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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別新聞

國際重要組織

日本災區女性及孕婦的守護者：JOICEP

名人專區

日幣上的女性傳奇─樋口一葉

APEC視窗

2011年APEC 美方優先議題
2011年APEC 婦女與經濟高峰會(WES)

主軸議題研析

從威權文化中突圍：智利的CEDAW經驗
實現兩性平權是合作社運動的核心思想

國際活動新訊

本會花絮

第三屆非營利組織女性領導人培力營
德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訪紀實

本會活動預告

2012年CSW英文模擬會議
100年度單親家庭政策、實務暨輔導模式研討會

CEDAW案例暨法規政策檢視補助辦法



德國社會難以突破的職場性別刻板印象

歐盟要求女性佔銀行董事會1/3比例

德國聯邦政府部

長也育有七個子女的

Ursula von der Leyen就

任以來積極推動育嬰假

等制度，為使父親分擔

照顧新生兒的工作，推

動為期14個月的父母津

貼，儘管越來越多新手

爸爸享用這項福利，

卻大多只請假在家2個

月，原因是德國的職場

仍以男性為主。

在德國育有1子的媽媽中，只有14%會重回社會全

職工作；育有2子的德國媽媽，更只有6%獲得全職工

作。儘管許多企業及政治領袖都聲稱願意僱用並充權

女性員工，但在十多年後的努力仍難以動搖德國企業

界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導職場現實。

曾經在2010年春天宣示要在六年內將女性主管比

例提升至三成，而讓德國各大企業瞠目結舌的德意志

電信(Deutsche Telekom)人資長Thomas Sattelberger說：

「德國人相當擅長組織改造，但卻無法改革文化。德

國對於男女的傳統刻板印象仍未受到動搖或破除。」

德國女性主義者也是

Emma雜誌創辦人Alice 

Schwarzer形容性別刻板

印象就像「鉛製的毛毯

凝固整個德國社會」。

「以德國社會現況

而言，距離能正常看待

男人與女人同時追求事

業與家庭照顧仍有遙遠

距離。當一個女人有了

孩子，她被期待留在家

中很長一段時間，不然

會被視為壞媽媽。」全歐最大的軟體公司SAP第一位

也是唯一的女性董事Angelika Dammann表示。

在歐洲各國，從傳統的南歐到較為平權的北歐，

子女照護的性別角色始終是決定性別平權的關鍵，而

男性的思維脈絡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女性在企業高

層依舊是極少數，很少國家的企業董事會中有超過

20%的女性代表，德國企業女性董事比例只有2%，遠

低於瑞典的17%和英美兩國的14%。（2011.6.28）

資料及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歐盟執委會執委Michel Barnier研擬一份草案，

指出希望強制訂定會員國女性銀行董事配額制。主管

內部市場與金融監管事務的Michel Barnier相信這項變

革，將有助於協助歐盟會員國銀行業免於「集體迷思

(group think)」，且避免重蹈2008年金融危機的覆轍。

這項提案相較英國政府先前預定鼓勵提昇女性董事代

表的政策決議更為激進。

這份草案規定在銀行的董事會中，任何性別的代

表不得少於3分之1。草案若通過歐洲議會審議執行，

將對歐盟各會員國銀行業者具有拘束力，而現今列冊

於倫敦證券交易所的銀行沒有一家符合這項要求。

Michel Barnier指出，他認為不只在銀行董事會

以及更多相關金融機制中，增加組成的多元性是重要

的，這不僅是為了達到性別平權，也是為了追求更佳

的企業治理。銀行界必須打破「集體迷思」的模式，

這種盲思帶來的災難後果世人都曾見證過。他的草案

指出，性別平衡可以導正團體盲思。而委員會報告書

也指出證據顯示，女性不同的領導風格，相較男性更

積極參與董事會議，對團隊智能也有正向影響。

要讓這份草案通過歐洲議會仍須經過許多奮戰，

Michel Barnier從布魯塞爾的消息得知，很可能這份草

案會被修正軟化。（2011.6.22）

資料來源：Guardian News and Media Limited

國際性別視窗

摘譯│吳昀
全球性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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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尼泊爾婦女心理健康照護需求高

聯合國首次通過同性戀人權宣言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尼泊爾社會大眾自

2006年開始逐漸意識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且有少部

份人開始尋求治療。越來越多農村婦女被通報深受心

理疾病纏身，但尼泊爾僅有一間國家精神疾病醫院，

心理健康醫療服務在偏鄉及農村地區更是匱乏。

由於尼泊爾缺乏政府正式統計數據，依照國內

醫院數據發現，單月前往門診的患者中半數以上是女

性，Tribhuvan大學教學醫院精神病區中30名病人多數

為女性。

專家認為由於貧窮、文盲、性別不平等、家庭

暴力、移民男性、內戰以及長期忽視，導致越來越多

婦女出現精神疾病。加上尼泊爾國內醫生缺乏醫療設

備、具備醫療知識的專業團隊以及政府資源投入，而

無法提供婦女所需的醫療照護。估計尼泊爾政府投入

心理健康醫療的預算僅佔財政總預算的0.8。

精神醫院顧問醫師Rabi Shakya認為高比例的婦

女病患導因於家庭成員對精神疾病知識的缺乏以及忽

視，大多數病患來求助門診都已拖了很長時間，進入

嚴重而難以處理的階段。「大多數婦女即使在生病

的狀態，還是深深牽掛著子女」照護員Chaulagain說

「我看到他們在痛苦狀態仍然堅持親餵母乳。女人總

是惦記著自己的責任，這是男性與女性病患很大的差

別」。（2011.6.24）

資料來源：Global Press Institute

2011年6月17日，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經過

密集的談判之後，以23
票贊成、19票反對及3
票棄權的票數，通過聯

合國第一份有關同志權

利的決議，首度對男、

女同性戀者以及跨性別

人權表達支持。

倡議人士認為這

份宣言對幾十年來，

因這項議題而立場分歧

的聯合國是一項「重要的轉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發表聲明指出，這代表了

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長期以來她提倡同志人權即是人

權，男人或女人不應當因為他們的性傾向或他所愛的

人，而受到騷擾或暴力對待。

然而若干非洲和穆斯林國家則對這份宣言表示譴

責。沙烏特阿拉伯代表在表決會上發言表示，將價值

觀念強加給其它國家是不恰當的，文化和宗教的因素

應被加以考慮。提案國之一南非代表表示，這份宣言

是尋求展開一個有助於結束因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衍生

的歧視與暴力的對話。

這份宣言對全球各

地因為反對他人的性傾

向和性別認同而出現的

暴力和歧視行為，表達

嚴重關切。宣言並要求

聯合國高層委員辦公室

在2011年12月前進行研

究，瞭解世界各個基於

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

視性法律、習俗，紀錄

針對個人的暴力行為，

並探討如何利用國際人

權法來終結相關違反人權的行為。

支持這份宣言的國家，包括美國、歐洲聯盟、

巴西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反對的國家則包括俄羅

斯、沙烏地阿拉伯、奈及利亞、馬來西亞以及巴基斯

坦。中國大陸、布吉納法索以及尚比亞則是棄權。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世界上有76個國家仍

視同性關係為違法，對同性戀者的騷擾和歧視更為常

見。（2011.6.17）

資料及圖片來源：CNN Foreign Affairs Correspondent

國際性別視窗

摘譯│吳昀
全球性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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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1）年3月11日在日

本東北發生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

地震，更引發了日本史上之最的

大海嘯侵襲了日本東北沿海各城

鎮。加上地震引發的火災和核安

危機，導致日本東北地區大規模

的地方機能癱瘓和經濟活動停

止，部份城市更遭受毀滅性的破

壞。此消息透過即時新聞的放送，震驚國際社會，來

自日本各地及全世界的援助迅速集結，除了為災民提

供立即的協助外，更企圖為百廢待舉的災區帶來重生

的希望與力量；而其中有一個名叫「JOICEP」的團體

特別關注災區女性，尤其為災後承受高壓的孕婦提供

各式必要的服務，協助災區的孕婦們都能逐步脫離地

震的恐慌擁有安穩的生產環境，期待為災區培育新生

命帶來新希望。

有關JOICEP

JOICEP所提供的不僅是日本災區女性、孕婦及

新生兒實際的支援，它多年來也支援南亞、非洲、

拉丁美洲等區的開發中國家如阿富汗、贊比亞、坦

尚尼亞…等30餘國的婦女，尤其針對這些資源貧乏

國家的懷孕婦女協助提昇穩定的生產環境。JOICEP
的日語漢字全名為：「財団法人家族計画国際協

力財団」，英文名稱為「Japanese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Family Planning」，簡稱即

為「JOICEP」。其成立於日本昭和43年（1968年），

初期主要是針對二次戰後激增的人口問題，特別在協

助解決在開發中國家所產生的糧食危機、保健醫療、

貧窮問題及開發平衡等問題上不遺餘力，同時也進行

倡議呼籲世人重視此等問題之嚴重性。

致力於降低孕婦生產死亡率

JOICEP成立的宗旨即在於協助世界的每一個份子

都能獲得維持自身健康的資源，並希望能實現世界上

每一個人的生存需求。其中性別平等（ジェンダーの

平等）也是JOICEP努力追求的方向之一，他/她們認

為提昇女性生產的安全性也正是實踐性別平等不可或

缺的一環。依據JOICEP的調查，在開發中國家每天大

約有一千人左右因為生產，或生產時引發的疾病而死

亡。如JOICEP長期協助的非洲國家贊比亞為例，國土

是東京都的三倍，但是卻僅有1
位醫師跟12位助產士而已，醫療

資源相當貧乏，也增高了女性在

生產時的風險。此外，許多開發

中國家因為地區文化風俗而造成

女孩早婚，或是HIV/愛滋病的感

染也提高生產時的風險及影響母

體的健康，如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調查，全世界約有3,340萬人感染HIV，其

