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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別視窗

全球性別新聞

摘譯│古春勻

聯合國：農業中做到性別平等有助於減少飢餓人口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呼籲：性別平等的農業有

世界各地的女性並未和男性一樣能夠取得土地或農

助於增加農業生產和減少至少1億的飢餓人口。FAO在

業資源，報告中引用開發中國家可用的數據顯示，僅有

2010年至2011年的糧農現況報告中表示，如果農村地區

3%到20%的地主是女性。這篇報告編輯Terri Raney表示，

的女性能夠像男性同樣取得土地、技術、金融服務、教

通常女姓農民通常產量較低，並不是因為技術不好，而

育和市場，就可以增加農業產量，全球飢餓人口的數量

是因農地較小，也較少使用肥料、改良種子及工具。
FAO副總幹事Ann Tutwiller呼籲各國政府、國際組

也可望減少1億至1億5千萬人。
FAO理事長Jacques Diouf表示，性別平等不僅是崇高

織和發展機構都應該要重視性別平等，她表示農業政策

理想，對農業發展及糧食安全都很重要。在國際婦女節前

應該要能夠注入性別平等觀點，因為在任何農業部門中

夕，Diouf指出「必須促進農業中的性別平等和女性增權，

都有女性在從事農業工作。（2011.3.8）

才能夠在對抗飢餓和極端貧窮方面獲得持久勝利」。

資料來源：法新社

老牌足球主播因性別歧視言論被解雇
英國天空體育正式宣布，英國老

什麼叫越位」，球評則接著說：「女性

牌主播Andy Gray因發表涉嫌性別歧視

不懂越位規則」。主持人隨後又接著表

的不當言論，已經被英國天空體育台

示：「她們當然不懂」。賽後，兩人的

正式解僱，當事的另一名球評Richard

言論被認為是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在英

Keys則被暫時停職。

格蘭足壇引起了軒然大波。

此次事件的起因，在於上週利物

對此，電視台原先僅對於兩人作

浦對狼隊的英超比賽，當時托雷斯首開

出警告，但並沒有澆熄英格蘭社會的

紀錄後，狼隊球員認定此球越位在先，

怒火。一天之後，天空體育部總經理

但場上的女性助理裁判Sian Messey堅持不做出越位的判

Barney Francis便宣布與Andy Gray終止合約，因為他的

罰，這兩人以為麥克風沒開，在節目開始前直接的表達

錯誤言論。（2011.1.26）
資料來源：BBC

對女性的蔑視。 主持人先說：「最好有人下去跟她解釋

聯合國和好萊塢女星資助人口販運受害者
市場總值高達320億美元，超過數以百萬計的商品流

純真和安全。作為一個提倡打擊人口販運的人，我鼓

動。你以為這是一個大企業成功的故事？不，這是世界上

勵大家都能共同努力打擊這種犯罪，因為這種奴隸制

非法人口販運的情況。 每年有240萬人在遭到販運後被

只有當我們容忍時才會存在。」

剝削，包括性剝削、強迫勞動、家庭勞役和兒童行乞。

這項「小額資助機制」是UNODC管理的「聯合國

有鑑於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販運受害人是婦女或

幫助人口販運受害者自願信託基金」的一部分。 這一

孩童，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於三

基金會對於那些在第一線協助人口販運受害者的組織

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當天，宣布提供人口販運受害人一

提供支持。UNODC執行主任費多托夫(Yury Fedotov)表

項「小額資助機制」(Small Grants Facility)。

示：這個機制是聯合國大會於2010年通過之打擊人口販

聯合國親善大使同時也是奧斯卡得主蜜拉索維諾

運全球行動計畫的第一項具體步驟。作為一個協調和

(Mira Sorvino)呼籲各界重視對於受害者的援助：「透

全面性的方法以終結任何形式的人口販運，這項信託

過我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工作，我已經親眼看見人口販

基金將會對於那些最需要它的人們發揮作用，這項信

運被害者所經歷的無法形容的痛苦：從女孩被偷走或

託基金會向受害者提供人道主義、法律和財政方面的

是被自己的父母賣去從事性工作，到男性被奴役從事

幫助。（2011.3.8）

勞動，到被那些只關心自己利益的成人剝奪孩子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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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圖片來源：UNODC、UN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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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古春勻

俄國產婦護理現代化水準堪慮
為了解決人口危機，俄國政

在於，俄國婦產科的行賄文化非常

府日前將改善婦產科健康照護列

普遍，婦女為了獲得更好的服務，

為首要目標。政府官員堅持這種

常常需要賄賂醫生和護士。而婦女

作法已經達到某些成效，然而，

們則表示：除了有給薪的生育計

沒有額外的資金跟更加現代化的

畫、獨立病房和改善服務外，產婦

生育態度，專家擔心要花很長的

健康照護的基礎設施並未改善太

時間才能真正改善人口問題。

多。

政府承諾投入1.6兆盧比改善生育率，去年共有

然而，現在要獲得和西方一樣的健康照護是有

179萬嬰兒出生。俄國副總理Alexander Zhukov表示，

可能的，十年前與美國國際開發署在兩個地區共同執

自2006年起，生育率增加了23%，新生兒死亡率則下

行的「母親和兒童健康計畫」後來擴展到20個俄國地

降了32%，產婦死亡率則下降了13.4%。

區。這個計畫包括如何提供給女性在生育過程中的心

為了達到目標，今年俄國將會成立約20間產檢中

理支持並且不受到干擾。而且女性在生產時也可以有

心，此外，聯邦預算中會撥出高達4千6百億盧比在區

親人或是伴侶陪同。傳統上俄國女性生育時，只會被

域醫療照護方案，大部分是投入兒童醫療照護。但是

告知應該怎麼做，就好像是躺在生產輸送帶上，如

副總理也承認仍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尚未解決：「三

今，這些都慢慢轉變成更現代化的態度。

分之二的俄國婦產科需要重新整修並且需要重新培訓
他們的醫療人員」。
因為對於國內的婦產科缺乏信心，許多有錢人和

國際性別視窗

全球性別新聞

以前當母親和小孩在不同病房時，丈夫只能隔著
醫院玻璃大聲的和妻子對話，而這個計畫就可以使生
育過程更加舒適和親切。（2011.3.3）
資料來源：The Moscow news

中產階級會選擇在西方診所生小孩，批評者則表示國
內的婦產科服務品質仍遠遠落後國外。最主要的問題

世界糧食計畫署「以食物提昇中東女孩受教權」
兩個葉門女孩Salama和Naima

意義。此外，這個項目也具有第二

發現，學校免費營養午餐的好處

個目標，那就是它建立了一個安全

之一就是可以鼓勵貧窮國家的父

網，每個家庭都能受益於這些定期

母把女孩送去上學。如此一來，

的食物援助。

他們就可以接受教育，更有機會

但目前由於資金不足迫使

可以幫助自己脫離貧窮。少了這

WFP縮減了該項「以食物促進教

一個誘因，家長可能就不會考慮

育」，以及另外一些針對無家可

將子女送到學校。

歸者的供給計劃的規模。 這種情

在Salama al-Amry從井裡抽出一桶的水放在驢背

況將對這個乾旱的國家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目前葉

上，準備回家繼續做更多的家事。「我們想要去上

門已是世界上第三大普遍存在居民營養不良情況的國

學」，這個女孩和妹妹走在塵土飛揚的路上，一邊對

家，有大約250萬人處於食品短缺的狀態。Cirri表示這

記者說著。「但是我們的父親不讓我們去，因為我們

種情況會讓更少家庭願意把子女送到學校念書。

沒有衣服、書本或是任何上課需要的東西」。

對於居住在葉門西部食物最缺乏的Raima省的

雖然受教育是一種很普遍的權利，但對於中東許

Salama和她四個姊妹來說，當他們停止將配給的小麥

多貧窮國家的女孩來說卻是一種奢侈，聯合國發展計

帶回家時，他們的父親便不再讓他們去學校了。他們

畫署(UNDP)估計在這些地區只有四成的人就學。而

的父親說：「我是個窮人，讓他們上學不如讓他們留

目前世界糧食計畫署(WFP)提供小學生每季的食物補

在家裡」。但是Salama知道如果沒有接受教育，她的

給正在改變這種情況。

未來將不會有太大改善。（2011.3.14）

WFP地區總監Gian Carlo Cirri表示：這項計畫正

資料來源及圖片：WFP

在提高葉門女孩的入學及出席率，它具有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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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的經濟推手──日本女性創新網絡
Japan Women’s Innovative Network

摘譯│吳昀

2010年，APEC主辦國日
本展現強烈企圖心並於系列會
議繳出亮麗成果。在會上，我
們發現一群專業幹練、溫暖熱
忱的女性企業人士都來自同一
個團體──日本女性創新網絡
（簡稱J-Win）。

成立緣起
J-Win的前身是由當時日

➊

➋

➊J-Win現任理事長Yukako Uchinaga女士。
➋2010年J-Win大獎金牌得主「Risona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IBM公司的女性領導階層發起號召，於2005年4月

個顧問諮詢委員會協助組織發展運作：（1）聯誼交

由50個公司團體結盟而成，該團體倡議拓展跨企業間

流委員會:定期舉辦相關講座，分享企業內促進性別

的女性員工網絡連結，籌辦許多企業間聯誼性質的活

平權的相關措施；（2）訓練發展委員會：提供會員

動。一直到2007年4月，參與的會員為了為擴大持續

多元治理以及性別平權相關政策措施的培訓，同時規

發展各項計畫，而有聘請全職員工的需求，且由於過

劃國外短期進修的機會，到跨國百大企業交流實習；

去多以聯誼為主的組織發展遇到瓶頸，期望轉型成中

（3）國際交流委員會:拓展並維繫與全球Catalyst組織

立性組織，在企業內部提倡「多元治理」的實踐，擴

的姊妹情誼，並安排相互交流參訪活動；（4）研究

大女性的參與決策層級，因此，由當年會員共同決議

發展委員會:研究不同企業間多元治理以及性別平權

成立一個非營利組織「日本女性創新網絡」。

的策略與作法，提供方針與建言；（5）商情促進委

J-Win的成立目的為推動企業界的多元治理策略，
伴隨全球化時代的新興管理風潮下，強調多元族群在
決策機制的共同參與，其中女性的參與是最受關注的
焦點。此外，該組織也希望協助職場女性建構跨業間
聯繫網絡，並提供職涯學習機會，鼓勵建構尊重多元
決策的企業文化。

