當中有些國家老化速度非常快速。

在西亞和非洲，老化的過程較慢因為這些地區的大部

分國家仍有很多年輕人。

回應人口老化的需要應該要是性別敏感的。如果

忽略了性別面向，就無法去具體解決大部分老年人口

的需求。政策制定者必須謹慎思考在整個生命階段中

阻礙的女性的某些基於性別的社會經濟弱勢。許多老

年女性是寡婦和獨居，因此更容易缺乏照顧（尤其是

長期照顧）。各種基於性別的刻板印象、歧視和剝削

導致她們營養不良、高文盲率、低薪資、收入少、缺

乏年金領取資格和受到暴力的高風險，使老年女性的

脆弱性增加。

關注老年婦女的四個政策干預領域如下：

1.加強老年女性收入來源用以改善他們對於健康

  照顧資源的取得

2.改善健康照顧供給

3.改善健康照顧服務的基礎設施

4.健康資源分配

以下各小節將分析目前印度、蒙古、泰國和越南

的老化相關政策、規定及方案如何支持這些政策領域

的執行。

B.四個國家中回應性別的政策

目前，人口老化的速度在蒙古較印度、泰國和越

南慢，2005年，60歲以上人口比例佔總人口的5.9%，

這比起亞太地區其他許多國家來的低。然而，在不久

的將來，蒙古的老化人口預估將會快速成長。再者，

勞動年齡的人數會減少，這種現象和越南相似，也會

造成相對較少的勞動人口要支持大量老年依賴人口。

在2005年，印度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7.5%）

和越南的比例（7.6%）相似。然而在2025年和2050年

印度老年人口比例估計會比蒙古、泰國和越南小，與

其他三個國家相比，泰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在2005、

2025與2050年都會持續上升。由於老年人口比例相對

於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快速增加，預估泰國2050時會經

歷三倍以上的老年撫養比，而有較多年輕人口的印度

也會增加兩倍以上。

很明顯人口老化的速度在四個國家中都不相同。

但趨勢都是相似的：這四個國家不僅面臨老年人口比

例的持續增加還有老年人口的女性化。因此，對於確

保老年福祉的方案和措施的需求逐漸增加。

C.在印度、蒙古、泰國和越南關於老化的

  國家政策和法律架構

快速的人口老化所帶來對於政策制定和實施的

迫切需求也會產生一些挑戰。亞太地區有些國家有和

老化相關的國家政策、立法或國家行動計畫，有許多

國家卻仍處於政策架構發展的過程中。然而大多數的

政策都是性別中立的，並沒有特別針對老年女性的關

注。此外，實施的準則往往不足。至於有關人口老化

的議題常由超過一個部會來管轄，執行關於老化的國

家政策時，相關部會間就會產生分工和責任重疊或不

明確。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類似，印度、蒙古、泰國和

越南也關注提供給老年人的照顧和老年人的福祉，這

四個國家也尋求新的方法來處理所要面對的挑戰。

在泰國和越南已經成立關於老化的協調機構。這

個機構可以是有幫助的，因為它能關注在具體的任務

上。然而，這種機構一定要有很強的能力包括足夠的

資源和強大的法律依據以帶領不同機構間有效的協調

合作。在印度跟蒙古，相關部會已經處理老化問題。

處理人口老化議題之部會間的任務分配可以確保促進

老年福祉的努力能夠制度化和永續。然而，老化議題



只是各部會委派任務的一小部分，因此，他們可能不

會優先考慮這些問題，尤其從資源分配的角度而言。

這四個國家也有旨在保護老年人口福祉的國家政策或

方案和法律。然而，更大的挑戰是在於如何有效的執

行這些政策和法規。為此，實施計畫中必須要確實整

合監測和評估機制。民間社會團體在老化議題上的工

作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政府機構的對應單位以

確保政策法規的實施也可以作為監測及評估的壓力集

團。

如果關於老化的國家協調機構、政策、方案和規

定存在可以被視為更詳盡回應人口老化需求的必要基

礎，那麼印度、蒙古、泰國和越南相對來說準備好進

入下個步驟。這些國家進行政策干預領域的準備程度

為何？接下來的小節會討論在四個國家中政策干預領

域的情況。

