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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通過20週全薪產假提案

在歐洲議會準備要投票表

決產假規定的同時，歐盟女性組

織動員要求保障至少20週的全額

薪資給付給新生兒母親，以及新

生兒父親兩週帶薪陪產假。歐

洲婦女遊說團體（The European 

Women’s Lobby）主席Brigitte 

Triems表示：「這736位歐洲議會

議員並不只是被要求投票而已，他們被要求做出一個基

本的社會選擇：是否要讓有小孩的歐洲女性同時能持續

參與勞動市場，確保其經濟獨立。」 

儘管歐盟各國政府強烈反對，特別是英國和德國，

歐洲議會仍以多數投票通過，讓歐盟27國的婦女享有法

定產假，從目前的14週延長至20週，同時也讓父親享有

兩週的帶薪陪產假。「這對於準爸媽是個大日子，對於

我們的經濟前景也是一個好消息。」起草法案的葡萄牙

籍議員Edite Estrela表示，她讚賞這項措施協助女性在工

作和家庭中取得平衡。目前歐盟國家中英國婦女享有最

長的產假，可申請長達52週，但只有首六週是有薪假，

可領取90%的薪資。而德國、法國和比利時婦女分別享

有14週、16週和15週的產假。

這項提案引起了歐洲雇主們

的恐慌，因為產假的延長意味著

企業可能要支付更多無償薪資；

有些政府擔心這除了使納稅人負

擔更沉重外，長期來看可能不利

於女性取得工作機會。然而，根

據歐洲婦女遊說團體的說法，把

焦點放在雇主身上會造成誤導，因為27個國家中有24個

國家的是由國家來負擔產假的支出。這對於各國政府來

說肯定是有價值的投資， 歐洲政府去年花費數百萬兆

在拯救銀行、汽車和建築公司，相對來說投資在母親和

子女的花費低的多，而且這對於社會的未來也是一種投

資。（2010/10/ 22）

註：歐洲婦女遊說團體（The European Women’s 

Lobby）是歐盟最大的由婦女協會所組成的傘式組織，

其工作內容主要是促進女性的權利和性別平等。

圖片及資料來源：英國衛報

狄爾瑪．羅瑟芙成功當選巴西首位女總統

巴西最高選舉法院於10月

31日晚間宣布，從已經統計完

畢99%的選票顯示，目前執政

黨勞工黨候選人狄爾瑪．羅瑟

芙（Dilma Rousseff）得票率為

55.97%，她將成為巴西歷史上第

一位女性總統。羅瑟芙於2011年

1月上任之後，這象徵著巴西政

治史上新的一頁，在35位歷任男性總統中，她將是巴

西第一位，也是全球第十八位女性總統。羅瑟芙表示

她已經被賦予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62歲的羅瑟芙曾經是一名經濟學家，當選總統之

前她完全沒有任何正式的競選經驗。羅瑟芙承諾會信

守人民對她的信任，並且致力消除巴西的貧窮問題。

當選的那一刻，數千名支持者走上街頭慶祝她的勝

選。

在羅瑟芙發表當選感言時，她提到自己上任後的

首要任務就是讓巴西兩千萬人能

夠脫離貧窮。「我在此重申我的

基本承諾：消除貧窮」她表示。

「當巴西還有人在挨餓的時候，

我們更是不能停歇。」而羅瑟芙

還說到，對她而言，目前的當務

之急就是確保男性與女性間，不

論在哪個層級都是機會平等的。

羅瑟芙明白女性要坐上總統這個位置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是她相信，在這次選舉中自己能被選為

首位女性領導人這就象徵著巴西民主的進步。她希望

家裡有女兒的父母親都能夠認真地看著自己的女兒，

然後對她們說：「沒錯，女人也能當總統」。

（2010/11/1）

圖片及資料來源：BBC News、Global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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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無子女的婦女較三十年前成長了80%
根據美國華盛頓特區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沒有子女的婦女人數創

新高，五人中就有一人沒有子女，然而在1970年代，

超過生育年齡卻沒有子女的女性僅有10%。 

美國普查局最新的人口統計也顯示，在2008年大

約有190萬介於40到44歲的女性沒有子女，佔該年齡層

女性的18%。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時只有58萬名女

性沒有生育，佔該年齡層女性的10%。也就是說，在

這32年間沒有子女的女性成長了80%。

選擇不生育子女的情況除了發生在不同種族或人

種之外，也發生在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身上。不過在

過去十年間，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不生育子女的

比例反而下降。

不生育子女的部份原因是由於女性普遍較晚婚。

有專家提到社會對於已婚者生兒育女的壓力減輕再加

上就業機會增加跟節育控制的選擇和效果的提升，都

會造成不生育子女的現象。（2010/11/9）
資料來源：Cryptogon.com

35-54歲的媽媽最容易破產

菲律賓生育健康法案遭教會團體阻擋

英國研究人員指出，為人母親的中年婦女陷入破

產的人數越來越多。根據一項新的研究顯示，35至54
歲女性最常因經濟問題苦惱。這個年齡層的婦女破產

人數快速增加，但這個階段的他們卻非常辛苦的要去

平衡家庭生活與工作。

當中許多女性將破產歸咎於最近剛離婚或分手

所造成的。Wilkins Kennedy會計師事務所的破產顧問

Keith Stevens表示：「離婚之後，婦女對於維持和結婚

期間相同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有壓力。」她們都希望確

保孩子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影響，然而就財政事實來

看，這似乎有些困難。

研究還發現，離婚五年後，男性的收入通常會增

加25%，但是女性卻會下滑9%。許多在經濟衰退期間

失去工作的人會努力想到找和以往薪資接近的工作，

但是這個年齡層的女性往往有年幼或學齡子女，這讓

他們很難找到能符合自己需求的工作。

Keith Stevens也提到：有小孩的女性可能比其他

競爭者更缺乏吸引力，尤其對於規模較小的公司而

言，因為他們並沒有辦法提供兼職或彈性工時的工作

資源。如此一來，許多婦女因而被迫從事低薪資和低

技術的工作。通常婦女最終都會在俗稱5C的部門裡

工作，包括文書工作（clerical）、餐飲（catering）、

清潔工（cleaning）、照顧工作（caring）和出納

（cashiering）。這些都是低薪的勞務工作，而其他的

人往往連工作都找不到。（2010/11/4）
圖片及資料來源：英國每日郵報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

一名菲律賓藉的表演藝術家Car los 

Celdran在九月闖入馬尼拉教堂抨擊天

主教會反對通過計畫生育的立法後，

引發計畫生育的倡議者和教會持續就

此議題展開爭辯以及人民對於這項討

論的關注。而國會方面也重新開始討

論擱置已久的「生育健康法法案（Reproductive Health 

Bill）」。

菲律賓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國家，八成以上的人

口都是天主教徒，僅有少數的穆斯林與新教徒，離婚

仍然是非法的行為，教會具有實質的影響力，他們長

期以來反對計畫生育和性教育方案，在某些地區，保

險套和避孕藥都很難取得。

但這個國家卻是世界上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

一，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每年菲國人口成

長率達1.8%。與美國人口成長率0.9%相比，菲國的人

口數已從1960年的2千7百萬激增到今天

的9千5百萬。該法案的支持者表示菲國

人口成長問題已經不能再被忽視了。據

菲律賓大學的調查指出：菲國有全東南

亞最高的生育率（3.3%），其次是柬

埔寨（3%），馬來西亞（2.5%）以及

越南（2.1%）。

教會駁回了這項以人口成長為由而建立的新法

案，教會方面表示：人口成長不是問題，也不需透過

立法來控制生育。「窮人需要的不只是政府立法節

育，而是就業和經濟機會。」菲律賓主教團家庭與生

活委員會執行秘書Melvin Castro談到。

但是立法者和法案合著者Juan Miguel Zubiri描述

一個人口造成貧窮的循環，他表示：我們的問題很簡

單，那就是菲律賓人生了太多孩子，甚至超過他們所

能養育的人數了。（2010/11/21）
圖片及資料來源：IRIN、臺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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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

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在全球層次的女性權益促

進與權力強化上扮演重要角色，包括1946年設立婦

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CSW，

簡稱CSW）、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

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

2000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提出《北京行動綱領》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簡稱BPfA）十二項關切

領域及其後通過的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等成果，均標

示了不同時期的女權工作推進。

有感於BPfA十二領域的進展速度不如預期、需

要更強而有資源的機制來達成性別平等議程，2006
年CSW大會中，婦女團體要求甫成立、以聯合國組

織改造為任務的「一致性問題高層小組」（Panel 

on System Wide Coherence，簡稱SWC）重視性別

平等工作，其後並陸續結合八十國超過三百個團

體，成立「性別平等結構改革運動（Gender Equality 

Architecture Reform Campaign，簡稱GEAR）」聯盟，

持續催生聯合國性別平等新機構。

經過四年各國政府的討論與全球NGO的倡議，

2010年7月，聯合國第64屆大會會員國投票通過了以

「聯合國女人（UN Women）」為名的新單位成立，

「進入了聯合國女性工作的新時代」（聯合國秘書長

潘基文語）。

組織架構與任務

UN Women由聯合國既有四個各具功能的女性

權益相關機構──提高婦女地位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簡稱DAW，成立於1946
年）、性別議題特別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er on Gender Issues，簡稱OSAGI，成立於1997
年）、提高婦女地位國際研訓所（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簡

稱INSTRAW，成立於1976年）與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

（UN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簡稱UNIFEM，成

立於1976年）整併而成，總部設於紐約，將於2011年開

始正式運作，其執行長的層級等同於副秘書長（Under-

Secretary-General），執行董事會由41個會員國的代表組

成（非洲10席、亞洲10席、東歐4席、西歐5席、中南

美洲6席，捐助國6席），年度預算至少五億美金，是

原有四機構預算總合的兩倍之多。

除了原有四機構的職能外，UN Women更擔負主

導與協調聯合國系統內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相關工作

之責，具體任務則包括：

支援CSW等跨政府組織制訂全球政策、標準與規

範；

協助各會員國落實上述標準，提供永續技術與財

務支援給需要的國家，並與市民社會建立有效的

夥伴關係；

要求聯合國系統為其性別平等承諾負責，包括定

期監督各項承諾的進展。

聯合國女人與台灣

UN Women設立案通過後，為理解各國女性處境

並有效訂立日後工作方向與目標，廣泛徵詢全球婦女

相關組織的意見，婦權基金會曾在書面問卷及電話訪

談中提出在民營企業董事會組成納入性別比例原則、

增加女性在科技領域的參與以及落實暴力加害人處遇

等我國現階段重要推動工作；國際職業婦女協會駐聯

合國常任委員會亞太區代表尤美女律師亦曾建議UN 

Women應對非聯合國會員國提供技術、資訊、訓練、

資源之協助與支持，以及對於已簽署CEDAW國家，

即便聯合國未存放，亦應提供該國婦女團體相關訓練

資源與發表報告的管道，以落實市民社會共同參與。

聯合國女人首任執行長

2010年9月，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任命智利籍的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為UN Women首任執行長。