組織運作
J-Win招募會員以企業組織為單位，分為贊助會

員會:促進不同產業會員間的交流與合作，提供會員
互惠互利的管道與機會。

J-win大獎
J-Win最為人讚揚的成功關鍵之一，在於它每年所頒發的
「J-Win大獎」，經由系列標準的審核與評選，公開表彰

題提昇企業多樣性的優秀企業，意即特別針對女性員工
之錄用、能力開發、重用等採取革新化的積極方式，並
獲得實質成果的企業，同時，也藉由表揚將活躍女性發
展的成功模式，提供其他會員企業學習仿效，鼓勵企業

員、夥伴會員及一般會員，入會的會員得以享有組織

促進多樣性的發展與管理制度。

內的課程、資源與網絡。J-Win目前在全日本共有83個
企業會員，它的運作師法美國Catalyst組織也是J-Win

「J-Win大獎」的評比標準包含「女性領導人才的晉升狀
況」以及「各領域的多樣性措施發展狀況」兩大面向。

的姊妹組織，Catalyst共有來自美、加及歐洲超過400

前者指一年間基礎綜合員工、正式錄用的新進員工、準

個企業加入，包括全球的跨國百大企業共享資源。

主管、課長、部長、高級主管等各階層的女性人數比

J-Win會定期邀請國際百大企業以及相關講師赴日開課

例，並與同產業企業現況進行調查比較；後者則包含經

培訓，凝聚會員對於組織目標的認識與支持，並進而
成為推廣種籽教師。
J-Win組織架構除了理事會與監事以外，亦有五

營者的承諾、有效促進多樣性對策的執行體系、主管階
級人員的責信程度、女性的職涯開發培育與任用、多樣
化工作模式的推動、業務與評估過程的
透明化程度等六項。
「 J-Win 大獎」的評比流程嚴謹，經由

聯絡資訊
地址:103-0015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箱崎町20-1
箱崎NSOビル 2F
E-mail:info@j-win.jp
TEL:03-3667-3100
FAX:03-3667-3440
官方網站:www.j-wi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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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的實地審查，並以問卷調查企
業內員工意見，第二階段針對入選的企
業進行聽證調查與報告辯證，由來自政
府，學者，NGO以及企業界四個領域的
審查委員決定最後獲獎名單，近年來已
成功吸引許多日本大企業的投入競爭。

名人專區

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
摘譯│古春勻

瑪格麗特．米德是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她將人類學的觀點普及到現代美國和西方文化中。

名人專區

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她的一篇關於南太平洋和南亞傳統文化的報告對1960年代的性別革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家庭與婚姻
米德於1901年出生於賓州費城的一個中產家庭，
但在多伊爾士鎮長大，她是家裡五個小孩中的長女。她
的父親愛德華在賓州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而母親愛蜜
莉則是一位研究義大利移民的社會學家，為了爭取婦
女、黑人或移民權益而四處奔走。米德的觀察力來自於
她的祖母和母親，在米德小時候，兩人會觀察並記錄她
的行動，這讓米德了解到，觀察並記錄重要的發現是不
可或缺的。米德結過三次婚，在求學階段她就和第一任
丈夫羅賽結了婚，羅賽當時是一位神學系的學生，後來
成為了人類學家。米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用輕蔑的口吻
提到她與羅賽的結合是「我的學生婚姻」。米德的第二
任丈夫是紐西蘭人李歐，李歐也是一位人類學家，米德
和李歐一起前往新幾內亞做研究，然而新幾內亞行結束
後，兩人也宣告分手。隔年她便與英國的生物學家格里
戈結婚，這是她的第三段婚姻，也是維持最久的一段。
兩人有一個女兒，名叫凱薩琳，後來也成為了一位人類
學家，不過兩人的婚姻最終也以分手收場。

求學與職業
米德小時候，家人搬家的次數很頻繁，所以她早
期的教育都在在家學習跟傳統學校教育間交替。米德曾
在印第安那州的德保羅大學就讀，後來轉到紐約巴納得
學院學習英文和心理學並取得學士學位。隨後米德又在
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人類學，因為她想要了解不同社會中
的活動和傳統差異，增加人類文明的知識。在哥倫比亞
大學就學期間，她追隨鮑亞士和潘乃德兩位很有名的教
授做研究，鮑亞士老師相信人們成長的環境才是影響人
們文化差異的主因。這個信念也影響了他的學生，米德
於是決定前往薩摩亞做田野調查，由於鮑亞士的研究一
直無法觸及女性和青少年的領域，因此他也交付米德專
注在薩摩亞女性的成長過程，其後，米德撰寫《薩摩亞
人的成年》一書，受到廣大迴響。1926年米德進入紐約
市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助理館長，她在那裡工作

超過50年，她檢視其他人的研究著作，並且指導和提供
建議給人類學系的學生。

研究成果與著作
米德根據在薩摩亞的田野調查資料，於1928年出
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這本書堪稱是人類學領域最
暢銷的一本書，翻譯成數十種語言，成為人類學中的經
典著作。在這本書中，米德觀察了正值青春期的薩摩亞
少女的性和家庭風俗，她發現，薩摩亞的青少年並沒有
所謂「尷尬的年代」這種青春期的問題，相反的，他們
在孩童過渡到成人的階段中並未經歷像美國青少年的風
暴與壓力，米德便進一步指出「塑造人的行為方式的主
因，是文化而非生物因素」。透過米德生動的描述在薩
摩亞的所見所聞，這本書在當時的確造成轟動，也改變
了人們原本對於世界的思維模式，促使人們反省自身與
其他民族的文化。
1935年米德另一本深具影響力的著作誕生：《三個
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這一次，她前往新幾內亞的
叢林針對三個原始部落展開研究，並以此書奠定了性別
的文化決定論。她發現，這些部落各自不同的文化產生
了不同的性別角色和氣質；不同社會的文化傳統可能支配
著男性和女性的性格。她的研究比較了三個部落的性別角
色差異：其中一個名為阿拉佩什的部落，這個社會中人們
並不存有兩性存在天賦差異的觀念，不論男性或女性個性
都十分溫和；相反地，蒙杜古馬部落男女的性格都非常好
戰，人際關係緊張。而德昌布利部落中，女性負責工作，
男性則會花許多時間打扮自己。米德進而推論，即便讓

參考資料

女性擁有支配地位，這也並不會造成什麼不好的影響。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garet_Mead)

此書更是掀起西方社會中「性別」議題的波瀾，影響了

http://blog.yam.com/shadowchen/article/29794705

整個世代的女權運動者也成為現代女性主義運動的基

Mary Bowman-Kruhm《世界，是我的田野：人類學家瑪

石，而米德本人則成為美國女性主義重要的領導人物之

格麗特．米德的發現之旅》

一，1978年米德逝世後也隨即獲授總統自由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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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APEC領袖成長策略宣言
2010年APEC領袖會議中，面對甫自金融危機復

勢，確保強化政策與其串連，以防止初起步的復

甦中亞太經濟情勢，提出整體性的新興倡議與作為，

甦發生偏差。當前財政有盈餘的經濟體，必須降

其中具體策略與思維摘錄如下：

低對外部需求的依賴，並勵行結構改革，催化更
強勁的國內需求導向成長。透過增加家庭收入、

1.建構成長策略因應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

強化社會安全網絡以降低預防性儲蓄之需求，提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體集體努力推動

升家庭金融服務等措施，均有助擴大國內消費及

自由開放貿易暨投資及加強區域經濟整合（REI），對

增進人民福祉。APEC經濟體將強化多邊合作，

亞太地區獨佔鰲頭的成長與快速經濟發展有巨大的貢

以提升外部永續性，並落實全方面的政策，以助

獻。當前APEC經濟體的連結與整合更甚以往。貿易

降低過度失衡並將目前財務失衡狀態維持在永續

暨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未來，仍是創造亞太地區成長

水平。我們將朝向市場決定的匯率機制前進，藉

的主要驅動力。

此反映經濟基本面，並抑制貨幣競貶。先進經濟

我們肯定聯合國高階全會對千禧年發展目標

體，包含擁有儲備貨幣者，應對於過度的匯率浮

（MDG）的成效，並重申我們協力增進全體人民經濟

動與異常的匯率變動有所警戒。這些行動都有助

與社會發展的共同決心。我們對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

於降低一些新興經濟體，因資本流通的過度變動

必要性的共識日益升高，但前方的挑戰也日益艱困，
在天然災害、流行疾病、恐怖主義與危險食品的破壞

所面臨的危機。
●

下，我們的經濟體飽受威脅。

促進經濟體內部平衡成長。所有APEC經濟體將
追求結構改革，以擴大及承接全球需求、創造工

因此，APEC會員國顯然無法再以「一般性成

作及提升成長潛力。APEC經濟體應建立開放、

長」為續，我們需要提升「成長的品質」，創造更具

功能健全、透明、有秩序的競爭市場、開拓金融

平衡性、包容性、永續性、創新性與安全性的成長。

市場、增加國內需求、強化社會安全網絡、推動

這同時也是達成APEC貿易暨投資議程，所追求的強

競爭環境並強化公部門與企業的管理，藉此促成

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核心目標所不可或缺。在2009

更強勁、更包容的成長，縮小發展失衡、降低貧

年，我們提出了推動「新成長典範」的願景，並同意
建構全方位的長程成長策略，且與貿易暨投資議程相

窮並提升整體經濟效能。
●

透過基礎建設推動成長。APEC可運用集體力量

輔相成。今年，我們在橫濱重申對G20架構的支持，

協助建立一個平台以發展創新解決方案，並提供

致力促成強勁、永續、平衡的世界經濟成長，並以

技術協助與諮詢服務，協助有需要的會員經濟

APEC亞太地區成長策略認同此舉有助確保全體人們

體，依其能力差異提高公司部門基礎建設相關計

能共享持續、廣泛的經濟成長與經濟整合。

畫之融資。APEC並可就基礎建設發展的最佳公
私合作模式，提供交流意見。

2.五大成長屬性
APEC致力達成平衡性、包容性、永續性、創新
性、安全性的成長；這些理想區域成長屬性彼此之間
環環相扣。

包容性成長：我們致力確保全體人民擁有公平參
與及貢獻全球經濟成長，並享受其利益之機會。
●

女、青年、老年勞工與弱勢團體就業機會之增加

經濟體內部與經濟體之間逐步解決不均衡問題，

交流構想，包括透過教育及訓練，著重必要技能

並提升潛在產能，致力追求成長。
●

與職能教育及訓練，協助學生與勞工因應變化莫

促進經濟體之間的平衡性成長。現今面臨財政赤
字的經濟體，必須採取步驟拉抬國內儲蓄，包括
透過中期財政強化政策，同時關注地方經濟情

創造機會、開發人力資源並積極制定勞動市場
政策。APEC經濟體將就教育品質之提升，與婦

平衡性成長：透過總體經濟政策與結構改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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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經濟，使其保有21世紀職場競爭力。
●

