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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婦女組織在日本殖民時代末期即已出現，戰後受到威權體制的影響，

原本自發的婦女組織被迫瓦解，而僅存的婦女團體是由國家力量主導成立的各縣

市婦女會或是由蔣宋美齡所領導成立的婦聯會體系。197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

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民間的社會力逐漸成長，具有性別平權觀點的言論也開始

散見於報章雜誌。現任副總統呂秀蓮當時一方面撰文鼓吹性別平權，另一方面則

嘗試籌組具自主性的民間婦女團體。籌組婦女團體的努力因為威權時代的政策限

制，而未能成功。呂秀蓮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在淡江大學任教的李元貞為了確

保婦女運動能夠延續，便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1982年創辦婦女新知雜誌，倡

議兩性平權。婦女新知雜誌是台灣戰後第一份清楚標舉女性主義立場的刊物，在

當時還處於戒嚴的政治環境中，受限於人民團體成立的困難，婦女新知雜誌的參

與者，透過雜誌社的方式，不但出版刊物，也舉辦相關的座談探討性別議題，使

得婦女新知具備自主性婦女團體的雛形。

1987年7月解除戒嚴後，同年10月婦女新知雜誌社改組為婦女新知基金會，

正式成為台灣戰後第一個標舉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以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促進

婦女參政，以及制定符合婦女權益之政策與法令為主要工作目標。除婦女新知基

金會外，1987到1989年間率先成立的婦女團體包括關注婦女人身安全的現代婦女

基金會，為慰安婦爭取歷史正義與賠償並且關心受暴婦女的婦女救援基金會，關

注離婚婦女處境的晚晴協會﹐救援雛妓並重視青少女發展的勵馨基金會，以及倡

議消費者權益及環境保護的主婦聯盟。1990年代開始，伴隨台灣民主化的腳步，

以及全球性別平權意識的成長，關心特定議題的婦女團體及性別平權團體相繼成

立，其中具代表性的團體包括關心勞動者權益的女工團結生產線，由性別研究學

者組成的女學會，防制青少年性交易的終止童妓協會，關注婦女健康議題的台北

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及台灣女人連線，建立社區照顧福利體系並協助婦女二度就業

的彭婉如基金會，倡議性工作者權益的日日春協會，關懷跨性別者權益的性別人

權協會，致力平衡城鄉差距並推動國際參與的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結合各

級學校教師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以及由東南亞地區移居台灣

的女性組成的南洋台灣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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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數例外，議題型婦女團體的共同特色是以都會區--特別是台北--為主

要的活動範圍，不但涉入政策與立法的倡議，也參與社會價值及體制的改造。有

些團體對於女性提供直接的協助，包括法律諮詢與福利支援，但是也有一些團體

只作政策遊說及觀念倡議。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1993年到1997年間，婦女團

體與整體政治環境的互動，也使得台灣的性別平權運動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現象。就政策與立法倡議而言，1993年國會全面改選後，婦女團體的倡議空

間大幅度增加，許多婦女團體在原有的倡議活動外，投注心力參與立法及政策的

遊說。針對特定性別法案對國會議員的遊說，也逐漸成為婦女團體熟悉的運動策

略。就性別平權的論述而言，婦女團體之間針對國族認同，性產業，身體政治，

婦運路線等議題，在這時期也出現激烈的爭辯。性解放論述及女性公民權的充

實，是論辯過程中持續交鋒的兩個論述主軸。這兩種論述，無論是就婦女團體的

行動或是性別意識的成長而言，都產生引領風潮的效果。就抗爭形式而言，1990

年代婦女團體的街頭抗爭中，最重要的特色是表現了劇場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行動是1996年的「女人100大遊行」。1996年3月7日，在總統府前示威遊行的

婦女運動者，向各黨總統候選人提出了104個性別平權的政策要求，高喊「飛躍總

統府，女人好自在」，並且朝總統府丟擲幾百個巨型衛生棉。以父權社會認為最

不應該在公共空間出現的衛生棉，挑戰漠視女性權利的國家象徵。

就婦女團體與國家機關的互動而言，1995年陳水扁市長任內「台北市政府婦

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台北市婦權會)的成立是重要的體制變革。在婦運人士的建

議下，這個委員會由民間婦女團體，學者專家，及市府相關局處代表所組成，其

中民間代表的比例達六成，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市長本人。台北市婦權會成立

之時，無論是民間團體代表或以學者專家身份擔任委員者，有相當比例是資深的

婦運工作者或兩性平權議題的推動者。就國家與社會關係而言，這是民主化後的

台灣第一個將國家帶入婦女運動，以及將婦女運動帶入國家體制的組織。這個體

制的出現，使得婦女團體與國家的互動，從立法遊說擴展到參與決策。1996年底

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遇害後，在婦女團體強烈要求政府重視婦女權益的情形

下，行政院在1997年設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而教育部也成立「兩

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後來改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由組織及運作方式而

言，這兩個委員會的設立都類似稍早成立的台北市婦權會。2002年之後，婦權會

模式從中央擴延到地方，也從教育部擴延到其他部會。除各縣市婦權會紛紛成立

外，各部會也逐漸成立有民間團體參與的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參與式委員會的設

立使得婦女團體與國家的關係變得更為多元，從批判或抗議政府決策，到與政府

協商合作都成為可能的互動方式。作為民間與政府介面的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自2004年起，在全國各地舉行分區溝通平台會議。2004年針對性別專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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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了8場平台會議，2005 年在6個縣市，針對各種性別議題舉辦了26場平台會

議，會議主題從性別政策到組織運作經驗分享，不一而足。2006年則更擴大到在

10個縣市舉行36場平台會議。在這些溝通平台會議中，不但民間婦女團體彼此互

動，相互連結，與政府相關單位也有直接對話的可能。

近年婦女團體除了持續耕耘相關議題，對國際婦女運動的趨勢更為注意，在

國際社會的參與也更深更廣。性別主流化自1995年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以後，

成為各國婦女運動的共同語言及行動策略。台灣雖然國際處境艱難，但近年婦女

團體要求政府施政符合性別主流化的精神，遊說政府簽署聯合國公約CEDAW，消

除一切對婦女的歧視，積極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非政府組織論壇，以及

與國外婦女團體的種種互動，都可以視為連結台灣婦女運動與國際婦女運動的努

力。2002年起，婦女團體針對政府組織再造，更援引性別主流化的精神，要求政

府成立中央一級的性別專責機構，整體性的規劃，統合與協調性別政策。

自1982年婦女新知雜誌創辦以來﹐台灣的性別平權運動在眾多婦女及性別

團體的努力下，已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無論是挑戰體制，互助分工，或是爭論

辯詰，在在顯現這些團體在論述與行動中所展現的民間社會的活力。本次年鑑所

收錄的婦女團體活動紀實，呈現的只是這些團體在2005年的活動記錄，但已頗為

可觀。然而，要成為一個真正性別平權的社會，台灣當然還有長路要走。民間婦

女團體雖然充滿活力，但是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仍然缺乏足夠的組織經營與群

眾基礎。婦女團體與國家機關的互動雖然更為廣泛深入，但是參與式委員會的運

作，對性別平權運動而言，只是運動策略的一部分。它能夠發揮的能量很大，但

是它的極限也很清楚。2001到2004年間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主導性別平等

教育法的制定，以及2003年後行政院婦權會對性別主流化的推動，都展現了參與

式委員會的能量，然而，2004到2006年間行政院版生育保健法的爭議，對性別平

權運動而言，也呈現出參與式委員會的極限。

對於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而言，最大的挑戰以及最大的希望都是民間社會的多

元性，異質性，以及自願性。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台灣的性別平權運動自

發紉以來即由民間婦女團體扮演著引導性的角色，婦女團體的成長也見證台灣民

主化的歷程。當性別平權已經成為民主價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預見的是

婦女團體將在民主深化的過程中，持續的努力，持續的爭辯，以及持續的參與，

使得台灣能成為一個尊重差異多元平等的社會。

(本文作者：黃長玲現為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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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權益的發展，除政府的支持

外，婦女團體更扮演重要的推手。2005

年婦女團體國內重要工作紀實，主要以

9 4個婦女團體中，回收8 1個填寫工作

紀實調查表團體之資料，依婦女政策綱

領與婦女團體實務工作內涵為架構，進

行整理分析，並將其分為「推動性別平

等專責機制與強化地方婦權會功能」、

「婦女社會及公共參與」、「婦女勞

動與經濟」、「婦女福利與脫貧」、

「性別教育與文化」、「婦女健康與醫

療」、「婦女人身安全」，以及近年因

跨國婚姻所形成之「外籍配偶與新移

民」與人口、婦女科技應用之「其他婦

女及性別相關議題」等九大面向，再就

各面向之細部工作議題、時間、重要內

容與策略、發起主責、支援協辦單位

等，整理歸納如下：

252 253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第二節】

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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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台灣女性學學

會

台灣防暴聯盟

（註1）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婦女

社區大學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立 法 委 員 王 昱

婷、尹伶瑛、吳

秉叡、李永萍、

唐 碧 娥 、 黃 昭

順、黃適卓、楊

麗環、管碧玲、

潘 維 剛 、 蕭 美

琴、賴幸媛等國

會辦公室

田秋堇委員辦公

室、黃適卓委員

辦公室

內政部中區兒童

之家

2005.1.14

2005.12

2005.3.4

2005.6.15

2005.8.11

2005.11.24

2005.8

2005.11.30

因應性別主流化，辦理設

立性別專責機制公聽會，

與地方婦女團體交流及說

明設立之重要性

要求朝野各黨實現設立

「性別平等委員會」承諾

聯合聲明

推動中央政府設置專責單

位─「防暴司」記者會暨

拜會內政部長行動

「行政院組織再造，請支

持成立防暴司」公聽會

爭取增加防暴預算及人力

拜會行政院長行動

爭取十年30億防暴基金暨

各縣市防暴業務考核報告

記者會

公部門性別主流化訓練講

座

加強各縣市婦權會功能記

者會

一、中央性別平等專責

機制倡議

二、防暴專責機制倡議

三、強化地方婦權會功

能

【壹】推動性別平等專責機制與強化地方婦權會功能

註1：
台灣防暴聯盟成員：中華民國婦女會總會、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北

安扶輪社、台大婦女研究室、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南市青少年生活關懷

協會、台灣家庭暴力暨性侵犯罪處遇協會、台灣雙胞胎協會、兒福聯盟、東

吳大學安素堂、現代婦女基金會、勵馨基金會、雙福基金會、關懷文教基金

會等（依團體筆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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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貳】婦女社會及公共參與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民進黨婦女部

民進黨婦女部、

民調中心

民進黨婦女部

台灣女人連線

民進黨婦女部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2005.3

2005.5

2005.6

2005.8.20

2005.9

2005.1.28

2005.2.18

2005.3.4

2005.3.25

2005.4.22

2005.5.26

2005.6.24

2005.6.29

執政黨與民間婦女團體

交流─全國婦女團體交

流茶會

「媽媽」對憲改、女性

參政之民意調查

全國女性參政培訓分享

營

國會改革，台灣女人有

話說─提出立法院國會

減半三大訴求

女性政治家（女性機要

/助理）實力養成研習營

促進婦女權益及性別平

等運動策略─從行政院

婦權會、婦權基金會的

經驗出發 

如何與新內閣溝通有關

婦女政策與性別專責機

構 

婦女團體與立法委員法

案對談交流 

促進婦女權益及性別平

等運動策略

新移民女性在台處境及

問題─從性別意識出發 

關懷救援跨國人口販運

受害者權益─台灣人口

販運現況

城鄉婦女團體對話平台

建構─高雄地區婦女團

體交流與經驗分享

女人的身體和我們自己

─請支持婦女團體版生

育保健法

一、提升女性政治參與

◆全國婦

女團體溝

通平台會

議

二、組織

培力教育

高雄市彩色頁女

性願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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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2005.7.26

2005.7.29

2005.8.9

2005.8.24

2005.8.29

2005.9.23

2005.9.30

2005.10.4

2005.10.12

2005.10.28

2005.10.28

2005.11.8 

2005.11.11

2005.11.18

2005.11.21

2005.12.14

2005.12.16 

2005.12.23 

2005.4.16-17

牽動未來台灣婦女生活圖

像─台灣人口結構變遷及

政策 

接納與包容─談外籍配偶

家庭的適應與問題 

普及福利服務及女性就

業、脫貧政策 

婦女人身安全議題

 

「婦女人身安全」─遠離

家庭暴力問題 

婦女團體參與國際事務經

驗分享 

各團體外籍配偶服務工作

現況及經驗交流 

寶貝的出生與照顧─談生

育政策與托育服務 

婦女與教育─婦女生涯教

育規劃 

婦女與政治參與─選舉新

制對女性參政影響

「婦女教育及文化」─從

性別平等的再教育出發

性別主流化的婦女健康權

益會談

推動高屏地區公部門及

NPO團體外籍配偶服務工

作人員在職進修 

性別主流化的婦女學習權

益會談 

開拓女性的天空─談婦女

就業與脫貧

婦女與健康─有關身心健

康問題 

「婦女健康與醫療」─婦

女健康之國際趨勢 

中央各部會針對婦女團體

補助業務說明

婦女團體「婦女政策綱

領」研習營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屏東縣水噹噹關

懷協會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高雄市彩色頁女

性願景協會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屏東縣水噹噹關

懷協會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台中市書香關懷

協會

高雄市彩色頁女

性願景協會

台中市書香關懷

協會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屏東縣水噹噹關

懷協會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組織教

育與公共

事務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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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

會

民進黨婦女部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

會

台南市婦女會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

聯合會

台灣21世紀婦女協

會、台灣婦女團體

全國聯合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

灣總會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

進會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

進會

高雄市揚帆主婦社

YWCA年輕女性國際事務

培訓營（共30場）

全國社區婦女團體幹部

power營（共2場）

女性專業社區經理人培訓

計畫（共24場）

女性領導種籽行動營

婦女團體聯合研習營─針

對代理孕母、各區婦女健

康需求之差異、瘦身美容

與病人安全等健康議題，

與全國婦女團體進行討

論、經驗交流

「好『社』之迷」談婦女

福利資源與婦女的社區參

與座談會（共5場）

協助社團立案與補助申請

討論會

基層婦女組織培力補助及

諮詢陪伴計畫─鼓勵基層

婦女參與社區公共事務，

形成在地組織（共補助17

案）

倡導女性公共參與及領導

能力培力活動（共3場）

女性影片讀書會（每周1

場，共52場）

女性社區讀書會（每月1

場，共12場）

女性自覺電影分享讀書會

外交部、行政院

青輔會

台南市各區婦女

會

內政部、台南市

女 性 權 益 促 進

會、財團法人台

灣基督教門諾會

附設花蓮縣私立

善牧中心、嘉義

市婦女聯盟、台

灣21世紀婦女協

會

高雄市社會局婦

女館

◆推動婦

女公共與

三、基層

女性培力

◆基層婦

女組織培

力

2005.4-8

2005.6-7

2005.6-12

2005.8.28

2005.9.4

2005.10.23

       -11.28

2005.12.5

2005.1.12

2005.3.2-7.13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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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高雄市揚帆主婦

社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高雄市揚帆主婦

社

高雄市揚帆主婦

社

高雄市揚帆主婦

社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長億中學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金門縣婦女會

台南市婦女會

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

2005.3-4

2005.3.3

       -12.28

2005.3-5

2005.3-12

2005.3-12

2005.3-12

2005.4.13

2005.4.28

2005.4

2005.4-10

2005.6.18

2005.6.20-30

2005.6.25-26

「健康城市、健康心

靈」性別空間再造活動

（共6場）

女性寫作班（共24場）

婦女親近自然，創意環

保DIY講座（共5場）

婦女知識學習講座（共8

場）

世界文學導讀與比較講

座

女性讀書會（共24場）

認識社會資源及志願服

務座談會

談女性健康照護

生態與環保主題週

自然生態及環保知性活

動（共2場）

金門縣婦女兩性平權專

題講座

消費者自我保護宣導活

動

亮麗女人培訓，女人起

飛─促進婦女幹部成長

與培訓婦女幹部良好溝

通與領導能力，關心公

共政策

高雄市鹽埕區公

所、鹽埕區婦女

社會參與促進小

組 、 鹽 埕 衛 生

所 、 各 里 辦 公

處、鹽埕社區發

展協會、鹽埕國

中、光榮國小、

忠孝國小、鹽埕

國小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婦女館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婦女館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婦女館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社福館、勵