D.政策領域一：增加老年女性收入來源以

  改善他們取得健康照顧

如前所述，老年人一般都會面對收入下降因為

他們不再充分參與經濟活動。因此，他們負擔日常需

求的經濟能力（包括支付日益增加的醫療開銷）也逐

漸下降。當能夠提供他們財政支持年輕人口逐漸減少

時，他們所面對的財政困難可能會更加惡化。在老年

女性身上發生這種情況更令人擔憂，這是因為女性的

收入，不管是薪資或退休金常常較男性為低。 

在加強老年人收入來源的政策領域之下，三個干

預措施將被探討：（1）老年有給薪的工作（2）老年

年金（3）不同形式的福利津貼。

在四個國家中，老年人的工作權（包括他們正式

退休後)法律還保障他們某些額外的權利。例如蒙古

勞工法禁止雇主限制有領取年金的老年人薪資並允許

當勞工要求時，雇主可調整工作時數和類型，用以保

障他們的健康。印度老年國家政策提供保障使老人免

於受到年齡相關的歧視和某些部門的結構調整政策的

影響。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強調老年男性經濟活動比

例高於老年女性，由於他們往往有更多更好的資歷和

經驗，年紀大的男性從提供就給老年人的就業政策中

獲益較老年女性為多。一般而言，老年女性要找到有

給薪的工作較為困難。女性身為照顧者的角色和其照

顧工作往往被低估且沒有得到充足的報酬。因此，照

顧工作應該被視為是重要的並且有利可圖的，這樣女

性照顧者才能夠確保自己的福祉。政策措施應該要能

充分彌補女性的照顧工作。

老年年金，尤以提供給老年人口中最老的和最

窮的，在四個國家中都有提供，但是他們並沒有辦法

提供給所有的有資格的受益者，此外，津貼的金額一

般而言仍太低以致於不能充分的滿足他們的要求。在

蒙古的老年人有可以領取有條件的現金補助、減免、

護理和社區福利服務。在印度及泰國，老年人有權減

稅。印度提供給老人各種運輸工具減免，這是減少老

年人財政負擔的好例子。

E.政策領域二：改善健康照顧服務供給

生物老化的過程會增加一個人容易生病或殘疾的

可能性，因此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態對於老年人來說是

主要的挑戰。在此方面，可得的和負擔得起的醫療服

務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照顧服務供給的改善在政策方

面應該要探討三個干預方式：（1）透過保險體制提

供健康照顧；（2）考慮受到HIV和AIDS感染或殘疾

老年女性的特殊需求。（3）傳遞和老年相關的疾病

與預防健康教育。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和長期照顧與住院相關的醫

療費用可能會造成貧窮化。增加老年人對醫療服務的

可負擔性，增加他們的收入來源以支持他們的需求，

確保他們有資金能負擔醫療照顧服務。這對於有經濟

困難的老人是非常重要的。在越南，有提供免費的醫

療保險，但涵蓋範圍非常有限，只有85歲以上才有資

格取得。在蒙古，國家負擔低收入戶老人的醫療費

用，但是，在鄉村地區，優質的醫療照顧服務及設施

常常無法取得。印度有各種健康保險計畫，但涵蓋範

圍都不足，大部分老人不受到任何醫療保險方案的保

障。

雖然在四個國家中有老年人已經受到HIV的感

染，感染傳播的規模卻不同。很多老人（尤其是老年

母親）由於他們是感染愛滋的子女之主要照顧者而受

到感染。長期照顧常引起老年雙親在情感的、生理的

和財政的困難；他們還必須要撫養無人看管的孫子/

女。在越南，已經成立特別社團去支持受到感染HIV
及AIDS的老人。他們可以從這些社團中貸款去從事

小企業以增加收入。蒙古的HIV與AIDS防治法已經通

過，但這並未指出任何形式的社會保護給那些AIDS的

照顧者──往往是年邁的父母。

印度、蒙古、泰國和越南都成立了不同類型的

機構去進行關於老年醫學的研究和訓練並提供老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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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政策領域三：改善健康照顧服務的基礎