促進中小企業、與微小企業的活動與發展，並且
提倡企業家精神。APEC經濟體將致力鼓勵更廣

APEC新訊

礙、嘗試對能源效率標準做更大幅度的調整、促

其他相關機構採用一致作法，促進對中小企業的

進EGS之貿易暨投資，以及促進有利氣候與其他
EGS技術之散播。

全方位支持，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高附加價值產
品，增加中小企業進入全球市場的機會，創造中

●

●

能與職能、分享最佳實務、支持永續發展教育

的障礙。APEC並將改善商業環境、提升管理能

（ESD），以及拓展生態旅遊。
●

推動更具包容性的財務與融資服務管道。APEC
業及弱勢族群取得融資。

透過以市場為基礎的融資。
●

將特別關注森林管理、土壤保育、海洋資源保

強化社會反彈力與增進社會福利。APEC將透過

育、 集水區經營、永續農業，並針對淡水供應

經驗分享建立功能完善社會安全網計畫，強化社

和防洪等與水有關的風險採取因應措施。

個體經濟安全。
為婦女、長者與弱勢團體開創新的經濟活動機
會。APEC經濟體將透過集中就業、強化商機、

創新性成長：我們致力建立鼓勵創新的環境，並
促進新興經濟部門的發展。
●

將透過在各領域加強ICT使用，致力研擬經濟、

全參與，尤其是數學、科學、外語學習、職涯、

技術及體制挑戰之解決方案以及分享最佳實務，

備的教育領域，致力增加婦女、老年人與弱勢人

推動智慧化的社經活動。
●

與ICT使用的政策和規範，包括促進ICT產品和服

推動觀光旅遊。APEC並將推動觀光旅遊，藉此

務的貿易暨投資、採納全球認同的標準和國際實

促進商務、就業、企業與中小企業之發展。

作、推動下一世代高速寬頻基礎建設、建立有助
扶植新興技術與創新服務的競爭環境，如雲端運
算，提升有效的隱私權保護，但避免對資訊流施

之努力同步，並轉型為綠色經濟。

加非必要之障礙，以及確保資訊流與通訊流；藉

強化能源安全性並提升能源效率及制定低碳政

此協助經濟體縮小數位差距，並讓全體人民共享

策。APEC將採行分享最佳實務、進行自願同儕
評鑑等措施，並以合理化及階段化減少鼓勵浪費

●

創新成長所帶來的利益。
●

建構高技術性、靈活性與專業的APEC工作小

的無效石化燃料補助為中期目標，同時體認提供

組。APEC將促進技術與職業教育和訓練之發

基本能源服務給需求者之重要性。APEC並將提

展，培養更具技術能力的人員，並推動新技術與

高石化燃料的效率並推動使用ICT以提升社經活

人力資源發展朝向策略方向成長，特別是培育

動之效率。APEC將評估在2005年到2030年間，

具有專長的個人。APEC將協助養成能源效率專

降低APEC經濟體在經濟產出的能源密度之可能

家，如扶植綠色經濟發展。APEC認知經濟體教

性，致力達成2007年APEC領袖所協定的降低25%

育訓練制度上的差異，因此將分享授證與資格認

理想目標。

定資訊，促進專技人員之流動，以擴大區域內可

發展低碳排放的能源技術。APEC將開發機制鼓

用專技服務的範圍。

勵經濟體設定個別計畫，採用低碳排放能源並評

●

促進數位繁榮。APEC鼓勵經濟體採行鼓勵創新

口的經濟機會。

永續性成長：確保未來經濟成長與全球環境保護

●

透過ICT應用實現智慧化的社會經濟活動。APEC

訓練、技能培養及終身學習機會與優質教育之完
技術與職業教育，以及其他培養21世紀技能所必

●

推動保育及農業和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APEC

透過改善社會安全網絡並支持弱勢團體等措施，

會保險涵蓋範圍並鼓勵參與勞動市場，全力促進
●

推動私人對綠色產業與生產製程的投資。APEC
將推動私人對綠色產業及生產製程的投資，包括

經濟體將致力協助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婦女企
●

推動綠色工作教育與訓練。APEC將界定相關技

小企業全球市場商機，並排除中小企業貿易能力
力並擴大相關技術取得之管道。

新訊
APEC

大中小企業投入高成長產業並與中小企業機構及

●

促進在創新政策上的對話與資訊交流。創新政策

估再生能源、核能廠、先進清淨煤技術以及碳捕

必須要多管齊下，包括人力資源和企業精神之建

捉與儲存（CCS）的可能性，以減少碳排放。

立、研發投資、賦稅獎勵、融資措施、公私部門

提高環境商品與服務（EGS）的使用並扶植環

之合作與國際合作。APEC將就制定更有效的政

境商品與服務業。APEC將執行APEC EGS工作

策和政策之執行分享最佳實務，藉此鞏固創新政

計畫，包括採取步驟解決環境商品的非關稅障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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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透過有效的全面性平衡智慧財產（IP）系統，以
促進創新與創意。APEC經濟體將增進其智慧財

擔糧食供應之可得性與取得，是亞太地區與全球
許多人關切的焦點。生產可配合氣候變遷而調整

與商業化環境，以利技術之發展與散播。為此，

及不受其影響的糧食，已成當務之急。APEC將

APEC經濟體將致力開發全球智慧財產基礎架

繼續與私部門、學界與公民社團合作，透過提升

構，用以促進法務／行政管理、人力資源與ICT

產量與產能及降低採收後損失等措施，以及藉助

方面的改善創新，並在此背景下，將「APEC反

促進負責的農業投資和運用科學與風險控管糧食

仿冒及盜版倡議」與「APEC專利取得程序之合

安全體制等措施，輔導投資、貿易和市場推動，

作倡議」納入。APEC將繼續與會員經濟體內所

促進農業的永續發展，因應糧食安全的挑戰。

有相關團體進行對話、資訊交流、經驗分享、技

APEC經濟體將繼續就糧食安全議題建構能力，

術合作與能力建構等。

以保障公共衛生及推動貿易。

推動標準之合作。APEC將與區域專家團體協調
更大幅度調整，推動先進技術標準化合作。

長打好穩固的基礎。APEC在打擊貪腐與提高透

推動生命科學之創新。APEC將在醫療與生命科

明度上的努力，將配合公部門和企業治理的結構

學領域採取具體行動，進一步致力鼓勵醫療創新

改革做調整及給予輔助，並與現行的反洗錢活動

與應用，以及衛生體系內相關ICT之革新，包括

相輔相成。

安全性成長：我們致力保護區域內人民的經濟與
健康並建構經濟活動所需的安全環境。

3.APEC成長策略行動計畫
(1)擬定整合工作要項落實APEC成長策略
本實施成長策略之行動計畫，包含以下重要整合
工作要項。在此行動計畫下的所有相關計畫，均應善
用APEC的優勢並採納有效之方式，如經濟與技術合

反制恐怖主義確保貿易安全。保護區域經濟體系

作（ECOTECH）及公私部門合作。APEC資深官員應

免於攻擊、破壞與濫用，乃是營造安全經商環境

在過程中扮演中立、協調及指導的角色。

的要件。APEC將繼續制定與落實反擊恐怖主義

a.結構改革

並推動安全貿易的議程，包括承續當前在交通安

結構改革以及合宜的總體經濟政策，乃是達成

全（包含港口、航海與航空安全）、反洗錢與反

強勁、永續與平衡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要素。過

恐怖主義融資、供應鏈安全與貿易復甦、網路安

去五年來亞太地區在這方面頗有斬獲，其中包含

全及防護基礎建設等領域所做的努力。APEC將

「實施結構改革之領袖議程（Leaders' Agenda to

在不妥協合法經濟活動之下，與相關組織與私部

Implement Structural Reform,LAISR）」。為促成

門通力合作致力降低風險。

更平衡、更包容的成長，APEC經濟體應在資深

因應緊急事件與天然災害。APEC將協助經濟體

官員的指導與監督下，實施「APEC新結構改革

加深對災害經濟與社會成本的瞭解。APEC將查

策略（ANSSR）」，當中設定了延伸性的優先結

辨區域內災害風險降低做法的落差，並建立合用

構改革領域，包括提升教育品質、增加勞動市場

的機制將商業與社區反彈力擴增至最大。

機會、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增進弱勢與婦女的機

強化傳染病之整備，控制非傳染性疾病的擴散，

會，以及推動有效社會安全網計畫及金融市場發

並強化衛生系統。APEC將繼續加強整備，以有

展，並持續致力改善市場效率，承續前版「實施

效管理傳染病之發生與再發，包括結核病、病媒

結構改革之領袖議程」計畫所追求之目標。

傳播之傳染病、愛滋病與其他流行病、建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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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貪腐提高透明度。打擊貪腐與透明化的合作
有助改善整體經商環境並推動良好的治理，為成

