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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之說明 

一、目的: 

 

1.提供講師作為統一之教材，搭配「CEDAW怎麼教」與
「我們的法律是否支持性別平等」 

2.提供講師聯合國官方對於CEDAW各條文的解釋 

我國CEDAW施行法第三條:「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
CEDAW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 

3.一般性建議與官方中文版及官方英文版之對照 

 

二、用途 

1.供講師研讀 

2.供作研習之基本教材 

3.供作學員進行法規檢視之參考資料 



CEDAW條文結構 



CEDAW實質條款結構 



連連看:  CEDAW各條款與相關我國憲法及法規規定 



連連看(二) 



連連看(三) 



連連看(四) 



重點提示 

一、必須使學員了解的條文 

1.第一部分 

 了解對婦女歧視之定義(第一條) 

 了解國家義務:包含消除歧視(第二條)和積極實現婦女之人
權和基本自由(第三條) 

 暫行特別措施(第四條): 必須花時間釐清!! 

2.第二部分 

 以政治和公共生活之重要性為最核心 

 輔以國際參與之提醒 

 

二、時間有餘裕時、以及視學員需求而教學的條文 

1.第三部分 

各領域之性別平等:視學員之背景和組成選擇內容 

2.第四部分 

法律平等之重要性 

家庭生活和婚姻 

 



CEDAW三核心概念 

 

 實質平等 

實質平等的三個面向:機會平等、資源取得的平等、結果平等 

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區別 

 不歧視 

不歧視原則適用在: 

1.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2.法律上(de jure)之歧視與實際上(de facto)之歧視 

3.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非政府組織、機構、個人、企業等) 

 國家義務   

1.尊重義務:法規或政策必須確保沒有直接或間接歧視 

2.保護義務: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提供救濟 

3.實現義務:創造有利環境，以積極的政策和有效之方案實現婦女權
利，改善婦女的狀況 

4.促進義務:宣傳和提倡CEDAW之原則 

(參照”我們的法律是否支持性別平等” p.11) 



實質平等的三個面向 



第一條 對婦女歧視之定義 

CEDAW之所謂「對婦女歧視」 (參CEDAW怎麼教 p. 48) 

 

 

 

要素 內涵 例如 

行為形式 作為或不作為 法規(立法)、行政行為、司法決定、地
方政府之作為不作為 

行為主體 政府或私人(個人或團體) 企業給予男女員工之薪資同值不同酬 

行為型態 排斥、限制、或區別(差別待遇) 排斥設定考試資格限定性別 

限制考試的錄取名額上限定比例 

差別待遇對於請產假者給予考績之
不利益對待 

差別待遇(或
排斥限制)的
基準 

基於性別(性別為何?) 考試資格限定性別 

 

行為與結果
的關聯性 

直接或間接 

有意或無意 

目的和效果 

參講義第33頁 

*實質平等之概念 

**法律上之平等與實際上之平等 

結果 妨礙或否認婦女在平等的基礎
上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使女性不能平等享有應考試服公職的
權利 

範疇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 不僅是法律上之平等而已 



二、第一條條文重點說明: 

 

1.性(sex)與性別(gender): 一般性建議第28號(參講義
p.21 ) 

性:生理差異 ex. 女性之生殖系統有孕育子女之生理獨
特性 

性別:社會意義上的身分、地位和男女角色分工、以及
社會對這類生理差異賦與的社會與文化意涵 

2.任何基於性別而為之區別、 排斥、和限制 

(1)不論有意無意不論該行為目的還是效果有歧視的
結果 (講義p. 21) 

(2)包含政府行為與私人行為國家要為私人之歧視行
為負責任(講義p. 22) 

(3)包括作為和不作為意謂國家有積極保障婦女平等
和實現婦女權益的作為義務 

3.婦女不論已婚未婚 



第二條 消除歧視之義務 

 國家義務: 

1.立即 

2.用一切適當辦法 

3.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各款摘要 

a. 「男女平等原則」入憲或和立法 

b. 禁止歧視之立法義務 

c. 確保提供男女平等保障之法律救濟 

d. 避免直接或間接歧視之行為或作法 

e. 消除私人行為者之歧視 

f. 修改廢除對婦女歧視之法規 

g. 廢止刑法對婦女歧視之規定 

 

 



第三條 推動婦女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二條 第三條 

義務之內涵 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使婦女得到充分發展, 以享有
人權與自由 

義務之性質 偏向法律及政策制定、
修改、廢除之義務(一
般性法律義務) 