  設施

醫療基礎設施應該要回應因國家地理位置而異

的社會需求。在此政策領域下，有三個干預方向：

（1）創造更多基礎照顧中心（2）建立專門的老人初

級健康照顧中心，並關注老年婦女。（3）採用創新

方法如流動醫療或家居照顧服務去擴大健康服務外展

工作的地理範圍。

在印度、蒙古、泰國和越南，初級照顧中心被廣

泛運用。然而，這些中心的健康照顧專業人員並沒有

足夠的老人醫學知識。因此，初級健康門診的醫生和

照顧工作者應該要受到跨學科老年醫學的訓練包括：

廣泛了解老化的生物和健康層面及社會和心理層面。

他們必須接受訓練以了解和解決與性別相關的健康照

顧需求。此外，更重要的是去解決老年人在使用健康

照顧服務時的所面臨的障礙如：有限的大眾運輸及大

排長龍的診所。在印度，已有老人門診及病房並且分

開排隊（也適用於收費和藥房櫃檯）。再者，非政府

組織提供流動醫療服務給鄉村地區老人。創新方法如

流動醫療服務可以用於定期的心臟、血壓、糖尿病和

眼科檢查的診斷和治療以及提供健康教育。這些服務

必須要能回應生活困難或居住在偏遠地區的貧窮老年

女性的特殊需求。

用以促進老人在社會及政治上之福祉的創新方法

也可以在四個國家中看見。在越南，努力加強老人在

決策過程的參與，例如增加地方領導人人數；而在泰

國老年人人力銀行的成立使有知識和經驗的老人貢獻

自己的專業給社會。

G.政策干預五：健康照顧資源分配

快速人口老化增加了對於健康照顧的需求，這

有必要立即制定政策並且執行。之後，國家政策的執

行絕對需要有足夠的資金。因此，政府應該要撥出足

夠的資源才能達到此目的。第四個政策干預領域分配

資源給健康照顧，其兩項主要干預措施如下：（1）

增加政府在健康照顧方案的支出，並以女性為工作重

點。（2）在公私部門間建立夥伴關係或合作服務老

年人口。(請見表四)

在2001年泰國成為第一個採用普及健康照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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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疾病與健康照顧的資訊。但是這些知識的傳播到

什麼程度以及被多少公眾接收到還需要進一步檢視。

(請見表三)

表三│老年相關疾病資訊傳播與預防性健康教育

越南

蒙古

泰國

印度

(1)國家老年學學會(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進行研究並提供訓練和技術支持給老人健

   康照顧工作者。

(2)越南老人協會(1995年成立)架設一個網站其中包含人口老化及老年人的新聞與資訊。約85%的老

   年人在越南是該組織的成員。

(1)老年康復中心(成立於1999年)負責展開培訓和調查並提供關於人口老化或老人健康議題的建議。

(1)提供給老人、照顧者和健康照顧提供者的老年培訓計畫已由泰國政府開始推動。

(2)全國老年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Elderly)和老年增權局的任務是去協調關於老人的資訊