作杜絕仿冒義務／醫療產品之交易。

●

●

推動標準之合作，並配合國際標準對境內標準做

展、加速醫療產品管理作業之統一，以及加強合

●

強化糧食防備與安全。可靠、營養、安全、可負

產權保護與執法能力，並改善區內智慧財產使用

透過鼓勵投資、協助製藥及生物產業之永續發

●

●

b.人力資源與企業精神的發展

非傳染性疾病擴散之能力，並強化經濟體之衛生

資 深 官 員 應 指 導 與 監 督 、 實 行A P EC 人 力 資

制度，包含衛生資助、人力資源和衛生資訊技

源開發部長會議於2010年9月在北京所採納的

術，以促進包容性與安全性成長。

「發展人力資源、活絡就業及促成包容性成長

APEC新訊

新訊
APEC

之行動計畫」，此行動計畫主張採行就業導向

範、企業和專業人員流動、ICT創新與應用，

的總體經濟政策、改善教育和人力建構，以建

以及增進科學與技術合作等相關議題，進一步

立有助創造亞太地區新成長的人力資源與商業

推動亞太地區之創新。

基礎。資深官員並應指導與監督、實施APEC

e.人類安全

中小企業部長會議於2010年所採納的「驅動經

為實現亞太地區人類安全，資深官員應輔導深

濟成長復甦之雙引擎策略:中小企業與亞太經

化APEC內部之合作，以降低對企業和貿易之

濟」，包括以強化中小企業進入全球市場，致

威脅與破壞，包括指導相關次級論壇相互合

力確保中小企業再成長與發展為目標的岐阜倡

作研擬反恐怖主義和安全貿易策略，並應監督

議，並應在藉由上述活動鼓勵企業精神、創業

2010年10月在新潟舉辦的第一次亞太糧食安全

財務與金融包容性，及為婦女創造更多機會。

部長會議上所通過的APEC糧食安全行動計畫

c.綠色成長

之實施，並每年回報進度。APEC應繼續與業

資深官員應規劃與施行APEC綠色成長計畫，

界、學界及國際組織通力合作，透過公私部門

強化及增進APEC活動之協調性，透過進階的

之合作與建立專家網絡提升糧食安全並提高整

政策倡議、擴大能力建構與公私部門扶植綠色

備，以因應緊急事件、天然災害與流行病。此

產業所做的努力，經由融資、貿易推動、綠色

外，資深官員並應探討與實施合宜程序，讓會

工作教育與訓練，以及輔導技術開發與散播

員經濟體就其對APEC反貪腐及透明化承諾之

等方式，推動有利環境、低碳與節約能源的技

實踐進度，向大眾做出報告。

術，以因應氣候變遷。綠色成長計畫亦應闡明
APEC經濟體為強化建立自我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效率與水資源保護與促進EGS貿易暨投資
之能力，研擬與實施計畫以合理化及階段化減
少鼓勵浪費的無效石化燃料補助之中期目標。
d.知識經濟
資深官員應繼續匯集APEC全體之力量，建立
鼓勵創新和企業精神的區域商務環境，並透過
有效的全方位平衡智慧財產制度、推動創新與
ICT應用以保障與落實智慧財產權，繼而藉此
促進經濟成長。資深官員應致力解決標準與規

(2)多年期追蹤與實施
為確保多年期追蹤與策略之實施，APEC資深官
員應：
a.落實APEC成長策略行動計畫，就APEC相關工
作計畫進行年度進度審查，並設法評鑑進度，
以利就工作計畫做必要之調整，並與相關
APEC次級論壇合作並提供指導。
b.追求與相關國際論壇及多邊機構的持續合作，
務使APEC成長策略與全球同步。
c.2015年就APEC在推動APEC成長策略上的進
展，向領袖提出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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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運在國際維和工作中的推進：
從聯合國安理會1325號決議談起
伍維婷

國際維持和平工作中，強調的是誰的安全？又是
如何強調？
國際婦運經過多年的倡議，終於順利促成聯合國

在和平與安全的議題中，性別觀點的融入與否，會直
接影響到女性的生存條件。

安全理事會（簡稱安理會）通過1325號決議（2000，條

Holzner和Truong曾經指出，所有形式的人類安全

文請見附錄一）、以及其後的1820號決議（2008）、

都是性別化的（轉引自Lammers, Page no.2）。1聯合國

1888號決議（2009）、1889號決議（2009），這些決議

HIV/AIDS聯合計畫的人道統籌員Ulf Kristofferson也陳述

文的通過，是婦運在國際維和場域的一大突破，而這一

過：「不管是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個人安

切，得從1325號決議文談起。

全或是政治安全，女人與女孩都會因為社會、經濟、政

西元2000年10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325號決
議:「婦女、和平與安全」，這個決議被視為是國際婦
女運動在國際和平工作的一次重大進展。

治的二性不平等，而對她們的安全議題，造成身體、情
緒與物質的不同影響」（Kristofferson, p. 2）。2
但傳統上國際維和工作的思維卻與性別主流化

1325號的決議，主要有兩個歷史性意義。第一，

的概念背道而馳。從統計數字分析，在國際維和工作

1325號決議肯認性別、和平及安全議題的關聯性，要

中，約有30%的女性工作人員，但從西元1948年到2008

求各會員國確保婦女在衝突解決及和平進程中的全面

年，在聯合國六十年的維和工作中，僅有七名秘書長

性參與。另一個里程碑是1325號決議為公民社會參與

特別代表是女性，顯示多數女性仍然擔任低階工作。

和平進程背書，且要求所有參與在和平進程中的工作

再者，對於建立和平的工作，女性在衝突後的社

者，能夠支持衝突當地的婦女團體與和平有關的各種

會處境更需要被關注，因為衝突後的社會通常是缺乏

提案。在國際法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賦予非政府組

法治，且社會結構瓦解，暴力更是一觸即發。但是，

織參與和平進程的權利。

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大部分在衝突後的和平建立工

國際婦女運動自聯合國成立後，就積極爭取在此

作，並未重視到女性因為性別所遭受到的巨大影響，

一國際政治主要場域中參與各項工作，特別是要將性

主因女性並不被視為參戰者，頂多是戰士、反叛軍或

別觀點融入聯合國會員國的施政中，婦運在此一推動

其追隨者的妻子。

上，於1985年在奈洛比舉辦的第三屆婦女大會中取得

正因如此，國際維和工作亟須納入性別觀點，也

重大勝利，在這個會議中，國際婦女團體提出「性別

就更凸顯1325號決議通過的重要性，以下將同時論述

盲」的觀點，成功的促成在北京召開的第四屆世界婦

1325號的不足，並提出未來如何將性別主流化融入國

女大會通過「性別主流化」的決議。

際維和工作的建議。

性別主流化要求聯合國各會員國與聯合國各機
構「評估任何計劃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或方案）

1325號決議的重要性

在各領域和層次對男女的影響的進程……納入政治、

1325號的通過，被視為是國際婦運在國際維和場

經濟和社會等所有領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設計、執行、

域的一個主要勝利。1325號決議開宗明義陳述：「重

監督和評估，使男女都能平等受益，終止不平等的現

申婦女在預防和解決衝突及建設和平方面起重要作

象。最終目標是實現兩性平等。」

用，強調婦女平等參加和充分參與維持和促進和平與

檢視聯合國六個主要機構，安理會是最慢帶入性

1 此段話為本文作者翻譯。
2 此段話為本文作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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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主流化思維的。但事實上，許多實證研究均發現，

安全的一切努力至關重要，以及加強婦女在有關預防

主軸議題研析

納入維持和平行動的主流……。」

女以及兒童的性剝削（Karamé, p. 28）。3
正因為女性的參與能夠促成國際維和工作的成

女性的角色與性別主流化的觀點藉由1325號決議

功，對於參與調停的國家來說，確保女性在和平進程

文的通過，順利成為國際維和工作不可忽視的一項重

工作中參與的層級與數量，將能最快速且有效的達到

點。本文將從以下三個層面來分析1325號決議的重要

維持和平與安全的目的。1325號決議中即載明：「認

性：安理會的功能、現今政治情勢，以及婦運的新策

識到了解武裝衝突對婦女和女孩的影響，作出有效的

略。

體制安排保證她們得到保護並充分參與和平進程，能

安理會的功能
聯合國安理會是聯合國的六大主要機構之一。根
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

大大有助於維持和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

現今政治情勢

任，是唯一有權採取軍事行動的聯合國機構。安理會

筆者曾經自2005年至2008年年底，擔任幫幫忙

有權調查任何引起國際爭端的情況，並可採取強制措

基金會駐聯合國的代表，同時也在這段時間參與聯合

施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換句話說，婦女在國際維

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每年年度婦女大會的籌

和工作的介入，即包括以下三個時間點：衝突發生前

備。這段經驗與許多國際婦運的研究有著相同的結論

維持和平、衝突中恢復和平，以及衝突後建立和平。

──即在聯合國及許多國際會議中可以發現，除了加

安理會的維和工作日趨重要，一方面在過去二十

拿大、紐西蘭、澳洲，以及歐洲數國以外，大部分國

年中，維和工作的需求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另一方

家的代表在性別議題的發言上越趨保守。甚者，有一

面，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衝突與戰爭而死傷的群

些國家會集結且大聲疾呼，要求已開發國家的婦女團

體，已經從過去的軍人轉變成以一般平民為主體，且

體必須尊重該國的傳統文化，不應以性別議題介入各

人數大幅增加。這其中，雖然不被軍方承認，但性侵

國內政。

與性虐待一直被用作交戰的武器。
根據統計，有20,000到50,000名女性，於1990年代
初期的波士尼亞戰爭遭到性侵。在1994年的盧安達大
屠殺，估計有250,000到500,000名女性遭到性侵。在剛
果共和國的內戰中的一個地區，South Kivu，平均每天
有四十位女性遭到性侵。
除了女性較男性易於在戰爭或衝突中，因為交戰
雙方使用「性」作為報復工具而成為受害者，因此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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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決衝突的決策方面的作用，確認亟需將性別觀點

正因為國際政治領袖對於性別議題越趨保守，
國際婦運將性別議題帶入到傳統政治定義下的重要領
域，例如安理會，就顯得更為重要且必須。

婦運的新策略
正因為安理會國際維和的重要性，與考量到現今
政治情勢，國際間婦女團體開始積極遊說聯合國安理
會通過與婦女有關的決議，然而一直進展緩慢。

和工作應納入女性觀點外，Kari H. Karam的研究歸納

Jennifer Klot曾經指出，聯合國安理會花了超過

出以下六點原因，顯示女性在維和工作中的重要性：

五十年的時間，才承認婦女與性別議題與維持國際和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為生理性別的不同，女

平及安全的關聯性。又如前述，聯合國六十年的維和

性所經驗的戰爭或衝突也與男性不同，女性經驗所累

運動中，僅有七名秘書長特別代表是女性。Camille

積的在地知識正是國際維和三大工作中最需納入考慮

Pampell Conaway和Jolynn Shoemaker的研究指出，有

的。第二，經驗顯示，女性的國際維和工作人員對於

以下三個原因造成婦女無法進入國際維和運動的領導

在地婦女的需求較為敏感，而在地婦女也反映，她們

階層。第一，揀選特別代表的過程並不透明，而且

較為容易跟其他的婦女溝通。第三，在衝突地區遭受

傾向指定為聯合國所熟悉的人員，例如大使或永久

性暴力的婦女較易將本身遭遇通報給女性維和工作人

代表，而各國婦女原本就較難成為該國駐聯合國之大

員。第四，女性士兵較能採取說服而非衝撞的方式。

使或永久代表。第二，傾向找「自己人」的方式造成

第五，女性士兵較能進行對婦女的搜身工作。第六，

女性候選人的不利，因為當她們在接受面談時，較不

研究顯示，女性士兵的存在較能減少對於衝突地區婦

會回答聯合國式對於維和工作的理解與規畫。第三，

3 此段話為本文作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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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表的其中一項要求條件是具有軍隊經驗，而許