Michelle Bachelet 1951年生

於聖地牙哥，1970年進入智

利大學醫學系就讀並加入智

利社會黨，後曾任智利首位

女性國防部長，2006年以

53.5%得票率當選總統，為

南美洲首位、拉丁美洲第三

位女性民選總統，並於2010
年3月卸任。

聯絡資訊 

聯絡地址：

2 UN Plaza, DC2-12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傳真電話：+1-212-963-3463 
官方網站：www.unwomen.org 

資料及圖片來源：UN WOMEN、GEAR、WIKIGENDER

●

●

●

聯合國女人：
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聯合國單位 摘譯│顏詩怡

「聯合國女人」將作為協助聯合國擴展婦女及女孩機

會，以及消弭全球歧視的關鍵力量。

    ──聯合國女人執行長 Michelle Bachelet



生平與啟蒙

貝蒂傅瑞丹(1921-2006)生於美國

伊利諾州一個猶太移民家庭裡。父親白

手起家，經營珠寶生意；母親原本是一

家報社的編輯，但在婚後成為全職的家

庭主婦。身為猶太後裔，她從小也受到

除了身為女性的另一種歧視。而母親因

為放棄工作而感到痛苦的經歷，也引發

了她對女性議題最初的關注。

傅瑞丹於1942年畢業於美國史密斯

學院(Smith college)，隨後她獲得進入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心理學碩士的獎學金。離開校

園以後，傅瑞丹先後擔任記者和編輯的工作，並且在

1947年嫁給劇院製片卡爾傅瑞丹(Carl Friedan)，兩人育

有兩子一女，這段婚姻維持了22年，但最終因家暴離婚

收場。傅瑞丹在1949年生第一個孩子時獲得了產假，但

5年後她懷了第二個孩子時，卻因此而遭到公司解雇，

之後，她成為自由作家，其投稿的作品被刊登在多本雜

誌上。

成為家庭主婦的她，在幾次與鄰家婦女閒聊或是

昔日同窗的聚會上，都發現這些家庭主婦們的幸福模樣

背後，深深隱藏著許多不滿的情緒。而她也注意到，和

她一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同學們，現在都一一成為在家相

夫教子的主婦，但她卻聽到這些媽媽們表示她們並不甘

於只當一個家庭主婦。這一切都喚起她對於女性問題的

思考，並且陸續發表相關著作，其作品反映時事，引起

很大的迴響。

  

啟發女權運動

1963年傅瑞丹出版了《女性迷思》

一書，這是第一本分析女性在美國社會

中的角色，並鼓勵女性從男性權力支配

中掙脫，這本書被視為是20世紀最具影

響力的書籍之一。對於60年代至70年代

的女性而言，《女性迷思》幾乎可以說

是改變了女人的思想與生活。美國全國

婦女組織去年剛卸任的主席Kim Gandy
表示：「這本書讓女性開始了解生活中

還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

1960年代的美國，許多有抱負的女性投入反種族

歧視、反越戰的行列；但當她們真正投入後，卻發現那

仍是一個由男性主導的領域，她們因此了解到，除了黑

人、越南人外，女人更需要解放。戰時女性被鼓勵就

業，但二次世界大戰後，男性卻又急著想要奪回在戰時

失去的工作機會，他們推崇女性在家庭及婚姻中的重要

性，有許多女性被說服回到家中當賢妻良母。也因此，

美國的婦女運動沉寂了將近四十年，一直到《女性迷

思》出版之後，才又喚醒沈睡已久的女性主義。

從《女性迷思》起，傅瑞丹正式踏上女權運動之

路。她不但協力建立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組織「美國國

家婦女協會(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更擔任主席長達6年之久。1970年代傅瑞丹所領導的

女性爭取平等權之罷工和遊行活動獲得意想不到的成

功。NOW是美國半世紀來第一個婦女組織，這個組織

不僅促成了平權憲法修正案的審議，也透過出版《Our 

Bodies, Ourselves》一書，打破以往女性對自己身體及

「性」的迷思。這些不僅顯示NOW對於社會的影響

力，也代表著婦女運動在經歷長時間的醞釀和發展之

後，終於展現了具體的成果。《女性迷思》雖然是為了

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上層的家庭主婦所寫，但它對於人

們如何看待一般婦女的問題及婦女運動的形成，均起了

催化作用。在書中，傅瑞丹描寫美國女性受到迷思之苦

而侷限於家庭生活的情況，她認為中產階級女性無酬又

繁重的家務工作和母職，是造成婦女困境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女性迷思》反映出美國社會普遍存在支配女

性的神話，認為女性應該要投入家庭扮演好妻子和母親

的角色。藉由《女性迷思》及其後諸多爭取女權的活

動，傅瑞丹提醒女性應該要打破迷思，走出家庭投入工

作。而傅瑞丹對於婦女運動所做的貢獻也使她被尊稱為

「美國婦運之母」。

喚醒沈睡的女權運動 

貝蒂傅瑞丹 Betty Friedan

名人專區

名
人
專
區

《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迷思》(1963)

《It changed my life》 (1976)

《The Second Stage第二階段》(1981)

《Beyond Gender》(1997)

《Life So Far傅瑞丹自傳》(2000)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tty_Friedan

ht tp: / /doc.cc jhs. tpc.edu. tw /h tml / soc ie ty /

ambisextrous/07.htm

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貝蒂•弗里丹

林麗珊(2008)，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五南出版

Betty Friedan其他重要著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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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0年第十五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o m e 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於9月19日至21日於東

京正式召開，三天會期間共計18個經濟體、超過500
名來自企業、政府、學術、公民社會、原住民社群的

女性與男性與會，討論本屆大會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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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期共安排三場專題演講、三場全體場

次以及六場次工作坊，提供與會代表多元豐富議題。

一、會議結論與倡議

本屆會議最終呼籲APEC領袖們及部長們正視婦

女對亞太區域經濟及貿易的重大貢獻，並促進動態及

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會議重要建言分為

三大面向：

（一）女性在組織中的職涯發展

再次強調女性積極參與企業內部管理層級，藉由

企業鼓勵方案提昇女性晉升管理、決策層級以及董事

會席次，擬定目標並提報進展成果；強化女性繼續教

育、職業訓練及終身教育，特別應改善女性（再）進

入職場之培訓資源可近性；此外，應與民間單位共同

合作增加女性科學及科技領域就業機會，推廣提昇科

學與科技領域成功女性之能見度；也應鼓勵並充權女

性持續參與勞動市場，擬定適宜的職場生活平衡政策

等措施。

（二）透過人民、自然與文化實踐女性企業精神

鑑於財源仍是APEC經濟體女性創業所面臨的最

大挑戰，宜持續強化女性取得財源可近性，消除法規

及管理層面的障礙，針對女性中小型企業主、微型創

業主以及非正式領域女性，提昇創新財源管道。同

時，鼓勵各經濟體發展策略行動計畫，支持微中小型

創業家；並建議透過公私部門夥伴合作，強化促進女

性創業之方案計畫。會中也再次倡議支持利用在地自

然、生態、文化特色而不是剝削自然環境與傳統智慧

的社會企業。

（三）創造女性新經濟機會

會中多次被各講者引用的聯合國「女性充權準則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被各界

認為是提昇APEC經濟體區域間經濟、社會及市場整

合與促進包容性、永續性成長的指導原則，藉以使女

性成為主要經濟推動者；此外，承認包含原住民女性

的女性角色與才能，以回應近來的金融危機以及自然

災難，將劣勢轉為機會；對於有意學習資訊科技技術

並作為經濟工具的女性，應確保其資源取得可近性。

在推動性別主流化部份，倡議提昇APEC經濟體收

集、分析、傳播性別統計的能力，喚醒政策決策者對

性別失衡的意識覺醒。

本次會議也決議為落實各項建議，WLN要求

GFPN連同APEC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共同合作研擬「整

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執行報告」，並包含企業女性

董事成員、中小企業女性負責人、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女性成員三項數據，以持續監督女性參與

高階決策的進展。這也是WLN首度要求各經濟體具體

明確提出性別統計監測指標。

二、與會觀察與建議事項

（一）WLN未來轉型與體制化

本屆會議日本主辦國會終提議籌設WLN全球執行

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由各經濟體推派一名固定代表，

共同規劃參與WLN組織發展決策。WLN創始人亦特

別強調需回歸當年成立初衷，她建議各經濟體聯繫窗

口應是非政府組織代表且具備跨領域專業長才，彰顯

WLN融合產、經、學、研的民間色彩。

（二）爭取企業多邊商務產銷聯盟

本次與會我代表團團長於非正式時間積極商洽

加拿大團長，共商我國加入該國主導之「偏鄉原民婦

女貿易網絡」可能性，該計畫已執行四年，串連加拿

大、智利、秘魯、越南四經濟體之原民婦女，建構商

務交流結盟平台，並視各經濟體之規模提供產品代工

或原創設計，藉由結合弱勢婦女力量，提供其就業與

經濟獨立的機會。會上雙方已達共識，會後兩國將針

對計畫詳情及權責內容更深入討論。

（三）我國爭取籌設WLN秘書處

WLN每年度隨同APEC主辦國舉辦已為創設以來

之慣例，與會期間我代表團團長多次表達中華臺北籌

設WLN秘書處之強烈意願，甚而積極爭取未來主辦

WLN大會的可能。由於此項提議仍須經大會多方考

量，然而藉由拋出我國強烈意願，亦展現我國願意長

期投入WLN事務之決心與能力。

（四）建構女性企業連結網絡

本次出席觀察發現日本主辦國藉由其國內網絡，

動員大量國內大型女性企業主與會，其中一非營利組

織「日本女性創新網絡（J-Win）」尤其活躍，其成立

宗旨為連結並培訓跨領域各大企業之女性員工，共享

工作困境、挑戰與領導改變策略，同時致力創造多樣

2010年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
重點與會後分享

國際重要議事

06

吳昀



國
際
重
要
議
事

各經濟體代表團團長開

幕式大合照

我國受邀講者田媽媽著台灣花布發表演說 我國會場展攤獲與會者踴躍參觀 會場展示我國女性企業領袖

國際重要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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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學習型工作環境，定期檢視進度、提供建議並頒