馨基金會、福建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烈嶼鄉公所

婦幼社教站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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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台中縣褓母協會

台南市婦女會

金門縣婦女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花蓮縣女

童軍會

高雄縣故事媽媽

協會

高雄縣故事媽媽

協會

雲萱婦幼文教基

金會

台中市婦女發展

協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中華民國新女性

聯合會

高雄市揚帆主婦

社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婦女事工

委員會

中華民國工商婦

女協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2005.7

2005.8.28

2005.9.24-25

2005.9.23-25

2005.9-12

2005.9-12

2005.9-12

2005.10.25

2005.10-11

2005.11.19

2005.11-12

2005.12.16-23

2005.1-12

2005.2.14-16

2005.3.1-2

2005.3.26

2005.3-6

情緒療癒、開放心靈─女

性知性講座

落實節約能源、綠色消費

環保活動

金門縣婦女自我成長研習

第八次全國蕙質大會─鼓

勵社區婦女積極加入社區

服務行列

社區故事媽媽培訓

校園故事媽媽培訓

生育津貼及兩性成長婦女

論壇

台中婦女議題座談會

疼惜女人─女性人際關係

成長團體

婦女成長與自我權益講座

（共16場）

健康城市系列講座─認識

公（共5場）

社區婦女終身學習營

婦協合唱（共72場）

全國婦女台灣歷史意識及

本土認同人才訓練會

民俗傳統文化藝術參觀

婦女運動會

大家來學歌仔戲（共1 2

場）

彰化社教館.清

水社教站、台灣

保母總會、台中

縣幼兒扥育職業

工會

金門縣政府、現

代婦女基金會、

花蓮市公所

高雄縣婦幼館

永芳、新興、大

樹鄉公所

雲林縣社會局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婦女館

婦女社區大學

◆交誼活

動與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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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社會參與

四、青少

女培力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台中

市澄清醫院中港

社區健康室

金門縣婦女會

雲萱婦幼文教基

金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婦女事工

委員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婦女事工

委員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婦女事工

委員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金門縣婦女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勵馨基金會

2005.3-10

2005.4.22-24

2005.4-10

2005.6.8-9

2005.6.30-7.2

2005.7.20-22

2005.7

2005.7-12

2005.10.1-2

2005.11.13

2005.12

2005.3.19-20

2005.3-12

2005.5-9

美麗人生成長班（共2 2

場）

金門縣婦女傳統技能訓練

班活動

雲萱之歌婦女合唱團觀摩

會暨看我聽我音躍會（共

3場）

全國婦女靈修會小組長訓

練

全國原住民婦女靈修會

全國平地婦女靈修會

美儀與舞蹈（共4堂課）

大坑健行

金門縣婦女淨化心靈祈福

活動

歌仔戲公演

社交舞（共4堂課）

青年領袖國際事務領導才

能研習營

推動國際青少年參與兒童

人權及對抗兒童商業性剝

削運動之經驗分享平台

倡議性別平權、重視台灣

女兒價值，發起台灣女兒

金門縣政府、社

會福利館、烈嶼

民眾服務站

雲林縣政府文化

局

各原住民中會、

區會

各平地中會、客

家區會

金門縣政府、福

建金門地方法院

檢察署、婦女會

各分會

國立臺中啟聰學

校、臺中市女童

軍會

外交部、行政院

新聞局、行政院

青輔會

內政部、教育部

、 內 政 部 兒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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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世界自由民主聯

盟中華民國總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2005.7-12

2005.7

2005.11.5-6

2005.1.23

2005.7.15-8.2

2005.1-10

2005.9.10-11

青少年參與兒童人權及對

抗兒童性剝削團體

2005少年人權夏令營

新世紀領袖少年生活營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第49

次會員大會

2005年4A女童軍分區大

露營

幼女童軍/女童軍服務員

基本/晉級訓練（共1 1

場）

女童軍訓練專員進修研習

內政部兒童局

內政部兒童局、

教育部、行政院

青輔會、台灣民

主基金會

教育部、國立中

正紀念堂管理處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各縣市女童軍會

◆童軍活

動

節系列活動（系列一：

FORMOSA女兒獎甄選暨

頒獎；系列二：女兒成

年禮；系列三：女兒工作

日；系列四：少女性別意

識營隊；系列五：海外服

務學習之旅）

局、STILA、蕃薯

藤、得光文教基

金會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時間 發起/主責單位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2005.3.8

2005.5.7-6.25

2005.6.30-8.25

婦女創業經驗分享─「姐

妹牽手來創業」新書發表

暨座談會

女性創業知能研習班

飛雁專案─婦女團體創業

服務領袖研習營（台北、

台東、台中、嘉義、高雄

五地舉行

行政院青輔會

台北市社會局

行政院青輔會

◆協助婦

女創業

一、婦女

創業

【參】婦女勞動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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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青輔會

台北市社會局

內政部、高雄縣

政府、婦幼館、

高雄市數位中心

台灣行動協會

內政部兒童局、

宜蘭縣政府

女人引領創業知能研習

營

女性創業陪伴服務

農村婦女社會事業工作

坊，提供婦女創業訊息

促進兩岸婦女文化交流

座談─與四川省婦聯會

促進兩岸發展經貿座談

會

女性企業家理財講座與

參訪中鋼公司

成功企業經驗分享

家飾品拼布培訓班

保母人員丙級考照說明

會

保母人員考照輔導班

保母人員、衛教人員、

幼托老師早期療育課程

保育人員嬰幼兒潛能開

發課程

婦女電腦資訊教育

經營管理實務研習班

（2梯次）

協助婦女電腦操作，建

立第二專長活動

保母培訓課程開課

專業保母培訓班（屯

區、海線）

專業保母人員訓練

國家美容丙級證照班金

門美容師培訓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中華民國工商婦

女協會

中華民國工商婦

女協會

中華民國工商婦

女協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千代文教基金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台灣婦女展業協

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高雄縣故事媽媽

協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台中縣褓母協會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婦女會

◆建構女

企業家聯

繫網絡

二、就業支持與促進

台北市社會局

2005.8

2005.9-12

2005.10.27

2005.4.25-30

2005.9.20-29

2005.8.9-10

2005.10.31

       -11.1

2005.1

2005.1.2

2005.2-6

2005.3-10

2005.3-11

2005.3-12

2005.3.12-4.23

2005.10.22

       -11.26

2005.4-6

2005.4-12

2005.5-10

2005.5-12

2005.7.27-8.11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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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8-11

2005.9

2005.9-11

2005.10-12

2005.10.3

       -12.22

2005.11

2005.7-10

2005.7.8

2005.4.30

2005.5.6

2005.7.5

2005.12.20

生活陶藝捏塑班

胸花製作

調酒飲料冰品製作班

單親婦女網路拍賣職能

訓練

單親媽媽或二度就業女

性電腦基本技能培育活

動(共14場)

導遊人員進修訓練班

勞退新制、勞健保、失

業給付相關法令宣導活

動（共4場）

原住民都市生活適應與

工作權益維護廣播宣導

「兩性工作平等法修法

納入對性傾向及性別特

質之反歧視保障」記者

會

「女人能！男人為何不

能！」─拒絕性別歧視

─職場招募不應再以性

別、容貌等作為雇用的

考量，以確實落實性別

平等的工作環境

「抗議政府國家考試招

募歧視，違反兩性工作

平等法」記者會

兩性平等法制學術研討

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台灣婦女展業協

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台灣觀光領團人

員發展協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

中 國 廣 播 公 司

「心靈春天」

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台灣女人連線、

立法委員黃淑英

國會辦公室

婦女新知基金會

台北大學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

台灣基層婦女勞

工中心

婦 女 新 知 基 金

會、台灣性別人

權協會、民間司

法改革基金會、

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台灣人權促

進會、中央性別

研究室、中華民

國愛滋感染者權

益促進會、台灣

TG蝶園

行政院勞委會

台灣基層婦女勞

工中心

三、勞動

權益保障

◆基本勞

動權益

◆兩性工

作平等倡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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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5.23

2005.5.31

2005.1.7

2005.7-12

2005.9.6-9.10

2005.1-12

2005.4-12

「為遭仲介性侵越南看

護工請命─三團體拜會

勞委會賴副主委」會後

說明記者會

「仲介負責人性侵越勞

案被害人遭越南辦事處

打壓」立法院記者會

「杜絕『惡性綁約』，性

產業除罪化」記者會

性工作者身體保健與法

律維權工作坊（共3場）

檢視廢娼八週年政策影

響及轉業輔導政策成效

系列活動

部落服務員培力計畫─

培訓社區婦女成為社區

在地社工員

台東縣中區女性社工員

支持團體（共13場）

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日日春關懷互助

協會

日日春關懷互助

協會

日日春關懷互助

協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

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

會

法律扶助基金

會台北分會、

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外籍牧靈

中心、台灣國

際勞工協會

法律扶助基金

會台北分會、

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外籍牧靈

中心、台灣國

際勞工協會

◆外籍移

工工作權

益

四、職訓與輔導機制

◆性工作

者工作權

益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時間 發起/主責單位

【肆】婦女福利與脫貧

一、婦女福利法規與制

度倡議
2005.1-12

2005.3.5

2005.7-12

推動「家事事件法」立法

研修會議（共12場）

尊重個人自由，倡導多元

姓氏─從母姓記者會

選戰大擂台，福利比一比

系列活動暨記者會，提出

全國各縣市社會福利預算

執行及工作考核監督報

告，並公布評比結果

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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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及照顧服務制

度與體系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內政部兒童局、

宜蘭縣政府、內

政部兒童局

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

內政部

高雄市社會局、

聯合勸募協會

老人福利推動聯

盟、台灣失智症

協會、台北縣家

庭照顧者關懷協

會、台東縣家庭

照顧者關懷協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

2005.11

       -2006.6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2.15

       -3.30

2005.2-12

2005.3

2005.3

2005.4

2005.5.15

推動廢除民法親屬編有

關「親屬會議」之規定

推動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包含：招募、宣傳、

職業訓練、就業媒合、

管理督導）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強化婦女勞動權益─托

育工作者紀錄片拍攝

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支持

系統（包含：招募、宣

傳、職業訓練、參與學

校招標）

居家照顧支持系統（包

含：招募、宣傳、職業

訓練、就業媒合、管理

督導）

定期居家關懷志工教育

訓練

居家關懷志工工作經驗

分享（共6場）

家庭照顧者交流分享與

支持網絡建立活動（共6

場）

「誰來關心家庭照顧

者？」正視家庭照顧者

權益研討會

「保母管理暨費用補助

政策」 公聽會

托育工作者工作權益保

障，教保人員工作現況

調查

打開天窗說亮話─托育

工作者的勞動世界研討

會

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彭婉如基金會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台北縣保

母協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

彭婉如基金會

彭婉如基金會

台東縣蘭嶼鄉居

家關懷協會

台東縣蘭嶼鄉居

家關懷協會

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

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總會

托育政策催生聯

盟（註2）、彭

婉如基金會

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

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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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5

2005.5-9

2005.6-8

2005.7.16

2005.9.27

2005.10.23-24

2005.11

2005.11

2005.1-12

2005.1-12

2005.3-12

2005.1-12

2005.5

舉辦「搶救瀕臨絕種的

母親」、「保母管理暨

費用補助政策」記者會

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訓

練（共2梯次）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

(共2梯次)

家居座談會

「兒之殤、誰之過」記

者會─托育公共化，改

善幼兒學前教育之環境

及讓社會大眾瞭解「學

校社區化，社區學校

化」的概念

社區幼兒教育生態活動

觀摩研習─協助教保人

員有更多面向的專業訓

練

推動優質保母服務與建

立媒合管理系統記者會

家庭照顧者影展─宣導

家庭照顧者意涵，倡導

在高齡化社會中，家庭

照顧者也需要社會和政

府的關懷及協助

「兩性成長與幸福家

庭」全國巡迴工作坊

（共10場）

台東市原住民家庭暨婦

女服務中心─社會救助

及福利服務

優質家庭婚姻教育巡迴

列車講座（共20場）

社區生活學苑家庭預防

服務（週間服務，每單

元3小時）

讓我們一起影響未來─

家庭生活教育巡迴推廣

活動（共2期）

托育政策催生聯

盟、彭婉如基金

會

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

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

台東縣蘭嶼鄉居

家關懷協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高雄

縣保育人員職業

工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

職業工會、高雄

縣保育人員職業

工會

彭婉如基金會

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

會

高雄市晚晴婦女

協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台北市家庭生活

教育推廣協會

聯合勸募協會

高雄市立民生醫

院、聯合勸募協

會

台電公司

聯合勸募協會

聯合勸募協會

三、家庭

支持與服

務

◆婚姻家

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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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9

2005.6-12

2005.7-11

2005.9-11

2005.9-12

2005.10-12

2005.10-12

2005.11

2005.11.9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6-12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多元家庭志工種子研習

合格家庭生活教育師公

益短片

合格家庭生活教育師培

訓

婚姻兩性心理衛生講座

（共10場）

卑南鄉原住民家庭暨婦

女服務中心─社會救助

及福利服務

新興(再婚繼親)家庭關

係之性別權益研習活動

離婚前準備成長團體

（共2期）

婚姻教育種子培訓

「兩岸家庭新價值轉換

之探討」座談會

因愛綻光芒─單親婦女

支持工作坊

弱勢家庭兒童生活育樂

營

單親家庭支持性服務方

案

單親與弱勢婦女個案管

理、團體工作、宣導活

動

築夢踏實─弱勢單親婦

女增財方案

單親家庭家長成長團體

（共2場）

單親家庭成長教育研習

（共2場）

單親家庭親子喘息活動

（共4場）

單親婦女培力就學(大學

高雄市晚晴婦女

協會

台北市家庭生活

教育推廣協會

台北市家庭生活

教育推廣協會

高雄市晚晴婦女

協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

會

台北市家庭生活

教育推廣協會

高雄市晚晴婦女

協會

高雄市晚晴婦女

協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高雄市婦幼青年

館、高雄縣故事

媽媽協會

台灣婦女展業協

會

台灣婦女展業協

會、台北市北投

婦女服務中心

台灣婦女展業協

會、台北市北投

婦女服務中心

兒童福利聯盟

兒童福利聯盟

兒童福利聯盟

婦女權益促進發

生命教育推行委

員會、台南市家

庭教育中心

行政院婦權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高雄縣政府

台北市社會局

內政部

◆單親家

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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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11