中百分之63是在非洲南部，每5位孕婦就有1人受到感

染，之後垂直傳染給新生兒的比例也高達3成，因而衍

生出女性因愛滋死亡及後續愛滋寶寶遺孤的社會問題。

因此多年來，JOICEP在開發中國家提供女性安心及

安全生產的支援協助，降低女性在生產時的風險，期盼

每一個生命的孕育都是充滿希望的，每一位母親都能健

康地擁抱新生命。為此，JOICEP提供三大服務內容：

1.人才培育：派遣醫療專業志工協助指導在地人

　員，提昇醫療人才素質。

2.募集資源並提供實際物資援助：提供醫療物

　資，及提昇在地硬體設備。

3.倡議：透過各地志工資料收集反應出開發中國

　家的現況，向日本在內的國家提出加強國際保

　健政策之訴求。

從海外到國內：JOICEP支援日本311東北大地

震的女性及孕婦

在各開發中國家提供女性及孕婦各式必要協助的

JOICEP，於今（2011）年3月的東日本大地震後也積

極投入日本東北災區女性及孕婦的照護。不僅是募集

醫療志工團到災區協助即將生產的孕婦，使得在處於

餘震不斷且物資匱乏的高壓環境下的災區孕婦可以擁

有一個安心且安全的生產環境。同時也將募集所得的

紙尿布、奶粉及內衣褲與生理用品等迅速送給在簡易

避難所中哺乳不便的女性。此外，更提供災區孕婦實

際的金錢援助，降低其生活壓力。JOICEP發揮了過去

在海外協助其他國家女性的經驗，在這次日本311強震

中有如一股從海外回流至日本國內的暖流為災區的女

性帶來希望，也為災區的重建力量埋下希望的種子。

如果想要進一步瞭解JOICEP在日本災區提供援助

的最新消息，以及捐款資訊可參考以下網站：http://

www.joicfp.or.jp/jp/donation/tohoku_earth_quake/

日本災區女性及孕婦的守護者：JOICEP
國際重要組織

JOICEP聯絡資訊 

地址：〒162-0843　東京都新宿区市谷田町1-10　保健会館新館
TEL：03(3268)5875   FAX：03(3235)9774
官方網站：www.joicfp.or.jp/jp/

在日本災區宮城縣JOICEP的助產士志工為孕
婦打氣

摘譯│馮瓊瑩



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樋口一

葉（1872-1896）」這個名字或許

很陌生，不過樋口一葉女士在日本

近代女性史以及文學史上卻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日本文學界稱其為

「日本近代首位女性作家」，她對

日本社會的重要性，可從一件事來

看：日本自2004年開始將樋口一葉

的肖像印刷於五千圓紙鈔上，取代

原本日本近代思想家兼政治家的新

渡戶道造，而成為日本第一個採用

女性做為新式紙幣肖像的對象；至

今以樋口一葉為肖像的五千圓紙鈔

仍在日本社會流通，樋口一葉對於

日本社會的影響力可見一般。

日本政府從1983年就有將女性肖像應用於流通紙

幣上的構想，原本預計從清少納言、紫式部、樋口一

葉、與謝野晶子等四位對日本近代史深具影響力的女性

擇一，惟當時仍受到社會上許多保守的反對聲浪阻撓，

並沒有付諸實行。一直到2004年才正式採用女性肖像並

由「樋口一葉」作為日幣五千圓紙幣的人物肖像，由此

亦可見樋口一葉女士在日本近代女性史上之地位。

樋口一葉出生於1872年的東京，父母親是來自山

梨縣的農民，婚後來到東京，父親經過一番努力後任職

於當時日本新政府的低階官吏，一家

生活還算小康，一直到父親退休後從

商失敗，家道開始中落。樋口一葉從

小成績優異，卻因為家境的關係，僅

念到11歲，小學無法畢業。這是因為在

面臨經濟壓力下，母親認為女生與其

唸書倒不如學習女工及家事有用，對

此，小小年紀的樋口遺憾又悲憤地在

日記上寫下「休學這件事情就有如要

了我的命一樣」來形容輟學這件事對

她的打擊之大。樋口的父親不捨好學

又聰穎的女兒失去進修的機會，便在

家中自己教授女兒『万葉集』、『古

今集』、『新古今集』等，同時也讓

她接受日本和歌的函授教育，好學不倦的她也因此奠定

其日本古典文學之基礎。

直到樋口17歲那年父親驟世，不得不放棄求學開

始做女工撐起家計，並且為了生計而到處走闖；然而流

離困頓的命運並沒有打斷她對於文學的熱誠，人生的

豐富歷練反而造就了她對人世的獨特觀感與敏銳的觀

察力；樋口20歲開始她的文學創作生涯，尤其在她過世

前1年半更達創作顛峰，作品以女性及底層階級小民為

主，寫下不少動人了的寫實小說。 

樋口一葉於1896年因過勞而染肺結核過世，其文

學作品至今仍對日本文學具有即高的影響力，更被後世

推舉為「日本近代第一位女性作家」；樋口一葉僅24年

的短暫生涯猶如夜空中的一閃而過的流星，卻在日本近

代女性史上留下永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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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年早逝的樋口一葉

位於東京的樋口一葉故居 日幣上的樋口一葉肖像

日幣上的女性傳奇│扭轉日本現代女性角色之先驅者

名人專區

名
人
專
區

http://ja.wikipedia.org/  ‧ http://kajipon.sakura.ne.jp/參考網站

摘譯│馮瓊瑩

ひぐち いちよう樋口一葉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是我國目前參與亞

太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官方經濟合作論壇之一，成員涵

蓋的地理範圍，包括亞洲、大洋洲、美洲地區共21個

經濟體，其整體經濟能量佔總全球人口4成左右、國

內生產毛額佔全球近5成4、貿易總額佔全球近4成4，

且APEC組織活動鎖定各經濟體最高元首層級，討論

議題涵蓋廣泛跨領域專業，綜上可知，APEC實為我

國當今參與國際多邊重要機制之一，APEC所形成的

共識對全球經貿政策及規範具有相當影響力。

2011年，美國將自1993年以來首次舉辦APEC峰

會，此時也正值全球經歷金融海嘯後，景氣逐漸復甦

的一年，美國政府深刻瞭解APEC地區經濟發展對美

國景氣提昇的深切關聯，更加積極主導APEC年度議

事，並展現期待藉此重返亞洲經濟舞台之野心。

美國於2010年承接APEC工作後宣示其執行重點，將

以建立一「緊密之區域經濟(seamless regional economy)」

為年度目標，並將著眼三項優先主軸領域： 

（一）加速區域經濟整合及拓展貿易：

界定、型塑及探討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Next 

Generation Trade Issues）1，以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簡稱FTAAP)」，

工作內涵包括：消除貿易之非關稅障礙並防止新障礙

衍生、採行可促進創新與資通訊科技使用之政策及法

規、推動各會員體之結構改革目標；此外，特別針對

中小企業應提供更快速、可近與低成本的經商貿易環

境，包括改善供應鏈連結。 

其中，包含APEC自2011年起推動的第二階段

「APEC結構改革新策略（APEC New Strategy for 

Structural Reform, ANSSR）」，其主導層級提昇至資

深官員會議（SOM）。目標包含：建構更開放健全與

透明的競爭市場；建立功能更佳、更具規範的金融市

場；提供勞動市場機會、訓練及教育；永續中小企業

發展，促進女性與弱勢人民機會；執行有效且財政永

續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等。將由各經濟

體於今年底前提出未來五年具體施行工作計畫，並於

2015年由各經濟向領袖提出工作計畫進展成果。

（二）促進綠色成長：

為協助各經濟體逐漸邁向潔淨能源之未來趨勢，

APEC應加速處理綠能商品與服務之貿易障礙，。消

除針對先進科技產品、再生及回收商品之關稅及非關

稅措施，美方尤其積極推動汽車貿易自由化，並考慮

減少對化石燃料補貼之工作發展計畫，如紐西蘭提出

「全球補貼倡議（Global Subsidies Initiative）」，針

對化石燃料補貼進行改革。此外，應加強取締非法伐

林產業貿易，強化森林永續管理與森林復育，以及對

抗非法林業產品貿易之防範策略。美國亦提出再製品

（re-manufactured goods）之定義釐清以及其環境友善

之價值。 

（三）推展法規謀合及法規合作：

處理有關技術法規、標準及符合性評估之障礙，

對於降低經商成本及強化區域經濟整合至為重要。

APEC應尋求法規制定過程之調和一致，包括更新良

好法規實踐以及實質標準，特別是與新興科技及法規

議題有關者。在今年資深官員會議中，亦同意於各經

濟體內共同致力推展優良法規實務（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GRP）的核心原則，並同意發展由美國提出