發年度獎項，至今該組織會員已超過84間公司，成為

國內頗具影響力之跨企業間女性培力平台，其運作模

式值得借鏡。

（五）倡議政府採購保障女性企業

本次會中韓國講者提出韓國政府法令通過，確保

政府採購案中5%須保障給女性企業主，並採行認證

方式提供合格企業，以此作為扶助女性創業之過渡性

機制，此進展也被韓國講者認為是韓國於2005年主辦

WLN會議後，政府肯認並投入資源輔導女性企業之具

體展現。針對我國政策環境是否適宜比照韓國法規，

並規劃相關認證制度，宜先進行可行性規劃研議。

（六）提昇我國政策效益曝光度 

本次與會行前，智利主動邀請我國針對輔導女性

創業政策進行雙邊會談，由智利代表團團長（婦女服

務部副部長）與婦女服務部國際部主任出席會談，會

間智利代表對於我國政府協助婦女創業之服務內含及

多元機制深感興趣並表示讚賞，希望作為該國後續施

政參考。顯見我國輔導女性創業之成效深獲肯定，未

來宜加強國際社群之政策曝光度。

三、我團與會參與情形

WLN作為APEC非官方外圍會議，本屆會議組團

在提前宣導下，依舊號召國內各區的女性企業代表踴

躍與會。代表團由行政院勞委會王主委如玄擔任團

長，率領政府部門代表、婦權會委員、女性企業家代

表共計79名與會。與會期間代表團團員積極參與，多

次於正式會上發言提問，與講者交流互動，並主動分

享我國或個人經驗；團員亦於非正式期間主動結交認

識國際友人，發送與會者我國代表團文宣簡冊，提供

進一步聯繫管道。

我團抵日當天，由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馮

代表寄台宴請歡迎酒會，並與團員分享日本國情與商

情。我代表團團長亦受邀接受日本產經新聞社特派

記者瀧川麻衣子專訪，分析我國與日本女性經濟發展

與決策管理趨勢，並提出改善女性職場生活平衡之見

解，專訪內容並分別於「富士產經商情報」以及「產

經新聞」刊出。

為提昇與會能見度，我國申請於會場上設置展

示攤位，提供國內公私部門簡介資訊，以及我國性別

平權國際指標。此外，日本主辦單位亦於會場規劃

APEC經濟體女性企業領袖展示區，其中包含我國多

位女企業家代表之簡介展示。

本屆我國受邀講者共兩位：本屆代表團團長行

政院勞委會王主委如玄，受邀擔任「各國女企業家的

能量」全體場次與談人，侃侃而談我國輔導婦女創

業成果並介紹成功案例，與各國分享推展經驗及未來

努力方向；雲洞仙居田媽媽餐廳彭負責人麗貞受邀擔

任「鄉村婦女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

佳運用」工作坊場次四的與談人，由自身經驗提出創

業與轉型甘苦談，並呈現我國農村婦女經濟實力與創

意，皆獲得與會代表讚賞與迴響。

第十五屆WLN會議資料網站：www.apecwln2010.jp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一、會議背景及重點

APEC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會議始於2003
年，源起2002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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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屆APEC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會議於今

（2010）年9月22至23日假日本埼玉縣國立女性教育

會館（National Women’s Education Center）舉行，共

有澳洲、智利、印尼、美國、日本、南韓、馬來西

亞、越南、菲律賓、新加坡、中華臺北、泰國等12個

經濟體與會，我國由內政部社會司黃司長碧霞與婦女

福利科楊科長筱雲代表出席參加。

本次會議我國援例提送「中華臺北整合婦女參

與APEC架構報告」，並提出「整合性別觀點進入

APEC提案國際研討會」（APEC Symposium on GFPN 

Strategies:Integrating Gender Perspectives to APEC 

Forums）方案計畫之執行成果與後續工作目標。我國

亦主動參與草擬提交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

員會（SCE）之報告，報告所提出之行動建議如下，

此建議並將由SCE轉達至資深官員會議（SOM），喚

起資深官員對性別議題的重視：

（一）在APEC經濟領袖會議及部長聯席會議聯

合宣言中，肯定APEC成長策略所反映，女性在驅動

經濟中扮演關鍵角色，且能對落實策略有所貢獻。

（二）考量在APEC會議中創造符合「APEC成長

策略」的高層級女性經濟機會對話。

（三）GFPN贊同並建議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

作指導委員支持第15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LN）會議

對資深官員會議的建議。

二、與會觀察及發現

本屆GFPN會議中，APEC秘書處公佈已建置完成

之APEC統計資料網站(http://Statistics.apec.org)，內容

包含21個經濟體相關統計資料。APEC秘書處會中指

出：目前該StatsAPEC公告之我國統計數據取自我國

主計處、內政部、央行等國內公部門的英文網站，但

仍有部分數據無法獲得。

其次，APEC政策支援小組（Policy Support Unit, 

PSU）於2008年開始運作，主要任務為提供各論壇與

經濟體特定議題之研究、分析與政策支援，以提升

APEC對於議題與政策的研析質量。目前PSU已完成

包含貿易與投資便捷化、環境產品服務、供應鏈與多

式聯運物流、包容性成長、茂物目標等APEC優先議

題；惟在性別面向的討論甚少，未來可於該研究基礎

上加強性別差異的探討，及促進性別觀點融入PSU相

關研究計畫。

本屆會議亦是GFPN從2003年起運作八年以來，

首次就GFPN的角色功能深入檢討，並提出改善策

略。為了提升決策層級，明（2011）年主辦國美國已

規劃辦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MMW），並提出未來

將GFPN分成三層級會議的可能性，包括決策層級的

MMW，工作小組層級的GFPN，以及擴大參與及諮詢

性質的WLN。另會中亦檢討各經濟體出席率不佳，可

能導因於無性別業務專責單位、無指派性別聯絡人，

或是遠程交通與費用等問題，因此未來發展視訊會議

或聚焦討論婦女切身議題，及重新檢討GFPN角色職

2010年
APEC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重點與會後分享

國際重要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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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都是解決問題可能之方法。

此外，GFPN不斷強調要整合性別觀點進入各

APEC論壇，及發展與各論壇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在

推動女性技職訓練、改善女性就業與創業障礙、確保

微型及中小型企業的資金取得、協助女性資通訊技術

之應用與學習、確保性別觀點融入災難管理等議題，

與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中小企業工作小

組（SME）等多個論壇密切相關。

三、未來建議

（一）強化與APEC統計資料庫連結與更新

我國在性別統計上的努力有目共賭，為提高中華

臺北在性別統計資料上的成果，及加強與APEC相關

經濟體的連結，建議主動回應該網站所需資料，並檢

視目前國內統計資料不足之處，相關部會應納入公務

統計與調查統計，定期回報與更新統計數據，擴大性

別統計資料的對外連結及宣導效益。

（二）深化經濟領域中的性別分析與研究

明年APEC主辦國美國已提出性別優先議題，

包括提倡女性企業家精神、公私合力促進女性經濟

力、創新商業成長與ICT的運用、氣候變遷與糧食安

全等，建議國內相關單位就上述議題持續蒐集資料與

研究，並確實導入性別概念於經濟活動及新興議題探

討。

（三）提早準備2011年婦女事務部長會議

呼應美國明年召開婦女事務部長會議，我方宜即

早因應，及參與明年美國於蒙大拿聚辦的預備會議。

另外，國內APEC各論壇亦應指派處理性別事務人

員，與我國GFPN密切合作，加強GFPN與國內APEC
論壇的議題合作與對話，尤其在女性經濟發展、氣候

變遷與災害防治等當前受到APEC重視之議題，目前

國內APEC相關論壇以性別觀點檢視的部分不多，建

議透過聯繫會報、議題討論、研究發展等策略，改善

目前無法整合性別議題進入APEC領域之困境。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第八屆GFPN與會代表會場大合照



制定背景

隨著世界漸趨走向全球化與相互連結的型態，儘管

男女平等的國際立足點相同──即使是最基本、不可侵

犯的人權，女性仍持續遭受歧視、排擠、忽略等問題。

幾乎所有國家均透過認可國際人權條約的方式（包括公

民權、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肯定男女

平等立足點相同的價值觀，特定條約更明確指出保障婦

女、原住民、兒童、工作者與身心障礙人士人權的國

家職責。此外，於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會議所採納的

「北京行動綱領」（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以及

189個國家於2000年採納的「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均對於建構全球人權體系帶來莫大貢獻。

上述公約有助於制定國家法律以及形成世界組織的

共同價值觀，對企業領導人而言，與同業、政府、非政府

組織及聯合國密切合作的過程中，亦希望透過套用支持人

權的國際標準規範，體現其致力實踐的承諾，證明人權價

值對其企業及其社群而言有多麼重要。

雖然企業職責、多元化與包容性方面的原則措施整

合執行度有所進展，但是女性於私領域的參與程度仍有

待改善，例如CEO層級、工廠與供應鏈產業職務等。在

近期出版的McKinsey白皮書《The Business of Empowering 

Women》，即針對全球2,300名私部門的資深執行長進行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已開始著重婦女權益的企業公司，

均回報可觀的商業效益。三分之一的受訪人員表示，公司

針對婦女權益所做的投資，已產生極佳利潤，其餘受訪人

員則表示，其投資將於短期內轉化為利潤；許多企業回報

表示性別平等能促進創新、吸引頂尖人才、提升正面形

象、增加消費社群肯定，以及改善利潤等。性別多元化能

有益於企業績效，鼓勵女性參與企業內部決策，對企業營

運管理及營收績效都有正面影響。

越來越迫切的需求發現，必須藉由具體的技術、工

具與實務，才能加強企業政策與營運程序的開放與接納。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UNIFEM）與聯合國全球聯盟

（UNGC）（擁有超過7000家企業、規模最大的企業公民

組織），邀請135國以上的利益關係人攜手合作，與國際

多重利益關係經過多方的諮詢討論程序，於今（2010）年

國際婦女節當天，雙方共同宣布「女性充權準則：婦女

職場平等權（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 Equality 

Means Business）」正式誕生，該準則依據2004年訂定的

第一項全球企業行為準則「卡爾維特婦女原則」（Calvert 

Women’s Principles）修訂而成。

女性充權準則之精神與重要性

充權女性，讓女性擁有完全參與所有產業經濟領域

以及經濟活動層級的機會，對於達成以下目標十分重要：

●建立強大經濟環境；

●建立更穩定公正的社會；

●達成國際認同的發展、永續性與人權目標；

●改善女性、男性、家庭與社群的生活品質；以及

●推動企業營運及目標。

透過審慎思考的措施政策，方能確保女性才華、技

能、經驗與能力受到賞識。女性充權準則提供完整建議，

幫助私領域關注於關鍵指標，於職場、市場與社群推廣性

別平權。藉由宛如「性別放大鏡」的女性充權準則，企業

即可調查與分析現有企劃專案與基準。準則中揭示七項企

業主可採納的具體措施，期許企業公司充權職場與市場中

的女性，並且實踐於現實生活中的商業行為。

集結商業實務與學術成果的「女性充權準則」，期

望幫助公司企業量身打造既有或建立嶄新的政策與實務

──以實現女性充權與包容的目標。該準則亦呼應政府與

民間團體的利益，並支持利益關係人之間的互動，提供了

適時且正確的開創性指引，宣示女性成就與多元包容的時

代正式來臨。

聯合國女性充權準則：
職場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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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  吳昀