       -8.21

2005.4.3

2005.4.24

2005.5.7-13

2005.8.6

2005.8.12-16

2005.8

2005.7-9

2005.11.19

2005.12.10

2005.2-12 

2005.3-4

2005.1-12

2005.1-12

2005.9-12

院校)學費補助

單親兒童健康休閒語文

夏令營（共2場）

親親寶貝園遊會

台北縣政府親子運動會

金門縣母親節活動

金門縣父親節活動

兩岸親子夏令營活動

親子文化之旅

親子美語共學（共10場）

婦女成長與親子教養工

作坊

社區親子教養成長營活

動

同志家人情感支持座談

會（共8場）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家長親職教育活動

心智障礙者家庭支持服

務─增進其互助增權、

關懷支持、自我倡導與

親職成長，提供心智障

礙者家庭整體性服務

編寫「未婚懷孕怎麼

辦？」教學教材

台北市未婚懷孕福利資

源整合專業網絡聯繫會

議（共3場）

展基金會

台中市婦女發展

協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台北縣保母協會

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婦女會

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婦女會

金門縣婦女會、

廈門市婦女聯合

會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中華民國單親家

庭關懷協會、千

代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單親家

庭關懷協會、台

北市士林社區大

學

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中華民國發展遲

緩兒童早期療育

協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

家長總會

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內政部兒童局

台北縣政府

金門縣各鄉鎮公

所

金門縣各鄉鎮公

所

鷺江國中、蘆洲

國小

千 代 文 教 基 金

會、台北市士林

社區大學志工隊

南投縣政府

內 政 部 及 台 北

市、高雄市、台

南縣、高雄縣、

屏 東 縣 、 宜 蘭

縣、台東縣等7

個縣市之智障者

家長地方協會

台北市社會局、

台北市大安婦女

服務中心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親職教

育

◆特殊親

職教育

◆未婚懷

孕

四、弱勢

兒童 /婦

女支持與

扶助



Taiwan  Women’s  Almanac

268 269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離園少女就學與就業獨立

生活計畫

在台大陸少女支持計劃

（新竹靖廬繪畫分享團

體、宜蘭靖廬成長團體）

兒童人權繪本宣導活動

慢性病兒童照顧研習會

（共2場）

台灣兒童圖像記者會─

提出保護兒童八大宣

言，要求國家應責無旁

貸協助家庭功能正常化

兒童閱讀能力閱讀專科章

考驗

2005兒少關懷影展

（針對教育、性別、親子

關係、友誼等不同主題進

行討論，共6場）

朝野大和解，年金最優先

─成立國民年金推動聯

盟，呼籲行政院以及朝野

各政黨，捐棄政黨成見，

創造全民福祉，參酌現行

社會及政策條件，儘速完

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

2005.1-12

2005.1-12

2005.2-11

2005.3-4

2005.3-8

2005.7.5-22

2005.7-8

2005.4.11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護理學會婦

幼護理委員會

台灣團體聯盟婦

女部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女人連線、

國民年金推動聯

盟（註3）

內政部兒童局、

聯合勸募協會、

永大基金會、感

恩基金會

內政部兒童局、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內政部兒童局

台灣大學醫學院

護理學系所、台

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護理部、

嘉義基督教醫院

護理部

台北市女童軍會

內政部兒童局、

勞保局、台北縣

立家庭教育中心

及新竹縣、高雄

巿、彰化縣、宜

蘭縣等教育局、

東 暉 國 際 多 媒

體、輝洪公司、

弘恩多媒體、仟

淇科技、三虹科

技等

◆兒童少

年

◆老年婦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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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符合女性需求的國

民年金座談會（全國各

地共10場）

退休生涯規劃討論會

歌聲美影探女監

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推

動

心智障礙者兩性團體

適婚年齡智障者兩性交

往與婚姻輔導策略研發

計畫（共6場）

2005年全國特殊教育學

生自然生活體驗營

台北縣書香文化

推廣協會、彰化

縣玉蘭花女性權

益促進會、高雄

縣湖內鄉水噹噹

婦女成長協會、

花蓮縣水噹噹婦

女關懷協會、澎

湖縣水噹噹婦女

會、中壢芳鄰成

長園、宜蘭縣婦

女關懷協會、雲

林縣斗六市婦女

會、台南北門社

區大學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11.29

2005.11

2005.1-12

2005.4-12

2005.5-12

2005.12.7-9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心路基金會、仁

愛啟智中心、華

光社福基金會、

蘭 智 社 福 基 金

會、啟智技藝訓

練中心、德蘭啟

智中心

心路基金會

智障者家長總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桃園農工

中國童子軍總

會、桃園縣女童

軍會、臺中啟聰

學校、臺南啟聰

學校、宜蘭特殊

教育資源中心、

和美實驗學校、

基隆特殊教育學

校

◆女性受

刑人

◆身心障

礙者

台灣女人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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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註2：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成員：立法委員王昱婷、王榮璋、王淑慧、尹伶瑛、

田秋菫、李嘉進、李永萍、李紀珠、李昆澤、何敏豪、林淑芬、林滄

敏、林岱樺、卓伯源、吳成典、柯淑敏、孫大千、唐碧娥、章仁香、高

思博、高建智、郭素春、陳志彬、陳秀卿、陳銀河、陳瑩、黃昭順、黃

淑英、黃敏惠、黃志雄、黃義交、曾燦燈、張慶惠、葉宜津、楊瓊瓔、

張慶忠、盧天麟、劉政鴻、趙良燕、蔡英文、賴幸媛、蕭美琴、謝欣

霓、謝國樑、藍美津、羅明才、羅志明等47位；民間單位：女性學學

會、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北市婦慈協會、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灣二十一

世紀婦女協會、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台南市查某人關心協會、台南

市新生命抗癌服務協會、台南市婦幼志工隊、台灣女人連線、台灣女性

影像學會、南洋台灣姊妹會、終止童妓協會、勵馨基金會、高雄市婦女

新知協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

會、台北市基督教婦女福利事業基金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

女醫師協會、謙誠法律事務所、中華民國社區心理諮商學會、中華民國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中華民國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台灣護理人員權

益促進會、高雄縣單親家庭關懷協會、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高雄

縣志願服務協會、高雄縣五甲社區照顧支援中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台中市私立台安幼稚園、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台北市基督教社會互談

會、台南市青少年生活關懷協會、台南家扶中心、台南市開元國小家長

會、台南市府城同協會、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台南市身心靈健康推廣

協會、屏東縣部落工作永續發展協會、高雄縣台灣關懷協會、華山生態

文史聯盟、台南人劇團、三村國小認輔志工、台灣大學魯啦啦社、高雄

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台灣大學政治系轉學生共進會、台灣大學全球資

訊網路研究社、台聯婦女部、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台灣勞工陣線、全

國產業總工會、大同工會、高雄縣輔育人員職業工會、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南亞塑膠公司仁武廠產業公會、高雄縣福聚公司產業公會、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東陽機精股份有限公司、柏克萊企管顧問

公司、台灣曾田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進隆廚具公司、舒使堡國際股份公

司、龍泰水電公司、鑫郁興業有限公司、蒂欣有限公司、三翔實業公

司、台中縣政府社會局、高雄縣社會局五甲社福中心等71個單位（上述

依姓名、單位筆劃順序）；個人部分，因篇幅限制無法一一呈現

註3：
國民年金推動聯盟成員：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中華民國家庭照

顧者關懷總會、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台灣女

人連線、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泛紫聯盟、勵馨基金會等（依團體筆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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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伍】性別教育與文化

一、校園性別平等教

育
2005.3-5

2005.5.1-6.30

2005.6

2005.11-12

2005.12

2005.12

2005.12

2005.12

2005.12

2005.12

2005.10

2005.4-12

2005.1-12

研擬「大專與研究機構性

別友善環境之檢視」問卷

初稿

「選擇自己的路，打破性

別區隔新思維」傑出女性

對年輕學子的經驗分享活

動（全國10個一級女中舉

辦）

「大專與研究機構性別友

善環境之檢視」記者會

性別平等教育種子人員培

訓工作坊（共2場）

敦促教育部全面體檢稱呼

女老師的用語

去函國科會重新討論補助

各大學「國科會計畫行政

管理費」相關規定

敦促教育部於各級學校推

動性別主流化，並提出具

體改善方案

去函教育部，促其發函大

專院校正視校園「禮賓大

使」、「親善大使」等活

動充滿性別歧視的問題

倡議解除大學教師宿舍單

身條款

學齡階段智障者兩性教育

課程推動

女學會教科書檢閱會議

性別平等教育影片校園巡

迴座談

Web547網路色情檢舉網

站─接受線上檢舉，與各

縣市資訊警察合作，並參

與國際網路檢舉熱線聯盟

(Inhope），共同打擊網

路兒童色情的問題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智障者家長總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教育部、各一級

女中

教育部社教司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內政部兒童局二、媒體識讀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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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1.24

2005.2.2

2005.3-7

2005.4-9

2005.3-4

2005.5.27

2005.10

2005.11.27

       -12.4

媒體性別教育新聞檢視

暨教材轉化記者會

小廣告大問題─監督媒

體不實廣告與報導座談

會

網路色情監看志工培訓

及志願服務，監看分類

案7912件

網路色情監看成果報告

及記者會─發表有手機

加值服務、影音寬頻成

人特區與熱門網路拍賣

三主題之監看成果

「女性主義的社會實

踐」系列論壇（包括：

女性參政的歷史反思、

全球化與性/別流動─

再思差異政治與多元文

化、家庭婚姻以及親密

關係的大轉變、性/別與

身體戰鬥、性/別主體與

文化公民權的實踐、性

別平等作為一種新公民

運動，共6場）

第一屆性別研究與公共

政策學術研討會

性別議題聯合研討會

（主題： 1 .性別主流

化：權力與機制2.女性

主義：知識、道德、權

力3.校園中的性別再現

與實踐4.跨越國族界線

的性別身體5.身體與性

6.性別意識與認同7.母

親/母職8.法律與性別實

踐9.休閒與消費）

人權城市國際研討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

台南市婦女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婦 女 新 知 基 金

會、紫藤文化基

金會

世新大學性別研

究所

台 灣 女 性 學 學

會、台大社會學

系

台灣非政府組織

國際交流協會

內政部兒童局

廣告主協會

民主基金會、外

交部、高雄市人

權促進會

三、性別平等學術交流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世新大學性別與

傳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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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

2005.4.1

2005.5-12

2005.11-12

2005.5.23

2005.7.11

2005.8

2005.11.9-11

2004.10

       -2005.3

2005.1-12

2005.1-12

四、多元文化與性別角

色

認識同志教師研習營

（共2場）

重建「旗津25淑女墓」

都市進步和性別平等文

化記者會

建構台灣本土同志文化

經驗與歷史論壇講座

（共9場）

「大年初一回娘家，習

俗文化與性別」性別平

等教育種子人員文化民

俗記者座談會（台北/高

雄，共2場）

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手冊

草案修訂

公部門性別網絡人研習

公部門性別主流化訓練

講座

公部門性別影響評估推

廣研習營（共2梯次）

玩布姐妹─女性生命的

覺醒和感動DVD影片

補助婦女團體辦理「社

區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共補助7個團體）

補助婦女團體辦理「促

進婦女權益工作」（共

補助26個團體）

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高雄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女書店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台中市社區婦女

成長協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台南教育大學、台北市

民政局

台北市文化局

行政院婦權會、內政部

行政院婦權會、內政部

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

行政院婦權會、內政部

簡偉斯導演

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

會、中華社區教育發展

協會、中華好家庭關懷

協會、雲林縣紫色姊妹

協會、屏東縣台灣心屏

東情關懷協會、勵馨基

金會東區辦事處、婦女

新知基金會

台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

心、台北市晚晴婦女協

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

協會、主婦聯盟環境保

護基金會、台北市婦女

新知協會、開拓文教基

金會、雲林縣紫色姊妹

協會、高雄市晚晴婦女

協會、台灣終止童妓協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五、性別

權益與法

律推廣 

◆強化公

部門人員

性別平等

意識

◆社會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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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會、台灣女人連線、中華民

國自然步道協會、屏東水噹

噹關懷協會、高雄市彩色頁

女性願景協會、中華民國思

樂醫之友協會、台北市女性

權益促進會、台中市關懷協

會、高雄縣關懷台灣協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高雄縣原

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辣

媽媽劇團、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會、台東縣

原住民婦女關懷協會、婦女

救援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

全國聯合會、勵馨基金會、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2005.2-12

2005.3.6

2005.4-7

2005.4-7

2005.4.12

       -10.25

2005.4.30

2005.4-7

2005.4-12

2005.5.8

2005.5.6

2005.5.18

「台灣性別圖像」性別統

計研究與出版計畫

兩性平等婦女節宣導活動

「我的乳房─女性身體意

識自覺」徵文活動

「女人四十向前走」中年

女性徵文比賽暨電影節活

動

瑟米絲（Themis）法律文

學視聽讀書會

「台灣女人的歌」票選活

動

玩布工作坊自我探索課

程，觀照內在到外在肢體

與服裝之間的美感關係

（共14場）

「女人行動劇團」社區法

律宣導（共11場）

「婦女烹飪習慣問卷調查

─宣導家務分工的觀念」

台灣母親生活調查座談暨

記者會

「民法諮詢熱線」十年回

顧記者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金門縣婦女會

台灣女人連線

勵馨基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花蓮分會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金門縣政府

台北市政府

花蓮縣政府

內政部、宜蘭縣政府

五木拉麵

克蘭詩、美麗佳人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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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5.26

2005.5-7

2005.6.4

2005.6-12

2005.6.18

2005.7.23

       -8.13

2005.8.26

      -10.30

2005.8-9

2005.9.17

疼惜母親─弱勢婦女社

會處境記者會

女性生活法律班（共1 0

場）

「婦女權益與法律扶

助」座談會

「性別無界，親職多元」

攝影展暨巡迴座談

婦女法律講座

關懷弱勢法律講座

台灣婦女人權系列活動

（共6場）

台灣慰安婦6 0年─「生

命、韌性」影像展

「穿出台灣，穿出新女

性」女性上班族服飾觀

摩會

善牧基金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台北分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

台中市婦女發展

協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台南分會

台南市婦女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新女

性上班服推動聯

盟、台灣衫全民

推動聯盟

教育部

台南市各區婦女

會、長安社區發

展協會、台南市

婦女兒童安全保

護協會、成大醫

院婦產科、嘉南

藥理科技大學社

工系

台北市政府

行 政 院 、 經 濟

部、內政部、教

育部、文建會、

新聞局、人事行

政局、經濟部能

源局、台灣電力

公司、國立台灣

工 藝 研 究 所 、

國 際 青 商 會 國

際獅子會、國際

濟會、國際扶輪

社、中華民國全

國工業總會、中

華民國全國商業

總會、中華民國

工商協進會、中

華民國紡織業拓

展會、圓山大飯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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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1

2005.10-12

2005.11.1-27

2005.11.8

       -12.2

2005.11.23

2005.11

女人104民法諮詢暨女性

協談專線─志工在職培

訓（共8場）

「絕醋逢生」性產業政

策、性工作者生涯等巡

迴影像講座（共6場）

婦女法律權益系列講座

性別平等宣導種子劇團

基礎、進階培訓

婦幼社福團體座談及志

工法律訓練

女性影展（探討性別議

題、家暴防治、更年期

適應等，共4場）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女影學會

救國團張老師中

心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苗栗分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嘉義市政府、法

律扶助基金會嘉

義分會

婦女社區大學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時間 發起/主責單位

一、法規與制度倡議 2004.12

       -2005.5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3-5

2005.3.30

擬定婦女健康指標計畫

完成台女連版「生育保健

法草案」及「人工協助生

殖法草案」連署並付委

建置、維護具性別觀點之

「台灣女人健康網」

組成民間監督健保聯盟─

針對部分負擔、二代健

保、轉診制度、醫療品質

揭露及醫療重建基金等議

題發聲

第八屆528婦女健康行動

會議─「婦女健康需求之

區域異同」（共4場）

婦女健康政策規劃南區座

談會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女人連線

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註4）

台灣女人連線

台南市婦女會

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

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原住民

社區發展中心、

台南市婦女會、

台中市開懷協會

【陸】婦女健康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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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

2005.4-10

2005.4.20

2005.6.16

2005.7.15

2005.7.28

2005.10.20

健康女人、健康城市願

景健康女人、健康城市

願景座談會

「落實病人安全政策─

建構地方病人安全機

制」座談會

民間堅持總額，呼籲醫

界自律活動，針對醫

界420大遊行提出的訴

求，提出聲明：1.堅持

總額，杜絕醫療浪費，

合理分配健保資源2.堅

持理性討論，拒絕勒索

喊價3.資訊充分揭露

反對政院設立「基層醫

療重建基金」記者會─

要求醫院財務資訊公開

揭露，讓全民共同監督

健保財務

對立法院舉辦「給民眾

有效的轉診」公廳會之

回應─要求醫療院所與

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工作

小組，並擬定有效轉診

政策與措施，每三個月

定期檢討

「子宮頸抹片檢查篩檢

品質在哪裡？！」記者

會，要求衛生署應重新

檢討，提出有效改善方

案及監控機制

高雄市彩色頁女

性願景協會

台灣女人連線

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

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

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

台灣女人連線、

立法委員黃淑英

國會辦公室

民間監督健保聯

內政部、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高

雄市滿天星婦女

團體聯盟（註5）

1 0 1幸福陣線聯

盟、台北縣書香

文化推廣協會、

新莊社區大學、

高雄市婦女新知

協會、台中市開

懷協會、台北市

女 性 權 益 促 進

會、台南縣水噹

噹協會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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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教