   傳播、公共關係與活動(包括研究、資料收集、分析)。

(3)泰國老人及老人醫學學會每年針對健康照顧專業人員舉辦一場會議。

(4)給健康的老人在藝術、音樂、烹飪和網路使用領域的教育在長者俱樂部及一些大學及私人組織都

   有提供。

(1)國家政策針對老人與照顧者方面的教育策略包括提供和老人日常生活相關的資訊和教育素材。

(2)針對健康照顧機構提供教育方案如：在醫療學院有老人照顧專業訓練與老人醫學在職訓練。

(3)非政府組織在老人可使用之服務方面的資訊傳播以及協助政府去執行政策，尤其是確保鄉村或偏

   遠地區老年女性也能獲益非常重要。以健康教育、訓練及營養意識中心為例，他們已發展了基層

   方案去改善老年婦女生活品質。



的中等收入開發中國家。政府開始「30銖健康保險計

畫」提供一個給窮人和弱勢者更好且更公平的健康照

顧與醫療服務。此方案涵蓋約兩千萬先前並未涵蓋在

醫療保險的人們。起初，估計需要一千億銖的公共資

金去維持方案且會成為國家歲收不能支撐的負擔。但

是，該方案的好處很快就實現了，因為某種程度上來

說，普及健康保險能減少窮人和非窮人間醫療照顧服

務供給的差距。

其中一個醫療照顧預算限制的解決方案是公私夥

伴關係或是公私合作，「由於預算限制，政府和私營

部門及非政府組織成為夥伴就更顯重要，如此一來可

以擴大服務提供的深度和廣度」。這種夥伴關係能提

供一系列健康醫療服務，因為單靠政府可得的資源是

不足以提供如此完善的服務。泰國及越南不同形式的

公私夥伴關係也表現在解決HIV及預防AIDS。AIDS病

患的雙親常是需要財政、生理及情感支持的老人。因

此，在HIV及AIDS預防的夥伴關係應該也要針對這個

特定族群。

在這四個國家中，人口老化都漸漸成為一個很重

要的社會人口現象，都有成立和老化相關的國家協調

機構、政策、方案和條例。因此，也可以說這些國家

都有必要的政策和法律架構去促進老人福利。

考慮到人口快速老化重要性和複雜度相對於國

家和區域層級的阻礙（也就是有限的財政和制度能

力、不利的社會政治情況包括政治意願缺乏和協調不

足），促進老人福利之鉅視政策及方案的形成和執行

在任何面向往往還是拼拼湊湊並不完整。然而，任何

用以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所做的努力都是為了

達到更好效果的學習過程。檢視在這四個國家中不同

的國家方案並強調可以改善的部份，以確保健康、積

極和有尊嚴的老年生活。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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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醫療開銷及不同形式的公私合作

(1)政府老年健康照顧方案支出

越南

蒙古

泰國

印度

(2)提供服務給老人的公私合作

越南

蒙古

泰國

印度

政府頒佈一項老人條例及老人健康保險63號法案。這個法令提供健康保險給所有85歲以上單身且

沒有領取年金或補助的老人。然而，有些省份在提供財政支持上有困難因為他們預算有限。國家政

策形成後，地方所分配到的執行預算卻往往不足。

依社會安全法及社會安全基金所提供的年金和津貼都已經增加。平均年金和2000年相比增加5倍，

與2004年相比增加2.4倍。社會保險基金開支增加至GDP的7.8%。每年國家預算中約有相當於1億

7050萬美金會的社會安全基金按社會安全法撥款於津貼、補助及優惠待遇。  

自1970年以來，政府預算分配從國家安全相關開銷轉而支持教育及健康。如此一來，整體撥款總額

給公共健康部從原來1970年的3.4%到1990年的4.8%，再成長至2004的8.1%。 

2004年健康照顧總支出約佔GDP的5%。政府健康照顧支出是2.9%，然而私人醫療開支佔總額的

83%。約94%的私人支出是自費(out-of-pocket)。

Pathfinder是越南健康部門公私合作的例子之一，這是一個關注生育健康國際組織。2004年

Pathfinder發起一個創新計畫用以促進公共和私人部門在愛滋預防上能有效的連結與合作。結合國

家和其他地區夥伴，Pathfinder努力增加公部門轉介中心的能力以提供高品質、HIV預防諮詢和轉介

的服務模式、標準預防措施及減少烙印化。

N/A

泰國醫療部門的公私及社區夥伴關係是ESCAP改善AIDS患者取得有品質的服務的方案。此計畫確定

公私部門、民間社會組織的角色與功能。公部門提供整體指導和監督醫院技術專長、人力資源及實

驗設施。私部門則提供財務和實物資源支持愛滋感染者及家庭中心，包括市場行銷和販售由HIV或

AIDS患者所做的產品。

在印度健康部門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公私夥伴關係。對於特定類型的老人照顧，政府可以和非營利組