原則簡介

1.建立高階企業領導職位的兩性平等文化。

2.公平對待職場男女─尊重與支持人權且反歧視。

3.確保所有男女工作者的健康、安全與福利。

4.推廣女性接受教育、訓練與擁有專業發展的機會。

5.實施能充權女性的企業發展、供應鏈與行銷實務。

6.透過社群企劃專案與政策，推廣兩性平等概念。

7.衡量與公開呈報達成兩性平等目標的進展。



1.領導力推動兩性平等

肯定高階對於兩性平等原則與人權的支持，以及促

成高層提出的政策。

建立以公司為主兩性平等目標，並將推廣進展列為

經理績效審查的因素。

讓內外利益關係人參與制定促進兩性平等的公司政

策、程序與施行計畫時的過程。

確保所有政策，均將性別敏感議題納入考量─確認

對男女產生不同影響的因素，並確保企業文化能否

促進兩性平等與包容性的原則。

2.機會平等、包容性與反歧視

向工作價值相等的所有女性及男性支付相等報酬，

並須支付維生工資。

確保職場政策實務非以性別歧視為制定基礎。

施行考量性別敏感議題的招募留任實務，主動招募

與指派女性擔任經理與主管級職位以及企業董事會

成員。

確保參與所有層級與商業領域的決策及治理程序的

女性人數達30%以上。

提供彈性工作選擇、請假與再度就業擔任相同職位

與擁有相同薪資的機會。

向男女職員提供服務、資源與資訊，支援安親照護

的管道。

3.安全、健康與遠離暴力

將對男女產生不同影響的情況納入考量、提供安全

工作條件，以及於暴露危險物質的保護措施並揭露

潛在風險，包括對生殖健康的影響。

建立反對所有職場暴力形式的零容忍政策，包括言

語及／或肢體暴力，並且防範性騷擾問題。

致力於提供醫療健保或其他必要服務，包括為家暴

倖存者著想，並且確保所有員工，均能平等接觸此

類管道。

尊重男女工作者請假看病，或照顧家人的醫護需求

與諮詢的權利。

與員工諮詢時，須確認與解決安全議題，包括女性

往返職場與處理公司相關事務的安全性。

訓練保全人員與經理分辨婦女受暴跡象，並須瞭解

人口販賣、勞力及性剝削的法律與公司政策。

4.教育訓練

投資能讓女性在所有層級與商業領域擁有大放異彩

機會的職場政策與計畫，並鼓勵女性踏入非傳統產

業的工作領域。

確保加入公司支援的所有教育訓練計畫機會均等，

包括讀寫課程、在職訓練與資訊科技訓練。

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網絡互動及督導活動的均等機會。

提供能推廣女性充權、對男女均產生正面影響的商

業案件機會。

5.企業發展、供應鏈與行銷實務

拓展與女性自營企業合作的商業關係，包括小型企

業以及女性創業者。

支持以性別敏感議題為考量，而能解決信貸阻礙問

題的方案。

要求商業合作夥伴與同業，尊重公司致力達到兩性

平等與包容性的目標。

尊重所有行銷與其他公司素材的女性尊嚴。

確保公司產品、服務及設施，未作為人口販賣及／

或勞力或性剝削的用途。

6.社群領導力與投入程度

以樹立模範的方式領導─展現公司致力達成兩性平

等與女性充權準則的承諾。

獨自或與他人合作而善用影響力，以提倡兩性平等

原則並與商業夥伴、供應商及社群領導人，協力推

廣兩性平等包容原則。

與社群利益關係人、官員及其他人士合作，屏除歧

視與剝削問題，為女性開放機會。

推廣與肯定女性在社群的領導能力及貢獻，並確保

讓人數充足的女性代表參與任何社群諮詢程序。

運用慈善與獎助金計畫，支援公司推廣包容性、兩

性平等及人權原則。

7.透明化、衡量與呈報

公開說明用以推廣兩性平等原則的公司政策與施行

計畫。

建立能將婦女參與所有層級活動的狀態量化之基

準。

運用性別區隔資料衡量與呈報內外推廣進展。

將性別指標列入既有呈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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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CEDAW公約系列之三

第一期以及第二期的通訊曾經介紹過CEDAW的可

實踐性，本文則將更進一步介紹各國婦團運用CEDAW的

兩個重要工具：影子報告與性別平等法。先分析影子

報告的關鍵，首先，CEDAW委員會是聯合國少數委員

會中具有採納民間婦女團體報告，以對應國家報告，

並對國家報告提出具體問題與建議的機制。CEDAW
委員會一年開二次會議，每次會議前一天，都排定

CEDAW委員聆聽民間婦團的口頭報告。

換句話說，國家報告必須面對CEDAW委員會的提

問提出說明且具體回應，而其中許多提問都是立基於

民間婦團的影子報告。CEDAW委員會對於婦團的影子

報告並無一定格式體例的規範，最重要的在於，婦團

如何呈現在民間基層中婦女的真實處境。茲舉兩個報

告為例。

第一個是「加拿大國際女性主義行動聯盟」，該

聯盟於2008年9月所遞交的報告，先提供團體簡介；第

二部分內容包括：加拿大政府未實踐2003年CEDAW委

員會建議事項、2006年來政府作為、1999-2008加拿大

女性不平等的地位（此部分包括：原住民女性、有色

女性、移民女性及難民女性、身心障礙女性、女孩及

年輕女性）；第三部分主要在記錄違反第二條對女性

的歧視，內容包括：聯邦政府的責任及權力、女性尋

求司法正義的途徑、人權相關法案、民事法律扶助、

憲章、法庭挑戰計畫、國際條約責任。

從這份報告大綱可以看出幾個撰寫報告可能的方

向。第一，民間婦團得報告不需要完整的檢視CEDAW
從第一條到第十六條的實踐經驗，相反的，加拿大的

婦團將重點擺在加拿大政府對於CEDAW委員會的建議

事項，以及對CEDAW第二條的檢視。特別的是，加拿

大婦團在此報告中，特別將女性的主體有區分為原住

民女性、有色女性、移民女性及難民女性、身心障礙

女性、女孩及年輕女性，以更有效檢視弱勢女性所遭

遇的處境。同時，加拿大婦團對於司法體系的關注也

值得台灣婦團借鏡，如何讓自許審判獨立的司法機制

具備性別觀點，也是臺灣婦團近幾年來不斷努力的方

向。

第二個影子報告是韓國婦團在2007年6月遞交的

報告，包含以下幾大類：針對第二條的檢驗以新通過

法案為框架，分別檢討下列三法：「健康家庭法」、

「女性科學家／工程師教育支持法」、「生命安全倫

理法」。針對第三條檢視則以性別主流化實施為主，

內容涵蓋：性別平等及家庭部、政府組織性別政策架

構、性別影響指標、性別預算分析、性別敏感統計、

加速公務員性別訓練。對第四條的檢視則將重點擺在

女性員額制度的檢討，包括女性公務員員額制度、女

性教授聘用員額制度、增加中的女性學校行政人員，

以及女性科學家員額制度。

在第五條文，韓國婦團比較特別的是以「實施全

面性的性騷擾防治體系」作為提升性別平等意識的指

標之一。第六條以女性人權保護為主要討論，但內容

共有十二項： 成效不彰──娼妓防治與被害人保護

法、缺乏保護並支持娼妓被害人之體系、處罰女性的

法律措施、提升防制娼妓活動之成效、對仲介之懲戒

及對妓院提起訴訟、移民女性之性販運問題、性暴力

及家庭暴力之強制性保護措施、家庭暴力法、與家庭

暴力相關之政策、針對女性之暴力行為的全面防治計

畫、家庭暴力之司法回應、移民女性面對的性騷擾及

家庭暴力。

從以上韓國婦團的影子報告可以發現，臺灣與韓

國婦運在進程上有不少相似之處，對於政策、法案、

機制、保障名額的重視，同樣反映出國家女性主義得

實踐。同時，也許因為相似的傳統文化，兩國婦團在

人身安全的議題上也同樣保持高度關注，並作為重要

的檢視指標。

臺灣雖然於2007年簽署CEDAW，但卻被聯合國祕

書長潘基文以技術性拒絕存放，阻撓臺灣簽署此一原

本就開放給非會員國簽署得重要國際人權公約。令人

激賞的是，臺灣婦團與政府並未因此就停下腳步，相

CEDAW：
國家的責任與婦團的運用 伍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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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CEDAW公約系列之三

反的，借助行政院婦權會與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之力，臺灣不但邀請二位前CEDAW委員來臺

審理國家報告，更重要的是，婦權基金會開始了國家

報告與民間報告的系列對話，藉由二種報告的彼此核

對，相信一定能為消弭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作出具體

貢獻。

CEDAW實踐的另一個重要工具是性別平等法，臺

灣目前也已進入立法階段，因此，特別提出國際間幾

個對於性別平等法的重要討論。CEDAW第二條規定：

「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

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為此目

的，承擔…(b)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適

當情況下實行制裁，以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

CEDAW委員會在第34次會議對柬埔寨的結論建議，第

36次會議對摩爾多瓦共和國（Republic of Moldova）的

審查結論，以及第38次會議對莫三比克的結論建議，

都一再重申，必須對於一切對婦女歧視的行為採取處

罰措施。

許多簽署CEDAW的國家，都以制定性別平等法作

為保障婦女不受歧視的依據，而懲罰方式則包括刑罰

以及罰款等方式。在聯合國婦女基金（UNIFEM）所

出版的《Gender Equality Law: Global Good Practice and a 

Review of Fiv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一書中，即建

議各國對於歧視婦女的處罰，不管是何種處罰方式，

對於違反性別平等法的行為，都應課以在該國被視為

較嚴重的刑罰，以免此法被忽略。聯合國婦女基金同

時也提醒，對於不同的部門與機構，應該課以對其影

響最大的處罰方式，例如：罰鍰可能直接損及私人企

業/私部門的獲利，但對於公部門就較無影響。

CEDAW委員會曾一再提示，確保每一位個人的

申訴管道是最有效的落實性別平等與建構非歧視法律

架構的方式，因此也應成為性別平等法的一個基本內

涵。而此一申訴管道的中心目的，則是在提供遭受性

別歧視的受害者能夠得到適當的補救措施。依據聯合

國婦女基金的指南，一個好的可實踐的申訴管道應該

要包含以下十一個元素。第一，申訴管道應由獨立資

金成立運作；第二，應由性別專家擔任工作人員；第

三，申訴管道應免費；第四，被申訴對象應包括公私

部門的團體及個人；第五，標準應該公開；第六，流

程應該非常清楚；第七，舉證責任屬於被告而非原

告；第八，申訴單位應有權力提供適當的補救措施；

第九，關於受害者的資料應保密，且防止對受害者可

能的報復；第十，同樣提供個人或機構對於是否可能

違反性別平等的諮詢；第十一，同時應包含一個有效

的上訴機制1。

以上這十一個指標可以作為臺灣未來性別平等法

立法的重要參考，畢竟，在CEDAW實踐原則中，早

已將性別平等法列為簽署國的一項重要任務。CEDAW
委員會同時也要求各簽署國，必須同時檢視相關法令

是否有違反CEDAW條文的可能，並進行配套修正。值

得提醒的是，對於法律的檢視，不僅僅限於CEDAW的

第一到第十六條條文，更應該包括CEDAW委員會為

了回應國際婦女處境的新趨勢，以及為了更完整定義

CEDAW條款所指涉的範圍，而陸續公告的建議文（目

前已到第二十六號建議文）。

CEDAW所保障的是基本的婦女人權，而她的實踐

有賴於民間婦團與政府的齊力合作，臺灣是一個在許

多性別立法領先的國家，更應戮力消弭一切可能在日

常生活中所發生對女性的歧視現象。

(本文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1  www.unifem-eseasia.org/projects/Cedaw/cedawse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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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視觀點談老年女性健康照顧 古春勻 摘譯