育與愛滋

病防治 

◆女性身

體自主權

2005.11.2

2005.11.17

2005.1-12

2005.1-4

2005.3.23

2005.5.21

2005.9.4

2005.12

健保局新增未經轉診不必

增加部分負擔之措施，為

德不卒記者會

「笨蛋！問題不在醫院個

別總額」記者會─堅決反

對違背現有總額精神及協

商制度之任何形式的妥協

與暗盤交易

「誰是2005婦女健康新

殺手？」記者會，公布

「婦女健康分區座談」調

查，女性最憂慮五大健康

威脅：青少女安全性行

為、性侵害、家庭暴力、

社會文化壓力及乳癌

「『墮胎』？『中止懷

孕』？基督教女性的關懷

與反省」手冊出版並推廣

「2005V-Day」台北─陰

道獨白戲劇公演（以戲劇

方式喚醒社會對施於女性

之暴力行為之重視，並讓

台灣女性對於自我身體形

象有正確認識）

「2005V-Day」台北談文

化說陰道記者會

青少女身體營，強化女性

對自我身體認識與性自主

權

「 處 女 迷 思 千 年 戳 不

破？！」記者會─女性應

作自己身體的主人，以集

體的力量打破將女體商品

化與壓抑女性情慾的枷鎖

的「處女情結」

對「婚前守貞教育擬入

法」之新聞回應─回歸真

盟

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

民間監督健保聯

盟

台灣天主教胚芽

婦女關懷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婦女事工

委員會

台灣女人連線、

勵馨基金會、台

北市女性權益促

進會

台灣女人連線、

勵馨基金會、台

北市女性權益促

進會

高雄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女人連線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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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

師資培訓

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

內政部兒童局

2005.1

2005.5-11

實經驗的性教育、正視台

灣女性真實的經驗及需求

國小性教育教學輔助媒體

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性教育講師&輔導專線接

線員培訓

杏陵基金會

杏陵基金會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7-8

2005.8

2005.12

2005.1-12

2005.4.10-11

2005.5-12

2005.5.12-13

2005.8.11

      -11.24

2005.8-12

性教育/愛滋教育國小種子

師資培訓研習（共2場）

民間團體社工暨輔導人員

性教育研習

高中職性教育教學輔助媒

體種子師資培訓研習

青少年關懷愛滋宣導演講

暨有獎徵答活動（共1 0 9

場）

婦女菁英愛滋防治成長營

校園愛滋防治推廣座談會

(共10場）

全國各級學校教官、護理

與輔導教師、婦女團體愛

滋防治與性教育研討會

社區婦女愛滋病預防推廣

教育方案（共20場）

愛滋病護理研習會（共5

場）

杏陵基金會

杏陵基金會

杏陵基金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杏陵基金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護理人員愛滋病

防治基金會、台

灣護理學會內外

科護理委員會

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高雄市公務

人力發展局、桃

園縣衛生局、台

灣性教育協會

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台灣性教育

協會

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台灣性教育

協會

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教育部

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

荷商葛蘭素史克

藥 廠 、 護 理 人

員防疫基金會、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佛教慈

濟綜合醫院護理

部、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護理部、台

灣大學醫學院附

◆愛滋防

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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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醫院護理部

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

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

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疾病管制局院

區、中華民國女

童軍總會、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內湖區社

區大學、臺灣預

防醫學學會、希

望工作坊、臺灣

愛滋被單組織、

台 大 醫 院 社 工

室、臺灣關愛之

家

杏陵基金會、台

灣性教育協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

第二春文教基金

會

女性愛滋防治講座（共4

場）

愛滋教育種子教師研習

營/愛滋教育徽章考驗營

（共4場）

同志愛滋病防治座談（共

11場）

世界愛滋病日系列宣導

2005.9-11

2005.10-12

2005.11-12

2005.12.4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三、健康

促進宣導

◆疾病防

治與保健

2005.1

2005.1

2005.1-12 

2005.3.1-2

2005.3.5

      -12.17

2005.5

2005.6.15

美乳護照宣導手冊

乳癌病友輔導教戰手冊─

生活篇

「關懷乳房傳愛種子」培

訓課程（共18場）

全國乳癌病友團體女性領

導人培訓

花蓮社區防癌講座

2005年「疼惜乳房」乳癌

防治宣導列車（共2場）

社區乳房健檢活動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新光人

壽慈善基金會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

花蓮門諾醫院癌

症醫學中心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

台安醫院乳房中

心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陶聲洋防癌基金

會

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台北市、高

雄市、澎湖縣政

府衛生局

北市溫馨協會、

陶聲洋防癌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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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台安醫院乳房中

心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

中華民國乳癌病

友協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

花蓮慈濟醫院癌

症醫學中心

金門縣婦女會 

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高雄市舒緹國際

蘭馨交流協會

台灣護理學會中

醫護理委員會

台東縣蘭嶼鄉居

家關懷協會

2005.6.25-26

2005.7-9

2005.9-12

2005.1.1

2005.1.22

       -6.18

2005.2.18-20

2005.3-9

2005.4-5

2005.7.9

2005.8.7

2005.8.11

2005.9.7

金門乳癌篩檢活動

乳癌病友支持團體角色與

功能問卷調查

乳癌關懷諮詢，愛波專線

服務

陽光美麗島─健康人生

GO!GO!GO!「台灣心南

北大串連」健康人生列車

活動

花蓮社區健康日活動

金門地區婦女健康保健教

育宣導活動

家庭照顧健康生活講座

（共6場）

社區醫學常識講座

（共3場）

更年期保健

父親節整形抗老化義診活

動

中醫護理養生研習會

九九重陽活動暨健康促進

會

北市溫馨協會、

陶聲洋防癌基金

會

健康人生聯盟、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國際獅子會

陶聲洋防癌基金

會

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衛生局、金

門縣立醫院、金

門縣文化局、烈

嶼民服社、各鄉

鎮婦女分會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長青中心、高

雄市楠梓區宏昌

老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老

人活動中心、中

華社會福利聯合

勸募協會

婦女社區大學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高雄市各大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護理部、

中國醫藥大學護

理學系

台電公司

◆健康觀

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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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9.15

2005.9-12

2005.10

2005.10

2005.11

2005.11.27

2005.4.3

2005.8.18

2005.8

生機飲食─如何吃出健康

高中女生菸害防治宣導計

畫（共5場）

骨質疏鬆症校園巡迴系列

講座（共7場）

氣功美容與健康保養（共

4堂課）

太極拳保健課程（共4堂

課）

糖尿病日防治宣導園遊會

手術專責護理師培訓

社區衛生護理人員角色功

能創意作品成果展暨觀摩

發表會

癌症防治與健康促進研討

會（共2場）

金門縣婦女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台灣護理學會內

外科護理委員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台灣21世紀婦女

協會

中華民國糖尿病

學會、台灣護理

學會

台灣護理學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

護士公會全國聯

合會、台灣外科

醫學會

台灣護理學會社

區衛生護理委員

會

台灣護理學會腫

瘤護理委員會

金門縣政府

台北市衛生局

美 商 默 沙 東 藥

廠、臺灣大學護

理學系、陽明大

學護理學院、台

北醫學大學護理

學系、輔仁大學

學務處、台中護

理專科學校、中

山醫學大學護理

學院、成功大學

事務處衛生保健

組、台南護理專

科學校、高雄醫

學大學護理學系

台北市政府衛生

局、中華民國內

分泌學會、中華

民國糖尿病衛教

學會、糖尿病關

懷基金會、希望

基金會

台北市政府衛生

局

中華民國腫瘤護

理學會、高雄長

庚紀念醫院護理

部、台北市立萬

四、職訓與防制機制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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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型流感防疫研討會

（共4場）

台灣護理學會內

外科護理委員會

芳醫院護理部

台 大 醫 院 護 理

部、中山醫學大

學護理學院、國

軍高雄總醫院護

理部、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護理部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註4：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成員：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台灣女人連線、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

灣勞工陣線、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兒童福利聯盟、家

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智障者家長總會、殘障聯盟等12個團體

  （依團體筆劃順序）

2005.11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柒】婦女人身安全

◆法規與

制度倡議

一、性別

暴力防制 

2001.11-迄今

2004.2-2005.1

2004.2-2005.1

2005.1.14

2005.1.21

2005.5.6

「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

推動與倡導

連續性暴力相關法案修法

推動與倡導（監獄行刑

法、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皆已通過

「性騷擾防治法」立法推

動與倡導

性騷擾防治法條文三讀通

過記者會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訂條

文三讀─推動電子監控、

遏止色狼入侵社區記者會

爭取家暴婦女訴訟平等權

記者會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

法律扶助基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台北分會

註5：
高雄市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成員：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伊甸基金會高

雄市服務中心、伊甸基金會高雄站、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高雄市婦

女新知協、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高雄市揚帆

主婦社、高雄基督教家庭協談中心、彭婉如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勵馨基金

會高雄站等　　　　　　　　　　　　　　　         （依團體筆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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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我國婦幼受暴之救援

保護機制研討會

呼籲政府重視保護令核發

亂象，支持儘速通過民間

版家庭暴力防治法記者會

「第一屆防暴國事會議」

防暴三法推動與落實

家暴法重啟修正暨國是會

議結論發表記者會

因應性騷擾防治法實施公

聽會

「兒童暨少年性侵害防治

法」實施十週年回顧與展

望公聽會

開辦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

件服務處─協助家暴事件

受害人司法訴訟過程

家暴受害人保護服務

出版「女性生命記事簿」

─協助受暴婦女整理生命

經驗，並記錄在地女性觀

點，發展在地女性意識

受虐婦女成長團體

目睹家暴兒童團體

婦女表達性藝術治療團體

（共10場）

目睹暴力兒童藝術治療團

體（共10場）

設置花蓮及台中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提

供家暴婦女法律訴訟諮詢

與協助

中國人權協會、

立法委員李慶安

國會研究室

台灣防暴聯盟、

立法委員王昱婷

國會辦公室

台灣防暴聯盟、

勵馨基金會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女人連線、

立法委員黃淑英

國會辦公室

婦女救援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桃

園地方法院、板

橋地方法院、南

投地方法院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現代婦女基金會

花蓮善牧中心

花蓮善牧中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立法院巾幗會

司法院、原住民

委員會、立法委

員蕭美琴、王昱

婷國會辦公室

桃園縣政府、台

北縣家庭暴力暨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南投縣政府

內政部、宜蘭縣

政府

新竹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新

象交流協會

花蓮縣政府、新

象交流協會

台北市大安婦女

服務中心

台北市大安婦女

服務中心

花蓮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2005.7.15

2005.7.28

2005.9.15-16

2005.10.14

2005.10.24

2005.11.15

2005.4-迄今

2005.1-12

2005.1-12

2005.4.11

       -6.6

2005.4.11

       -6.6

2005.4-6

2005.4-6

2005.4.7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被害人

及目睹兒

童保護扶

助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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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6.18-9.25

2005.6-12

2005.8.3

      -11.27

2005.10.20-21

2005.11.28-29

2005.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2005.2-2006.2

2005.3.12

2005.3-10

2005.3-11

2005.3-12

「藝術治療併心理劇」之

「自我探索暨關係重塑」

工作坊

雲林縣家庭暴力被害人追

蹤服務

失婚、受暴婦女權利認知

成長系列課程

目睹暴力兒童與少年學術

與實務交流研討會

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國

際研討會─關懷暴力家庭

兒童，建構目睹暴力兒童

保護工作資源網絡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性侵害

處理流程研討會

打造台中縣婦女安全─打

狼防身講座暨婦女人身安

全宣導活動（共72場）

台東市原住民家庭暨婦女

服務中心─家暴防治宣導

姊姊妹妹站起來─家庭暴

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

宣導活動（共6場）

發展輕度智能障礙者人身

安全教材

2 1世紀座談會─認識婦

女權益與人身安全

「愛的傳承─生命花園快

樂行」家暴及性侵害防治

戲劇宣導

社區生活法律工作坊（共

36場）

「珍愛自己─繪本列車」

性侵害防治巡迴宣導

現代婦女基金會

雲萱婦幼文教基

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花蓮分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天主教善牧基金

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

家長總會

台中縣關懷婦幼

協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

會

台中縣關懷婦幼

協會

智障者家長總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高雄縣故事媽媽

協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高雄縣故事媽媽

協會

台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

內政部家暴及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雲林縣社會

局

花蓮縣政府

台灣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

內政部家暴及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

高雄縣福安、龍

肚、五甲社福、

中山、七貨.崇

優 、 海 埔 、 新

范、雷公等社區

婦女社區大學

茄定、大林、永

芳、新甲社區

◆社會宣

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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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4.4

2005.4

2005.5.26

2005.5-2006.6

2005.5

2005.5

2005.5-7

2005.5-8

2005.5-9

2005.5-12

2005.6.24-30

2005.6-11

2005.7.24-8

「兄弟姐妹一起來，用愛

化解暴力傷害」記者會，

與兄弟象棒球隊一起呼籲

愛家反暴力

防治家庭暴力徵文比賽暨

第五屆推行兩性平權有功

人員遴選表揚大會

「惟愛手環」記者會─邀

請藝人立威廉代言，呼籲

社會大眾伸出援手幫助受

暴婦幼

要抱不要暴─防暴巡迴劇

團（共10場）

兒少保護暨家暴、性侵害

防治宣導

「童顏話愛心‧齊力傳真

情」母親禮讚卡發展記者

會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

導（共4場）

台灣溫柔革命─男性反暴

力宣導活動，受暴婦幼庇

護中心募款

家家有愛，防暴總動員

（共9場）

雲林縣家庭暴力被害人追

蹤服務與話劇宣導

傷痕上的力量「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詩、書、

畫、影展」

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暨兒

童保護守護人權話劇宣導

（共13場）

「Yes, I do!愛家列車宣導

團」─社區人身安全夜市

宣導活動，加強社區居民

現代婦女基金會

雲萱婦幼文教基

金會

善牧基金會

善牧基金會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現代婦女基金會

屏東縣原住民部

落工作永續發展

協會

勵馨基金會

中華民國新女性

聯合會

雲萱婦幼文教基

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雲萱婦幼文教基

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兄弟象棒球隊

內政部家暴暨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雲林縣社會

局

啄木鳥全人發展

基金會

內政部兒童局、

宜蘭縣政府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台東各

社區發展協會及

各村辦公處

苗栗縣政府

台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

內政部家暴及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兒童局、雲

林縣社會局

新竹縣政府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新竹縣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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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8.13-14

2005.8.19-31

2005.8

2005.9 

2005.9-12

2005.10-11

2005.10

2005.10.8

2005.11.19-20

2005.12

2005.12

2005.1-12

2005.3-12

對於婦幼人身安全議題的

重視，促使社區建構更為

完善的正式及非正式支持

系統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

導種子劇團進階培訓

家暴防治宣導系列活動─

愛我們的家（共6場）

「迷惘‧不迷惘」網路交

友安全記者會

「連線113─給我報抱不要

家暴」防治113宣導活動

卑南鄉原住民家庭暨婦女

服務中心─家暴防治宣導

拒絕校園、職場性騷擾研

習會（共5場）

家庭暴力防治宣導巡迴座

談會（共3場）

婦女博覽會─喚醒民眾重

視家暴問題，譴責暴力

「幸福齊步走」婦幼保護

宣導活動─提供離島民眾

婦幼安全相關知識

高雄市家暴、性侵、性騷

擾防治宣導整合活動

「熟女的憤怒」─失婚、

受暴婦女權利認知成長課

程學員作品出版

受暴婦女個案研討會─提

昇社工人員個案服務專業

能力（共38場）

「與受暴婦女共同訂定安

全計劃」讀書會及座談會

─蒐集國外安全計畫的理

論與實務，作為個案服務

參用

台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

台南市婦女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

全人發展關懷協

會

中華民國新女性

聯合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高雄市彩色頁女

性願景協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花蓮分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政府警察局少年

隊

台南市各區婦女

會

金門縣政府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

新 竹 縣 、 花 蓮

縣、台中市、彰

化縣等4個縣市

政府

新 竹 縣 、 花 蓮

縣、台中市、彰

化縣等4個縣市

政府

◆專業人

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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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4-12