偏向政治、社會、 經濟、 

 文化等領域的積極發展義務 



第四條 暫行特別措施與特別措施 

一、CEDAW採納暫行特別措施之前提 

1.講求實質平等 

2.看到男女在各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中結構性的不平等、以
及歷史性/過去的歧視 

3.認為立足點的平等、相同待遇是不夠的 

4.結果平等的追求:數量和品質的結果 

 

二、暫行特別措施的性質 

1.是一種矯正式的平等(參CEDAW怎麼教 p. 41) 

2.是一種手段 

2.並非男女平等原則的例外因此條文明白指出，並非
CEDAW所指的歧視 

4.旨在解決與因社經文地位結構所造成的差異(暫時性的差
別待遇)，而非因生理造成的差異(永久性的需求) 

5.是為了加速消除對婦女的歧視，單純的改善婦女社經文狀
況者僅是一般性的措施 



三、第四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的差別 

 暫行特別措施 特別措施 

規定條文 第四條第一項 第四條第二項 

實施期間 

 

暫時，在達到實質平等
後要停止(依具體效果而
定) 

永久 

目的 加速促進實質平等 

社經文的  結構性變革 

針對男女生理差異
給予不同待遇 



四、暫行特別措施之採取與選擇 

 

1.應說明採行某項措施之理由 

2.應有法律或憲法作為法源 

3.性別統計資料庫的建立 

(1)以判斷是否有實質平等的違反, 或有實際上或結果的
不平等 

(2) 以判斷暫行特別措施是否達到成效 

 

 



個別條款之討論: 以第16條為例 

一、目的:消除在婚姻和家庭關係中一切對婦女之歧視 

 

二、CEDAW委員會對本條之關切前提 

1.公私領域之傳統劃分對於婦女的限制作用 

2.習俗、文化和傳統對於婦女在婚姻及家庭地位的限制
作用 

3.男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應有平等的權利 

 

 



三、第16條之重要內涵 

 1.男女平等的締結婚約權男女最低結婚年齡應相同 

(一般性建議第21號第28段) 

2.男女平等的選擇配偶權 

3.婚姻存續期間中和婚姻解消時之一切權利平等 

擴張到事實上夫妻之保障(一般性建議第21號第18段) 

4.對子女的親權平等 

 



5.選擇子女數目和生育間隔的權利平等 

生或不生子女的決定權:不應受到配偶的限制 (一般性
建議第21號第22段) 

6.選擇姓氏和職業的平等權 

婚後強制改變姓氏剝奪女性在社會中的特性和原有
身分認同(一般性建議第21號第24段) 

7.男女間監護、受託和收養子女權之平等 

8.夫妻財產權之平等 

9.童婚之禁止 

最低結婚年齡應為18歲(一般性建議第21號第37段) 

 



以CEDAW檢視法規的步驟 

兩項主要步驟 (以民法最低結婚年齡為例) 

(一) 發展CEDAW的法律指標 

1.確認CEDAW所規定之國家義務 

關於婦女最低結婚年齡的相關反歧視義務 

(1)國家義務條款:第1條、第2條、第3條、第5條 

(2)特別條款:第16條(婚姻與家庭生活) 

(3)相關之一般性建議:主要在第21號 (第28、36段 第37段) 

2.主要議題與疑慮之確定 

Q1:男女有不同結婚年齡 Q2: 最低結婚年齡在18歲以下? 

3.相關法律應具之要點 

(1)男女應有相同結婚年齡 (2)最低結婚年齡最少18歲 

4.法律指標 

(1)男女最低結婚年齡是否相同? (2) 最低結婚年齡是否不
低於18歲 ? 



(二) 確立相容性 

1. 列出相關條文 

民法第973條: 男未滿17歲, 女未滿15歲, 不得訂立婚
約 

   民法第980條:男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者，不得結
婚。  

2.分析相容性(符合與否) 

Q:是否符合法律指標? 

a.男女最低結婚年齡是否相同? 不符合 

b.最低結婚年齡是否不低於18歲 ?不符合 

 



3.草擬說明與評論 

與哪一條(條項款)不符? 與哪一號一般性建議不符? 

為何與CEDAW不符? 

法律指標為何? 

具體數據或資料? 性別影響評估? 

實施和執行的差距? 

法律對於婦女實際情況的衝擊? 

4.提出建議 

a. 法律之修改與廢除或增加 

b. 具體的修正內容 

c. 建議採取的措施或暫行特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