在上一期的通訊中，我們介紹過四個國家的老年政策，而本期通訊則摘錄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

委員會（ESCAP）之性別與發展討論報告中的第二部分：由微視觀點檢視老年健康照顧，透過針對爪哇

沒有子女的老年寡婦所做的個案研究，討論家庭支持缺乏對於老年人的影響以及老年政策的回應。

A.微視觀點：老化被視為私人問題

本篇從微視觀點（即家庭成員間的支持關係）

分析人口老化議題，當大眾將照顧視為私人問題時，

這對於老年女性是相當不利的挑戰。透過檢視個人可

取得的資源和支持系統的強弱有助於了解個人如何回

應此種挑戰。本篇選擇以東爪哇都市地區關於老年寡

婦支持的人類學研究作為微觀層面的個案研究有以下

原因：此研究指出老年女性日常生活中因老化所產生

的影響以顯示女性老化的具體圖像。此外，這項研究

指出家庭支持如何及為何運作還有影響其運作方式的

決定性因素。下段中也會討論到，對於很多老年人而

言，尤其是處於社會安全系統非常不足情況下的老年

人，家庭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持來源；然而家庭支持的

取得卻是不夠穩定的。家庭支持能夠協助老年人到什

麼程度取決於許多因素如：情感的親密度、供給者、

資源和支持方式。詳細的了解這些因素有助於避免過

度理想化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尤其是對立法者而言。

研究中呈現個案並針對老年弱勢群體所面對的各

種問題進行詳細分析，即檢視沒有子女且喪偶的老年

女性和他們有的因應選擇。這些問題和因應方式不只

是反映出寡婦和家庭的情況也顯示出他們在社區或社

會的狀況。這些沒有子女照顧的老年寡婦在長期患病

又沒有受到適當醫療照顧而孤獨過世的案例絕對不只

是個人悲劇，這種個案也呈現出家庭和社區支持和國

家社會安全系統缺乏的問題。從決策的角度來看，在

微視層面發生的問題可以幫助鉅視層面（如政策和方

案制定）做出有效干預。

B.印尼家庭支持的重要性為何？

在印尼，人們非常強調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家庭

成員在危難時應該互相幫助的這種想法對國家福利政

策產生很大影響。立法者傾向將老年人的照顧和居住

問題視為是家庭事務。如此一來不僅限制其他支持來

源（如社區或國家）又會進一步強化了家庭為主要支

持來源的這種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家庭」支

持的提供常常成為婦女的責任。

鄰居的支持在緊急或突發狀況時是非常重要的。

在緊急情況下，鄰居可以較快抵達並能提供迅速的協

助。然而，和家庭支持相比，鄰居的協助並不包括那

些較密集或持久的形式，像是主要的護理工作（如洗

澡、穿衣、進食或協助如廁等）。 

國家干預的缺乏是家庭支持在印尼非常重要的另

一個原因。由於大多數人並未受到健康照顧保險的保

障，他們必須要在每次尋求醫療照顧時以現金支付，

因此，假如需要住院，人們就必須要用自己的積蓄、

抵押或出售自己的有價資產包括房子和土地，或借高

利貸以支付醫療照顧費用。當這些方法都行不通時，

唯一的辦法就是尋求家庭協助－以及某種程度上會尋

求鄰居幫助－雖然這可能會缺乏必要的醫療和專業護

理。

然而，家庭關係往往是複雜的且矛盾的。對於

家庭的描繪不僅是正向的如無條件的感情、保護和忠

誠，也包括負向的如衝突、不安全和遺棄。一些研究

指出家人間的協助在幫助成員處理問題時扮演重要的

角色但同時間也指出家庭成員間支持關係的改變和弱

化。

C.爪哇寡婦及其支持來源

以下的討論藉關注支持不存在的情況以分析爪

哇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對於特定人口群（即寡婦），

家庭支持似乎更為重要。研究的對象主要為中老年女

性，其成年子女通常是最可能的支持來源。子女扮演

的重要角色更突顯出沒有子女的婦女潛在的脆弱性。

在此主要著重於探討無子女寡婦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關於寡居的問題非常多元。不過，大部分寡婦都

是中老年人，其中許多在非正式部門工作。老年照顧

和經濟安全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像大部分印尼人一

樣，大多數寡婦並沒有直接獲得國家的支持，因此，

他們的支持來源仍是以家庭和社區為主。如果成年子

女是寡婦最主要的支持來源，那麼沒有子女的寡婦會

怎麼樣？哪種寡婦在缺乏家庭支持的情況下會受害最

深，她們又該如何處理？她們可取得的支持又有哪

些？



寡婦被孤立的情況在地中海、中東或南亞社會

很常見，但在東南亞則多數沒有這種現象。雖然配偶

過世會對生活帶來很大改變，但寡婦並不會在外表上

表現他們是寡居的。寡婦不被要求要退出經濟、文化

或社會生活並且其寡婦的身分並不會比他們其他身分

重要，如母親、祖母、鄰居、食品商或組織代表。的

確，缺乏強大的哀悼習俗和外顯的寡婦身分以及具有

其他更有價值的身分時，會勝過明確的寡婦身分。因

此，不像其他社會的寡婦所經歷的情感和經濟困難可

能直接導致其社會文化排斥，爪哇女性所經歷的潛在

剝奪常常不是由他們的寡婦的身分所引起。他們所面

對的問題基本上是失去丈夫的實際後果還有廣泛社會

問題，像是老化、性別歧視、貧困和受到福利計畫的

排除。

此研究受訪者中，16%是50歲以下，59%是介於50
到70歲之間，25%是70歲以上。寡婦往往面臨和老化相

關的問題如身體不適、工作能力下降，因此老年支持

需求增加。然而，大部分中老年的寡婦並不一定有相

似的生活情況。實際上，他們代表了廣泛的社會經濟

地位，從並不總是有足夠收入買日常食物的貧窮的小

商人到受尊敬的年金者或成功的商店主人。

研究顯示，十位寡婦中就有一位是獨居，多半是

因為他們沒有子女或是子女移民了，少數個案的子女

會住在隔壁或附近。27%的寡婦和其就學中、未婚或

單身、喪偶或離婚的孩子住在一起。8%則會和兄弟

姊妹或雙親居住，2%則和非親屬共住。大多數寡婦

（53%）和已婚子女共住。然而，這並不代表他們一定

是依賴者。其中有些人是戶長，是已婚子女搬去和他

們共住的。

為了解決經濟、實際和情緒問題，寡婦可能獲

得不同形式的家庭支持。經濟方面的支持可能提供金

錢、禮物或膳宿。除了日常支持外，也有在特殊事件

的支持，如喪葬、婚禮或住院治療。實際支持常以個

人照顧、家事協助、兒童照顧和協助經營公司或處理

行政程序（如：安排喪禮或申請遺囑年金）。與前兩

項相比，情緒支持較不明顯。一般而言，爪哇人傾向

限制他們的情感表達，包括由死亡引起的情緒反應。 

下表摘要寡婦不同支持來源的相對重要性。一般

來說，家庭成員比起鄰居或其他人更可能提供支持。

有趣的是，有姻親關係即被視為是家庭的一份子，但

只有10%的寡婦在配偶死後仍與婆家有聯繫。

D.無子女的寡婦境況：案例、問題與因應方式

下表根據幾個特點比較無子女者和所有研究對

象，年紀越大越可能面臨身體限制和健康欠佳等問題

也就更需要個人護理，然而，無子女寡婦獨居的比例

極高，可能會使他們生活更加困難。此外，無子女寡

婦較傾向就業，這無疑是因為他們缺乏財政資助，但

這也表示他們比較不會有來自家庭的財政協助並且在

家中也處於較不利的地位。

支持來源──以支持形式分（%）

支持提供者

子女

配偶

兄弟姊妹

資源結合

公婆(配偶家人)

鄰居

傭人

無

總計

經濟支持

61

1

3

16

0

2

0

17

100

實際支持

73

2

5

4

0

1

2

14

100

情緒支持

60

1

6

16

0

17

0

1

100

15

註：子女為主要提供者可能的原因有：第一、多數個案中，

子女和母親有強烈的情感紐帶。第二，多數子女是經濟活躍

的成人。第三，很多寡婦與其手足或姻親屬相同年齡團體因

此同時都是支持的潛在接受者。最後，大多數受訪對象的雙

親已過世。然而，在分析受訪者的情況時，應先注意家庭成

員間的支持關係。

主
軸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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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子女的寡婦與所有研究對象比較：

特點

平均年紀

居住安排

  獨居

  和子女同住

  和其他親屬同住

  和房客

工作狀況

  有酬工作

  領退休金

  無酬工作

房屋所有權

  屋主

總計

無子女之寡婦

比例          

70歲

41.61

33.3

16.6

8.3

41.6

25.0

33.3

83.3

---

 所有寡婦

比例             

63歲

9.9

80.1

8.1

1.8

34.2

27.9

37.8

85.6

---

人數

5

4

2

1

5

3

4

10

12

人數

11

89

9

2

38

31

42

9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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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1位研究對象中，11%的寡婦是沒有子女的，