之法規合作增進機制。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2011年APEC 美方優先議題
摘譯│吳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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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pec.org  ‧ www.apec2011.gov資料及圖片來源

1  2010年橫濱領袖會議時領袖們同意應定義、型塑與提出「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其中包含FATTP。ABAC認為未來FTAs內容，應

符合企業重視議題，包括市場整合、數位經濟、服務業、IPR、勞工以及法規合作議題。ABAC認為下世代議題的重點不在傳統議題或

新議題，而是在於各項議題是否能反應企業環境變遷，以及回應新科技、新企業模式與供應鏈所帶來的影響。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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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APEC 婦女與經濟高峰會(WES)
吳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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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APEC主辦國美國訂於9月13日至16日於舊

金山召開有別以往的「婦女與經濟高峰會（Women and 

the Economy Summit, WES）」，並宣告各經濟體今年

將以WES會議取代往年之APEC婦女相關會議，針對

美方今年會議之規劃以及改制背景說明分析如後。

一、會議背景及改制緣起

APEC與性別及婦女相關之會議，以2003年成立

之「性別聯絡人網路（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以及1996年成立之「婦女領導人網絡

（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為兩大主

軸。兩者在會議形式及與會對象皆大相逕庭，也彰顯

歷年來APEC呼應婦女經濟議題的官方與民間對話論

述平台。

內部因素
　  

WLN為一個民間倡議性論壇，以女企業家、民間

組織及相關學者專家參與為主，議題設定多元彈性，

會議形式著重與會代表交流互動；GFPN則以各國綜

理性別與婦女事務之政府代表為主，為APEC體制內

例行性之資深官員會議（SOM）特別任務工作小組，

兩者因會議形式的不同，每年與會代表亦不盡相同，

近年來亦面臨不同的運作困境與轉型契機。

WLN屬APEC非正式體制之周邊論壇，歷年來

APEC主辦國皆比照正式會議規格召開，但也深受各

個不同主辦國立場與資源多寡，影響該年議事規模與

討論主軸，不少WLN創始元老也因深感不符期待逐漸

退出；此外，WLN並無常設秘書單位，每年幕僚工作

業務傳承不易，即使近年來WLN成員開始積極討論會

議轉型，並期望設立常設執行委員會，但各方對於未

來具體可行方案之共識仍屬分歧。

反觀GFPN肩負APEC體制內深化跨工作小組性

別知能之主責單位，其工作複雜度與挑戰性甚高，

考驗APEC秘書處性別專案主任之專業與行政統合能

力。此外，GFPN與會代表設定為各經濟體之性別聯

絡人，然各經濟體主責婦女與性別事務之機關屬性不

一，出席之政府代表替換率高，且未必各經濟體皆成

立專責婦女事務部會，各與會代表對性別及GFPN議

題掌握與關切熱誠不一，造成近年來與會出席人數逐

年下降，成為APEC秘書處亟欲改善之困境。

外部因素

值此之際，APEC於2010年起由SOM經濟暨技術

合作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TECH, 

SCE）積極主導APEC體制內論壇精簡，審核各論壇

之計畫推動數量、各經濟體參與情形、執行目標、與

APEC優先議題之密切性等面向，作為縮編改革之依

據。其中，WLN及GFPN被提列為整併目標之一。該

項提議於今（2011）年5月份第二次SCE工作會議中

獲得多數經濟體支持，會中美方副主席特別重申呼應

APEC性別議題之無縫銜接，並於2010年日本召開第

15屆WLN會後，召開第一次高層級之婦女經濟高峰

會，美方多次重申擬藉由高階層級之政策對話會議，

以提昇性別議題於APEC內之能見度，也為今年WES
會議醞釀鋪路。

各方立場

由於WLN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多位創始元老多

次強調必須回歸成立初衷，強化由跨領域專業長才之

非政府組織代表，參與APEC決策機制的重要角色，

方能彰顯WLN融合產、經、學、研的民間色彩。而

去年主辦國日本亦於去年WLN會後邀請各經濟體，針

對後續籌組「WLN管理委員會」之運作模式與權責提

出建言，並將成果供本屆主辦國美方參考。美方自今

年起積極主導會議轉型，於3月邀集各經濟體性別聯

絡人召開電話會議，重申改制必要性及會議規劃，會

中不少經濟體提出不同意見，特別針對會議層級提昇

後，如何確保歷年民間代表持續參與之代表性與永續

性，也對與會對象限縮及往後主辦國立場提出疑慮。

此外，於五月SCE會議中，印尼、馬來西亞及中國大

陸建議強化與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之連

結，墨西哥也表達應確保私部門持續參與權益。

二、2011年WES會議介紹

美方將WES會議定位為整合各界資深民間及政

府部門，針對如何促進APEC婦女經濟充權之對話平

台，會中結論將支持一系列政策建言，並據此提送至

今年11月召開之經濟領袖會議。

WES會議目的

1.尋求具體政策建言及方案措施，以提昇婦女經

　濟參與並促進亞太地區經濟成長

2.強化並整合公私部門對話，並確保最高層級採

　納政策建言

3.提出具成功指標性、具啟發性以及實務可行性

　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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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規劃WES會議組成機制

會議形式與組成

為確保會議建言之具體落實及實質提昇，美方今

年會議規劃為三大組成：

1.婦女與經濟高階政策對話（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HLPD]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HLPD會中將由各經濟體負責廣泛經濟政策之高

層政府代表，以及來自商界、學術界和公民社群的民

間領導人，共同討論有關婦女賦權的議題。會中將討

論並發展出一系列具體行動方案，並將增進婦女經濟

參與之政策建議提送APEC領袖。本會議將由美方國務

卿希拉蕊克林頓擔任主席並率團出席，並將於會終提

出舊金山宣言。

2.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the APEC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

美方規劃PPWE將結合往年官方主導的GFPN與

民間的WLN會議，並將提升和精簡APEC支持婦女的

經濟賦權的性別工作，深化公、私部門的政策合作夥

伴關係。PPWE之功能包含：協助APEC論壇積極整合

性別議題工作；促進並定期提報APEC體制內女性代表

性；報告並評估提案計畫內之性別衡量準則，並視需

要修改之；收集且分享各論壇整合性別議題之最佳範

例；連結民間核心代表、ABAC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以

促進APEC女性經濟賦權等。

為了確保P P W E於A P E C體制內工作的永續

性，PPWE內將設立PPWE管理委員會(Management 

Council)，由各經濟體推派2名代表參與，管委會組成

核心當屆主辦國，副主席則由前一年及後一年主辦國

政府代表擔任，並將邀請私部門代表以及ABAC代表

共同參與。

3.融合女性觀點之經濟成長策略公私部門會談

除了PPWE以及KLPD以外，美方亦邀請民間代表

參與公私部門對談之全體會議及分組討論，場次主題

包含：擴展市場機會、婦女綠能就業、擴展金融服務

可及性、女性未來與永續經濟、創造培養青年領袖的

賦權環境、女性創新新浪潮、女性領導力等。

會議重點議題

美方希望針下列議題，透過公私部門的緊密合

作，擬定出一套可供APEC經濟體具體實行之政策方

案，以達成促進婦女經濟參與度及推動亞太地區經濟

成長之目標。

1.擴展融資管道

相較於男企業主，女性經營的企業常因規模較

小、經營年資短且利潤較低等因素，造成其資金的取

得相當困難。許多國家的融資相關法律甚至要求婦女

提出抵押品，做為向銀行借貸時的擔保，讓少有固定

資產的婦女常因此無法獲得貸款。此外，缺乏借貸規

定及程序的相關資訊與知識，更加削減女性企業主取

得資金的能力。

2.能力與技術的培養

國家人力資本的發展是驅動經濟力的重要關鍵，

而能力與技術的培養則是發展人力資本的根本之道。

然而，許多APEC經濟體中，女性族群雖佔其人口的一

半，但仍未被充份利用。多項實證研究指出，女性小

型企業主經訓練後，其企業收益及利潤得以增加、規

模得以擴大，更能向上提升其價值鏈。

3.進入市場的機會

報告指出女性常因缺乏程序或法規相關資訊，自

覺無能力辦理繁複的各項手續，而處於貪腐體制下的

婦女更覺無助。撇開其他的不談，藉由提升的商業知

識(包括顧問指導及技術支援)、增加的融資管道、更

好的法規環境及商機資訊(包括媒合及技術支援)，則

能使婦女活躍於市場中，並加以擴展其經營企業在國

內外市場上的能見度。

4.婦女的領導才能

當前全球企業中，由女性擔任領導地位者為數

甚少。無論是公司團體的董事會或高階管理層級成員

中，婦女僅呈現不成比例的少數。研究指出下列是阻

礙女性在職場中向上爬升的四項主因：體制上的障礙

(包括模範角色的缺乏，以及遭非正規網絡的排擠)；

工作生活平衡的取捨(包括出差需求及長時間的工

時)；機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指在衡量職位上會因性

別而有所不同)；以及個人的心態(即因婦女周遭少有

正面的案例可供參考，造成她們對本身職業較缺乏自

信的想法)。

為配合擬訂政策架構，WES亦將討論創新改革、

綠色成長、科技、創業及公、私部門合作關係等。

(本文作者為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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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六條 政府應依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報告制度，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聯合國或公約締約國相關專家學

  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
2 第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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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為婦

  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保證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
3  How do 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norms become effective in domestic contexts? An analysi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在許多婦運團體的堅持和爭取，台灣歷經多年