織合作如以老人福祉為主要工作內容的組織Age-Care India。這個非營利組織展開藉由不同社會階

層經濟獨立的老人參與社區的工作並提供服務給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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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台灣國家婦女館

第十五屆A P E C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Wo m e n 

Leaders’ Network, WLN）訂於今（2010）年9月19至

21日於日本東京舉行，今年度大會討論議題包含：

女性經濟創業策略、女性終身職業教育訓練發展、

培養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女性領導人、鄉村婦女成功

創業經驗、新興商業發展模式、女性經營在地小型

企業型態之影響力等等。

本次行前特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以及外貿協

會，介紹國內婦女

創業育成輔導措

施，並分享國內國

際貿易產銷輔導資

源與成果，會場並由國內女性企業主提問交流。為

呼應會議主軸並強化團員於會上之實質連結能力，

特規劃下午英文模擬培訓，邀請專業講師講授英文

商務會話，並藉由分組演練實際深化團員口語表達

能力，分享國際場合應對技巧與基本會話，提昇女

企業家會場拓展外貿的機會。

2010.08.04 
台灣國家婦女館

為促使公部門與民間持續對CEDAW國家報告討論

與對話，本會從去年以來舉辦多場民間團體與政府

部門的對話會議，期望此會議作為政府與民間的溝

通對話平台，讓民間團體的建言得以被政府部門聽

到，並有機會落實於政策中。本次會議特邀民間影

子報告團體──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及中華民

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針對新移民議題之國際

及國內狀況發表報告，以期透過對話機制加強政

府與民間對此議題之研討，並研擬相關改善措施

（二份報告檔案詳情請參見本會網站活動花絮專

區：http://wrp.womenweb.org.tw/Func02.asp?Page_

ID=583）。

本次會議邀請政府業務相關部門，包括衛生

署、內政部（民政司、移民署、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勞委會、陸委會及各縣市政府外