再從中挑選五個案例作進一步討論。所選擇的五個案

彼此間有相似和相異之處。她們平均年齡是71歲，都

有健康問題。然而，他們有不同的經濟地位和社會關

係，這些案例會先描述後再討論。

第一個案例是70歲的Niki，她有領取退休金並繼

承一半的房子。多數時候她能做自己做所有家事。但

當她生病時，兩個姪女就會幫忙她。所以她過世時，

兩個姪女協助其葬禮無論是金錢或實際上的幫助。之

後，他們也繼承了Niki的那一半的房子。

第二個例子是Juari，67歲。雖然她領養了自己的

侄子，但她仍自己住。這個領養的兒子和家人住在城

市的另一邊。Juari和鄰居都保持不錯的關係。每次她

生病時，鄰居會打電話給養子，並帶她去醫院也會常

去找她和帶飯菜給她。如果病情較嚴重，她會到養子

家住幾週。她本來賣水果沙拉維生，在她中風後便無

法工作了。Juari靠平日的儲蓄並沒有經歷過嚴重的財

政問題。

第三個例子是超過70歲的Prapti。她的丈夫是地區

銀行的副主任，因此她能享有很好的遺囑年金。這對

夫妻從未領養小孩，因她認為領養的小孩在愛和忠誠

度上不能被依賴。Prapti投入大量時間在當地的女性組

織。Prapti有些健康問題，雖然大部分時間她仍能照顧

自己，但她開始思考當她健康更惡化時可能會遇到的

問題，她想到第一個解決方法是請一個傭人，但所有

試用者都在幾週後放棄。Prapti承認他對待這些年輕女

孩可能太嚴格了。1999年她想以比市場行情低很多的

價錢將房子賣給自己的侄子或姪女，但是條件是買房

子的人要在房子裡照顧她直至她過世為止，沒有一個

親人對於這個想法感興趣。

82歲的Sarah是此次研究對象中年紀最大的，她出

租自己房子的幾個房間賺取租金。根據鄰居所言，她

也會借錢給別人賺取額外的收入。作為主要的經濟支

柱和獨立女性，她在家庭成員間的決策過程扮演了很重

要的角色。她照顧自己年邁的雙親、生病的妹妹和丈夫

直到他們過世為止。年輕時她領養過一個姪女，但因為

反對女兒未來的丈夫使雙方關係變得很惡劣。她一直患

有風濕病，有時會因為雙腳劇痛而幾天不能走路。在

這困難的時期，Sarah常受到隔壁鄰居（也是她最好的

朋友）的幫助。她的侄子曾建議要Sarah賣了自己的房

子與他同住，然而Sarah並不想成為侄子家裡的負擔。

最後一個例子是64歲的Nah。她獨自住在市場裡的

木屋，和親人已不聯絡了。她也不希望和鄰居有太密

切的關係。她的貧窮也使她被社會隔離的情況更加惡

化，因為她不可能會參與鄰居的社會活動，如：儲蓄

合作社、慰問探訪或婚禮，這些都需要錢。她靠賣菜

維生，收入僅夠支付日常開支和房租。當她生病時，

她就必須要動用自己的儲蓄。1999年初在她生病將近2
個禮拜後她孤獨的過世了。她的鄰居好奇她為什麼沒

有如往常打開門窗，隔天才發現她已經過世。而葬禮

由鄰居幫忙辦，親人一個也沒有出席。

如上所述，五個案例都有健康問題，但他們的經

濟地位和社會關係都不相同。有的領取退休金和擁有

房屋而獲得獨立和穩定的收入。有的雖沒有退休金但

也擁有房子。只有最後一個提到的例子Nah經濟安全問

題最嚴重，因為她沒有有價資產也沒有存款和收入。

在社會參與部分，前四個個案都能夠並且願意維持親

屬、鄰居和朋友關係。只有Nah是家庭和鄰居關係惡化

的例子，因此能受到的幫助非常有限。

經濟安全對爪哇不再工作、沒有資產、沒有年金

或其他正式協助的老人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經濟安

全問題需要透過其他形式的經濟協助解決，如餽贈、

貸款、或各種來源的小額給付，主要是家人或鄰居。

經濟支持可以進一步分成用以應付每日所需或應付特

別情況，如：住院、喪葬、宗教節日、婚禮或齋戒月

結束的額外支出。日常協助可能是每週、每月或甚至

不定期的提供，只要提供者的經濟許可就可以。遠親

或鄰居較可能提供在特殊情況時的協助，因此缺乏兒

童或近親可能造成日常經濟支持的缺乏。

由於大部分寡婦是老人並且都有健康問題，他們

的照顧需求非常明顯。從五個個案中可以發現不論是

子女或鄰居都能提供個人照顧，只是，由鄰居提供的

照顧只涉及很少的護理工作。沒有任何一個無子女的

寡婦在生病時由鄰居協助洗澡、更衣、或如廁。最好

的情況下，鄰居會幫忙採買。

從以上的五個案例中可以推論出兩項因應方式。

首先，經濟資源如：收入、資產、或儲蓄可以被轉換

為支持，有時候也可能是透過給予下一代資產來確保

老年照顧安全，不過像Prapti的例子，她廉價出售房

子，卻沒有親屬有興趣。第二，當這些資源無法取得

或不足時，社會關係（包括慈善捐助）也可以被使

用。和Nah有相似情況的其他無子女寡婦仍能利用鄰里

網絡和慈善救助去獲得每日物質支持，可能是膳食和

在當地商店取得小規模信貸。不過第二種因應方式必

須要有長期的社會或慈善關係，且只有當這類支持是

可取得時才會產生效用。

前面所討論無子女的寡婦的個案讓我們得出以下

的結論：缺乏子女會導致缺乏密集及持久的支持，特

別是定期的支持。然而，這些案例也顯示無子女的問

題可以透過不同方式解決，也會有不同的結果。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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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基礎的支持和國家支持的排他性會造成寡婦對家

庭的需求和依賴都上升。然而，寡婦的個別情況包括

他們的年齡、健康狀況、經濟地位與社會網絡決定他

們因缺乏家庭支持的受害程度還有他們如何因應。也

就是說無子女所產生的問題會對所有寡婦帶來不同的

影響。

E.爪哇無子女的老年寡婦及促進老年福祉的政

策

微觀研究強調一些具體的面向，不只是針對這

幾個個案。和鉅視觀點所討論的四個國家相似，印尼

也有老年福利相關的國家政策、法律和機構。但是因

為支持資源不足，實際的執行情況仍是沒效率的。此

外，由民間團體發起的活動則是很零星且涵蓋範圍很

有限，因此，只有某些社區中的少數人受惠。如此一

來，很多弱勢的老年人沒有可依賴的安全網去處理偶

發狀況。微視研究和觀察國家脈絡可以說明透過國家

和地區性老年政策以發展普及老年社會保障的急迫

性。 

老年人有不同的能力、資源、需求、興趣、機會

和限制去達到並維持老年福祉，而政策和方案設計就

需要充分了解這些差異，才能具體界定目標族群、目

標和措施。舉例來說，在中上階級年輕人為網路主要

使用者的國家中，將資訊傳播給窮人和老人就必須要

透過媒體，即使將資訊放網站較節省成本跟人力。回

到印尼的討論上，所討論的個案似乎都不太可能使用

電腦而造訪印尼非政府組織所提倡的老年福利資訊網

站。

微視研究顯示不同的老年無子女寡婦面對著不同

的個人問題，但是他們都有健康問題並且需要實際支

持與照顧。微視研究已證實在老年鉅視政策和方案中

較需要優先解決的幾個議題，整體來說都可以被歸納

為和健康問題、實際支持及照顧需求相關。雖然老人

能利用各種方法去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國家不應該將

不安全和困境視為個人的責任。

討論與建議：連結鉅視與微視觀點

老化和老年照顧可以被視為是和許多人及社會相

關的公共議題也可以視為是影響個體的私人議題。和

老化及老年照顧相關的問題以及因應之道存在於鉅視

層面（如國家、地區）和微視層面（如個體、家戶、

家庭）。本文嘗試連結鉅視與微視觀點以了解老化和

老年照顧供給。關於連結的討論環繞以下三個問題：

（1）在鉅視層面解決老化議題所做的努力和微視

層面老年人的需求如何兼容？

上一期透過國家經驗和政策制定來討論保障老年

健康照顧和收入安全的方法。微視研究也顯示日常生

活中的議題對於無子女之老年寡婦的重要性。健康不

佳、昂貴的醫療照顧和收入下滑對老年寡婦而言都是

常見且急迫的問題。促進老年健康照顧和收入安全之

鉅視政策與方案將有助於滿足老年人在微視層面的迫

切需求。聯合國2002年及2004年的區域研究顯示老年

退休金的取得、經濟參與的機會和健康與福祉的進步

是老化政策與方案中的首要項目。而不同層級中相關

並且急迫的議題，應該要受到有效的執行方法和足夠

的資源所支持。

（2）這些政策干預如何協助無子女的寡婦解決老

年相關問題？

在微視研究中所分析的老年寡婦都有健康問題，

但是經濟地位都不同。考量到這一點，改善健康照顧

服務供給（請見上期政策領域二）和提昇健康照顧服

務的基礎設施（政策領域三）能夠顯著的幫助老年無

子女的寡婦（或其他有相似情況的老人）因應這些健

康問題。對於政策領域二，健康保險的給付是對於財

務困難的老年寡婦是很重要，因為這可以確保他們能

支付並獲得所需的醫療服務。普及的健康保險能幫助

如Nah這種受長期疾病所苦又沒有得到任何醫療照顧而

孤獨過世的貧窮老人。在政策領域三關注預防和基礎

健康照顧對老年寡婦非常適用的。在許多國家，包括

印尼，基礎健康照顧在鄉村或鄰里都是廣泛可得的，

活動不便的老年人也能夠取得。而且基礎健康照顧一

般來說較距離較遠的第三級健康照顧便宜。聯合國一

項關於「老化的區域面向」研究指出「預防和基礎健

康照顧已經被視為是對抗人口老化的最佳策略，尤其

是對開發中國家而言」。

（3）老年無子女寡婦的特別情況如何引導決策者

發展和執行更有效的老年政策和方案？

雖然家庭支持是複雜且不穩定的，但它對於許多

住在爪哇都市的老年寡婦仍是最重要和現實的選擇，

同時這種情況在亞洲各國也都非常普遍。在這些國家

中，年輕世代照顧上一代是很常見的，國家的干預很

少。然而由於移民、女性就業率上升和生活方式改變

等過程所引起的社會轉變，往往被認為會破壞家庭價

值觀和孝道。由個案討論中關於老年無子女寡婦的分

析顯示了不同家庭成員間支持關係。完全放棄照顧自

己年邁雙親的子女仍然相對較少，但是子女提供給老

年父母的支持不足並不罕見。這些發現可以指導立法

者辨識最積極和可行的老人家庭支持與照顧面向而不

會太理想化親屬之間的代間紐帶和忠誠度。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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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3
臺灣國家婦女館

隨社會時代變遷，家庭結構亦出現重大改變，離

婚、未婚生子或喪偶等新型家庭結構型態也日益增

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98年15歲以上人口婚姻

分配比率，離婚占6.88%，較十年前增加了2.91%，

喪偶則占5.99%，加上未婚生子、外配、男性單親及

隔代教養等其他單親家庭型態之產生，與以往多為

單親女性扶養子女之樣貌更為不同。

為面對現今各種不同單親家庭型態，現有法令

政策是否回應其需求，亦有待討論，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顯示97年單親家庭戶數共計72萬3,694戶，而97
年申請特殊境遇婦女僅有1萬2,080人，另內政部98
年單親培力計畫，數據統計女性申請者佔94%，而