的「性別主流化」，今年（2011年）無疑是運動的

另一個重要里程碑。5月20日立法院順利三讀通過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這不僅讓

CEDAW條文本身與委員會所做的解釋，皆具有國內

法律之效力，更重要的是，透過施行法第六條1 ，台

灣政府與整個公民社會將正式捲入公約所規定的報告

制度中。儘管有過2009年「CEDAW中華民國(台灣)

初次國家報告」的經驗，不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組

織，預計2013年都將進入下一輪的定期報告過程，面

對第二次的CEDAW國家報告，雙方如何各司其職？

又可能會遭遇到哪些困難？透過智利的CEDAW經

驗，或許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智利與台灣都有類似的長期威權統治經驗，且

都脫離國際的人權論述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比台灣又

多了一層根深蒂固的來自天主教的威權文化遺產。在

雙重保守主義勢力的壓迫下，階級的和父權的規範體

系，令大部分智利女性難以過著一種自主的生活。層

層的人權侵害，最終體現在智利女性的不穩定工作條

件、貧窮、歧視性的婚姻法、大量未成年少女懷孕、

家庭暴力、涉及衛生健康的避孕與墮胎議題、以及女

性低度政治參與，等等不平等的議題。

智利在1988年至1989年的民主轉型過程中，批

准了CEDAW。CEDAW作為國際人權規範體系的一

環，這時像外來的隕石不斷衝撞著智利國內主流的保

守主義規範價值。作為國家女性政策機構（WPA）的

SERNAM，就是呼應CEDAW的第2條C款所設立的2，

而代表各領域的草根婦運團體，也在CEDAW的衝擊

下，漸漸開展出一條足以著力的運動方向。

筆者將在下文中，根據Susanne Zwingel教授於

200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3 ，簡要地的介紹代表智利政

府的SERNAM以及代表民間的草根女性NGOs，瞭解

她們如何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在歷次CEDAW委員會

審查智利國家報告的過程中，前者如何謹慎對抗強勢

的保守主義力量，後者如何藉助於國際規範而漸漸從

威權文化中突圍，找到一條穩健的邁向女性自主的解

放道路：

動輒得咎的國家女性政策機構

SERNAM於1991年創立，一方面是政府對內回應

女性運動的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對外回應CEDAW的

國際承諾。SERNAM的角色和位置，一直處於尷尬局

面，她遭受保守反對派攻擊，並被貼標籤為「女性主

義部」，認為已威脅到宗教傳統所詮釋的「家庭」。

另一方面，SERNAM趨於保守的色彩，又始終無法取

得部分民間女性NGOs的信任。

因此，該機構的設計和任務，可被解讀為妥協

下的產物：雖名為獨立機構，卻設在智利政府「規

劃部」（Ministry of Planning）之內。其功能宣稱是

「在各部門和跨部會的層級，設計、協調各種公共政

策，以為女性追求更大的平等，並更普遍地去付諸努

力，以充分地將女性整合在發展進程中。」弔詭的

是，她的任務卻又不包含落實上述政策。SERNAM
處理自己的預算，但預算其實非常有限，最初的200
萬美金僅相當於國家預算的0.1%。國會有時還因為所

謂太過「進步」的政策，而教訓該機構不給予預算。

SERNAM為了從這些限制中獲得某些獨立性，一直倚

賴來自外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補充性資金，有時這

些外來資金加總甚至超過國家撥款。

SERNAM最初關注四大議題：一、修法廢除對女

性直接的歧視，並更能代表她們的利益。例如，確立

大部分女性季節性工人和家務工人的基本權利；通過

家暴防制法，並規定父親的育嬰假延長。二、在全國

設立「女性權利資訊中心」（CIDEM），最初的概念

整理│施逸翔



主軸議題研析

4  Plan de Igualdad de Oportunidades para las Mujeres

10

是要作為有利女性參與的空間，但最後淪為僅提供相

關權利和服務的諮詢。三、SERNAM為女性家戶主制

訂了一套支持性的計畫，用多樣的創造收入方法對抗

女性貧窮化的現象。四、喚醒對於家暴和預防家暴的

意識提升。

SERNAM基於上述議題，其女性平等機會的計

畫 4是作為1994到1999年性別公共政策的全面性架

構。延續的計畫則是2000到2010年這段期間。在兩個

平等計畫中，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女性權利的意識提

升、加強女性的經濟獨立、建立平等的文化，如修改

課程中的階級式性別概念，並提升基於平等性別角色

的教育、女性參與決策、改善婦女的健康服務，包含

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生育的健康；以及不同公共機

構促進性別平等的合作。

SERNAM雖與學者色彩濃厚的強調性別專業知識

的NGOs建立合作關係，但卻與反新自由主義的女性組

織破局。這導致智利女性運動兩個陣營之間的分歧。

後者的目標是開創女性自己的空間、自我表達，並建

立反新自由主義主流的公眾。這種路線更側重於身心

的福祉以及每個人的潛能，並同理這些女性的生活條

件，她們因為政治機構和社會經濟條件而遭到邊緣

化。因此，她們的活動往往聚焦於表達「一般人民」

的需要和想法，例如Tierra Nuestra（我們的地球）和

女性社會組織網絡（Red de Mujeres en Organizaciones 

Sociales – REMOS），也致力於讓貧窮社區的女性意

識到她們在國際層次和憲法層次的權利。 

儘管SERNAM和非政府的女性權利運動者都強烈

地利用國際性別規範，但在智利，宗教的道德價值仍

然佔主導地位。不只媒體、教會和保守的政黨反對國

際女性權利的標準，而且新興的公民社會團體也形成

以捍衛她們的信仰和傳統，對抗她們認為不適當的國

際規範。在這具體的規範性脈絡下，在法律上和在實

際上促進性別平等的改革或改變，雖有可能，但仍然

猶豫不決，因為必須滿足保守的政治部門。

民主轉型後的智利政府高度樂意接受國際標準，

表明會對CEDAW報告給予高度的承諾。從第一次

報告到第四次報告幾乎都很準時，智利政府分別在

1991年、1995年、1998年、和2004年繳交報告，而

且在1995年和1999年與委員會有過兩次建設性的對

話，智利這兩次派出高階的、掌握充分資訊的（well-

informed）代表團。就1995年的對話而言，唯一提交

的影子報告是由跨國的NGO「國際婦女權利行動觀

察」（IWRAW）所撰寫的，而1999年的對話則有三

份影子報告提供相關的資訊，其中兩份是來自智利的

NGOs，第三份則是來自IWRAW。在對話中提升公民

社會的參與，這已經影響了委員會：儘管專家們的反

應，對於智利在1995年後獨裁統治所做的努力是相當

仁慈的，但專家們在1999年將期望值設定得更高，且

明顯地運用NGO的立場來形構他們的關切之處。

智利初次CEDAW國家報告：國際NGOs協助發聲

智利在1991年的初次國家報告是簡短的，並不符

合報告準則，且缺乏統計資料，但是其寫法卻對過去

威權統治抱持著公開批判的語氣，例如說，確切地表

達軍事政權在散播「一種有利於社會中帶有性別歧視

的組織的文化模式」。智利社會的歧視性結構包括：

許多領域中的法律歧視、工資差距、女性貧窮化、對

女性的暴力、生育權、大量的意外懷孕以及非法和不

安全的墮胎。新民主政府回應上述歧視性結構的主要

行動之一，就是建立SERNAM，於是就推動了法律

改革、協助貧窮女性的方案、以及防止對於女性的暴

力。這次報告的結論是這樣說的：CEDAW是「衡量國

家在這些領域的內在進步。」 

當時，國內非政府組織尚未投入國際的程序，

事實上NGO甚至難以提出影子報告，但跨國NGO 

IWRAW提交了從國內NGOs蒐集而來的補充資料。

IWRAW的影子報告跟官方的報告一樣，都提及獨裁

政權及其對於女性破壞性影響的遺毒，然而，有時候

會帶出更多的細節，例如，在影子報告的刻畫下，有

女性不穩定的工作條件、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

獨裁統治下人權侵犯的後果。而且，影子報告對於

SERNAM的權威及其政治地位表示憂心，例如，影子

報告批評WPA在離婚法的發展中所表現的低姿態。在

建設性對話之後的結論性建議中，CEDAW委員會肯認

政府的政治意願，尤其表現在SERNAM的建立，以及

相關於貧窮女性和農村女性的相關措施。CEDAW委員

會專家們要求下一份國家報告要更加地全面性，並要

包含落實法律改革的相關資訊。

智利第二、三次CEDAW國家報告：建設性對話

第二次建設性對話是在1999年，這次審議了智利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定期報告，以及更新的資訊。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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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報告中，有三個面向特別相關：