婦女團體回國後和政府對話，也才有了後來的1820號

多遴選委員仍認為婦女缺乏此種經驗（Conaway and

決議、1888號決議，以及1889號決議。其中，最令筆

Shoemaker,

p.8）。4

者印象深刻的是，在某二次的會議上，婦女團體的代

但事實上，即使無法成為交戰雙方的正式調停

表取得機會和英國駐聯合國的工作人員，與加拿大駐

代表，依據Ashild Falch的研究顯示，在衝突地區的

聯合國的工作人員，逐條討論1820號決議文的草案文

婦女，通常多元且高度的參與非正式的建立和平之工

字。

作，以及與政策有關的行動（2010）。 5 回應此一現

正因為婦女團體的積極介入，1325號決議文史無

狀，1325號決議文中第一點即明確指出：「敦促會員

前例的，在安理會的決議文中，肯定非政府組織的角

國確保在預防、管理和解決衝突的國家、地區和國際

色，第十五點提到：「表示願意確保安全理事會代表

機構與機制的所有決策層增加婦女人數。」第八點也

團考慮到性別因素和婦女權利，包括通過與當地和國

要求：「(b)採取措施，支持當地婦女的和平倡議和解

際婦女團體協商。」此一條文，不僅僅是婦女團體的

決衝突的當地進程，並讓婦女參加和平協定的所有執

一大成就，更是第一次，在維和工作上確認了國家體

行機制。」

制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

1325號的決議正式的提供女性參與維護和平工作
的各種管道，更重要的是，整個1325號的制定過程，

1325號決議的不足

到通過後的實踐與監督，我們都不斷的看到國際婦女

1325號對於婦運在國際維和進程中，有其歷史上

團體深深的介入其中。Jennifer Klot的研究指出，一群

的重要意義，但同時，檢視1325號決議，仍可發現許

婦運工作者對1325號決議的通過產生關鍵性影響，這

多的不足之處，茲分為以下四點說明。

群婦運工作者，來自衝突地區當地的婦團；國家間、

第一，缺乏獨立專家的評估

區域間以及國際的非政府組織、和平進程的促進者、

維和工作因牽涉到聯合國許多機構，唯有獨立專

政府部門及國際組織的支持者，Klot甚至認為，這群

家的設計才能跳脫本位主義的思維，真正監督聯合國

婦運工作者已經成為婦運在國際政治領域的代理人，

及其會員國是否有遵循1325號決議。雖然在1325號決

成功的帶進了新的能量、論述，與戰術（klot, p.17-

議文中並未能通過獨立專家的建制，聯合國婦女發展

23）。6

基金（UNIFEM）仍在與聯合國協商之後，聘請了兩位

筆者個人因為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
會一起工作的經驗，也一起參與過婦女團體藉由1325

獨立專家進行評估。
第二，缺乏定期性報告的安排

號決議推進婦女運動的方式。一方面她們積極與各

大多數的安理會決議文都要求年度報告，且在報

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見面，提高各國對這個決議文的認

告中提出回應決議文的新行動，但1325號決議文未能

識，特別是對女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婦女團體也提

通過類似的規範。

出許多行動方案，供在維持和平各項工作中，扮演不
同角色的各國作為參考。
再者，因為1325號決議的不足，婦女團體在通
過後的八年之間，不斷組成遊說團，利用聯合國各種
會議召開期間，跟各國不同議題的代表團爭取見面的

第三，缺乏實施方式的架構
安理會也因此並未回應後來許多對於1325號決議
文的檢討與建議，包括上述聯合國婦女基金會所邀請
的兩位獨立專家的調查報告。
第四，缺乏資訊流動的增進

機會，也特別利用每年一次全球性的婦女會議，與各

原本1325號決議文的通過，是希望藉此將性別議

國婦女團體一起研商討論，同時發放教戰手冊，鼓勵

題帶入安理會的討論，但實務中發現，安理會並未真

4 Conaway, Camille Pampell and Shoemaker, Jolynn. (2008, July). Women i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Increasing the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Paper presented in Wome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8.
5 Falch, Ashild. (2010, March). Women’s organizations: A driving force behind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rights. PRIO Policy Brief, 3.

http://www.prio.no/Research-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oid=57847924
6 Klotm, Jennifer F. (2003). Women and peace processes: An impossible match? Gender and peace processes- An impossible

match? (p.17-24). Uppsala: Collegi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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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討論婦女議題，許多的代表團仍將婦女議題視為是
「別人的」議題。

展望未來：國際維和工作的性別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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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訓練。這也是國際婦女團體在1325號決議的進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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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婦研縱橫》第93期
（本文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Lammers, Ellen. (1999). Refugees, gender and human

security: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Books.

13

主軸議題研析

2011 年
CSW55會議結論與倡議

顏詩怡

2011年聯合國第55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大會暨非政府組織
周邊會議（NGO Parallel Events）於2月22日至3月4日在
美國紐約市召開，會議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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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並就
會期間全球各區域、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代表的討論於3月
16日形成26點結論，包括46項對聯合國系統、各國政府
及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建議，本文針對其中與我國國情相
符者，分為六個面向整理如下：

➊

一、保障弱勢女性的受教權利

➊NGO CSW會議手冊封面照片（圖片來源：httpwww.ngocsw.org）
➋培力孩童善用科技（CSW55周邊會議會場）

本次會議結論特別強調對懷孕青少女及單身母親
就學權的保障，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4條雖已

對女性移工的保障，透過立法賦予移工獲得尊嚴工作

明文規定，學校應「積極維護」弱勢性傾向及懷孕學

的權利。

生之受教權，但唯有主管機關加強監督各級學校實提
供足夠資源，弱勢學生的受教權方能進一步落實。

提供女性個人進入新興領域職業的相關訓練，協
助其獲得商業、貿易、資訊通信及創業技能，並對科

其次，近日在我國引起多方關注的校園霸凌議題，

技領域高等教育及初入職場的女性提供就業諮詢及職

也為本次提出的結論之一，教育部門必須有效防範霸凌

業輔導方案；在組織部分，則提高學校教師與就業輔

等有礙受教權行為的發生，並對各項暴力予以懲治。

導員的性別敏感度及其對新興行業的認識，同時鼓勵

而在非正式教育部分，會議則提出重視農村及其

教育體系與非政府組織、企業的共同合作，並透過對

他偏鄉人口（尤其是女性）的呼籲，政府應考量可能

現有法律、政策與方案進行檢視，全面排除女性進入

存在的城鄉差距，善用網際網路提供遠端教育、電子

非傳統行業的障礙。

學習或廣播電台服務，以克服地域及時間限制。
二、透過國家立法與政策，促進科技領域的性別平等
除國家整體教育政策具有性別觀點外，教育部

另在平衡職場與家庭責任的落實上，本次結論則
強調社會宣導的重要，必須讓所有人認知到子女及長
者的照護是兩性及整體社會的共同責任，並使育嬰假

門的科學教育政策也應納入性別觀點，確保科學教育

等相關權益廣為勞動者所瞭解。

的內容能符合女性的需求，並對現有促進女性參與科

五、營造性別友善的科技職場，提高女性進入、存留

技的政策及方案進行檢視；在科技及創新產業政策部

與升遷的機會

分，應考量並解決女企業家面臨的具體限制，確保其
能取得育成中心與科技園區的各項訓練與支持資訊。

培養公私科技組織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性別意
識，鼓勵其訂定明確的人才召募、甄試與進用標準，

此外，政府應增加促進科技領域性別平等的投

並改善女性升遷措施的設計（例如考量女性的懷孕因

資，包括對女男在科技領域參與差異及改善之道等進

素，在研究機構中給與女性研究人員較長的成果評量

行研究；另在各級預算編列時亦需回應性別差異，確

年限），以積極促進組織人力性別比例的均衡，及防

保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

止直接與間接歧視女性。

三、破除性別刻板印象，加強性別敏感的科技教育

六、肯定女性在地知識，使新科技符合女性的需求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宣傳科技業女性的正面形象，

尊重、保護農村及原住民女性的傳統知識，向女

以及加強培訓科技學科的女性教師，提供「女性—科

性學習在地知識，並看見女性由此發展新知識與創造

技」連結的角色典範，並於科技課程與教材中，具體

新技術的潛力，以因應氣候變遷、自然災難與糧食危

說明科技如何應用於社會各層面、強調科技與生活的

機的挑戰。

相關性，增進女學生對科技學科（尤其是數學和工

此外，保障各科技組織（尤其是研究機構）中各

程）的興趣。

層級的女性能平等參與決策，以確保科技研究與發展

四、改善女性勞動條件，擴大其就業機會

議程能顧及女性的需求，並於科技研發中進行性別分

肯定照護及其他女性為主行業的勞動價值，改善
其工作條件，降低性別薪資差距；會議結論特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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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性別影響評估，使新科技對女男皆具實用價值。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國際婦女節專欄

摘譯│陳麗蓉

[聯合國UN Women執
行長Michelle Bachelet
利比瑞亞演說摘要]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演說摘要]
促進性別平等、為
女性創造更多機會，將