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等，另也邀請長期關心此議題

的其他相關民間團體參與，共計70人與會。本次會

議之結論建議已公佈於婦女聯合網站CEDAW專區

（http://wrp.womenweb.org.tw/Page_Show.asp?Page_

ID=632），歡迎線上瀏覽。

本會活動花絮

CEDAW公約民間影子報告與政府部門對話會議──新移民議題

2010年APEC性別網絡聯繫會議

2010.08.11   
台灣國家婦女館

為分享我國推動性別影響評估與擔任APEC方案評估

審查委員之經驗，並將今年5月召開之「整合性別觀

點進入APEC提案國際研討會」會議決議納入國內政

策與推動之參考，特邀請國內各論壇與工作小組之

代表召開聯繫會議，共同研商後續性別議題整合事

宜。

經本次聯繫會議討論，國內各論壇或工作小組

之專業可多面向與性別議題結合，足見性別為跨領

域之議題。對於促進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性別議題

之結合，未來將鎖定性別與貿易相關議題之研究及

相關資訊交流，落實貿易自由化融入性別議題。

對於促進商業便捷化與性別議題之結合，未來

將加強婦女網絡與中小企業創業育成計畫之連結。

並且全面建置資通訊科技友善環境，提升包含偏鄉

地區在內之網路普及性，規劃多元的資通訊技能建

構課程，提供基礎易懂的教學課程，鼓勵婦女透過

電子商務就創業。另也透過各式活動，多元推廣專

利登記概念，尤其強化原住民或偏鄉婦女對智慧財

產權的瞭解。

對於促進經濟暨技術合作與性別議題之結合，

未來將持續推動縮減婦女數位落差計畫，鼓勵婦女

從因應生活需求面而學習使用資通訊技術，擴展應

用資通訊技術至就創業層面。並在強調農村婦女化

與重視技術交流之餘，重新檢視農村資源分配是否

保障婦女權益，並思考女性角色在農村社會的價

值、如何帶動男性參與農村活動與結合服務業創造

更多附加價值之可能性。

針對近來討論熱烈之性別與災難議題，為教育

大眾瞭解女性在災害防治與救援重建工作中之角色

重要性，緊急應變工作小組（EPWG）刻正建置緊

急應變資訊專屬網站，該網站將於今年9月24日正式

對外公開。目前網站設計有性別與災難專區，將放

置目前完成之災難中性別觀點的相關研究及資訊，

作為知識平台。

時間     地點     內容      

2010 WLN行前英文培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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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女性組織領導培力計畫

台中初階：6月1-2日台中市婦幼館　　

高雄初階：7月3-4日高雄婦女館　　　

台北初階：8月12-13日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隨著社會的多元開放與公眾意識的抬頭，針對各

種議題訴求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NPO）乃應運而

生，且愈來愈多的社會功能或服務必須仰賴NPO提

供。而NPO的婦女組織，更是朝氣蓬勃活力十足。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21世紀是非營利組

織的世紀」。因此，身為民間與政府對話窗口的我

們，長期以來也一直積極致力於婦女組織人才培訓的

工作，希冀透過核心專業能力的構建，能儲備新一

代婦團領導者在組織經營上的眼光與知能，累積組

織領袖的能量，培養有行動力、有遠見的特質，協

力各組織健全發展以達代代交棒永續經營。

今年本會規劃辦理組織培力營與創業培力營，

相繼於台中、高雄、台北舉行，活動邀請了近70個

婦女團體及7個婦女創業團體，共培力近220位領導

幹部。

台中場以「厚植軟實力──女性組織領袖五堂

課」為主軸，二天的課程從培養領導人的表達、時

間管理、學習處理抱怨與批評及性別與媒體識讀等

來增強個人軟實力，團體臉孔與故事、組織的經營

策略、傳承與凝聚力則加強帶領組織的軟實力，藉

由此次充電，中部地區婦女團體領導幹部除了重新

檢視個人與團體的不足外，也充份瞭解到組織文化

塑造、管理及組織凝聚對於團體的重要性。

高雄場以「女性組織領導者四部曲──裝備與

行動」為主軸，課程圍繞在婦女組織公共參與的發

展、CEDAW發展歷程與行動、氣候變遷與性別等議

題，課程中「她們的身影──婦女團體參與的生命

故事」，則透過新時代女性、新移民姐妹、漢人女

子、時尚女性，四個不同成長背景不同學經歷的女

性領袖分享她們參與婦女團體的過程，從一開始懵

懂投入，到現在她們蛻變為組織的領袖幹部，成為

有影響力且能繼續發揮自身力量開始去照顧、關心

週遭更多需要協助的婦女朋友，她們自身的故事除

了讓我們深刻感動外，也給了在非營組織中耕耘的

婦女幹部更多信心及引以學習的榜樣。

新經濟時代來臨，女性創業已成為一個趨勢、

一股新經濟力量。因此台北場以「婦女創業培力」

為主，邀請各地創業團體的幹部與會，課程安排也

以婦女創業政策規劃、創業管理知識及婦女創業組

織的角色與功能為主，其中邀請了蘭盈國際管理有

限公司鄧雲暉博士，以活潑詼諧的團體帶領方式，

讓學員彼此分享創業中面臨的困境及如何轉換心境

面對挑戰，也送給所有與會者一句座右銘「搞定自

己、搞定一切」，希望所有創業的婦女在創業的路

途上更順遂。

組織培力是一項很重要的扎根工作，而組織中

的「人」則更為重要，目前國內的非營利組織普遍

存在著缺錢缺人的現象，且幹部年齡、流動率皆偏

高，在資源條件不足下，發展易有瓶頸、受限。因

此我們著實希望藉由培力計畫與各地婦女團體一同

努力，激發組織動能去影響更多青年參與，為組織

提出新創意、新構想、注入新生命，並持續發揮團

體在地耕耘的力量，讓基層婦女能有專業且信賴的

非營利組織為其發聲，營造民間與政府平等對話的

空間，持續推動婦女政策，以落實非營利組織的社

會功能。

時間     地點     內容      

台中場活動照片

高雄場活動照片

台北場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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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人口販運跨領域研究年會