一、司法訴訟有所改革。經過多年的議會協商，

智利的憲法第一條可以將「男人…」改為「所有人皆

生而自由、平等，並擁有尊嚴和權利」。此外，第19
條也補充了下面這一句：「男女在法律之前都是平等

的。」在1999年時，因為參議院的批准，修憲就生

效了。此外，有些直接歧視性的法律被取消，例如，

禁止女性非法工作、以及只有女性才有罪的通姦罪。

另外，有些重要的反映新公共性別敏感性的法律生效

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關家暴防制的法律、新的育兒

假規定、以及致力於強化負責任父親角色的生育法。

在勞動的領域裡，所採取的法律措施是要防止歧視懷

孕的婦女，並規定雇主，如果雇用了超過20位女工，

就必須要提供托兒設施。

二、欠缺有關生育權利的整全性公共政策。這

兩份報告都在序言中，指出有問題的生育健康情況，

以及大量的非法墮胎，然而，政府並沒有指定任何的

具體政策來處理這個問題。在1995年的報告，只有簡

短地提到有懷孕前和產後相關的服務；1998年的報告

似乎反映了更全面的對於女性健康的瞭解，並提出了

超越女性生育功能的「女性與健康」計畫，並涵蓋心

理衛生的措施。但兩份報告中都沒有提到提供避孕措

施的公共政策。反而，兩份報告都描述了要提升瞭解

社會生兒育女之角色的運動，其目的是要減少大量的

少女懷孕。1998年的報告增加了另外一個措施：研究

證實，高中少女輟學的主因是懷孕，政府在高中推出

「情感健康和性的對話特別日」。因此，防止懷孕的

措施開始把重心放在教育和資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

接受避孕或甚至是墮胎。

三、兩份報告皆強調政府對於貧窮婦女的承諾

（例如，免費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健保；創造收入方

案），而且他們參照CEDAW公約第14條，羅列出各部

會聯合支持農村婦女的努力，尤其是季節性工人，結

合教育的，衛生的和兒童保育的計劃，並提升他們的

政治組織。

這兩份由智利NGO所提出的影子報告，批判性

地討論了政府報告所提出的資訊。強調的是接下來的

這些主要問題：1.）儘管有憲改，不歧視的概念並沒

有根植於智利的司法文化，不歧視概念讓反歧視法是

不可或缺的，而性騷擾防制法和性別比例保障名額也

是。2.）SERNAM必須要升級。儘管她是一個致力於

國際標準的婦女政策機構，但她大部分的政策都沒有

發揮效用，例如，關於防範家暴的法律。3.）智利的

教育系統分流到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這阻礙了保護

私校懷孕女學生免於遭到退學。而且，高中的性教育

課程不夠深入，因為政府害怕保守勢力的反對。4.）

平等就業政策並沒有考慮到歧視女性的實際情況。例

如，雇主提供托兒設施的義務，經常成為雇用女性的

障礙，或者是乾脆完全忽略；而且，雇主繞過了在定

期基礎上雇用女性的產假規定。5.）婚姻的法定條件

是高度歧視的：不僅不可能離婚，而且婚姻制度的改

革並沒有充分地傳達給一般民眾知道。

 這兩份NGO的影子報告所提出的最嚴厲的批

評，就是生育健康的情況。除了窮人普遍地缺乏醫療

服務，女性生育權利的自決，則受到嚴重的阻礙：有

關避孕的途徑和資訊是受限的，而且往往在第一次懷

孕之後才能取得。保險套主要是在「高危險群」之中

散發。緊急避孕（又稱「一天後」藥丸）無論如何都

無法取得。結果，三分之一的懷孕最終以墮胎作為結

束，其中又有40%是未滿18歲的女性。墮胎的實際情

況是，貧窮女性被迫要在最危險的情況下不得不接受

它。因此，受併發症所苦或甚至死於併發症的那些女

性之中，以及因為通姦罪而被懲罰的女性之中，墮胎

的貧窮女性都是「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ed）。

「婦女研究所」（Instituto de la Mujer）的報告認為，

這種情況阻礙了女性享有她們受憲法所保障的身心健

康權利。這兩份報告都主張要求更好的能夠取得避孕

和墮胎自由化的管道。

在CEDAW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會在一

定的程度上重申了與智利政府首次建設性對話之後，

所闡述的那些關懷和建議。結論性意見中很重視法律

改革，以及政府想要落實國際標準的政治意志，但仍

然認為，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對這種努力造成嚴重的

阻礙。就像在第一次的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會建議引

入離婚法，並更好地保障生育權利，包括墮胎。委員

會要求政府在下一次的報告中必須要納入更多的事實

資料，關於農村婦女的生活條件，以及評估公共性別

政策的有效性。

智利第四次CEDAW國家報告：延續議題與新趨勢

智利的第四份報告是在2004年提交的，其中記載

了連續性和新趨勢。其中一個創新在於，報告中的一

些專章致力於不同的女性族群，像是女孩、原住民女

性、殘疾女性和老年女性，並提到越來越重要的女性

移民的議題。在立法方面，有些改革是一致於CEDAW
的發生，例如，現在全面地法律禁止將懷孕的學生

退學，不管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都被禁止。一些

重要的反歧視法案仍然懸而未決，尤其是1994年的



性騷擾防制法案、和1997年的性別比例法案（quota 

bill）。最根本的法律改革，是通過了民事婚姻法案，

規定離婚的可能性。至於在現代化公共管理的方面，

SERNAM已推出一個專為女性提供特定資訊的網站；

有趣的是，這份報告也在「參與」這一章內列出這種

創新，並指出這個網站被認為是一種讓女性可以闡

述她們有關公共政策的意見的方式。同時，CIDEM
（Center for Women's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資

訊中心已經被整合在一般的公共服務架構中。有些公

共政策是利用獎勵的邏輯，例如新的媒體獎是頒給最

佳的有關反歧視女性的呈現。在經濟和健康領域所呈

現的事實都表示沒有顯著的改善：女性超比例地在不

穩定的工作條件下就業，也因此，往往無法參與養老

和醫療保健計劃，農村女性和原住民女性尤其如此。

此外，男女之間的工資差距，在高收入階層，金額高

達50%。政府已對這種情況做出反應，用相當「性別

中立」的措施，例如2001年創建的失業保險、強化小

型企業、以及持續不斷地改善季節工人的生活和工作

條件。為了回應CEDAW委員會的關懷，健康和暴力的

議題全面地在第四次報告中獲得處理：婦女和健康計

畫案集中於生育健康的各項措施，為近乎百萬女性提

供避孕的方法。用來處理女性心理問題和暴力相關的

問題的公共資源，已經增加了，而牙科保健計劃已經

啟動了，幾乎貧窮的女性都可以受惠。

有關墮胎議題，智利政府與CEDAW委員會的建

議相反，還不打算讓墮胎合法化，這是因為保守勢力

的反對。受到暴力威脅的女性，數字仍然偏高，這讓

政府在全國增加諮詢中心的數目，從13個增加到36
個。然而，還是存在有女性完全沒有公共的庇護所。

國內女性NGOs的鼓舞與懷疑

NGOs生產影子報告的主因，一方面是要讓國際女

性權利在國內擴散，尤其因為CEDAW公約並不是非常

地出名。另一方面，NGOs想要從一種公民社會的觀點

批評政府在國際上的表現，而且當他們發現政府的報

告試圖要在公約所規定的義務中掩飾缺陷時，更是如

此。一些國內的NGOs受到國際NGO「IWRAW」的鼓

舞，共同努力要對CEDAW監督機制和過程做出貢獻，

並覺得有以下幾點理由，而覺得這是值得努力的。

一、當委員會成員在對話中和在結論性意見中採

用他們的論點來進行批評，NGOs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

成果。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比起其他的國際過程，被

認為是更加地支持國家的改變，例如，在世界會議內

的協商談判，其中進步的立場往往會為了達成妥協的

緣故而被沖淡。相照之下，委員會的建議可以被更佳

地運用來支持國內的具體運動，因為這些建議是按照

國情量身訂做的。

二、CEDAW專家的權威，為NGOs的論點增加份

量，這些論點在國內已經不斷地公共倡議，但在國內

卻沒有受到重視。

三、IWRAW和國內NGOs的合作，有助於建立一

個女性權利的跨國網絡。智利NGOs所表達的觀點是，

這種合作已經擴展了她們自己的觀點，學習和瞭解其

他國家的情況，而且這建立了一種聯繫，這種聯繫已

經被證明對於支持國內舞台的運動是高度有用的。

雖然NGOs認為，報告程序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

國家的政策，但她們也對於國家的承諾表示疑慮。明

顯地，政府的興趣在於給國際社會一個好印象，但對

具體問題的處理解決，似乎不太明顯。而且，NGOs觀

察到，政府試圖把委員會所提出的挑戰性問題，在全

國的新聞中加以掩蓋，所取代的新聞稿，只有談到委

員會仁慈的一面。

但無論如何，從上述四次報告經驗中，智利政府

是大大改善了其與委員會的互動，尤其是有關於報告

的品質。NGOs的參與進一步促進了建設性對話的深

化，這讓CEDAW委員會稱讚某些發生在智利的趨勢，

以及對於其他發展所闡述的嚴厲關切。WPA作為政府

的行動者，協調國際的報告，重視這樣的對話，而女

性NGOs也是如此。尤其，後者注意到建設性對話是一

種可能性，可以批判性地討論智利的公共性別政策，

而這些政策在國家本身內部是欠缺的。然而，究竟國

際辯論可以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轉化到智利國內的脈

絡，到什麼程度，這還是有問題，部分是因為在政府

機構內部，其承諾是有限的，部分是因為有力的涉及

國際女性規範的保守勢力部門，根深蒂固地進行反

對。

CEDAW在智利已在社會上造成了重大的反響，

既關係到拒絕落實CEDAW的行動者，也關係到運用

CEDAW來強化女性主義論證並產生公約精神下之實際

改變的行動者。兩群行動者所追隨的目標，都比國家

機構那種以法律為導向的邏輯，要更為寬廣，也就是

說，她們都在推動一種社會全面性的願景，亦即，反

對CEDAW的就是基督教家庭的模型，而支持CEDAW
的就是追求女性的自我決定。

國內NGOs如何運用國際人權文書

支持CEDAW的女性權利組織，在她們運用公約

的工作中，擁有兩個主要的目標：她們一方面希望在

主軸議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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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之中擴散權利的知識和意識，另一方面，她們的