男性申請者僅佔6%，面對此數字落差，背後所代表

意義為何？單親家庭之樣貌與需求更亟欲了解，以

落實單親服務工作。

本次研討會邀請了相關政府部門、專家學者及

實務工作者，近80個單位參與。除邀請臺北及高雄

兩市政府分享在地服務經驗，及相關福利政策供與

會實務工作者參

考，並具體澄清了

解不同類型單親

家庭之現況及困

境，以期交流經驗

提昇輔導服務品

質，另分別針對單

親家庭的就業、家

庭居住需求、兒童

托育照顧及高齡單親等議題做深入之探討。

本次與會者發言踴躍、討論熱烈，在政策面上

提出許多實質寶貴建議，學習接納「單親」為一種

家庭型態，破除單親即為問題家庭之迷思，將我國

社會福利政策跳脫「救助」的角度，社會支持系統

應在單親家庭的環境中扮演更為積極之角色，加強

對單親家庭的正確認知，提供單親家庭支持及發展

空間，並免其落入弱勢家庭的處境中，並藉由政府

跟民間的共同努力，協助建構合理有效之福利支持

系統，有效落實單親家庭服務工作，協助單親家庭

自立脫貧，並發揮有效家庭教育功能。

2010 CSW & NGO-CSW模擬會議

2010.11.26   
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

明（ 2 0 1 1）年聯合國第 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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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與國際社群，本會歷年均積極協助政府代

表出席會議，並鼓勵民間代表擔任NGO周邊論壇講

員。今年並模擬CSW會議形式，邀請教育部、國科

會、勞委會、農委會等公務部門代表就年度優先主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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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to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進行政策說明；在回

顧主題「消除對女孩一切形式的歧視與暴力（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場次，則由教育部、衛生

署、勞委會以及內政部家防會、兒童局與移民署針

對第51屆結論的落實狀況提出報告。

當日下午先由高師大性別教育所副教授謝臥

龍、臺大外文系副教授葉德蘭、實踐大學社工系教

授嚴祥鸞及成功

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柯乃熒等學者，分

別就臺灣教育、科

技、勞動與健康等

領域的性別面向提

出分析，並對現況

指出可行的政策建

議與策略；隨後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諮商系教授陳金燕

則以「性別影響評估」為題，對臺灣2008年實施政策

性別影響評估至今的成效，提出檢討與改進建議。

專家互動論壇之後，接續進行三個場次的NGO
周邊會議，由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及臺灣展翅協會分別分享推動「消除對女孩

一切形式的歧視與暴力」的經驗；在「女性、就業與

經濟」場次中，高雄市聯合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報告高

雄市政府推動女性權益的經驗，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

會提出婦女創業的經驗，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從優

勢觀點探討單親女性抗貧的特質與經驗；最後，「女

性、親職與婚姻」的主題則由臺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

會、臺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臺南縣性別平等促進

會、臺灣早產兒基金會發表各自的推動範例。

99年度單親家庭政策、實務暨輔導模式研討會

時間     地點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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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江宜樺部長於99年11月9日在臺灣國家婦女

館主持「全國婦女國是會議」開跑記者會，宣布明年

3月將策畫「臺灣女人．精采100」回顧特展，並於3月

7日至3月8日召開「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提出「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作為未來政府與民間單位推動性別

主流化的依據。

江部長指出，聯合國已在99年7月1日整併原有的

四個婦女相關單位，成立一個更高決策層級的整合性

單位──UN Women，以強化各項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

的推動。我國因應「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通過，亦將

在101年於行政院內設立「性別平等處」，處理婦女權

益與性別平等事務，亟需更具前瞻的規畫和策略。值

此之際，內政部邀請行政院婦權會委員暨各界專家學

者共同研擬「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草案，期能協助落

實性別平等相關政策。綱領初稿業於11月8日完成，共

分七大篇章，包括「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

經濟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化與

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

「環境、能源與科技」，並分別就現況背景、基本理

念、政策願景、具體行動措施提出建議。這些議題

除了延續89年「跨世紀婦女政策藍圖」、93年「婦女

政策綱領」「婦女政策白皮書」既有的關照──譬如

「人口、婚姻跟家庭」，也有新興關注的議題──如

「環境、能源跟科技」，包括我們面臨各種天災的過

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以及她們承受的壓力等，這些

是過去的綱領或是白皮書較少觸及的。此外，從名稱

的演變也可以看到政府不只要「保障婦女權益」，還

要更積極、更廣泛地促進「性別平等」。

江部長表示，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基

礎，惟有透過讓所有人獲得平等尊重與機會的政策，

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實現。未來臺灣如何在既有的基

礎上繼續往前走，因應國際潮流之外，強化政府與民

間在婦女權益及性別平權工作上的夥伴關係、促進國

內外婦女組織的緊密聯繫，也將是政府努力的重點工

作。為督促各級政府部門傾聽社會各界對推動落實性

別平等相關政策之建言，並納入政策研議，從99年11
月至12月底，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與各區非政府組

織將先行辦理38場會前座談會（詳參表一至表三），

邀請中央與地方公部門、民間團體、專家學者、一般

民眾以及學生等各界代表，全面討論「性別平等專責

機制」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等核心議題，希望能

讓不同區域、不同階級、不同性傾向以及不同族群的

需求皆能充分溝通、深度對話，共同擘畫未來性別平

等政策藍圖。

此外，所有會議之訊息與紀錄都會公開上傳至大

會網站（www.women100.org.tw），另有臉書粉絲專

頁（www.facebook.com/women100），江部長邀請全

國民眾參與線上討論，集思廣益。各層級會前座談會

及網路論壇所提出的觀點和行動方針將於明年的正式

大會中討論交流，期能達致共識，使基層需求、政策

方向、政府機關職能與國際重要之性別平等準則皆能

妥適結合，俾使我國之性別平等政策能夠永續發展。

江部長指出，明年的「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是第一次

由中央政府舉辦，全面邀請各級政府部門、學者專家

及民間團體代表出席，共同揭櫫「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意義重大。他強調：「明年是建國100年，也將

成為臺灣性別平等意識及性別主流化的新紀元。」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 內政部江宜樺部長、行政院婦權會王介言委員、范國勇

委員、汲宇荷委員向媒體朋友說明全國婦女國是會議的規

畫。（99年11月9日婦權基金會攝影）

▲大會網站首頁：www.women100.org.tw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開跑
陳怡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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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全國婦女國是會議」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場次表

表二│「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地方政府會前座談會場次表

會議名稱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人身安全與
司法」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教育、媒體
與文化」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人口、婚姻
與家庭」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原住民族會
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經濟、就業
與福利」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健康、醫療
與照顧」中央部會會前座談會
「環境、能源與科技」中央部會
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中央部會「農
村」場次會前座談會

會議名稱
臺中縣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南投縣會
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臺南市會前座
談會──研討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核心議題
臺南縣「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
心議題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雲林
縣會前座談會
苗栗縣政府「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座談會第1場
苗栗縣辦理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座
談會第2場
臺中市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彰化縣會前座談會

宜蘭縣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台北市會
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臺北縣會
前座談會

臺灣女人──精采100──全國
婦女國是會議基隆市會前座談會
新竹市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新竹縣政
府會前座談會
屏東縣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花蓮縣政
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核
心議題座談會
嘉義市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苗栗縣辦理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座
談會第3場
澎湖縣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高雄縣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桃園縣會
前座談會

嘉義縣政府研討「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核心議題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研討「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核心議題高雄市地
方座談會實施計畫

地點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國際會議廳
國立編譯館10樓國際
會議廳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南棟）8樓簡報室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公
誠樓第1會議廳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617簡報室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親仁樓118會議室
科技大樓2樓13會議
室
農委會1011會議室

地點
臺中縣政府4-1會議
室、三樓簡報室
南投市清水茗饌二樓
會議室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國際會議廳

臺南縣樹谷園區服務
中心會議室(A.B教室)
雲林縣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
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
大樓3樓會議室
苗栗縣三灣國小

臺中市愛心家園地下
室大禮堂、視聽教室
彰化師範大學國際會議
廳及英文系館1至2樓
宜蘭縣復興國中愛與

希望大樓4樓
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

臺北縣政府3樓307、
4樓403會議室

基隆市文化局

新竹市政府稅務大樓

7樓會議廳
新竹縣政府3樓第2會
議室
社會處七樓會議室

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嘉義市政府8樓會議
室
苗栗縣衛生局3樓會
議室
澎湖縣婦女福利服務
中心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

中央警察大學

嘉義縣人力發展所:

101教室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
女館

時間

20101213~
20101213
20101213~
20101213

20101214~
20101214
20101218~
20101219
20101222~
20101222
20101224~
20101224

20101225~
20101225
20101228~
20101228
20101229~
20101229

時間

20101116~
20101117
20101119~
20101119
20101203~
20101203

20101206~
20101206
20101208~
20101209
20101209~
20101209
20101209~
20101209
20101210~
20101210
20101211~
20101212
20101211~
20101211
20101214~
20101215
20101215~
20101216

20101216~
20101217
20101216~
20101217
20101216~
20101217
20101217~
20101218
20101217~
20101217

20101223~
20101224
20101224~
20101224
20101224~
20101225
20101224~
20101224
20101227~
20101227

20101228~
20101229
20110113~
20110113

主辦單位
內政部家防會

教育部社會教育
司

內政部戶政司人
口政策科
原民會

經建會人力處

內政部社會司婦
女福利科

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
國科會

農業委員會輔導
處休閒產業科

主辦單位
臺中縣政府社會
處婦幼福利科
南投縣政府社會
處社工及婦幼科
臺南市政府社會
處

臺南縣政府社會
處
雲林縣政府社會
處
苗栗縣政府勞動
及社會資源處
苗栗縣政府勞動
及社會資源處
臺中市政府社會
處婦幼科
彰化縣政府社會
處婦幼科
宜蘭縣政府社會
處
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
臺北縣政府社會
局社區發展及婦
女福利科
基隆市政府社會
處
新竹市政府社會
處
新竹縣政府社會
處
屏東縣政府社會
處
花蓮縣政府社會
處婦幼科

嘉義市政府社會
處
苗栗縣政府勞動
及社會資源處
澎湖縣政府社會
局社會福利課
高雄縣政府社會
處
桃園縣政府社會
處婦女福利及綜
合企劃科
嘉義縣政府社會
處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

協辦單位
司法院、法務部、國防部、教育部、外交部、衛生署、
海巡署、勞委會、警政署、入出國及移民署、兒童局
內政部(兒童局、社會司、民政司、入出國及移民署)、
國防部、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新聞
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編譯館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兒童局、社會司
（原民會獨立辦理）