我們要以批判性的

增強全球經濟增長的動

觀點思考如何促進婦女和
女童獲得教育、培訓、科

力。目前全球的婦女企
業家超過2億名，女性每年賺取100億美元，且預估

學和技術受教權的管道。唯有投入資源教育和培訓

在往後幾年將會再成長50億美元，投資女性是創造

婦女和女童，才能落實兩性平等和婦女培力。研究

就業機會和刺激經濟成長的方法。

和統計顯示，在過去十年中，儘管女性加入勞動的

縱觀全球，女性承擔三分之二勞動力，但報酬

人口數更多，但女性仍是位於全球經濟的底端。綜

只有總體的三分之一，只擁有不到2%的土地，且

觀全球，女性不如男性容易取得固定工作與薪資。

女性收入過低，在企業和社會中沒有足夠的代表。

女性在職場上多半處於低工資且工作條件差，幾乎

全球有30億人無法獲得基本的金融服務，這些人其

沒有職業保障，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障福利的狀態。

中多數為女性。我們看到中東婦女無法享有教育權

提供女性跟男性相同的教育和培訓機會是非

及工作權，已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甚至引起社會動

常重要的做法。各國政府、國際社群、非政府組織

盪。

和私營部門必須密切與社區和學校合作，協助學童
有鑑於女性投入80%的收入在家庭與社區裡，

的家庭，特別是農村家庭，使其兒女能完成學業。

若保障女性受教權，並提供小型創業的管道與信

800萬名的成年文盲中有三分之二是婦女，我想藉

貸，將有助於促進婦女權益並連帶幫助她們的家

此讚揚進入利比瑞亞成人掃盲學校就讀的男女學生

人、社區與國家。在美國國務院，我們正在將女性

具有無比的勇氣。

創業整合納入我們的全球經濟戰略，並通過非洲發

社區電台、行動電話、網際網路已是教育的有

展與機會法案、通往繁榮之路計畫來加強女性與市

利工具，使人們在偏遠地區也能參與討論。不幸的

場的聯繫。

是，由於農村地區缺乏資源挹注，特別是在非洲國

美國將主辦今年APEC論壇以支持女性成長，

家的農村和偏遠地區，許多男女性沒有機會獲得這

我們正與私部門合作，資助各地非政府組織幫助婦

些平台。我們必須確保更多的年輕女性得以進入大

女和女童。鼓勵各國政府和私人部門為女性提供貸

專院校。利比瑞亞的大專院校不僅要招收更多的年

款、銀行和保險服務，縮小移動技術使用的性別差

輕女性就讀，並且須制定指導方案，以鼓勵這些年

別。許多美國企業已將幫助女性當作使命。艾克索

輕女性從事科學、技術、醫藥、工程、農業和經濟

美孚石油公司在培訓女性企業家，幫助她們支持那

學領域的研究。

些創造更多機會的政策。可口可樂的“5 by 20”項目

綜觀全球，女性很少成為科技研發機構或科技

的目的是在2020年之前在全球培訓500萬名女性企業

公司的領導人，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狀況，應當開發

家。

婦女的潛能，並確保她們有參與科學領域的平等機
歷史上從未有如此多的力量一起為實現性別

平等而努力。但世界婦女節讓人們意識到支持全

國際婦女節專欄

2011國際婦女節
──重要女性領袖演說

會。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只要享有平等的機會和
資源管道，女性的潛能無窮。

球女性還需要更多努力。當女性得以發展，她們的
家庭、社區、國家都將興盛，世界也將變得更加和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平、富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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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側記

陳怡文

首次由中央政府舉辦之全國婦女國是會議於100年
3月7日至3月8日假國家圖書館召開，內政部江宜樺部
長兼婦權基金會董事長代表主辦單位歡迎各界先進齊
聚一堂，共同討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草案」，他表
示從去年11月起所辦理的38場會前座談會及這兩天大
會所提出的具體意見和結論，將是未來行政院性別平
等處成立後的施政依據，也希望成為各部會分別研擬
性別平等政策白皮書或是制訂施政計畫的重要參考。
行政院吳敦義院長兼婦權會召集人代表指導單位
說明召開婦女國是會議的緣由，並宣示行政院推動落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場次。（100年3月8日婦權基金會攝影）

實性別平等政策的決心，包括函請立法院將「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列為本會期優先
審議法案等；吳院長指出明年性平處成立後，將有專
人專責統籌及協調性平政策的推動，他期許未來性別
平等不只存在各種全球性的指標評鑑，更能夠成為民
眾生活的一部分。
總統馬英九先生亦蒞臨大會致辭，他強調追求性
別平等已是文明世界的普世價值，他很高興在公私部
門的合作下，臺灣對婦女權益的保障已超越土地及人
口的限制，發展出傲人的成就。馬總統表示，即使我
國沒有機會參與國際重要人權公約的簽訂，但政府仍
加以國內法化來落實推行，使性別平等的保障具有法

▲分組結論報告：由各場次主持人宣讀該場次結論。左起詹火生
政策顧問、莫藜藜委員、陳明印主任祕書、曾中明常務次長、簡
太郎政務次長、劉玉蘭參事、范國勇委員及陳曼麗委員。（100
年3月8日婦權基金會攝影）

律效果，政府將繼續努力讓女性在任何領域都不受歧
視，促使兩性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
兩天會議各場次主題包括：「性別平等專責機制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就業、經濟與福利」「教育、

底前完成，作為明年性平處成立後施政措施或修法的
依據；若涉及預算編列的部分，恐無法立即於明年反
應需求，較可能在籌編102年度預算時納入。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

「就業、經濟與福利」場次中，勞委會王如玄主

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人口、婚姻與家庭」

委出席回應有關勞動檢查、喘息服務、家事服務法及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1

創業鳳凰等議題，另拋出改革構想，擬將退休金和勞

在「性別平等專責機制&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場

保老年給付納入夫妻離婚後財產分配的範圍，以保障

次，首先由綱領編撰小祖總召集人江宜樺部長擔任引

收入較低或沒有工作的離婚婦女老年生活。其餘場次

言，說明綱領草案的核心理念及各篇摘要，接著由社

亦有各部會中高階主管如主祕、司長、局長、處長等

會司長兼婦權基金會執行長黃碧霞說明未來性平專責

率領相關業務同仁出席回應；地方政府則有副縣長、

機制的轉變及任務。與會者關切性平政策綱領如何規

祕書長、局(處)長等協同縣(市)政府團隊出席，或傳

畫工作期程及編列預算等，江部長回應表示綱領編撰

達地方首長具體性平施政計畫，或反應在地需求等。

小組將參考本次大會的意見繼續修訂，希望在今年年

立法院亦有委員出席本次會議，表達對婦女權益的關

1 聯合國在去年整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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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今年1月1日正式運作，期能

以更有效的方式來解決全球女性面臨的問題，推動人類社會性別平等目標的達成。出任UN Women執行長的前智利女總統Michelle
Bachelet，甫於1月下旬宣布該組織100日工作計畫的五項優先議題，包括：強化婦女的發言權、領導與參與；終結對婦女暴力；強
化落實婦女之和平與安全進程；強化婦女經濟賦權；促使性別平權優先納入國家、地方及各部門的計畫、預算與統計項目等，這些
恰是本次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所關切的內容，在兩天的會議中也有相當的討論。（詳：http://www.unwomen.org/
wp-content/uploads/2011/01/VisionAnd100DayActionPla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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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出席人次統計
媒體,44

500
400
300
200
100

民間團體及
專家學者,191
中央及地方
公部門,246

0

媒體,6
民間團體及
專家學者,133
中央及地方
公部門,168
3月8日

3月7日

切；司法院則有副廳長及地方法院法官出席，副廳長

男,72

男,136

並於「人身安全與司法」場次針對司法人員的多元性

23%

28%

別文化素養的培訓、專家證人制度的建立及通譯人才
兩天大會有中央及地方公部門代表、專家學者、

時間

與會人數及性別比例

▲閉幕式合影。（100年3月8日婦權基金會攝影）

不足等問題加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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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600

女,345

女,235

72%

77%

民間團體及產業代表等逾四百人參與（3月7日有481人
次，3月8日有307人次，未計表演團隊、觀禮嘉賓、工

3月7日

3月8日

作人員及志工），並有50名記者、逾30家平面及電子
媒體採訪報導。各界代表於大會上發言踴躍，托育與

質的托育制度，以公民共辦模式擴增保母托育、幼兒

長期照顧政策、照顧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及勞動權益、

園與國小課後照顧等公共托育服務，以滿足勞工家庭

參與式民主機制、環境教育與綠色消費、執法單位的

的需求，且應設立自治委員會定期審議托育服務。

性別敏感度與多元文化意識、家暴及人口販運之特殊

與會者雖然從事不同行業，來自不同區域或族

性、多元家庭需求、婚姻移民歸化與公民身分（權）

群，卻不約而同主張性平政策綱領的內涵及政府推

的界定等議題，更是引發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動性別平等的施政方向，應全面納入不同性別、性傾

由南部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所組成的「臺灣南方

向、族群、地域、年齡、文化等多元的價值，也要求

社會力聯盟」，曾於2月先行召開行前會議，共同研討

定期追蹤檢視綱領落實的情形，並公開資訊，期許由

綱領草案內容，並在大會上接力發言，提出聚焦南部觀

行政院帶頭推動性別主流化，促進立法、司法、考試

點的修正建議，強調政府應尊重多元文化並重視區域正

及監察四院成立性別平等推動機制，並擴及民間企業

義，性平政策綱領應納入農村婦女、原住民、新移民及

與團體，期使公私部門共同合作消除歧視，打造性別

同志等群體的觀點，保障參與決策的機會平等。

友善及多元平等的社會。

而婦女新知基金會、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臺北市

本次大會提出具體結論建議共86條，而各場次

女性權益促進會、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同光教會、

針對「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草案」之修正意見共計133

臺灣女同志拉拉手協會、TG蝶園等團體組成「臺灣伴

份，上述內容連同大會手冊電子檔皆已上傳至大會

侶權益推動聯盟」，在大會中呼籲政府應盡速制定伴

網站（http://www.women100.org.tw/info_download.