目標是發展可以具體提升女性生活的策略，那有時候

但不必然會包含可以影響或修正公共政策的活動。在

這兩個領域裡，國際準則一向可以創造另類遠景的重

要來源。有三種不同組織的立場，這些組織在她們的

工作中已經很明確地在使用CEDAW：

第 一 個 是 「 女 性 在 社 會 組 織 的 網 絡 」

（REMOS），這個網絡建立於1995年，且根據該組織

自己的估計，代表了5到10000生活在棚戶區（shanty 

towns）的組織女性。REMOS的工作開始於由她們自

己來闡述的女性生活條件，並運用國際文書工具來闡

明貧窮女性必須要處理基於性別的和基於階級的各種

歧視形式。

第二個組織是La Morada，這是一個建立於1983年

的老字號女性主義的女性NGOs。該組織過去致力於公

民身份、心理和性健康、以及教育和文化各種領域，

並運作有一個法律和心理諮商中心，也有一個獨立的

電台。全面意義下的人權，已經是La Morada運動的其

中一項主要焦點。

第三個組織是「性健康和生育權利的公開論壇」

（Foro），這論壇建立於1989年，並運作為一個傘狀

的組織，支持提升和促進女性的健康，並對抗歧視性

的涉及性權和生育權利的公共政策。自從Foro abierto
建立以來，不斷努力於有關墮胎的議題，而且是以一

種罕見的聲音公開請求墮胎除罪化。

這三個組織都試圖要增進有關國際女性權利的

知識，並讓這些知識對一般女性而言也是可以輕易

接觸的。貧窮女性是特定的目標群體：REMOS與La 

Morada的司法人員一起合作，來瞭解CEDAW和其他

國際文書工具的全面意義，而REMOS就將這些知識傳

遞給其各成員組織的女性。在REMOS的經驗裡，公家

機關都不會讓貧窮女性瞭解國際標準。因此，網絡與

社會組織合作，進到社區，盡可能地接觸到許多的女

性，因為「如果沒有知識，就沒有權利」。這種資訊

的目標是要給予公約和北京行動綱領要求實際的和有

脈絡的意義，並開展意識提升和學習的過程。例如，

公約被用在結合集體教學方法：在工作坊中，女性描

述她們的夢想，例如，一個免於貧窮、暴力和組織犯

罪的生活，並聽到其他女性也擁有類似的更好生活的

夢想。在學習公約時，她們瞭解到她們的夢想其實就

是她們的權利。長遠來看，REMOS有意透過這些集體

的過程來培力女性。

同樣的，Foro abierto採用國際上有關生育權的規

範，來提供一個有別於教會教義的另類選擇。這裡舉

一個例子說明這種想法如何落實：經過一段時間，

Foro在聖地牙哥主要廣場，組織一個每週守夜的活

動，公開悼念流產胎兒。這個紀念活動的用意，是要

打開公共空間來討論女性經歷墮胎的各項理由，以及

談論關連到墮胎的悲痛和內疚。

在這個活動和其他的活動，Foro abierto的目標在

於改變公眾的語言，以及重新定義墮胎，讓墮胎作為

一個關於健康的議題，關於女性擁有自己生育能力權

利的議題。基於國際社會的同意，組織試圖讓生育健

康在其全面性的意義下受到瞭解，並超越墮胎的單一

議題。在此背景下，「一切都是，公約與我們的工作

密不可分。」La Morada試圖使用國際的框架來重新建

立一種權利的內國語言。

La Morada想要促進的，是參與式公民的概念，

「公民參與永久的發展，擁有必不可少的東西，以及

想要推進尊嚴」，而非只是作為受益者的公民。在這

方面，公約和整個國際人權架構是有助益的，尤其當

它們被國際女性權利網絡所解釋和推廣。這些網絡的

工作對於La Morada的工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網絡注

重資訊的交換，以及出於國際標準的精神支持國內的

行動，跨越非政府合作往往相互矛盾的南北鴻溝

Foro abierto和La Morada都運用她們的影子報告來

進行國內宣傳提升意識的活動，例如，她們組織一個

慶祝活動並推出有關女性權利的出版，其中她們強力

地支持批准公約的任擇議定書。此外，La Morada邀請

CEDAW的主席來到智利，並安排與SERNAM官員、

國會議員和法官的聚會。Foro abierto也致力於影響地

方的和全國層級的政治決策者，並準備了一份有關性

權和生育權的基本法，由四位國會議員在2001年提交

到國會。對於這項建議，CEDAW是一項主要的基準。

Foro已經組織了幾次的行動，來讓法案可以在公民社

會之中是公開的，並蒐集支持的聲音，因為在組織的

觀點，最重要的法律影響會是全體人民，而不會只有

女性主義者會變得意識到她們的生育權利。

總之，女性NGOs想要引起文化變遷，並致力於提

升女性意識、改變歧視性的語言、遊說政治人物、和

影響立法的過程。由於任務是巨大的，所有的手段，

包括國際規範，是利用來工作的。從一種長期的觀點

來看，改變是可感知的，即使改變是緩慢的。CEDAW
和專家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在這過程中發揮一個部

分，它們都融入國內行動者的跨國策略。而公民社會

組織所促進的價值，不同於跨國的女性權利規範，儘

管在策略上也涉及CEDAW，然而卻是用相反的方式。

(本文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政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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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運動的思想先覺者，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湯

沛生（W. Thompson，1785-1833漢譯名為前人所譯）

於1823年認識了歐文（英國合作思想之父，Robert 

Owen，1771-1858），就對歐文主義由衷信仰並共同

從事合作社運動，他出身愛爾蘭大地主之家，終身未

婚，臨終時甚至把自己的地產捐出來，作為辦理合作

社共同體的基地。

湯沛生是著名「婦女解放思想」的先驅者，1825
年發表《向人類半數的女性呼籲（An Appeal of One-

half the Women Race）》，他認為女性應該從家庭勞

動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在他的女性解放思想體系中，

最大特徵就是對家族制度的徹底批判，他說：結婚制

度是男性為了「生產與育兒（種的保存），而將女性

拘束在家庭。號稱結婚是契約行為，本來應基於自

發性的同意，但現實上，是成年女性大多數仍依照其

丈夫的條件，過結婚生活，家族制度是為了「種的保

存」與「私有財產的維持」而成立的。為使這二種功

能在家族上發生作用，必須把女性羈絆在家庭中，從

事「非生產而單調的家事上」，家庭使妻子對丈夫由

「服從」至「隸從」，是「妻子永久的獄舍」，是丈

夫「平穩幸福的住居」，結婚制度是「最不平等，使

（女性）人格卑下」的規範，因此婦女解放必須先拆

解「家庭制度」，且必須與整個社會形態的變革同步

進行。他提倡「致力於合作社共同體的實現，可以將

家庭的框框拆解」，以共同財產為基礎的合作社共同

體，可以取代私有財產制。而「種的保存」基於（對

人的）強烈愛情與理性的進步，由社會勞動共同完

成，所有小孩的教育與扶養，成為合作社共同體的重

要任務。女性從「生產、育兒的家事勞動中」，永久

解放出來，小孩也從「自己母親的勞動與恩惠」中獨

立，「家事勞動、育兒」的共同化、社會化，使女性

在所有領域，得與男性同等活動、競爭、實現自我，

女性的經濟得以獨立，這是女性解放的最基本、最重

要的條件，也是合作社共同體存續發展的有力基礎。

同時，這種由勞動者自由組織的合作社共同體中，能

保證生產者獲得自己勞動的全部生產成果，能賦予生

產者發展的最大刺激與鼓勵。而女性解放是有步驟

的，第一目標是爭取政治上的權利──選舉權與參政

權的獲得，實現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但這並不能

保證真正可以把女性枷鎖解除，唯有實現女性的經濟

獨立，才是終極目標，只有實現「相互合作的社會

──合作社共同體的實現，才能讓女性真正解放」，

湯沛生如此向佔有人類半數的女性呼籲。

女性解放的思想就這樣與合作社運動連結起來，

並成為合作社運動長期以來的核心價值之一。

另外一位主張以勞動者組織的合作社，取代資本

主義工資制度的英國著名經濟學者——彌爾（J.S.Mill 

1806-1883）也是婦女平權的提倡者，他形容勞工生產

合作社是「一個結社的方式，要使人們在人類未來的

繼續進步中，…由工人本身自行籌設合作社，基於平

等的立場，在企業中把所用的資本共同占有，而除了

服從由他們自行選出並可隨時罷免的經理人以外，更

不須服從於任何其他的人」，工人「自己出資、自己

提供勞動、自己選定管理者、經營屬於工人自己的工

廠」，「合作制度可以刺激工人的生產能力，也可以

緩和階級鬥爭，…建立工人獨立意志，且從職業中建

立高尚道德」，彌爾是全力促成英國意會通過第一次

「合作社法」立法的主要靈魂人物。該法是由著名英

國合作社運動領袖E.V.Neal（1810-1892）所擬。

英國經過多年的婦女解放運動歷史，才提高婦女

社會地位，終於在1918年爭取到婦女參政權。其中於

1867年在英國國會討論婦女參政權問題時，辯論所產

生的影響最大，可以說是婦女解放運動史上劃時代的

事件。

原來1867年英國修改選舉法，準備對勞動者

開放參政權，彌爾認為工人為保障自身利益，行使

參政權，提升政治能力，是正當要求，所以給予支

持，但是修法中，原案第四條只對成年男性開放選

舉權，他深不以為然。在同年5月20日法案逐條討論

時，下議院議員的彌爾把該條文的「Man」只改一

字為「Person」提出修正案，並陳述其修正理由，他

說：「女性如果只因女性的唯一理由，就被排除選舉

權、參政權，是明顯違反正義原理的」，這就像那

些主張「如果讓工人受教育、識字，他們就會離開

工廠他去」的說法一樣的愚昧，「女性為防衛自己

利益，必須依賴男性以外的手段，今日因為缺乏這

手段，女性幾乎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經

濟地位也極為低下」，討論結果，雖以73:196的懸殊

實現兩性平權
是合作社運動的核心思想

孫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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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數而遭否決，但因彌爾演講的說服力，影響了其他