2005.4-10

2005.6.6

      -10.31

2005.6.17

2005.6-7

2005.10.28

2005.10 

2005.12

2005.1.4

2005.1-12

家暴與性侵害防治網絡專

業人員教育訓練─提昇家

暴與性侵害防治網絡專業

人員專業能力、經驗分享

與交流（共38場）

家暴及性侵害保護扶助專

業人員及志工訓練─主題

包括師資培訓、兒童及心

智障礙機構性侵害防治與

老人虐待問題研習、全國

保護您志工與外籍配偶人

身安全網絡研習、實務議

題研討等

家暴社工人員法律研習會

法律實務─性騷擾防制法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專

業人員圓桌座談會議（共

4場）

受暴婦女優勢個管模式之

運用研習

兒童保護與受虐兒之照護

研習會（共2場）

婦女安全網絡人員研習

人口販運受害者記者會

兒少聯盟與人口販運立法

聯盟倡議會議

現代婦女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花蓮分會

台北市婦女中心

勵馨基金會

花蓮善牧中心

台灣護理學會婦

幼護理委員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婦女救援基

內政部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

台北市社會局、

台灣基層婦女勞

工中心

台東縣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暨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教育局、衛

生局、警察局

花蓮縣政府、暨

南大學社工系

佛教慈濟綜合醫

院護理部、三軍

總醫院護理部

二、人口販運防制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2005.4.1 婦幼安全座談會 台南市婦女會 台南市警察局婦

幼安全組、台南

市生命線、台南

市婦女兒童安全

保護協會、台南

市婦幼兒全關懷

聯盟、花蓮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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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6

2005.6.2

2005.1-12

2005.1-12

2004.12

       -2005.6

2005.10

2005.11.2-11

2005.7-10

2005.7-12

「我國防制人口販運聯

盟」座談會（共7場）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現況

初探」台東區座談會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

例監督聯盟監督行動

「拒做金錢文盲」青少年

價值觀教育講座─全國高

中職校園宣導（共50場）

推動社區治安方案─建立

學區共同參與的安全維護

模式、成立安全愛心站、

建立安全通報系統（共24

所學校）

「學/社區治安完全教戰

手冊」出版

國民中小學建立安全學區

說明會（共8場）

「別讓你的滑鼠蒙蔽了你

的雙眼」─製作網路安全

公益廣告，邀請于美人擔

任聲音代言人，提醒青少

年網路交友潛在的危機

網路安全創意繪畫比賽─

讓兒童透過繪畫創作，思

考網路安全的問題，建立

自我保護的觀念與意識。

得獎作品39幅，隨94資訊

月新聞局展區中展出，巡

金會、花蓮善牧

中心、勵馨基金

會

婦 女 救 援 基 金

會、台灣終止童

妓協會、勵馨基

金會、花蓮善牧

中心

勵馨基金會、婦

女救援基金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基督教門諾

會花蓮善牧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婦女救援基

金會、花蓮善牧

中心、勵馨基金

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彭婉如基金會

彭婉如基金會

彭婉如基金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台東縣警察局、

台東縣社會局

花旗集團

台北市、台北

縣、台中市、台

中縣、高雄市、

高雄縣等24所國

民小學

內政部兒童局

內政部兒童局、

行政院新聞局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三、兒少性交易防制

四、建立

安全空間

◆ 學 / 社

區治安聯

防

◆網路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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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8-12

迴台北巿、台中巿及高雄

巿

聊天達人調查計畫─訪談

在網路上聊天經驗一年以

上之少年，藉此了解少年

網路交友實況，作為政策

建議

台灣終止童妓協

會

內政部兒童局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一、法規與制度倡議 2005.1.19

2005.4.15

2005.4.26

2005.5

2005.6.15

2005.6.22

2005.7.19

2005.11.17

南區移民法公聽會

「催生高雄市婚姻仲介廣

告管理辦法」記者會（本

次記者會促成高雄市政府

立即回應，拆除市區內婚

姻仲介廣告招牌）

人類學的觀點─新移民的

問題研討會

反對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之連署行動

「移民政策與台灣社會未

來發展」研討會

「外籍配偶家庭悲劇只是

個案？」記者會─堅決反

對買賣式的婚姻，此種不

對等的婚姻關係

女性新移民的人口販運廣

播宣導

外籍配偶法律問題研討會

移民/移住人權修

法聯盟（註6）、

高雄基督教家庭

協談中心、 高雄

市基督教家庭服

務協會

高雄市滿天星婦

女團體聯盟

世新大學人類學

系

移民/移住人權修

法聯盟、南洋台

灣姊妹會

新境界文教基金

會、民進黨婦女

部

台灣團結聯盟婦

女部

人籟論辨月刊、

台北電台

法律扶助基金會

嘉義分會

高雄市滿天星婦

女團體聯盟

台灣基層婦女勞

工中心

台灣基層婦女勞

工中心

天主教越南外勞

配偶辦公室；嘉

義市社會局、政

府 警 察 局 外 事

課、婦幼隊、家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捌】外籍配偶與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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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7-18

2005.12.9

2005.12.28

2005.1-12

2005.2.26

2005.3-7

2005.4-12

2005.5-7

2005.7-9

2005.7-12

2005.10

2005.11-12

台東縣「外籍與大陸配偶

安全網絡工作」專業人員

研習

新移民家庭心理適應與輔

導策略研討會

「請朝野支持民間版移民

法、回顧移民年度新聞」

記者會

「南國姐妹情」廣播節目

製播（每週日播出，共

53集）

外籍配偶廚藝獻愛心

南洋文化課程（由外籍配

偶擔任講師）

東南亞多元文化教育─記

錄南洋姐妹的生命故事

東南亞文化師資培訓工作

坊

關懷外籍配偶家庭徵文活

動

國小老師多元文化宣導方

案

新移民議題論文獎助

新移民女性組織人才培訓

工作坊

勵馨基金會

台北淡江大學教

育心理與諮商研

究所

移民／移住人權

修法聯盟

高雄市基督教家

庭服務協會

東森慈善基金會

台北縣永和社區

大學

高雄市彩色頁女

性願景協會

南洋台灣姊妹會

、高雄市彩色頁

女性遠景協會、

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

民進黨婦女部

賽珍珠基金會、

和平基金會

民進黨婦女部

南洋台灣姊妹會

防官；嘉義縣社

會局、警察局陸

務課、婦幼隊、

外事課、民雄分

局、警察局嘉義

生命線；嘉義縣

新 知 婦 女 協 進

會、善牧利基金

會

淡江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組、淡

江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

婦女新知基金會

高雄廣播電台

賽珍珠基金會

南洋台灣姊妹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南洋台

灣姊妹會

行政院勞委會、

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所

台北市文化局、

國語日報

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所、高雄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二、多元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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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11.12-13

2005.12.31

2005.1.10

       -12.31

2005.3.30

       -12.31

2005.4.22-9.10

2005.5.28-29

2005.6.9-11.24

2005.7-12

2005.9.13

      -12.20

2005.9-10

2005.10.18-19

外籍配偶家庭推廣服務

志工培訓

跨國聯姻美滿家庭表揚

大會─鼓勵跨國聯姻家

庭溝通「零」距離，透

過表揚給予正向鼓勵

台北市、台北縣雙和區

外籍配偶服務據點之個

案、團體及社區服務工

作

台北縣三重市外籍配偶

整合型服務試辦計畫

（宣導緊急通報、提供

諮詢服務）

新移民家族生活適應講

座（共2場）

金門縣外籍配偶技藝研

習班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講座

服務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華恩

班、復興班、美仁秋季

班、萬華班、板橋班、

花蓮夏季班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學習

成長班（共58小時）

台灣媳婦生活智慧班

（共12場）

新移民生活成長營

台南市政府家庭

教育中心

善牧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新竹市婦女社團

聯合服務協會

金門縣婦女會

伊甸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賽珍珠基金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醫學大學性別研

究所

台南市百合婦女

協會

東森教育基金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景美教會

台北市基督徒明

志禮拜堂

婦女社區大學

金門縣政府

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景美教會

中華基督教衛理

公會華恩堂、台

北市基督教恩惠

福音會復興堂、

台北市基督教美

仁浸信會、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艋

舺教會、基督教

台灣信義會板橋

福音堂、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大安

教會

雙連國小

新竹縣寶石國小

三、外籍

配偶支持

與輔導 

◆生活適

應輔導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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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11.19

2005.1-12

2005.1-12

2005.3-6

2005.4-12

2005.7-12

2005.9.10

2005.9-12

2005.10-12

2005.11-12

2005.3.14

       -6.24

2005.5.17

       -7.28

2005.6.27-9.2

2005.9.1

       -11.30

外籍配偶生活成長研習

高雄市外籍配偶家庭支持

輔導服務

外籍及弱勢兒童學前啟蒙

服務

外籍配偶成長讀書會

和美區外籍及大陸配偶弱

勢兒童關懷訪視外展服務

外籍配偶家庭訪視

圓潭國小外籍配偶親子活

動─增進外配家庭親子互

動機會及溝通管道，增加

教保工作者積極加入關懷

弱勢兒童的行列

「愛的四季園」外籍配偶

支持性服務據點（提供諮

詢、教育服務）

台灣新住民親子共讀計畫

（開課記者會、高雄成果

發表會）─以兒童繪本增

進孩童語言發展、親子教

養技巧，增進親子互動

新移民家庭關懷訪視

美容輔導丙級證照就業外

籍配偶班

家庭縫紉就業訓練輔導計

畫─外籍配偶專班

烘焙職業訓練─西點烘焙

訓練外籍配偶專班

台北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因應計畫─職訓諮詢

專線服務

金門縣婦女會

高雄市基督教家

庭服務協會

中華民國發展遲

緩兒童早期療育

協會

善牧基金會、高

雄縣故事媽媽協

會

彰化縣玉蘭花女

性權益促進會

南洋台灣姊妹會

高雄縣保育人員

職業工會

高雄縣故事媽媽

協會

善牧基金會

台灣婦女展業協

會

伊甸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金門縣政府

高雄市社會局

內政部、高雄縣

政府

行政院勞委會、

美 濃 戶 政 事 務

所、高雄醫學大

學性別研究所

內政部、高雄縣

政府

國泰慈善基金會

古亭職訓中心

穀保家商

莊敬高職

台北縣社會局

◆家庭支

持服務

◆職業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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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9.16

       -11.28

2005.10

2005.7.9

外籍配偶翻譯人才培訓

班（共100小時）

外籍與大陸配偶人身安

全手冊

外籍配偶愛滋防治研習

營

賽珍珠基金會

善牧基金會

中華民國女童軍

總會

台北縣勞工局

內政部◆家暴防

治

◆愛滋防

治

註6：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成員：女性勞動者權益促進會、大武山文教基金會、

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外勞行動、台灣國際勞工協

會、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勞工關懷中心、外籍新娘成長關懷協會、兩岸家

庭關懷協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夏潮聯合

會、國際醫療行動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勞動人權協會、新事社會服務中

心、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

會等                                             （依團體筆劃順序）

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一、人口議題 2005.6.17

2005.9-12

2005.1-12

2005.1-12

2005.1-12

「一定要鼓勵生育嗎？笨

蛋！重點在友善的生育環

境」─提出政府鼓勵生育政

策缺乏性別觀點，政府應營

造友善生育環境，以利國人

生育選擇

「性別觀點人口政策綱領研

修會議」，與行政院人口政

策綱領小組倡議協商，並提

出具性別觀點之台灣人口政

策綱領（共6場）

「婦女聯合網站」─婦女網

路溝通平台，增進女性科技

應用，縮小數位落差

每週定期發行婦女聯合網站

電子報

台灣婦女網路論壇，建立虛

擬世界女性互助系統

台灣女人連線、

立委黃淑英國會

辦公室、高雄婦

女新知協會、怕

生育聯盟（註7）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會

開拓文教基金會

二、婦女與科技應用

【第二節】團體工作紀實─國內篇

【玖】其他婦女及性別相關議

台北市佛教觀音

線協會、勵馨基

金會、主婦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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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協辦單位工作議題 重要內容/策略日期 發起/主責單位

2005.1-12

2005.1-12

2005.4-8

2005.5-7

2005.10-12

每月定期發行網氏女性

電子報

每月定期發行「女訊‧

Vet she」電子報，關懷

社會弱勢的女性

婦女生活及電腦資訊教

育訓練（共2梯次）

女性生活資訊研習營

數位鳳凰計畫─女人的e

想世界網站經營

開拓文教基金會

台灣團結聯盟婦

女部

宜蘭縣蘭馨婦幼

中心

雲林縣婦女保護

會

台灣微軟

註7：
怕生育聯盟成員：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台灣女人連

線、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宜蘭縣社會工作師公

會、南洋台灣姊妹會、桃園縣心理健康促進協會、高雄市一葉蘭同心會、高

雄市水噹噹婦女關懷協會、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高雄市基督教家庭

協談中心、高雄市教師會、高雄市家長聯盟促進會、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

高雄市舒緹國際蘭馨交流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

站等                                             （依團體筆劃順序）

基金會、主婦聯

盟合作社、慧心

家園、台灣婦女

展業協會、台北

市單親家庭服務

中心、國際單親

兒童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佛教觀音

線協會、勵馨基

金會、主婦聯盟

基金會、主婦聯

盟合作社、婦女

新知基金會、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內政部、宜蘭縣

政府

開 拓 文 教 基 金

會、榮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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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持續投入台灣婦女權益的推動工作

外，近年婦女團體也積極參與國際社

會，讓台灣婦女權益工作與世界接軌。

2 0 0 5年婦女團體國際參與重要工作紀

實，主要條以9 4份回收調查表中填寫

國外工作項目之團體資料，進行整理分

析，共計有效資料29份。為完整呈現各

婦女團體國際參與的多元與工作動能，

本節依團體所在區域，以團體為單位，

逐一就各團體國際交流內容、時間、重

要紀事、會議或活動地點、發起/主責

/協辦單位、以及團體是否加入國際組織

等項目陳述，整理歸納如下：

【第三節】

團體工作紀實─國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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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世界女童軍總會

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 

Guides and Girl Scouts

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

WORLD YWCA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參與世界女童軍總會第32屆世界會

議

參與丹麥YMCA國際童軍大露營

參與英國SWING國際女童軍大露營

參與日本愛知縣國際大露營及第十

次日本神社童軍大露營

應邀參展2005年日本愛知世界博覽

會

應邀參加世界女童軍中心─墨西哥

研習營

出席國際婦女協會執行委員會議

辦理年輕女性國際事務培訓營

出席2005GFWC國際年會

出席YWCA亞洲區域會議

拜訪越南胡志明市辦事處、胡志明

市婦女會

參與第40屆國際青年營（The 40th 

International Youth, IYC）

出席World  YWCA執行委員會議

【壹】北區婦女團體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

年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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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6.19-25

2005.7.16-24

2005.7.29-8.4

2005.8.5-11

2005.8.20-24

2005.11.7-16

2005.3.31-4.4

2005.4.6-6.25

2005.6.21-23

2005.7.9-17

2005.8.11-16

2005.8.11-22

2005.9.10-17

該世界性組織有144個會員國，女童軍人

數達1千萬人；台灣為會員國之一，並藉

由參與年會提昇國際地位

國際性童軍活動，以童軍技能切磋為主

國際性童軍活動，以童軍技能切磋為主

國際性童軍活動，以童軍技能切磋為主

我國應邀於博覽會參展四天，介紹台灣

茶及原住民舞蹈等

該研習營以世界公民權利及青年領導訓

練課程為主

由ICW舉辦，地點於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Rabat, Morocco）

培訓3 0歲以下年輕女性，以國際、女

性、青年領袖三大主題進行介紹，並藉

由研習營學習籌備國際會議，分享跨文

化交流經驗；參加Toastm aster Club¡

ACommon Concern英語讀書會

包括2004-2006 GFWC理事會

ESO早餐會、教育與職能講習會、商務會

議及大會會務討論

會議主題：Celebrating the past,  imag-

ing the future¡GYWCAs empowering 

women and communities in Asia，進

行『Imaging the future: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 YWCA.』專題演講

就當前台灣越南新娘的生活現況與YWCA

為台灣越南新娘所做的工作進行討論，

同時洽談胡志名市婦女會推動YWCA的工

作之可能性 

大會的主題營共分為：Peace and En-

vironment, Making Sustainable Eco-

Villages, Culture & Arts,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ocial Welfare, Poverty and 