勞委會、青輔會、公平會、經濟部、金管會、財政部、
中央銀行、消保會、內政部（兒童局、社會司）
研考會、經建會、中選會、經濟部、財政部、人事行政
局、國防部、外交部、主計處、公共工程委員會、勞委
會、國科會、退輔會、中央銀行、行政院法規會、蒙藏
會、僑委會
勞委會、教育部及相關部會等

環保署、經濟部、原能會、交通部、教育部、飛安會、
海巡署、內政部（營建署、消防署、建築研究所）
（農委會獨立辦理）

協辦單位
臺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會、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

南投縣婦幼協會

臺南市婦女聯合服務中心

臺南縣性別平等促進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會等

財團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基隆市婦女會

新竹縣現代婦女志工協會

花蓮縣婦女福利中心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桃園縣分會、中央警察大學

財團法人嘉義縣私立天主教敏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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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全國婦女國是會議」非政府組織會前座談會場次表

會議名稱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中區非政府組織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北區非政府組織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東區非營利組織會前座談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國際性非政府組織(INGO)會前會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南區非營利組織會前座談會

地點
臺中市婦幼館四樓會
議室
臺灣國家婦女館

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美齡樓八樓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

時間

20101204~
20101205
20101206~
20101206
20101211~
20101212
20101217~
20101218
20101220~
20101221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書香關懷
協會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
花蓮基督教女青年
會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
會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
願景協會

協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處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高雄市天晴女性願景協會

（表一至表三資料：內政部提供，99/12/21婦權基金會更新）

時間     地點     內容      

第二屆女性組織領導培力計畫

臺中進階：9月7~8日臺中市婦幼館

高雄進階：10月2~3日高雄市婦女館

社會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並強調效率與績效，擁有

知識的人也才能洞悉事態走向，才能不斷推陳出

新，企業重視知識管理，而身為婦女團體內的成員

除了具備專業精神外，也愈來愈需要更充足的管理

知能及專業知識，以建立更具效率的執行能力，進

而發揮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權力，除能對公共議題產

生影響外，亦能扮演促進社會多元化與穩定的關鍵

力量，以及倡導社會改革的先驅。因此，為使婦女

團體內的領導幹部能更加充實專業知識，我們延續

初階組織培訓的課程，在秋天的季節，於臺中、

高雄各辦理一場進階培訓，分別從性別平等政策、

CEDAW公約、公共參與、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婦

女組織與議題的連結、行政院婦權會機制以及五個

議題 (「就業、經濟及福利」、「教育、媒體及文

化」、「健康及醫療」、「人身安全」、「國際參

與」) 的運作等，邀請婦權委員及婦運的前輩們，

透過她們實際推動、催生及參與的經驗，讓與會後

起的婦團幹部得以快速充實專業知識，並吸取其精

髓的歷程，也藉由專業知識的強化使得婦女團體於

在地服務時能更有績效，並能成為各項政策由下而

上的推手。經過了初階、進階課程的洗禮，從知識

的傳遞到經驗的傳承我們最終的目的都希望不斷培

力婦女領導幹部，前有婦運先驅的開疆闢土，後則

需要更多的新血不斷的加入，一同於社會各階層中

發揮婦女團體的能動力，我們也將持續舉辦培力課

程以協助各個婦女團體在各地生根發芽，進而發展

出更具社會力、公信力的非營利組織。

臺中場活動照片

高雄場活動照片

99年12月6日於臺灣國

家婦女館舉行「北區非

政府組織會前座談會」

現場：

①與會貴賓熱烈討論、

惠賜建議。

②內政部曾中明常務次

長蒞臨祝福會議圓滿成

功。

（婦權基金會攝影）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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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女同志生活研討會：主體、政治與性別

21世紀生育與母職研討會：研究與行動

2011.02.11-12   
英國Brighton
本研討會自1993年起由都柏林女同志社群創辦成

立至今，其目的為邀請任何對女同志議題感興趣

者提出想法與建議，營造同志議題的友善討論氛

圍與空間；同時該組織也強調提供與會者低門檻

與可近性的資源服務，包含獎助金、小額補助、

會議語言白話、身心障礙友善環境等。本研討會

每年度吸引各國學者、行動者、表演者及作家進

行跨領域交流及對話。本屆探討議題包含：女性

主義與行動、階級與種族、老化歷程、危機與行

動、科技與傳播、迷思與異類等。本屆研討會由

布萊頓大學「同志與酷兒研究中心」及都柏林大

學「婦女研究中心」共同合辦。

arts.brighton.ac.uk/lesbian-lives

2011.02.18-19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

本研討會邀請跨學科的學者及行動工作者，共同

探討並顛覆傳統母職規範，發展充權母親的新經

驗、新行動、新認同、新意義、新意識形態與新

政策。會中探討主題包含：21世紀母職革命行

動、母職的社會正義與全球反思、母職的自我認

同建構、親職與公共文化、健康照護與母職福

祉、母親、母職與子女、跨國母職政策比較、超

越傳統限制的母職實踐、母職與工作、母親邊緣

化與充權、母親、暴力與戰爭、母職迷思與社會

運動等。本會議主辦單位為「母職倡議研究與社

區參與中心」。

www.motherhoodinitiative.org/Mothering21century.

html 

時間     地點     內容     網站 

全球女性：性別、全球化、語言

2011.02.10-12   
義大利Turin
本研討會期望促進各領域性別觀點研究者之文化

交流，同時，也希望藉由本場次共同探討性別及

婦女研究如何融入傳統學術研究取向中。會中將

討論的議題包含：從邊緣到主流──女性主義、

酷兒理論與後殖民批判理論、歐洲社會的性別與

文化、性別研究取向及方法論、移民與照護工

作、當今全球危機下的性別及階級衝擊、女性與

暴力、女性科學家之未來發展角色等。大會官方

語言可用法文、義大利文、英文。會議主辦單位

為跨領域婦女及性別研究中心（CIRSDe）。

www.cirsde.unito.it

兒童照顧與性別平等工作坊

2011.02.10-12
挪威Lillestrøm
本工作坊欲探討並分析兒童教養及成長過程中，

不同性別角色對成年後的性別地位及角色之關鍵

影響為何。會議中討論議題包含：歐洲兒童照護

的社會制度與性別議題、兒童照護的公共化與民

營化選擇、幼兒照顧的整合性支持網絡、性別化

的家務勞動分工、弱勢兒童的照護福利、家戶與

社會資本多元比較研究、子女照顧與母親職場參

與、公義社會家庭福利的未來趨勢等。會議主辦

單位為歐洲民主報告整合中心（RECON）。

www.reconproject.eu



2011.03.07   
英國牛津大學

為累積非洲女性運動發展的歷史軌跡與學術研

究，創造跨領域的交流論壇。本會議欲探討的主

題包含：女性運動競技如何在非洲發跡、女運動

員的社會及經濟影響、非洲女性運動之跨國優勢

與劣勢、國家政策對婦女運動的影響、國家角色

定位與職能、女性運動與男性運動之關聯及互動

歷程、非洲婦女運動的全球化等。會議議程將待

定案後公告，主辦單位刻正邀稿中，歡迎有志學

者投稿與會，詳情請參見網站公告。

www.womensportinaf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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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全球論述研討會

2011第二屆採礦工業女性年會

2011.03.24-26    
美國田納西

本研討會宗旨為促進婦女及女性主義觀點之全球

影響力、檢視地方政府與全球性別議題的連結

性。本研討會邀請柬埔寨性交易倖存者暨反人口

販運行動領袖Somaly Mam女士擔任專題主講，

她曾獲選時代雜誌2009年全球前一百大最具影響

力人物。研討會歡迎人權、社會科學、科技、傳

播、藝術、運動等各領域學者專家，以及非營利

組織工作者、社會運動者、學生踴躍與會。會議

討論形式包含專題場次、專業發展工作坊、影片

及論壇等。本研討會主辦單位為中田納西州利大

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室」。

www.mtsu.edu/womenstu/conference

2011.02.23-25   
南非約翰尼斯堡

上屆會議中討論了採礦工業中女性的職場困境，

今年度第二屆會議將分享女性成功故事，以及由

八個標竿企業、十五名講者分享如何達成女性員

工佔該企業10%的門檻，會中也將討論如何吸引女

性進入採礦工業中。會中安排兩位女性礦工分享

地底的生活，也將藉由工作坊形式檢視過去一年

之進展，同時將召開工作坊探討女性才能管理及

升遷；為促進同行女性聯誼，主辦單位也安排雞

尾酒晚宴。本會邀請企業內部人力資源主管、健

康安全部門主管、研發部門主管、工會組織等共

同與會。

www.intelligencetransferc.co.za

時間     地點     內容     網站 

非洲婦女運動競技研討會

學生教育發展的女性觀點研討會

2011.03.03-05   
加拿大多倫多

會中討論主軸為學生規範（社會、經濟、學術層

面）、學習經驗（教材與學習、同儕關係、性

別、多元化、轉校、留校等）、學生事務（學生

服務、註冊、建議、特殊課程）、學生包容（校

園規劃、住宿設備、認同）等四大面向。主辦單

位為「高等教育學生研究中心」，該中心自2007
年起致力於推廣學生學習、發展、影響與成效之

研究計畫，本研討會將作為各領域女性研究學者

之討論平台。該研討會刻正邀稿中，詳情請參見

網站公告。

ocs.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css/wp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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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自2007年起正式通過宣告二月二十

日訂為「世界社會正義日」，鼓勵各會員國共同響

應該節日，檢視各國政策並提出具體目標，支持國

際社群消滅貧窮、促進充分就業與工作尊嚴、提昇

性別平權，以及提供全人類獲取社會福祉與正義的

機會。

世界社會正義日之訂定起源於國際勞工組織

（ILO）於2008年6月10日通過之「社會正義的公平

全球化宣言（Declaration on Social Justice for a Fair 

Globalization）」，該宣言根基於1994年「費城宣言

（Philadelphia Declaration）」以及1998年「基本原

則與工作宣言（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為深具里程碑意義的第三大

重要宣示公約，各國皆體認到社會發展和社會正義

是維護國內與國際間和平及安全中不可或缺的，反

之，失去對人權的尊重與基本自由，亦無法促進社

會發展與公平正義。該宣言歷

經182個會員國之政府代表、

雇主團體及勞工組織長期磋商

之成果，展現全球化時代下對

於勞動概念的價值觀與制度

化，也彰顯各方組織願意齊力推展之願景目標，作

為造福世界上最貧窮人口與最弱勢的族群的具體手

段。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2010年世界社會正義日

曾說：「社會正義的基礎來自於公平的價值觀、平

等、尊重多樣性、社會安全資源，以及所有生活面

向的人權保障，當下，我們正面臨全球金融危機，

導致失業與貧窮比例遽增，社會融合更為困難，這

些原則因此顯得更加重要。」

官方網站及圖片資料來源：

www.un.org/en/events/socialjustic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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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國際社會與婦女或性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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