議員並大大超越預期的取得支持票數，更重要的是引

起輿論的注意與支持，使婦女參政權運動士氣大增，

順利成立「婦女參政權國民協會」，使運動進入嶄新

階段。1859年彌爾出版婦女平權的專著《婦女的隸從

（Subjection of Women）》，譯成數國語言，在民主

化不及英國的其他國家婦女，對自己權利的開眼、啟

蒙，發揮了深遠影響。

彌爾之所以熱烈支持婦女參政權的運動，除了對

弱勢族群（勞工的貧困、殘障者的無助及婦女被壓抑

等）的關懷外，終其一生深受愛妻Harriet的影響，深

信女性能力及聰明才智與男性無異，Harriet死後又受

其女兒Helen影響，Helen於1860年代參加倫敦婦女運

動團體，為爭取婦女社會地位的提升及參政權的實現

不遺餘力，這是環繞著彌爾一生非常有名的逸話，自

不必多說。

因湯沛生是當時合作社理論的指導者，而彌爾

更是合作社運動的支持者，二人對合作社理論容有意

識型態上的濃淡差異，湯沛生的女性解放理論及彌爾

的婦女平權論，依然使婦女解放課題，一直成為合作

社運動的傳統項目與重要核心價值，合作社運動，特

別在英國，一直以「為女性爭取政治權利──參政權

──為重要目標」，也是從事合作社運動的合作者引

以為傲的業績。

在合作社運動的實踐上，最初經營成功的羅虛戴

爾公平先驅社（1844年成立）對社員資格，就不分男

女一律平等，同時擁有投票權，在當時婦女社會地位

還是很低的時代，這是一種創舉。一直到1883年英國

以婦女為中心，在合作社中設立婦女基爾特（Guild，

編按：意指工會），對提昇婦女地位產生一定的功

能。1921年各國婦女在合作社運動的國際會議上，擬

對國際和平做出貢獻而成立「國際合作社婦女基爾

特」（28國會員團體加盟），1966年上述基爾特解

散，另在國際合作聯盟（國際上合作社的最高組織機

關，有116年歷史，簡稱ICA）成立輔助性機構「婦

女委員會」，ICA於1969年第24屆德國漢堡大會決議

「提昇婦女的地位與角色」，以婦女委員會為中心展

開活動，對歐洲全體的婦女活動有很大貢獻。1975年

響應聯合國提案「UN婦女十年」的運動，舉行ICA

國際交流研討會，1980年第27屆莫斯科大會，加拿大

合作學者賴羅博士（Dr. A.F. Laidlaw 1908-1980）報

告「公元2000年的合作社」，特別提到「民主的合作

社，婦女不是像裝飾品那樣點綴而已，而必須與男性

社員一樣有完整社員地位」，他呼籲重視婦女在合作

社的地位，賴羅說：「婦女在工作崗位上人數的增

加，業已遠超過男人的數量，同時，婦女們也擺脫

了昔日的禁制，開始移向高階層決策者的地位上去

了」，對未來婦女在合作設的地位與角色，還特別設

立專章（節）說明：「凡能讓婦女們完全發揮其才華

能力的合作社，將可享受到極大益處」，「世界上某

些地區、某些合作社，如住宅合作社，皆因婦女的影

響力與領導造成極為快速的進展」，「所有合作社的

參與條件，男女都應平等，除非在傳統文化及宗教上

有所限制者，否則不應對婦女角色有所歧視」。

1988年第29屆斯德哥爾摩大會上，年輕瑞典女性

代表發言「女性無法實質參加決策的合作社，是沒有

存在價值的」，ICA婦女委員會議長提議「男女平等，

ICA應促進更多女性參加」，同時敦促各國代表團應該

「有更多女性參加」，最後其建議以大會主席馬卡斯

（Lars Marcus瑞典籍）名義，致函各參加國合作社組

織，希望各國促進女性踴躍參加合作社運動，並派遣女

性代表參加合作社的國際交流，同年並一致通過蘇聯

代表提案，促請「達成女性的社會、經濟平等」案。

2009年11月20日，ICA終於選出一位女性Paulin 

Green女爵擔任新主席，這是ICA成立115年（2010年

正式接任）以來第一位女性主席，在具有悠久歷史

的國際性組織中，女性主席還是非常稀罕的，Paulin 

Green在就任演說中說：「主張兩性平等一直是合作社

成立以來的中心思想（Key Principle）」她希望女性主

席的產生可以促進兩性平等的理念，也鼓舞女性合作

社同仁支持合作社運動，歷史上「兩性平等、婦女解

放」運動與合作社運動一直是息息相關、一脈相承。

婦女關心家計、物價、食品安全與衛生、環保與世界

和平，也正是合作社運動的主要關心課題，兩者的緊

密結合，正是實現社會福祉的最佳搭檔。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秘書長、

前臺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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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理論與音樂研討會

第四屆社會工作中的性別研討會

2011.09.22-25    
美國Arizona
本研討會為慶祝女性過往、當今及潛在對音樂的

貢獻，也為了提昇女性主義音樂中哲學性、理論性

及實務性基礎。本會議討論主題包含：爵士中的性

別展演、音樂教育中的性別平權、音樂中的政治、

政策與權力、古典音樂中的社會文化習俗與解放、

家庭暴力與藍調女性、紐西蘭的性別與聽覺工程教

育、影片中的性別化配樂、美國女性於音樂教育中

的角色、流行音樂錄影帶中的性別展現等。本研討

會主辦單位為美國Arizona州立大學。

music.asu.edu/ftm11/

2011.09.01   
英國Glasgow
本次大會主題為「衝突或決議：開啟平等法

案」，本次會議討論將反映社會工作實務、教

育、研究發展至今，對性別平權議題的累積共

識。本會議將邀請社會工作教育者、研究者、從

業人員、學生以及服務使用者，共同探討社會工

作實務領域與性別的關係。會中將檢視大學教育

中與同志議題相關之訓練及理念，探討如何促進

同志族群照護者之平權，以及討論性別、政府治

理以及社會工作之當今重要議題等。本研討會主

辦單位為英國Glasgow Caledonian大學。

www.sexualityinsocialwork.org

第一屆性別與愛國際研討會

2011.09.19-21   
英國Oxford
本研討會將探討性別與各種形式的愛（個人的、

精神的、信仰的、家庭的、友誼的、國家的、全

球的、環境的等等），聚焦於跨領域的性別議

題，包含女性主義、酷兒研究、後殖民研究與文

化議題，討論個人與集體的認同意識、社群的形

成與發展、性別規範及親密感、性別與愛的全球

觀點與再現、媒體與性別論述等議題。本研討會

主辦單位為英國Mansfield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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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sexuality/

2011生殖健康研討會

2011.09.15-17   
美國Las Vegas
進入健康照護變革的新時代，過去數十年間見證

了醫療科技演進，為提昇各高階專業人員提昇最

新的臨床研究與臨床教育知能。本研討會七大主

軸議題：避孕照護的各面向、實證基礎的人工流

產照護、產婦及新生兒健康、健康性關係、影響

生殖健康的慢性病醫療、生殖與環境健康、多面

向預防科技技術。為促進與會者持續交流學習，

本研討會安排會前線上網路研討會、病人資源線

上資料庫以及教育網路工具等。本研討會主辦單

位為生殖健康專業人員協會（ARHP）。

www.arhp.org/R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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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文化與真實電視研討會

2011.12.02 -03  
紐西蘭奧克蘭

本研討會為今年8月於都柏林召開之「性別政治

與真實電視研討會」系列之二。本研討將由比較

性與跨文化觀點探討亞太地區真實電視之性別意

涵。特別著重性別、文化、地理空間與電視之批

判性互動分析，以及全球國際比較研究，會中也

將探討各國文化特殊性及性別之社會地理性，包

含原住民族、少數民族以及跨國文化性等議題。

本研討會主辦單位為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www.genderculturesandrealitytv.com

性別、暴力與發展：南亞經驗國際論壇

2011.10.12-13   
印度新德里

對於深受宗教及文化習俗影響的地區而言，性別

平等在社會上是極爭議性的議題，在大部分南亞

國家的婦女時常面臨到性別不平等以及暴力的對

待，由於南亞的多元種族背景，家庭暴力的社會

文化成因也相對複雜。本研討會討論議題包含：

勞力女性化、人口販運、戰後女性、文化制度暴

力、暴力防治社會立法、民間及婦女運動等。本

研討會由印度Jamia Millia Islamia大學與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合辦。

jmi.ac.in/Events/Events2011/seminar.sociology.