侶權益相關的法律與政策，以架構身分法、財產權、

aspx?CONFERENCE_ID=1）。為回應本次大會意見，

經濟安全、社會福利、勞動權益、醫療代理等各面向

綱領編撰小組將持續開會修正草案內容，希望在今年

的權利義務，避免多元家庭成員的基本人權遭受剝

年底前提交行政院婦權會大會確認，並依循行政程序

奪。

報請行政院核頒，以促使未來性平處及各部會據此發
此外，由婦團、勞團及家長團體所組成的「托育

政策催生聯盟」，亦於會中主張政府應該提供平價優

展性平政策白皮書、研擬施政重點或實施計畫。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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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一、撰寫背景
中央政府行政體系將於101年完成組織改造，行
政院內將設置性別平等處作為未來性別平等政策推動

整理│盧孟宗、古春勻

中進一步討論與後續修正，以作為未來政策方向之參
考依據。

二、預期目標

之統籌及幕僚單位。由於性別平等專責機制的定位與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期望能夠達成以下目標：

權責攸關我國婦女／性別政策的走向，也是社會各界

1.融合民間團體經驗，發展符合我國國情之性別

共同關注的重大性別議題，因此，為使婦女平權與性
別平等相關之政策能有效回應民間需求，結合政府單
位、民間團體與學界共識，編撰「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作為性別平等處設立後的施政參考。
事實上，我國婦女與性別平等之發展，已有相當
長足之進步。依據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兩項性
別平等發展重要指標：「性別發展指數」（GDI）及

平等政策。
2.檢視婦女政策綱領，協助研提與時俱進之政府
施政方針。
3.回應國際基本準則，促進婦女平權與性別主流
持續實踐。

三、綱領編撰小組

「性別權力測度」（GEM）之計算公式，中華民國在

組成方式：

此兩項評比中可分別名列全球第20位及22位；在亞洲

1、總召集人：江宜樺

地區均為第2位。UNDP於2010年設計了一項新的綜合

2、副召集人：李安妮、張玨

評比指標－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3、分組召集人：

GII），以健康、賦權、勞動力市場為三個主要維度，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黃長玲

對照UNDP公布之各國分數及我國主計處依公式自行計

就業、經濟與福利：莫藜藜

算的數據，我國為第4低之分數，其意義則在於我國的

人口、婚姻與家庭：張瓊玲

發展潛能因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損失較低。不過，由

教育、文化與媒體：黃馨慧、方念萱

於在統計指標之選取與綜合指數之計算方式均與過去

人身安全與司法：王珮玲

相異，因此其在數值的意義上亦與過去不同，在各國

健康、醫療與照顧：張菊惠

之間分數的比較或排名亦應謹慎詮釋。

環就、能源與科技：彭渰雯

與GDI有關的4項指標中，女性預期壽命由1997年
的78.6歲成長至2009年的82.5歲；而女性粗在學率亦超
越男性在學率，反映出當各項社會情況日益進步的同

四、綱領核心議題
政策綱領共區分為七個核心議題：

時，臺灣女性與男性在教育、健康層面均能共享社會
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與性別權力測度相關的國會
議員女性比例，我國已達近30%，專業技術人員比例，
兩性比例也佔各半，這些面向突顯了當兩性基本能力
環境、能
源與科技

皆能平等發展後，在政治決策與經濟生產層面運用能
力的機會也日趨平等。
為持續落實「保障婦女安全、尊重多元發展；落
實性別平等、促成兩性共治」之政策願景，內政部於
去(99)年9月起組成綱領編撰小組，由內政部江部長宜
樺擔任總召集人，協調行政院婦權會委員、民間婦女
團體與學者專家之共同意見，具體研提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草案，並於11月起展開分由中央部會、縣(市)政

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

健康、醫
療與照顧

人身安全
與司法

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
主軸

就業、經濟
與福利

府、民間團體所辦理的38場次會前座談會，讓更多關
心婦女/性別議題的民眾、學者、民間團體及政府代表
都能就綱領核心議題交換意見，再交由撰擬小組彙整
修訂，並於民國100年3月8日舉辦之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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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每項主題以4項要旨陳述
1.現況與背景分析：回顧已有政策、輔以統計數據等
呈現，描繪性別落差的情況。
2.基本理念與觀點：陳述本政策欲傳達的社會價值以
及欲改善、推進的面向。
3.政策願景與內涵：針對現況並延續基本理念的陳述
部分，提出適切的對應內容。
4.具體行動措施：擬定可行的實踐方案，並儘可能與
政府機關之職能呼應。

六、各篇基本理念與內涵概要：
1.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項核心議題共同的基本理念包
括：
(1)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弱勢，因此，為促使兩性真正的平等及相互尊重，必
須要讓女性能夠充分就業以確保其經濟資源的穩定。
另外，勞動尊嚴和照顧工作的共同分擔應為普遍之共
識，由以上三面向為內涵，提出相關政策願景。
未來相關政策的規劃上，提出應該要能結合脫貧
與福利政策，支持女性由依賴轉為自立，再者，要提
昇女性勞動參與，必須要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並協助
兩性充分就業。而在勞動市場中，則應確保任何勞動
形式及其工作價值都具有基本的保障與尊嚴。
(3)人口、婚姻與家庭──性別觀點的人口政策是健全
社會發展的基礎：
本篇探討伴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現象等人口結
構變化，以及人口結構改變所造成的社會轉變、現有
婚姻法律中對於女性及婚姻移民的性別歧視、多元家
庭型態與功能轉變等現況提出在人口、婚姻與家庭方
面，應該重視以下幾項基本理念與政策願景：

(2)婦女權益的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人口政策應具有性別觀點，正視不同人口群、

(3)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

區域、族群和性傾向人口的個別需求，以促進性別平

2.各項核心議題也以各自的面向提出重要的基本理念

等，除此之外，婦女福利實為整體家庭政策最重要的

與政策願景：
(1)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參與式民主是促進兩性共
治共決的實踐策略：

一環，規劃支持性、補充性、替代性的婦女福利政策
以健全家庭政策。人口政策要能回應人生各階段的不
同需求，以全人關懷為所有政策的終極目標。

本篇檢視女性在國家事務、市場經濟、社會組織

除了在人口政策上因應人口結構失衡的現象外，

和家庭生活四個領域的參與現況，發現雖然女性在國

也應提倡具有性別敏感度的人口政策，才能真正落實

家事務的參與上持續增長，但與男性仍存在差距，加

性別正義。婚姻制度應具有平等價值，全面檢討婚姻

上其他三項領域中權力落差更加明顯，因此提出應該

制度中相關法律規定，維護個人在婚配與伴侶關係中

在不同領域中，降低性別權力的差距、確保性別平權

之各項基本權益。最後家庭政策要能回應社會多元的

的參與並確立性別平權的觀點。

家庭型態，重視長期照顧與托育等制度規劃建立全人

基於以上所提之目標，本篇提出以下幾項基本理
念包括：提升女性以實踐性別權力平等、性別權力失
衡應積極矯正、民主政治應與民主治理並重、權力並
非支配而是得到自我實現的可能。

關懷之家庭政策。
(4)教育、文化與媒體──具性別意識的教育文化媒體
政策是建構性別平等社會的磐石：
本篇從教育、文化與媒體三個角度分別檢視現

根據上述之理念，進一步勾勒未來政策之藍圖，

況：在教育方面，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教育白皮書的頒

在政策規劃上，期望能藉由政策綱領所提供的方向，

布已成為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礎，然而，各項資源仍須

縮小男女兩性在具有決策權力的職位上數量差距，同

持續投入，以從根本建立平等尊重的價值觀。文化方

時也降低兩性在各領域決策過程中的平等參與，另一

面，改革傳統文化的性別偏見、包容移入文化的性別

方面，重視女性的經驗和觀點，如此一來才能使決策

觀點，尊重新興文化的性別多元均為性別平等最深層

具備性別敏感度。

且待持續努力的目標。媒體方面，長期的商業競爭惡

(2)經濟、就業與福利──混合式經濟體制是婦女經濟

化既有對於性別與弱勢族群之歧視。

安全的最佳屏障：

本篇基於前面所提之現況，提出平等、多元和

本篇觀察勞動參與模式、薪資收入狀態、社會角

公平是各項政策的核心價值，追求平等不僅要反制歧

色分工及經濟資源掌握四個面向，說明我國性別落差

視，還要更積極的提升性別意識；尊重不同性別、族

的概況：近年來女性勞動力提昇，但因照顧工作中斷

群與階級的差異及其所展現的多元性；最後，不同族

就業和非典型就業比例較高、女性平均收入較低易成

群都應公平享有教育資源。

為依賴人口、女性所負擔的家務及照顧責任較重、經
濟資源及政策仍由男性主導等。
然而， 經濟情況的落差可能導致女性在家庭中的

國際婦女節專欄

五、撰寫架構

各項政策應結合社會共同落實，在尊重專業、
自主與傳統的同時，也應結合公民社會團體的力量監
督、鼓勵教育、文化與媒體領域的性別意識；建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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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群體的可見性和主體性，避免複製刻板印象、標籤

康服務、確保女性在相關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和決策層

和汙名化。

級之提升等三項作為撰寫之原則。

(5)人身安全與司法──消除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是捍
衛人身安全的重要關鍵：

依據以上之基本理念，未來政策方向應著重於：
健康政策應納入不同性別的需求、經驗及參與，使其

目前攸關婦女人身安全的相關法律和政策建制已

具備性別意識和健康公平，此外，健康政策應建於

有進展，並在法案頒布後持續檢視修正；政策方案服

全人關懷，從個別生活型態、生命週期的差異性思考

務資源日增，以整合性服務模式為推動方向，政府與

身、心、社會並重的健康醫療；強調醫療專業與民眾

民間團體亦積極合作。然而，現行各項工作仍面臨以

對話的重要性，才能促使弱勢群體的健康照顧需求受

下困境：社會大眾觀念認知落差、專業人員之性別意

到平等重視。

識、能力、人力困乏、執行單位未能有效整合、相關

(7)環境、能源與科技──女性關懷融入環保與科技是

保護機制與資源仍不足等。

對永續社會的承諾：

為回應上述議題，國家應建構平等尊重的社會環

在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中，可以觀察到以下幾

境，消除性別歧視與暴力並建構女性、兒童與各族群

種現象，首先，性別刻板印象強化兩性對於不同知識

安全無慮的生活環境、保障女性與少數族群的基本權

的偏好取向，進而造成女性觀點在科技領域中弱化；

益讓個人追求自我實現與社會發展。

在目前的公共空間規劃與基礎建設中，對於女性及弱

欲消除暴力與歧視需要透過政府與民間共同提倡
平等意識，並採取策略防制人口販運犯罪，建構專業

勢使用者的經驗和需求未受重視；相關研究和統計的
缺乏造成性別觀點未能有效融入主流政策。

處理機制同時也提供被害人完善的服務。改善司法環

本篇之基本理念如下：促進女性在相關領域中的

境的性別意識、法律的落實與效果均與執行者性別敏

平等參與以期注入女性觀點、在公共資源的投入與分

感高度相關，因此，建立具性別意識之司法環境也是

配上，保障分配正義和弱勢福利、在任何政策、計畫

努力目標。最後，藉由安全生活空間的建構，減少犯

和設施中應重視女性和弱勢者的經驗、知識與價值。

罪機會的發生。

透過女性在各項環境、能源與科技相關政策之決

(6)健康、醫療與照顧──性別特殊性及身心並重是推
動全方位健康政策的目標：

策參與，促使不同性別的需求能被看見；從女性的觀
點出發有利改變男性中心主義的科技知識典範，進而

本篇檢視自2005年起，六年間的性別與健康發展

觸發相關政策專業的性別關懷；政策思維應以人本為

情況列舉出以下幾項：醫療環境仍缺乏性別友善及醫

導向，確保整體資源在不同族群、地域、年齡人口的

事照護人力性別比例失衡、目前各種疾病的預防與治

分配正義；強化政府與民間、政府間各部會、中央與

療應涵括社會文化與環境策略之思考、健康不平等現

地方的合作機制，推動並落實適切的政策方案。

象持續擴大，顯示現有政策於考量不同性別、族群、
年齡等生活型態之思維仍不夠完善。
在健康、醫療與照顧篇中，以性別平等與健康公
平的公共衛生政策、具有性別及文化敏感度的全人健