Alienation, Science and Local Com-

munity, Pre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

World  YWCA例行性會議

約旦

丹麥

英國

日本愛知縣

日本愛知縣

墨西哥

摩洛哥

台北

美國拉斯維

加斯

新加坡

越南胡志明

市

韓國京畿道

利川市

日內瓦

主責：世界女童軍總會

協辦：約旦女童軍聯合會

主責：丹麥YMCA童軍會

主責：英國薩里郡女童軍會

主責：日本愛知縣女童軍支

會、日本全國神社童軍協議

會

主責：日本政府

協辦：日本女童軍總會

主責：世界女童軍總會

主責：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主責：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

年會協會、台北基督教女青

年會

主責：GFWC

主責：World  YWCA、新加

坡YWCA

主責：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

年會協會

主責：聯合國教科文韓國委

員會、韓國YWCA

主責：World  Y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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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國際智障者融合組織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世界和平婦女會

The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國際家庭生活教育中心

International Family Life 

Education Center

普世教會協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

es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出席日本YWCA百週年慶

辦理國際心智障礙研究學會第1屆

亞太區會

出席亞洲智能不足聯盟第17屆大

會

出席第5、6屆領導與善的治理世

界高峰會

出席聯合國第49屆婦女地位委員

會(CSW)暨週邊NGO論壇

參加北京世界和平婦女會世界大會

出席2005美國商務部少數族裔高

峰會議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年度理

監事聯席會議

辦理北京婦女婚姻支持研習

辦理北京國際婦女家庭生活教育師

資培訓研習

參與ACWC(Asian Church Wom-

en's Conference)執委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

總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

總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

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

推廣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

會婦女事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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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11.4-5

2005.6.12-15

2005.11.19-23

2005.2.11-16

2005.6.27-30

2005.2.25-3.8

2005.8.17-22

2005.9

2005.9

2005.10

2005.10

2005.5.21-31

日本YWCA百週年慶，辦理「國際法之正

義觀點」專題演講及音樂欣賞會

會議共計450名來賓與會，會中針對女性

智障者之生育議題、照顧等議題進行討

論

由總會副理事長陳節如等共4位家長幹部

與會，與亞洲各國家長交換經驗，並對

女性照顧者在照顧責任之分配等議題進

行討論

會議探討宗教、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如何

在全球重要問題上更有效地協力合作；

召開主題性、行動性的會議，主題包括

東北亞和平、中東和平、愛滋防治、永

續發展與發展中小島嶼國家、婚姻家庭

與和平等

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並配合辦

理「教育女孩是消除貧窮的關鍵」場邊

會議。參與專題座談會報告者：菲律賓

東亞婦女和平基金會總裁Ms. Rosel lyn 

Magsaysay、台灣大學王麗容教授以及

世界和平婦女會國際副會長Ms. Motoko 

Sugiyama，與會者共60名

與會者共2000人，會中通過世界和平婦

女會與內蒙古東方和平理想家庭聯合會

的姊妹結盟，增進國際婦女的交流與姊

妹情誼

由美國商務部邀請參與，共有來自全球

40多位會員參加

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全球來自歐、

亞、美、非、澳洲等60多位會員參加

辦理北京台商配偶婚姻支持團體，協助

婦女面對變動的婚姻挑戰

說明合格家庭生活教育師對婦女就業、

身心知能的意義，以及家庭生活教育師

的角色與功能

透過宗教活動關懷柬埔寨婦女人權處

境，協助當地婦女肯定自我、發揮潛

能，並協助辦理微型企業發展之基本訓

練工作坊

日本東京

台灣

印尼日惹市

5屆：韓國

首爾

6屆：日本

東京

美國紐約

北京

美國華府

德州休士頓

北京

北京

柬埔寨

主責：日本YWCA

主責：智障者家長總會

主責：中華民國特殊教

育學會

主責：世界和平超宗派

超國家協會

主責：國際世界和平婦

女會、世界和平婦女會

台灣總會

主責：國際世界和平婦

女會、內蒙古東方和平

理想家庭聯合會

主責：北京台商配偶婚

姻支持團體、台北市家

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

主責：台北市家庭生活

教育推廣協會、國際家

庭生活教育中心

主責：A s i a n C h u r c h 

Women's Conference

協辦：Women's Desk, 

Myammar Counci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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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台灣護理學會

國際終止童妓組織

ECPAT International 

國際檢舉熱線聯盟

Inhope

國際護理學會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出席The Fourth Bridge Builders In-

ternational Consultation-Women in 

Peace Building

第4屆華人婦女神學會議，主題「婚

不婚有理」─從婦女神學觀點建構

華人婚姻倫理

人口販運美國參訪團(美國紐約、華

盛頓、洛杉機)

出席反兒童暴力專家會議

出席國際終止童妓組織大會

參與第2屆世界資訊高峰會

第5屆東亞婦女論壇

第7屆國際護理暨助產法規會議

出席國際護理協會(ICN)2005年國

家代表會議

辦理國際護理協會(ICN)第23屆國

際護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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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7.18-22

2005.8.5-9

2005.1

2005.6

2005.9

2005.12

2005.1-12

2005.5.20-21

2005.5.21-23

2005.5.22-27

會議主題：普世婦女連結，參與和平文

化之建造，會中爭取2008年於台灣主辦

大會事宜

1.連結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華人婦女之姐妹情誼

2.從婦女神學觀點探討華人婚姻倫理，

　建構更具性別平等之華人文化

藉由參訪學習美國人口販運經驗作為我

國推動參考

分享台灣網路工作之經驗與工作策略。

協助ECPAT International國際總部收集各

國兒少上網之問題與對策，提報給聯合

國參考

參與國際終止童妓組織大會（廖碧英理

事當選東亞地區執委、吳政哲同學當選

東亞太地區青少年代表） 

世界資訊高峰會為聯合國主辦，由協會

蕭景燈監事參加以色列舉辦之會議，分

享我國網路防制經驗

我國擔任第5屆該論壇之台灣召集團體，

負責第6屆之籌備事務及於2005年度國

內婦團相關議題營隊活動之辦理

探討在全球化潮流下，護理及助產人員

之遷移、認同、工作處理、教育、法規

等議題

國家代表會議主要目的乃探討全球護理

衛生議題，共104個國家，239位國家代

表與會。本會國家代表為李選理事長、

王桂芸副理事長及尹祚芊常務理事

會議主題「飛躍的護理─知識、創新與

活力」，共計148個國家，4,359位貴賓

與會，為台灣歷年國家數及與會人數最

多的國際學術性會議

萬那杜

台灣

美國紐約、

華盛頓、洛

杉磯

泰國曼谷

巴西里約熱

內盧

突尼西亞突

尼斯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Churches

主責：Presbyterian Church 

in Vanuatu

主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

會婦女事工委員會、

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

會

協辦：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

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主責：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婦女救援基會

發起：ECPAT International

協辦：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發起：ECPAT International

協辦：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外交部

發起：WSIS

協辦：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外交部、行政院研考會

發起：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主婦聯盟、台灣女人連線、

長老教會婦女事工、台灣婦

女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主責：國際護理協會、台灣

護理學會、行政院衛生署

主責：國際護理協會、台灣

護理學會

主責：國際護理協會、台灣

護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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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2005年國家護理人員友邦培訓計

畫

出席國際護理協會(ICN)國際認證

論壇會議

出席第2屆亞洲聯盟會議及第6屆

國際護理協會亞洲護理工作論壇

會議

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第49屆會議

出席2 0 0 5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第10屆婦女領導人網絡

(WLN)會議

辦理國際自由民主聯盟暨亞洲自

由民主聯盟聯合會議─「提升女

性參政─政黨之角色扮演」

出席2005年國際乳癌研討會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國際婦女自由聯盟INLW

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

會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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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協助提供友邦國家先進之護理專業知

識、技能、領導及管理能力，提昇交流

平台，提升友邦國家護理服務品質，並

強化友好關係；訓練方式包括：專業課

程、臨床訓練、實地參訪與文化饗宴三

部份

會議主要討論如何促進各國護理認證機

制之瞭解及相互認證之可行性，以發展

台灣護理專業之法規架構

計1 1國理事長與學會代表（共三十餘

人）參加討論，共同解決國際間之護理

議題。2003年所成立亞洲護理學會聯盟

（簡稱AANA），藉由每年舉辦亞洲國家

護理學會理事長聯席會議中相互學習、

汲取經驗，共同解決國際間之護理議

題。本次會議主題為：強化與政府間之

遊說（Lobby with Government）與建立

連繫網絡（Networking）

第49屆的會議為檢視「北京婦女行動綱

領」十年成果，並針對目前所遇困境及

未來策略提出討論，婦女部主管並與各

國女性做經驗交流及分享

出席2005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第

10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LN)會議─由傅

政務委員立葉率19人代表團與會，其中

5位團員擔任本屆大會主持人與報告人。

會議主題「透過創新，繁榮女性企業─

女性創業者之新願景」，鼓勵女性參與

微型創業；會議期間同時參訪女性微型

創業協會等相關單位

響應歐布萊特女士所提出的『Win Wi th 

Women』，人權工作重點為鼓勵女性參

政。會議邀請歐亞政界傑出女性政治人

物與國內致力婦女參政代表，約60位，

討論如何增進亞洲女性參政議題

與國外乳癌相關學者專家交流學習，將

國際經驗帶回台灣

台灣

西班牙馬德

里

新加坡

美國紐約

韓國大邱市

台灣

天津

主責：台灣護理學會

主責：國際護理協會 

主責：國際護理協會

協辦：新加坡護理學會

參與：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

部

參與：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

部

主責：國際自由聯盟(LI-Lib-

eral International)、亞洲自

由民主聯盟(CALD-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 Demo-

crats)  

承辦：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

部、婦女發展部

主責：美國密西根大學護理

學院、天津醫科大學

參與：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

會

2005.8.1-9.24

2005.11.23-25

2005.11.24-26

2005.2.28-3.11

2005.8.24-27

2005.10.12-14

2005.4.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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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

關懷總會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

基金會

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

助協會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出席第3屆2005亞太全球乳癌支持

邁向康復研討會

第9屆乳癌病友互助團體聯合年會─

醫病護和諧國際研討會

辦理「女性照顧：國家、社區、家

庭」國際研討會

出席第6屆亞洲區反兒童虐待年會

出席Forum XXX 2005

出席2005年第4屆舊金山性工作者

文化節暨論壇

出席2005年第7屆首爾（漢城）女

性影展暨文化論壇

參與台港特殊行業婦女人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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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6.1-4

2005.9.3-5

2005.5

2005.11.16-18

2005.5.18-22

2005.5.1-8

2005.4.8-15

2005.12.12-15

我國代表亞洲分享台灣經驗，與國外乳

癌病友團體相互交流與學習，將台灣本

土經驗推向國際舞台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及病友、從醫、

病、護三方觀點探討迎向乳癌康復之

路，促進醫、病、護國際經驗交流

檢視我國照顧政策，並參酌加拿大經

驗，促我國照顧政策更具性別觀點及友

善女性

分享台灣家暴防治及目睹暴力兒童輔導

之各國工作經驗交流，形成專業之資源

網絡

全球妓權運動者及性工作者約100人，討

論性工作者之處境及發展共同的願景及

改變處境未來的行動策略

活動包括性工作者影展，探討性工作者

基本人權，讓社會大眾不以偷窺、色情

角度看待性工作者；會中並進行論壇，

並有社會訴求的行動和娼妓文化展演；

大會放映協會製作紀錄片「絕醋逢生」

日日春紀錄片「絕醋逢生」參展放映，

並於「亞洲的性交易及紀錄片運動」圓

桌論壇發表專題演講

會中對於台港特殊行業婦女轉業、創業

希臘雅典

台灣

台灣

新加坡

加拿大蒙特

婁

美國舊金山

韓國首爾

香港

主責：國際邁向康復乳癌志

工組織

參與：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

會、台中市開懷協會

主責：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

會

協辦：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高醫木棉花關懷俱樂部

參與：全國乳癌病友團體、

24個日本乳癌病友團體、曙

光會韓國乳癌病友團體

主責：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

關懷總會

協辦：台北市家庭照顧者關

懷協會、台北縣家庭照顧者

關懷協會、彭婉如文教基金

會、台灣女人連線、陽明大

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主責：International Society 

fo r P revent ion o f Ch i ld 

Abuse and Neglect

主責：Stella（加拿大妓權團

體）

協辦：Cabiria（法國妓權團

體）、DMSC（印度妓權團

體）、Universite de Quebec 

a M o n t r e a l (U Q A M)、

Service aux Collectivites

主責：COYOTE,SWOP（Sex 

Worker Outreach Project） 

and  ISWFACE

主責：Women's Film Festival 

in Seoul

協辦：Center for Women's 

culture and Feminist 

Theories

主責：日日春協會、香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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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參與反對WTO世貿部長會議抗議行

動

世界藥學會之女藥師年度聯誼會

哈佛大學法律系學生專題研究

「婦運無國界」台灣婦運與日本婦

運姐妹交流座談會

出席第7屆亞太愛滋病會議

同志寄養家庭之可能交流分享

加拿大性別教育國際參訪

性別教育在美國交流分享

日本愛滋防治交流

「性別主流，國際視野」─2005加

拿大性別／婦女教育參訪交流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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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鳥(AFRO)

主責：Hong Kong People 

Alliance(HKPA)

主責：世界藥學會(FIP)

參與：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發起：哈佛大學法律系學生 

Lisa Joy and Suzanne Wrubel

主責:Lisa Joy and Suzanne 

Wrubel

參與：台北市婦女新知協

會、婦女新知基金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參與：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主責：Mahidol Un ivers i ty 

Of f ice of Human R ights 

Studies and Social Develop-

ment¡BAsia Pacific Queer 

Network

主責：家扶中心

協辦：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

主責：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

參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

主責：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

主責：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日本OCCUR團體

主責：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

香港

開羅

台灣

台灣

日本神戶

台灣

加拿大溫哥

華、多倫多

台灣

日本大阪

加拿大溫哥

華、多倫多

之困境與經驗，特殊行業婦女「外展」

工作之訓練方法，警方處理特殊行業婦

女的案件違反人權問題等議題進行交流

參加全球反W T O之遊行及韓國農民遊

行，代表亞洲妓權團體在婦女論壇發

言，表達性工作者反對WTO之立場

會中分享台灣婦女團體參與公共衛生教

育經驗，探討女藥師參與公領域、藥品

研發及女性的健康照護等議題

協助哈佛大學法律系學生專題研究，

訪問玩布工作坊皇后的新衣 "e queen's 

new cloth"展覽，影像紀錄台灣婦女運動

覺醒與婦女團體運作需求與困境，所製

作影片將用於哈佛法學院教學，以啟發

學生並認識女權的工作

邀請紀錄片導演山上千惠子與婦女運動

學者山木草子來台與台灣婦團代表交

流聯誼，藉由欣賞女性議題相關的紀錄

片，了解兩國推動婦運及努力爭取婦權

的歷程

與亞洲地區其他國家進行同志愛滋預防

工作經驗交流

紐約長期擔任同志領養/寄養工作之社會

工作培育者Mr. Fred來台參訪、交流

參訪加拿大UBC及Toronto大學，觀摩學

習加拿大性別教育以及參訪同志相關團

體(亞裔防治愛滋病協會、溫哥華同志中

心、多倫多同志青少年組織、多倫多同

志父母親友團體)

與美國德州大學心理系Dr. Donnelly分享

美國性別教育

赴日本大阪與當地愛滋防治團體OCCUR

進行交流，分享台灣同志團體進行愛滋

防治教育經驗

參訪團共21人，參訪加拿大溫哥華及多

倫多二大城，包括大學性別／教育研究  

2005.12.16-18

2005.9.3-9

2005.1-12

2005.3.21

2005.7.1-5

2005.4.21

2005.7

2005.5.19

2005.11.6

2005.7.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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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性教育的挑戰與展望、男性氣概下

的性別暴力：與瑞典及其跨國經驗

對話

參 與 反 對 任 何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CEDAW)小組會議

參與國際勞動暨社會安全法學會第

8屆亞洲區會議(ISLSSL)

參與東南亞人口販運防治策略國際

研討會

籌組參與2005年聯合國第49屆婦女

地位委員會（CSW）暨週邊NGO論

壇

辦理第4 9屆聯合國C S W暨N G O 

C S W會議台灣婦女團體會後分享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

心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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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主責：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