性、金錢、媒體：女性媒體形象國際研討會

2010.09.30-10.02   
美國林肯市

本屆大會主題為「全球知識：我們所知道與我們

需要知道的」，期望作為各界公部門代表、法律

代表、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學者專家的之互動式

網絡平台。三天會議討論主題包含：兒童販運之

個案研討與處遇、各國人口販運之動機與預防解

決策略、人口販運體系的市場分析、法律與政策

之成效與侷限、社區網絡與民間防治體系、多元

健康醫療照護體系、校園社區合作模式、媒體形

象再現與詮釋等等。本會議由林肯大學人口販運

工作小組主辦。

humantrafficking.unl.edu

2010.10.14-16  
溫哥華

本研討會期望作為各界專業人士資訊平台，彰顯

加拿大及全球媒體產業中，女性從業工作者之貢

獻與成就，並期提出鼓勵後進年輕女性參與之願

景藍圖。本研討會四大中心主題為：螢幕女性形

象之再現與未現、商業市場中的勞動平權、數

位科技產業之女性機會與挑戰、加拿大媒體產

業之修正策略與建言。本研討會由加拿大協會

「Women in View」策劃籌辦，該協會是由學者、

媒體藝術家、產業界專業人士共同成立之聯盟協

會，為倡議媒體工業所創造的性別失衡現象，並

致力提昇視覺傳播產業之女性勞動比例。

www.womeninview.ca 

時間     地點     內容     網站 

2010現代女性健康

2010.09.24   
美國俄亥俄州

本研討會將探討與當今女性健康相關之實務及科

學實證研究，會議目的為提昇初級照護醫療人員

之知識與技能，並進而提昇女性照護醫療品質。

會議主軸將分別探討性健康與女性健康初級照護

兩大議題，包含：第一線治療與溝通技巧、女性

孕期健康迷思、女性心血管疾病、皮膚產品的療

效與安全性、體重減輕與管理等等。將邀請專家

學者分享研究論述與臨床經驗。與會對象為執照

醫師、護士以及其他關心女性健康照護的醫療專

業人士。會議主辦單位為克里福蘭臨床協會繼續

教育中心。

www.clevelandclinicmeded.com/live/courses/2010/

women10

反應多元──跨性別族群與媒體

2010.09.30
英國倫敦

本會議希望呈現21世紀英國媒體如何呈現多元性

別面貌，探討媒體社群（包含電視、廣播、平面

及網路媒體）如何再現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

族群之形象。研討會邀請到BBC以及各家英國傳

播媒體高層、學者專家、跨性別民間組織代表、

學界代表等，以專題論述分享跨性別族群的媒體

形象塑造、閱聽族群關係建立、跨性別從業人員

的平等就業與規範、跨性別族群的新興科技與數

位媒介等等。

www.westminsterforumprojects.co.uk/forums/event.

php?eid=141



2010.11.22-23   
加拿大多倫多

本會議將展現性別與健康研究領域中的新興發現

與進展，包含生物醫學、臨床醫學、健康服務、

人口政策、公共衛生與社會人文學科研究。討論

重點將透過性與性別觀點，檢視健康服務政策之

成效，期望作為跨領域研究學者聯繫合作的網

絡。會中討論場次包含：性別與健康專責機制、

男孩健康與男人健康、從實務知識到政策行動、

健康影響評估與檢視指標、受暴婦女之處遇模式

與轉型、性傾向與跨性別認同、性別、職場與照

護工作、性別與男性氣概、多元性別歧視之質性

與量化研究等等議題。本會議由加拿大性別與健

康研究中心主辦。

www.f2fe.com/IGH/2010/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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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永續與氣候變遷研討會