2011october12-13.pdf

2011.10.03-04   
法國巴黎

性別平等教育為各國近年來重視的議題，然而依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全球未受教的小孩仍

以女性為多數。本研討會將聚焦探討學校及班級

教育以及結構制度兩面向之性別教育，前者將探

討班級學生成就之性別差異及成因，並分析班級

實務、校園環境及家庭支持學習情境之配套策

略；後者將分析領導力之性別平權，探討各國女

性擔任教育公部門高層級職位之促進及阻礙因

素。本研討會主辦單位為國際教育規劃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genderpolicyforum.wordpress.com

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論壇

翻譯與性別：理論與實務的落差

2011.11.08-09
義大利Cosenza
本研討會目的為檢視性別與翻譯之關係，自女性

主義歷史辯論以來歐洲各國之不同取向，以及歷

年來性別相關領域翻譯理論及實務之落差，本研

討會邀集相關領域之譯者探討譯者之角色定位，

以及他們對自身女性主義之認知與表述。本研討

會討論議題包括：歐洲的女性主義翻譯及譯者、

男性及女性譯者實務差異、現代歐洲譯者之性別

議題及相關文法等。本研討會主辦單位為Calabria
大學。

www.linguistica.unical.it/translating/default.html

時間     地點     內容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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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花絮

2011.07.06   
德國柏林

為觀摩「2011年CEDAW報告期中會議」及為年底

在臺舉辦的CEDAW培訓工作坊尋訪適合的講師，

本會顏詩怡研究員隨同東吳大學陳瑤華教授特地於

七月赴德，並參訪德國國家人權機構（Deutschen 

Instituts für Menschenrechte）。該機構於2001年由聯

邦議會（Deutscher Bundestag）依據聯合國「巴黎原

則（Paris Principles）」1成立，擔負將聯合國及歐盟

各人權規範落實的任務，董事會由16位來自公民社

會、學術、媒體、政治各界的代表組成，經費來自

聯邦政府法務部、外交部、經濟合作與發展部等，

但為確保機構獨立性，三政府單位的代表在董事會

中並無投票權。

　　十年來，德國國家人權機構積極在國內進行人

權教育與工作記錄，透過研究形塑人權議題的公共

論述、提供政府政策諮詢，並搭建國際、國內政府

機構與非政府組織意見交換的平台，以及與歐洲其

他國家乃至全球的人權委員會、研究機構合作，成

為獨立於政府與民間的專業機構，現階段關注的議

題包括人口販運、強迫婚姻、歐洲難民與移民人權

等性別相關議題。

　　另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國家人權機構設有對外

開放的圖書館，空間不大卻藏書齊全，以人權參考

書籍、國際及歐洲人權政策期刊為主要收藏，並廣

泛蒐羅當前人權相關研究，館內有1位專職館長及2
位館員提供專業諮詢，協助讀者尋找所需的資料。

1  1993年，聯合國第48屆大會通過第134號決議（因最早於

巴黎人權會議提出，亦稱「巴黎原則」），鼓勵各國設置國

家級的人權機構（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簡稱

NHRI），確保國際人權標準能於各國實踐，「巴黎原則」特

別強調NHRI的獨立性，包括在組織、預算、人事及運作上的

獨立。

第三屆非營利組織女性領導人培力營──初階工作坊

德國國家人權機構參訪紀實

2011.06.13-14   
臺灣國家婦女館

為持續促進非營利組織女性領導人交流機會，及建

構本會與在地婦女網絡連結，本會於今年6月13日

至14日假臺灣國家婦女館辦理第三屆非營利組織女

性領導人培力營初階工作坊完竣，共有50位來自全

臺灣各地的婦女團體領導人參與。議程主軸為組織

治理、社會參與、組織內控等面向，邀請有成之業

界、學界及非營利組織代表分享自身工作經驗。

相較去（99）年與在地婦團合作、開發婦女資源之分

區辦理形式，本年度為完備婦女資源網絡，以邀請各

縣市婦團領導人參與為策略，辦理全國性培力工作

坊。本次活動除外島地區外，全臺19個縣市都有核心

婦女團體參與，達到強化本會與各縣市婦團連結機制

與政策推動平台，建立策略聯盟與夥伴關係之目的。

整體而言，本次活動九成以上的學員對授課內容感

到滿意，認為有助於彼此進行資源連結與經驗交

流。對於工作助益性方面，八成以上學員認為本活

動對工作有所助益，包括對網絡連結與資源整合、

媒體傳播與議題推動、網路工具運用，以及組織領

導與管理等，也期待未來進階課程時，能夠增加非

營利組織標準作業流程、募款、組織責任、研提創

新方案及與政府友善合作關係之建立等議題培力。

時間     地點     內容      

德國國家人權機構圖書館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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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單親家庭
政策、實務暨輔導
模式研討會」會議
實況

本會活動預告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NGO CSW）英文模擬會議

2011.10.25   
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80號）

明（2 0 1 2）年聯合國第5 6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訂於2月27日至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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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村女性在消除貧窮和饑餓、鄉村發展與當前挑戰

中的角色及培力；回顧主題則將評估第52屆會議

「為性別平等與女性培力籌措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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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模擬會議將全程以英文舉行，邀請20位性別

政策學者專家與非政府組織就大會主題架構下之

台灣議題，包括生育健康、婚姻移民與農村、災

後心理重建、農村閒置空間再利用、原住民女性

農業能力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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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單親家庭政策、實務暨輔導模式研討會

2011.09.23   
臺灣國家婦女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

近年來隨工業社會發展、社會結構變遷及社會價

值轉變，家庭結構亦出現重大改變，離婚、未婚

生子或喪偶等單親家庭戶數日益增多，內政部統

計處資料顯示98年單親家庭戶數總計75萬1,916
戶，較前一（97）年72萬3,694戶，成長了3.8%，

較十年前（88年）更是成長了52.8%，面對單親家

庭戶數成長，應思考並提供可支持單親家庭有效

之福利政策。

為此，本會去年辦理了「99年度單親家庭政

策、實務暨輔導模式研討會」，除了從新檢視我

國單親相關政策，並以北、高兩市為例，更關注

各個不同文化下的單親樣貌，藉由實務工作者之

角度去瞭解各式單親家庭的需求，並集結與會人

員聲音彙整提出政策建議。

今年為更貼近單親家長，本次研討會計畫除

就「單親家庭脫貧」議題討論外，更邀請單親家

長與實務工作者、專家學者一同對談，藉由實務

案例之交流，期更加了解單親家庭樣貌，增進輔

導服務知能，以落實單親家庭服務工作，建構完

整單親家庭支持網絡。

圖片來源：NGO 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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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更 正 啟 事

CEDAW案例暨法規政策檢視補助辦法

本通訊每四個月定期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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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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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投稿，來稿文字請以

深入淺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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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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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年徵稿，採隨到隨審制。

二、中文3000字為原則，文稿中徵引之中英文資料應

　　詳列出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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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目的

為蒐集CEDAW各條文歧視案例，豐富日後宣導

施行法教材，並對現行法規政策進行檢視，特訂定本

案例暨法規政策檢視補助辦法，鼓勵民間團體針對關

懷及熟悉條文提出歧視案例，並邀集專家學者召開研

議會議，共同研擬具體修法建議，以協助政府落實

CEDAW國內施行法。

二、申請及程序

第一階段：申請單位至婦權基金會網站下載並填

妥計畫表格，計畫內容應包含檢視條文及主題、組織經

驗、諮詢專家學者名單、執行方式（執行方式建議詳見

本辦法第三項）、時程規畫及經費預算，並於2011年8月

31日前郵寄至：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

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申請通過後，應於2011年10
月31日前完成案例暨法規政策檢視。

三、執行方式及要求

（一）案例暨法規檢視建議連結其他相關領域團體，

以研習、論壇、讀書會、工作坊、焦點團體及

其他經本會認可之方式進行。

（二）結案成果約1,500~2,000字，內容應包含：每一

檢視主題3至5個實際案例，及針對案例所提之

具體法令政策修正建議。

四、補助原則及經費核撥

（一）每申請單位每年度補助上限以10萬元為原則。

（二）補助項目包含：出席費、撰稿費、臨時酬勞費、

遠程交通費、場地費、印刷費、膳食費、雜支等。

（三）補助款於申請案通過後，由本會先行撥付補助

款核定金額之二分之一視為第一期款。第二期

款則於結案成果暨結報文件完備後撥付。

五、參考資料

我國CEDAW初次國家報告書、CEDAW第1至16條

條文及第1至28號一般性建議內容等相關資料可於婦權

基金會網站「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專區」(http://wrp.

womenweb.org.tw/Page_Show.asp?Page_ID=717)查詢。

第四期「聯合國女人：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聯合國單

位」一文第一段應為：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提

出《北京行動綱領》，誤植為2000年，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