七、未來進程：
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已於100年3月8日召開完畢，目
前所規劃關於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後續工作為：

4月：全國婦女國是會議上之

5-8月：召開數場三邊會議邀

9月：再次修訂後，請總召集

意見彙整並交由各篇召集人

請各篇召集人、相關部會、

人召開確認定稿會議

進行修正，預計四月底前完

民間團體及學者專家就修正

成修訂

後的綱領內容作深度對話

10-11月：以定稿之版本提交

101年性平處成立後也會以此

行政院婦權委員會前會(10

作為施政依據並依此研擬性

月)及正式大會(11月)討論確

別平等政策白皮書草案

認後，將循行政程序報請行
政院核頒

詳細的政策綱領內容請參閱：全國婦女國是會議網站http://www.women10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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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CSW55與會紀實
今年2月22日至3月4日在美國紐約市召開的第55屆
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簡稱CSW）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NGO Parallel
Events）已圓滿落幕。除了參與大會及非政府組織週邊
會議外，與會的臺灣代表並於周末（2月26日）參與女
性學習夥伴組織（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簡稱
WLP）所主辦的「聯合國女人」慶祝活動（Celebrating
UN Women: The Way Forward）。
除了上述聯合國官方與非官方的會議之外，臺
灣駐紐約辦事處今年亦與本會合作，與國內同步舉辦
「臺灣女人‧精采一百」展覽活動，同時亦與世界
課程與教學協會（WCCI）和國際法律專業女性學會
（FIFCJ）合作，針對今年大會優先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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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顧主題（評估第51屆會議「消除對女孩一切
形式的歧視與暴力」結論之落實狀況），邀請國外專
家學者辦理兩場論壇。
今年臺灣與會代表包括來自學術單位、民間社團
及公務部門（內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勞委會、臺
北市政府）的成員共27人，分別透過9個國際性非政府
組織報名參加。雖然成員來自不同專業領域，但性別
議題是大家共同關注的焦點。在這段期間，大家也分

短片，除了演講者口頭發表報告外，播放影音光碟可

別與其他國家代表籌組了幾場工作坊，討論主題包括

以讓活動變得較活潑，因而引起許多人的旁聽興趣。

促進對女性的科學相關教育、單親婦女的經驗、防止

參加國際會議除了培力自己之外，也讓我們看

女性受暴、對青少女的和平教育、災後的女性培力與

到全球各國在性別議題上的發展程度。身處在臺灣的

教育、增進女性在職場的心理健康、亞洲女性的心理

我們，很難想像許多非洲或伊斯蘭國家的童婚問題嚴

健康及受HIV/AIDs的影響等多年來受到大家關切的議

重，除了談如何避免童婚之外，如何防止女性受暴的

題。

議題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縱使全球各國所面臨的婦
部份與會代表第一次參加會議，雖然心情難免緊

女受暴問題不盡相同，但這個議題還是每個社會面對

張不安，但幾場工作坊都辦得有聲有色，獲得許多國

的首要問題）。透過參與會議的連結，我們找到自己

際友人的共鳴。也是在籌組報告的過程中，大家除了

所處的位置、所應努力的方向，同時也將台灣的在地

學習到如何以英文發表口頭報告外，也找到如何在眾

經驗分享予各國，如此便已達成互相交流、自我成長

多場次會議中脫穎而出，吸引外人前來聆聽，將臺灣

的最大效益。

的經驗分享給更多人。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即為播放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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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性別與教育研討會
2011.04.27-30

機會。本屆研討會特規劃兩場次下午工作坊，針

英國愛塞特

對本屆主題以及教育性別領域之研究方法，擴大

本屆大會主題為「性別與教育：過去、現在與未

學術與實務民間單位意見交換，另外也安排專題

來」，本屆主題衍生自2008年一篇期刊論文「對

研討會，和與會者進行討論交流。本研討會主辦

話：教育中的文化政治研究」，欲探討近年來的

單位為愛塞特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與性別領域的議題變革與演進，以尋找新興

www.genderandeducation.com

第一屆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國際研討會
2011.05.16-18

的新取向、性別議題下的全球與區域觀點、性別

波蘭華沙

與社會關係、性別與展演行銷、性別與社會組織

性別研究是一個跨學科領域、廣納社會文化背景

等。本研討會由波蘭Szczecin大學主辦。

的學術研究。本研討會目的是作為一個跨領域的

www.inter-disciplinary.net/at-the-interface/gender-

觀點交流平台，重現 21世紀中的女性和男性議

and-sexuality/femininity-and-masculinity/

題。探討意題包涵：性別界線與越界、性別議題

母職、奴役與照顧委託
2011.05.20

題包涵社會各面向中的有酬及無酬工作，並探討

英國倫敦

母職勞動的政治、經濟與主體性影響，社會如何

本研討會希望建構兩大女性主義學術主體間的對

理解主觀性的照顧工作，而女性照顧議題與當代

話論述，包含家務勞動、服務、剝削的歷史脈

移民世代產生的交互作用為何。本會議由英國

絡，以及全球化、現代化、移民議題與照顧產業

Birkbeck大學主辦。

的辯論。本次會議主軸聚焦於勞動、照顧、資本

www.mamsie.org/events.htm

與母職生育等議題，本研討會探討的「母職」議

語言教育中的性別意涵研討會
2011.05.28

網絡。會中探討議題包涵：性別議題教學、性別

日本京都大學

歧視、人權與性別法規、教室中的性別論述、性

本研討會欲探討性別及語言學習、教學訓練、教

別與媒體建構、性與性別的建構、性別、種族與

學環境之關係，包含校園環境中的教學與學習模

階級之交互關係等。本會議主辦單位為日本語言

式、學習態度、需求與成就等，期望提昇職場中

學習協會。

的人權議題與性別敏感度，擴大跨領域議題連結

www.gale-sig.org/website/events.html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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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犯罪：女性、犯罪與懲罰國際跨領域研討會
（暴力、藥用、人口販運、恐怖犯罪等）以及女

以色列

性懲罰模式等，兼從在地及全球觀點探討議題走

本會議目的為探討當代跨領域學科中的女性犯罪

向與解決方針。本會議主辦單位為以色列Ariel大

學，包含：法律層面、犯罪學、心理學、性別研

學Samaria中心犯罪與法律學院。

究、社會層面、大眾傳媒以及經濟議題。會中也

www.ariel.ac.il/criminology/scientific-activities/3037

國際活動新訊

2011.05.30-31

將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針對女性受害與犯罪型態

全球化時代下的性別議題
2011.06.02-03

種族、階級、國籍之交互建構與再現，也將討論

羅馬尼亞

政治、文化、文學、視覺藝術與傳播媒體中的性

性別研究自1980崛起後受到1990年全球化思潮影

別議題。本會議主辦單位為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響，性別研究包含女性主義、男性研究與酷兒研

Spiru Haret大學。

究。本研討會將檢視全球化下跨境的性別跨界議

contemporaryscienceassociation.net/upload/pdf/1st-

題，全球化對性別認同之影響，以及伴隨年齡、

IISHSS-ICGS.pdf

信仰、性別與人權：跨文化與民主社會的挑戰
2011.06.11-12

球化之北方與南方觀點並促進彼此對話，擴大性

瑞士

別基礎之人權研究架構。本研討會將邀請政治

本研討會將檢視歐洲社會與全球化背景下的性

學、國際關係、社會學、性別研究、婦女議題、

別、宗教、認同、人權與政治環境，藉由深化研

人權、人類學與社會法學等各領域之學者專家。

究論述與知識體系，將公共與政治領域中的性別

本會議主辦單位為歐洲科學基金會。

議題從邊緣轉為主流論述，促進新興女性主義與

www.esf.org/activities.html

性別學者發展不同宗教領域之性別議題，融合全

國際男性健康周
2011.06.15-17

段與社會關係、社會文化建構之男性氣質、父權

墨西哥

與男性角色、酷兒理論、男性健康促進行為、男

男性平均餘命仍低於女性，為鼓勵男性與社會各

性醫療行為與用藥、健康宣導最佳範例、健康家

界關注男性身心健康，本活動將邀請健康照護專

庭計劃、情緒與暴力管理、健康政策與公共教育

家、教育人員、社會行動者共同分享男性健康之

等主題。

多元需求與促進健康機會。本屆主題為「健康的

sismo.org.mx

男性，健康的社群」，會中將探討：男性成熟階

時間

地點

內容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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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範圍：
一、與提昇性別平權或婦女權益密切相關之國際議題趨勢，
並提出與我國發展呼應之建言。

本通訊每年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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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稿件性質可包含：議題研析、觀察評論、研究報告、趨
勢前瞻，請避免心得分享式陳述或夾雜個人情緒性文字。
◎稿件須知：

策研析、重要組織與人物，

一、全年徵稿，採隨到隨審制。

並介紹國際性別新聞及活

二、中文3000字為原則，文稿中徵引之中英文資料應詳列出

動。本通訊讀者群為各級公
務機關人員、學者專家、實
務工作者及社會大眾。為擴
大參與層面，開放讀者來
稿，歡迎各界投稿，來稿文
字請以深入淺出為原則。

處。若有相關圖片，歡迎併附。
三、稿件若經採用，將寄贈稿酬及一年份通訊致謝。
四、著作人投稿而經本通訊收錄，即視為同意本會以文字或
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為符合出版形式或版面需求，本
會得以要求作者增刪原文。
五、投稿方式：請逕電郵word檔至rene@wrp.org.tw，主旨
「國際性別通訊投稿」，並註明作者姓名、現職、聯
絡電話、地址，以便後續聯繫。

訂閱啟示
◎親至本會訂閱：

本通訊每年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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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8:00
地點：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善導寺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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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後請來電確認。
◎機關團體若欲定期訂閱，歡迎正式來函本會長期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