協辦：台南教育大學學生輔

導中心、東海大學教育研究

所、花蓮教育大學初等教育

系、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

教育研究所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主辦：國際勞動暨社會安全

法學會、台灣勞動法學會、

勞資關係協進會

主責：勵馨基金會、美國

Vital Voices全球伙伴、台灣

民主基金會

協辦：台灣亞洲基金會、終

止童妓協會、婦女救援基金

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參與：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台大婦女研究室、主婦聯

盟、勵馨基金會、女學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終止

童妓協會、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護

理師及護士工會全國聯合

會、高雄市國際蘭馨交流協

會、高雄市婦女發展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美國紐約

台 北 、 高

雄，共2場

究機構與資源中心、非營利組織、同志

團體等1 6個機構及團體，並與相關人

員進行座談，以對於加國政府性別平等

政策與執行、性別／婦女及多元文化研

究、中學性別教育實施及政府、民間、

學校體系之合作有所了解

邀請「可以真實感受的愛：瑞典性教育

教師手冊」作者Er ik Centerwal l來台講

座，促進台灣、瑞典有關議題之教育實

務、政策規劃及跨文化觀點之國際交流

邀請紐西蘭Dr.Margaret Bedggod分享紐

西蘭推動簽署CEDAW公約的經驗，以及

其法律相關組織包括法庭與性別議題相

關案件的申訴程序流程

探討經濟重組後，女性勞工權益保障、

老年退休制度、就業歧視等議題；介紹

台灣婦女團體聯合網站與性別統計執行

成果

會議檢視台灣與東南亞鄰國人口販運現

況，建構台灣人口販運的防治策略與國

際救援資源網絡

1.會議主題為檢視「北京婦女行動綱

　領」十年成果，並針對目前所遇困境

　及未來策略提出討論

2.配合相關單位規劃辦理「促進心理健

　康為培力女性之關鍵」、「教育女孩

　為消除貧窮之關鍵」、「預防武裝衝

　突的性別觀點」、「建立政府與非政

　府組織夥伴關係，以提升婦女經濟賦

　權」等四個場邊會議。

參與聯合國第4 9屆C S W會議的台灣婦

女代表團回國之後辦理會後分享會，使

2005.11.2-10

2005.5.23

2005.11.1-4

2005.11.28-31

2005.2.28-3.11

2005.5.12-16



台灣婦女年鑑 第三篇 團體動態與紀實

312 313

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會

辦理第一屆女性國際事務講堂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暨美國參訪分享

會

慰安婦議題校園宣導

「要求日本清算過去」國際連帶會

議

防制人口販運國際檢警訓練工作坊

英國兒童救助會中國分會來台訪問

台、韓慰安婦議題研究交流及身心

照顧工作坊

參與「日本亞洲女性論壇」會議

參與2005年聯合國第49屆婦女地

位委員會（CSW）暨週邊NGO論壇

辦理亞洲女性移民／移工NGO組織

者國際工作坊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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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協辦單位：台大婦女研究

室、文藻外語學院、高雄市

婦女新知協會、國際蘭馨交

流協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協辦：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高雄醫學

大學性別研究所

參與：婦女救援基金會

主責：婦女救援基金會

主責：婦女救援基金會

合辦：婦女救援基金會、警

察大學、法務部

主責：婦女救援基金會

主責：婦女救援基金會

主責：婦女救援基金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參與：

婦女新知基金會

合辦：婦女新知基金會、世

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亞太移住勞工工作團¡ ] A s 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

台北、高雄

美國

日本

日本、韓國

台灣

台灣

韓國

日本

美國紐約

台灣

台灣各界認識最新國際婦女資訊，另於

分享會中安排「結合男性終止對婦女暴

力」座談

講授聯合國「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

十二項主要婦女議題，並傳承國際會議

經驗，以培養、建構國內女性熟悉國際

婦女議題及參與國際婦女事務的能力

（台北、高雄，共2場）

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至美國進行相關

防制人口販運單位（IOFA）的參訪和經

驗學習

慰安婦阿嬤盧滿妹與鄭陳桃赴日本都留

大學，進行校園宣導

各國受害者支援團體交流及人權運動推

動經驗分享，並討論加強如何要求日本

清算過去

會議了解國際與台灣人口買賣議題防制

現況與預防策略，提倡嚴懲人蛇集團

（共2場）

參訪婦援會，針對婦女兒童議進行經驗

學習與交流

前往韓國慰安婦歷史資料博物館及慰安

婦阿嬤之家辦理，並進行個案研討與史

料蒐集

於日本東京大學進行校園宣導，參與慰

安婦議題攝影展、女性人權博物館及對

日求償運動之「亞洲研究會」

基金會派出秘書長曾昭媛參與聯合國

CSW會議及週邊NGO各論壇座談，會議

主題為檢視「北京婦女行動綱領」十年

成果，並針對目前所遇困境及未來策略

提出討論

主要針對國際與台灣移民／移工之跨國

勞工與婚姻移民仲介問題及暴力預防等

現況、法令與相關機制進行討論；參訪

台灣社團（聖多福教堂、北市移民會

館）與文化之夜活動，與國內移民／移

工相關公部門座談等

2005.9.30-11.6

2005.4.15

2005.5.19

2005.5.20-21

2005.9.22-23

2005.6.13-16

2005.10.12

2006.11.3-6

2005.12.7-11

2005.2.25-3.13

2005.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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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韓國女企業家代表來訪

辦理台韓婦女性別經濟議題研討會

鼓勵女性參與國際婦女事務交流─

補助民間婦女組織工作者出國參加

APEC活動

協助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兩性研

究最前線計畫」來台訪談

籌組出席APEC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GFPN）

籌組出席2005年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第10屆婦女領導人網絡

(WLN)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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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3.8

2005.5.10-12

2005.8.12

2005.8.17

2005.8.22-27

2005.8.24-27

韓國女企業家代表來訪，進行女性就業

議題交流

邀請2005年APEC WLN主辦單位「韓國

女性經濟人協會」組團來台，針對性別

主流化、婦女經濟培力、微型創業、微

型信貸等議題，進行雙邊國際會議，並

作為該年APEC WLN暖身活動，強化雙

邊關係

補助民間婦女組織工作者出國參加

APEC活動，共補助7個團體，活動如

下：

※日本愛知博覽會資訊溝通科技與教育

研討會

※參與「94女性世界─第九屆跨領域國

際婦女大會」會議

※台港女性勞動者組織經驗交流工作坊

※台港特殊行業婦女人權工作坊（和香

港青鳥合辦）

※亞太地區首次「女同志健康和權益工

作坊」

※第十屆國際志工協會亞太區域義工會

議暨參訪香港癌症基金會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來台進行台灣婦女

性別暴力防治、單親婦女政策及措施等

資料蒐集

GFPN為APEC常設的聯絡機制，喚起各

論譠和經濟體對性別議題的重視，提升

區域間女性權益，為APEC正式資深官

員會議，我國由內政部社會司長擔任。

本次會議報告我國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情形，其中內政部委託婦權基金會專案

推動及農委會「田媽媽」專案均獲大會

肯定

由傅政務委員立葉率19人代表團與會，

其中5位團員擔任本屆大會主持人與報

告人。會議主題「透過創新，繁榮女性

企業─女性創業者之新願景」，鼓勵女

性參與微型創業；會議期間同時安排拜

訪女性微型創業協會等單位

台北

台北

台北

台北

韓國大邱市

韓國大邱市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受補助團體：國際崇她高雄

社、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

會、台北市勞資爭議輔佐人

協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

會、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台

中市開懷協會、台灣主婦聯

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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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辦理APEC英文議題討論會

辦理婦女團體交流APEC性別國際會

議會後分享座談會

辦理國際會議英文讀書會

女性中小型與微型企業之在地觀點

與國際趨勢研討會

薩爾瓦多媒體來訪

柬埔寨家暴訓練講座

參與2005年聯合國第49屆婦女地位

委員會（CSW）暨週邊NGO論壇

出席ELM中港台婦女NGO會議

出席2005世界論壇

菲律賓性侵害創傷輔導講座

參與Synergos NGO領袖訓練營

辦理東南亞人口販運防治策略國際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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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8

2005.11.22-25

2005.12.9-10

2005.12.12-13

2005.12.16

2005.1

2005.2.25-3.13

2005.3

2005.3

2005.5

2005.9

2005.11.28-30

配合2005 APEC WLN會議組團，使與

會者能充分掌握議題，積極發言，強

化參與國際會議能力

邀請曾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 )第10

屆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之女性代表分

享與會及創業與就業心得，鼓勵女性

自主，開啟國際參與大門（宜蘭、台

中、台南，共3場）

邀請台北大學陳彥豪教授，帶領研讀

「The language of meetings」國際會

議參考用書，課堂實際演練，讓成員

瞭解國際會議進行需知

會議邀請國外OECD女性學者Dr. Litt le 

John等人及來自加拿大、韓國、越南

等國際組織專家學者與國內產官學各

界進行女性創業研討會，針對女性創

業家庭、相對弱勢婦女等創業模式、

家庭照顧、身心調適等議題進行交

流，促進女性經濟政策之落實

接受外交部安排友邦薩爾瓦多媒體記

者來台瞭解台灣婦女權益推動事宜

受邀為柬國婦女NGO講授預防家暴課

程

會議主題為檢視「北京婦女行動綱

領」十年成果，並針對目前所遇困境

及未來策略提出討論

由美國露意絲摩爾基金會邀請，參與

中港台三地婦女問題研討

就婦女、女孩墮胎議題進行討論

進行為期一週有關性侵害被害人創傷

之專業社工訓練

與Synergos所甄選出之各國NGO代表

交流學習

檢視台灣與東南亞鄰國人口販運現

況，建構台灣人口販運的防治策略與

國際救援資源網絡

台北

宜蘭、台中

台南

台北

台北

台北

柬埔寨

美國紐約

香港

巴西

菲律賓

廣州

台灣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

主責：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s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參與：勵馨基金會

主責：美國International In-

stitute of Education

參與：勵馨基金會

主責：巴西世界論壇

參與：勵馨基金會

主責：菲律賓Women's Crisis 

Center

參與：勵馨基金會

主責：Synergos Inst i tute, 

New York、勵馨基金會

主責：勵馨基金會、美國

Vital Voices全球伙伴、台灣

民主基金會

合辦：台灣民主基金會、外

交部、美國在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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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出席、協助籌備2005年亞洲主教團

協會東亞區婦女會議

辦理2005年第4屆華人婦女神學會

議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

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貳】中區婦女團體

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協助辦理婦女團體交流APEC性別國

際會議會後分享座談會

國內立案單位名稱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國際交流內容

【參】南區婦女團體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

會

台南市婦女會

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

交流協會

高雄市舒緹國際蘭馨

交流協會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of 

Taiwan Region(SIT)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未具聯合

國諮詢地

位

具聯合國

諮詢地位

協助辦理婦女團體交流APEC性別國

際會議會後分享座談會

兩岸婦女團體精英交流訪問

進行國際反家庭暴力團體協商合作

事宜

參與WTO第6屆部長級會議

參與2005年聯合國第49屆婦女地位

委員會（CSW）暨週邊NGO論壇

協助辦理女性國際事務講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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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會議探討社會、家庭、教會中的「婦女

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下如何履行門

徒使命」

第4屆華人婦女神學會議，主題「婚不婚

有理」─從婦女神學觀點，探討台灣、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婚姻倫

理，建構更具性別平等之華人文化

主責：亞洲主教團協會教友

委員會

主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婦

女事工委員會、台灣天主教

胚芽婦女關懷協會

香港

台灣

2005.8.15-19

2005.8.5-9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11.24 配合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辦理APEC

會後分享，以鼓勵女性自主、參與國際

事務。

台中 主責：婦女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

協辦：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辦理期間 重要紀事（人）
會議/活動

地點

2005.11.25

2005.6.18-22

2005.7.25-31

2005.12.13-18

2005.2.24-3.10

2005.10.15-30

配合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辦理APEC

會後分享以及在地單親婦女創業經驗交

流

進行兩岸婦女交換資訊與意見交流，促

進女性自覺與發展

與國際反家庭暴力團體協商合作事宜

女性代表出席WTO正式會議

會議主題為檢視「北京婦女行動綱領」

十年成果，並針對目前所遇困境及未來

策略提出討論，將台灣國際蘭馨社團與

國際接軌

配合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辦理，以

培養南部地區女性國際事務人才

台南

大陸福州

香港

美國紐約

高雄

主責：婦女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

協辦：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

會

主責：台南市婦女會

主責：Nancy Su Jin 

Foundation

主責：WTO世貿組織

參與：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

交流協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參與：高雄市舒緹國際蘭馨

交流協會

主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

合會

協辦：高雄市舒緹國際蘭馨

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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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係以表列方式，完整地紀錄2005

年台灣婦女團體主要工作內涵。為更細緻呈現台灣婦女團

體動能，本節特別針對前項工作紀實，邀請各團體提供記

者會、公聽會、研討會等活動新聞與聲明稿。共計獲得13

個團體，提供80篇聲明與新聞稿，在有限篇幅的考量下，

選錄45篇文稿，作為運動紀錄與參考，同時，為尊重團體

文件原貌，本節僅依前項工作紀實架構，進行分類編輯，

選錄內容如後：

婦女團體聲明與新聞稿選錄文件總表

類別 聲明與新聞稿標題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

性別專責機制與婦權

會功能

婦女社會及公共參與

婦女勞動與經濟

我們要求朝野各黨實現設立「性別平等

委員會」承諾─婦女團體聯合聲明新聞

稿

「用選票做頭家 婦女政見不缺席」加

強各縣市婦權會功能記者會新聞稿、婦

女政見簽署書

「防暴專業更高階 國家社會更安

全！」台灣防暴聯盟組織再造公聽會

「預算加人力，家暴性暴力防治更有

力！」台灣防暴聯盟拜會行政院長行動

說帖

家事、國事、憲政事─康乃馨母親節民

調發佈記者會新聞稿

3rd Formosa女兒獎頒獎典禮，就是要

活得精采！」新聞稿

「國會改革，台灣女人有話說」記者會

新聞稿

女性的‧台灣的‧世界的─全國社區女

性領導人研習營新聞稿

「女人能！男人為何不能！─拒絕性別

歧視」請國民大會秘書處遵行兩性工作

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女性學

學會、全國婦女團體聯合會

台灣防暴聯盟、現代婦女基金

會

台灣防暴聯盟、現代婦女基金

會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部

勵馨基金會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團結聯盟婦女部

台灣女人連線、立委黃淑英國

會辦公室

【第四節】

聲明與新聞稿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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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聲明與新聞稿標題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

平等法記者會稿聞稿

「仲介性侵數十名越南看護工事件」緊

急記者會新聞稿

「為遭仲介父子性侵之越南看護工請

命，三團體拜會勞委會賴副主委」會後

說明記者會新聞稿

抗議政府帶頭違反兩性工作平等法─國

家考試招募歧視性別偏見扼殺機會平等

─聯合記者會新聞稿

多元姊妹，多元姓氏─打破漢人父權中

心主義的迷思2005婦女節婦女團體聯合

者會新聞稿

「朝野大和解 年金最優先」記者會新

聞稿

幼兒與家庭殷切期待的兒童節禮物─保

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新聞稿

「搶救瀕臨絕種的動物─母親籲請政院

實施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托育政

策催生聯盟2005年母親節建言新聞稿

生育率敬陪末座，傳統保母將岌岌可

危！'彭婉如'「保媽媽」優質保母服務

力擔媽媽與保母的甜蜜負荷記者會新聞

稿

「一定要鼓勵生育嗎？笨蛋！重點在友

善的生、育環境」記者會新聞稿

性別教材哪裡找？新聞報導處處有─

2004年媒體性別教育新聞檢視暨教材轉

化記者會

台灣首屆「性別無界‧親職多元」攝影

展北區開展暨頒獎儀式新聞稿

「性別主流‧國際視野」2005加拿大性

別/婦女教育參訪交流暨成果分享會活

動通知

性教育的挑戰與展望、男性氣概下的性

別暴力：與瑞典及其跨國經驗座談活動

通知

婦女福利與脫貧

性別教育與文化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基

金會台北分會、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外籍牧靈中心、台灣國際

勞工協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扶助基

金會台北分會、天主教會新竹

教區外籍牧靈中心、台灣國際

勞工協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台灣女人連線、國民年金推動

聯盟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彭婉如文

教基金會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彭婉如文

教基金會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台南

教育大學學生輔導中心、東海

大學教育研究所、花蓮教育大

學初等教育系、花蓮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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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女書