第七屆男性健康世界論壇

2010.11.25-26    
瑞典

本研討會期望針對全球暖化的困境，發展融入性

別觀點的政策參與模式與知識基礎。第三世界婦

女往往被認為是面對氣候變遷的弱勢族群，除了

資訊取得及參與決策的機會相對男性較少以外，

女性往往還須擔負家庭照顧的沉重角色。本會議

將以學者專家為主體，探討全民一體的氣候變遷

因應策略，研擬性別平權的災難援助策略，並提

出具性別主流化觀點之政策決定與管理。本會議

由瑞典Linköping大學性別研究與平等中心主辦。

www.liu.se/genusforum/Konferens?l=en

2010.10.28-30   
法國尼斯

鑑於全球越來越多科學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健

康醫療與疾病型態差異極大，整體而言，男性性

命較短且較容易有心血管疾病，男性健康危險因

子也較常見。會議目的為倡議並提昇男性健康意

識。本屆大會主題為「如何克服挑戰」，同樣

將廣泛討論跨領域科學研究，論壇議題包含與男

性健康全球趨勢（泌尿學、心血管疾病、內分泌

學、心理健康、性醫學）、公共健康教育與行

銷、老化與男性、男性健康促進運動、男性健康

求助與決策行為、男性壓力與整合策略等。

www.ismh.org/en

時間     地點     內容     網站 

性、性別與健康的新興研究

2010全球家庭暴力研討會

2010.11.01-03   
馬來西亞

本研討會期望結合全球各地社群團體、政府單

位、民間組織代表，共同分享面對家庭暴力的成

功處遇計畫，以期培力實務專業人士之技能。會

議討論主題包含：性別平權、女性及家庭成員的

增能、酗酒與家庭暴力、用藥與家庭暴力、精神

疾病與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治療、成功的政府

方案、家庭暴力與宗教信仰、家庭暴力與原住

民、家庭心理諮商、約會暴力、人口販運、跟蹤

與性犯罪、情緒及言語暴力等。

domesticviolenceconferen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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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預告

訂閱啟事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NGO CSW）模擬會議

本通訊每年3、6、9、12月定期出版，刊

載國際社會與婦女或性別相關之新興議

題、政策研析、重要組織與人物，並介

紹國際性別新聞及活動。有意定期收到

本通訊之讀者，歡迎踴躍訂購！訂閱以

一年期為單位，一年酌收150元助印費。

本會將於確認款項後下一期開始寄送。

訂閱方式如下：

1.親至本會訂閱

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8:00
地點：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

      （善導寺捷運站）

2.劃撥訂閱

劃撥帳號：19398942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請務必於通訊欄註明「訂閱國際性別通訊」，並

填寫個人/單位名稱、地址、聯繫電話。並請來電

本會確認（02-23212100#127吳昀研究員）。

時間     地點     內容      

2010.11.26  
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80號）

明（2011）年聯合國第5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訂於2月22日至3月4日假美國紐約市召

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

亦於同時舉辦周邊會議。本次會議優先主題為：

女性接受、參與教育訓練及科學技術，包括充分

就業與尊嚴勞動；回顧主題則將評估第51屆會議

「消除對女孩一切形式的暴力與歧視」結論之落

實狀況。

　 為參與國際社群，本會歷年均鼓勵民間婦女

團體積極參與該會議及擔任NGO周邊論壇發表

人，今年擬擴大辦理「模擬會議」，分為「政府

報告」、「專家互動論壇」、「NGO周邊會議」

等三部分，邀請議題相關部會代表、性別政策學

者專家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進行報告，期藉此協

助國際事務代表及早掌握CSW年度議題，也歡迎

國內各界相關工作者一同前來，與我們共同就國

際婦女議題在地落實狀況，進行討論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