店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台灣女人連線、勵馨基金會、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高雄市滿天星婦女團體聯盟

台灣女人連線、台北市女性權

益促進會、原住民社區發展中

心、台南市婦女會、台中市開

懷協會

台灣女人連線、立委黃淑英國

會辦公室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女人連線、民間監督健保

聯盟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防暴聯盟、勵馨基金會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

育」新書發表活動女孩的儀典─女孩月

經初潮慶視儀式新聞稿

婦女救援基金會‧克蘭絲「what wom-

en say」台灣母親大調查結果公佈新聞

稿

台灣慰安婦倖存60週年系列活動─「日

本戰敗60年全球同步反戰」815阿嬤心

情面具大遊行新聞稿

「2005V-day在台北談文化 說陰道」

新聞稿

『健康女人：活力城市─女人"事" 議

會』健康城市願景座談會新聞稿

「2 0 0 5第八屆台灣婦女健康行動宣

言」檢視婦女健康需求之區域異同新聞

稿

「每年做檢查還是得癌症！子宮頸抹片

檢查篩檢品質在哪裡？！」記者會新聞稿

「處女膜迷思千年戳不破？！」拋開處女魔 

作自己身體的主人─記者會新聞稿

「誰是2005婦女健康新殺手」台灣女

人健康網週年記者會新聞稿

對「婚前守貞教育擬入法」之新聞回應

稿

「公佈民調釐清問題合作解決」第一屆

全國防暴國是會議新聞稿

「關懷暴力家庭中成的兒童，建構目睹

暴力兒童保護工作資源網絡」目睹暴力

兒童保護工作國際研討會活動通知

「人口零販運願景，須府民間跨國合

作」東南亞人口販運重要結論─籲反人

口販運立法新聞稿

「迷網 不迷惘」─網路交友安全記者

會新聞稿

「勿使家暴讓台灣全倒─93年度家暴新

聞統計分析」記者會新聞稿

婦女健康與醫療

婦女人身安全

類別 聲明與新聞稿標題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



【第四節】聲明與新聞稿選錄 Taiwan  Women’s  Almanac

322 323

持有『兒童色情物品』該不該處罰公廳

會新聞稿

勵馨與7-11聯合溫柔戰士送給受暴婦女

母親節大禮─受暴婦幼庇護中心募款開

跑記者會新聞稿

「兄弟姊妹一起來‧用愛化解暴力傷

害」新聞稿

「移民政策與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研討

會採訪通知

回顧2005年移民/移工人權年度新聞─

敬請支持民間版移民法新聞稿

「外籍配偶家庭悲劇只是個案？」內政部

不要以傷害台灣阿嬤來卸責！新聞稿

大陸及外籍配偶婦女人身安全宣導手冊

新聞稿

「善牧基金會」與「國泰慈善基金會」

攜手合作「親子共讀研習課」一十八日

首批新住民媽媽學成結業成果展現新聞

稿

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現代婦女基金會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民主進步

黨婦女發展部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婦

女新知基金會

台灣團結聯盟婦女部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國泰慈善基金會

外籍配偶與新移民

類別 聲明與新聞稿標題 發起/主責/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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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報載
1
，立法院朝野在12月12日針對「行政院組織法」部會調整內容進行

協商，在研考會主委葉俊榮建議下，原本朝野各黨皆曾予以承諾將設立的性別平

等委員會，將合併加入其他弱勢平權的業務，改為「性別及社會平權委員會」。

根據與會人士轉述，葉俊榮如此建議的理由乃是認為性別平等的業務量並不

夠多。而這種謬誤理由，完全是對於各國婦女組織及聯合國所提倡的「性別主流

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一大誤解。「性別主流化」乃是1995年聯合國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時所通過的《北京宣言行動綱領》中的重要原則；歐洲議會

也曾在1998年做出相關報告，其中定義「性別主流化」為：「對政策過程的（重

新）組織、改善、發展和檢討，使性別平等的觀點能被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人

士，納入所有層次及所有階段的所有政策之中。」；亦即所有政策活動，均應以

落實性別平等為核心主流。

上述定義很清楚的闡明，性別平等是一種價值，而不是特定人口的福利，尤

其要強調的是性別平等不等於婦女福利。性別平等以人為本，讓不同性別的人，

都能夠活得更平等、更人性、更有尊嚴。「性別主流化」是要求政府全盤地檢討

目前勞動、福利、教育、環保、警政、醫療、經濟、國防、外交、人口等所有

政策中所隱藏著的性別不平等，或是傳統政策思維的性別盲點或將性別邊緣化的

陳腐作法。由於全面以性別平等觀點檢視各項政策的業務量如此之大，因此，聯

合國要求各國政府應設置性別政策專責單位，全盤檢視所有政策、立法與預算資

源，皆須重新配置和改變，以真正具備政策的性別敏感度。許多國家也順應國際

潮流，陸續成立性別專責機構。

台灣許多婦女團體，鑑於目前多數政策都缺乏性別平等觀點的檢驗和推動，

諸如：人口政策中不夠重視社區照顧福利、移民女性及其子女權益；經濟和科技

政策中漠視對職場托育支持體系、掃除職場性別歧視等行政措施的預算資源分配

等，因此，我們從民國91年起即針對政府組織再造，展開密集討論，舉行各次座

談會，92年更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主辦、其他婦團協辦，在全國北中南

194年12月13日自由時報新聞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dec/13/today-p1.htm

我們要求朝野各黨實現

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承諾

94年12月15日

婦 女 團 體 聯 合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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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舉辦四場公聽會，廣徵各地婦女和社會團體的基層民意，最後終於彙整相當共

識，要求設立「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

這樣的民意呼聲，也已經成為朝野各黨的具體承諾。婦女團體代表在92年8

月21日拜會當時的行政院長游錫　，游院長當場立即允諾支持將設立「性別平等

委員會」；隨即並由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劉世芳及行政院政務委員葉俊榮出面召

開記者會，公布此一消息。93年總統大選前夕，婦女團體在3月7日舉行聯合記者

會，當時兩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及連戰先生，也都派出代表簽署同意支持成

立「性別平等委員會」；而國親婦女政策白皮書也明列支持設立「性別平等委員

會」。

目前「行政院組織法」及政府改造相關法案在立法院的進度，我們感謝台聯

黨團和親民黨團都已經正式提案，要求設立「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而其他

各黨也都有許多積極支持此案的個別立委。現任行政院長謝長廷，也曾經在前幾

天（12月9日）舉行的行政院婦女權益委員會大會，做出裁示要求研考會關於性別

專責機構一案，應聽取婦權會委員意見。但研考會主委葉俊榮卻在12月12日的朝

野協商中突如其來提出「性別及社會平權委員會」這種建議，這樣草率粗糙的政

策急就章，令所有關切此案的婦女團體和立委都感到詫異，當場愕然無言並不代

表接受此議。

我們在此重申，要求朝野各黨實現承諾，支持「性別平等委員會」一案在

立院儘速通過。如果各黨真心重視並願共同推動性別平等，就可以瞭解「性別平

等委員會」政策業務量只會愈來愈多，因為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如此全面，牽

涉到政府所有面向政策的根本反省與創新；因為傳統性別文化的桎梏如此根深蒂

固，需要持續不斷而主動積極的挑戰與改革。所以，我們要求朝野各黨不應推

諉，立即在中央設立一個一級的、專責的、專職的、具有相當預算的機構，負責

推動政府和民間部門，全力拼性別平等，打造一個符合性別正義的社會！

共同發起團體：

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女學會、台灣女人連線、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婦女救援基金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原住民部落

工作永續發展協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台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促進

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台北市雙胞胎協會、台灣母乳協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

究中心、東吳大學人權學程、新竹縣五峰鄉大霸婦女聯盟（以上共19個團體，邀

請加入中）

聯絡人：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曾昭媛  TEL:02-2502-8715  

◆

性
別
專
責
機
制
與
婦
權
會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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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選舉開打至今，各候選人彼此之間的攻訐不斷，具體的政見內容，或

政策願景反而隨著選戰的熾熱退居次要地位，使縣市長選舉嚴重失焦。婦女新知

基金會董事長黃長玲指出，廣大的婦女選民所關心的托育、福利、環保、教育等

政策，相關政見在選舉活動中都有候選人提出，但政見支票是否兌現，一般選民

往往無法有效監督。以性別平權而言，多數縣市政府中，也完全缺乏一個性別政

策統合機制，來協調各單位做好性別平權各項政策的橫向聯繫。

黃長玲表示，目前多數縣市政府已經成立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

婦權會），恰應扮演這個政策統合機制。然而，由於成立時間短暫，多數都處於

運作初期，以致功能不彰，淪為一年或半年開會一次的形式主義。而且，也未做

到資訊的透明公開，一般民眾無從得知其民間委員的代表性是否足夠，會議內容

是否有達成任何具體成果，以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仔細檢閱內政部「九十三年

度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報告」（http://sowf.moi.

gov.tw/29/93%E8%80%83%E6%A0%B8%E5%A0%B1%E5%91%8A.htm），再對

照各縣市婦權會的成立時間和開會次數來看（附件二），可以發現很多縣市的婦

權會都是剛剛誕生的新生兒，開會次數也確實不多，各縣市長親自主持的次數更

是少之又少。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范雲認為，如果各縣市長候選人願意簽署這一項婦

女政見──加強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功能，即可看出候選人是否真正

重視婦女選民和性別平權政策，是否有決心和魄力使各縣市政府所屬各單位在保

障婦女權益及促進性別平權上，達成良好的橫向聯繫，並進一步落實公民參與的

草根民主精神。

婦女新知基金會將此一婦女政見簽署書（附件一），發給各政黨的縣市長候

選人。由於中央選舉委員會擔心侵犯候選人的隱私，而無法提供民眾所有（包括

無黨籍的）候選人通訊方式，因此發放對象僅限於各政黨推薦的縣市長候選人。

透過各政黨索取候選人通訊資料之後，回傳簽署書的縣市長候選人，統計如下：

用選票做頭家 婦女政見不缺席

──加強各縣市婦權會功能──

記者會

主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 2005.11.30

新 聞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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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7位政黨推薦的候選人之中，有高達41位願意簽署，至少證明這項婦女政見

是可以付諸執行的具體基本方針。沒有簽署的候選人當中，民進黨籍的王拓，已經

宣布退出基隆市長的選舉。而金門縣及連江縣的候選人沒有簽署的原因，應該與這

兩個離島尚未成立婦權會有關。

黃長玲指出，性別平權的實踐，尤其仰賴各縣市政府，秉持地方自治的原則

和權力，推動到每一個鄉鎮村里，連結到人民日常生活中每一個環節。以婦女人身

安全為例，在婦運前輩彭婉如九年前的今天（1996年11月30日）逝世後，由於各

婦女團體化悲憤為力量，政策上終於出現進展，1997年通過了「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1998年通過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然而這些年來，各縣市的家暴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的人力和預算都嚴重短缺，有些縣市的防治中心甚至只有一或兩名社工人

員，顯示出各縣市政府普遍不夠重視這些婦女政策，使得民眾求助資源稀少，影響

弱勢者權益。

在本次三合一選舉看不見具體政見的失焦混戰中，婦女新知基金會表示﹐藉由

這項婦女政見的簽署和公布行動；

1、提醒各政黨的縣市長候選人，他們已經承諾，如果當選將強化婦權會功

   能，並做到以下四項具體措施：一年開會至少四次以上；縣市長至少親

　 自主持兩次以上；並設置專屬網站、公布會議記錄和委員名單；網站中

   應有民意論壇專區。

2、呼籲所有選民，一起關心婦女權益，加入性別政策的監督行列。

記者會出席代表：

婦女新知基金會 董事長 黃長玲（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婦女新知基金會 常務董事暨參政組召集人 范雲（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新聞聯絡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秘書長 曾昭媛 

 　　　　  （02）2502-8715  hsinchi@ms10.hinet.net 

簽署者共18人

簽署者共19人

簽署者2人

簽署者2人

簽署者0人

各黨簽署者共41人

各黨縣市長候選人之婦女政見簽署統計：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台聯

新黨

合計

候選人共20人

候選人共19人

候選人共5人

候選人共2人

候選人共1人

47位政黨推薦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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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縣市長選舉

加強「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功能

簽署書

附 件 一

中央政府中，統合婦女權益和性別平等相關政策的主要機制，即為由院長親

自主持並擔任召集人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結合了政府與民

間不同專業背景的委員，積極整合跨越各部會的院級政策、並邁向綱領制定和方

案推動；目前也已確立各部會分責的「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隨時檢

視增修重點工作項目。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現採三個層級、五個分工小組模式運作。因此該

委員會的開會次數頻繁，政策協調效果也大為提升。同時並設置專屬網站（http://

cwrp.moi.gov.tw），公布歷屆委員名單和每次會議記錄，使民眾有充分管道得以

瞭解政策的規劃方向和執行效果。

這幾年來，多數縣市政府也仿效中央，陸續成立地方層級的婦女權益促進委

員會。但仔細檢視其成果，我們發現，除了少數例外，大多功能不彰，淪為一年

或半年草草開會一次的形式主義。而且，也未做到資訊的透明公開，一般民眾無

從得知其委員的代表性是否足夠，會議內容是否有達成任何具體成果，以及是否

符合公眾利益。

為強化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體制和功能，使各縣市政府所屬各單

位的婦女與性別政策，得以達成良好的橫向聯繫，並落實全民參與的草根民主精

神，因此，我們要求：

第一、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每年應至少開會四次。

第二、縣市長應至少每半年親自主持會議一次。亦即，全年四次會議中，應

      至少有兩次為縣市長親自主持。

第三、設立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專屬網站，公布各屆委員名單、歷

      次會議記錄，使民眾擁有知的權利。

第四、網站中並應設有民意論壇專區，方便民眾表達對各項婦女及性別政策

      的意見和建議。

縣市長候選人（姓名）

簽署同意並將落實以上婦女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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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辦理情形，及各政黨縣市長候選人的婦女政見簽署狀況

各縣市婦權會

台北縣

基隆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市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台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何時成立

87年

93年

93年

92年

93年

94年

91年

91年

92年

92年

92年

93年

92年

91年

93年

93年

93年

開會次數

92年1次

93年2次

93年1次

93年1次

92年1次

93年2次

93年1次

94年1次

92年4次

93年2次

92年3次

93年3次

92年2次

93年1次

94年1次

93年2次

92年2次

93年2次

92年1次

93年2次

92年1次

93年2次

92年2次

93年1次

93年1次

93年3次

93年2次

民進黨

羅文嘉

有簽署

王拓

無簽署

已退選

鄭寶清

有簽署

鄭貴元

有簽署

林光華

無簽署

邱炳坤

有簽署

林佳龍

有簽署

邱太三

有簽署

翁金珠

有簽署

蔡煌瑯

有簽署

蘇治芬

有簽署

陳麗貞

有簽署

陳明文

有簽署

許添財

有簽署

蘇煥智

有簽署

楊秋興

有簽署

曹啟鴻

有簽署

國民黨

周錫瑋

有簽署

許財利

有簽署

朱立倫

有簽署

林政則

有簽署

鄭永金

有簽署

劉政鴻

有簽署

胡志強

有簽署

黃仲生

有簽署

卓伯源

有簽署

李朝卿

有簽署

許舒博

有簽署

黃敏惠

有簽署

陳明振

有簽署

陳榮盛

有簽署

郭添財

有簽署

林益世

有簽署

王進士

有簽署

親民黨

-

劉文雄

有簽署

-

-

- 

徐耀昌

無簽署

沈智慧

有簽署

-

-

-

-

-

-

-

-

-

-

台聯

-

陳建銘

有簽署

-

-

-

-

-

-

-

-

-

-

-

錢林慧君

有簽署

-

-

-

新黨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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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婦權會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何時成立

93年

93年

92年

93年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開會次數

93年1次

93年2次

93年2次

93年1次

民進黨

陳定南

有簽署

盧博基

有簽署

-

陳光復

有簽署

-

-

國民黨

呂國華

有簽署

謝深山

有簽署

-

王乾發

有簽署

-

-

親民黨

-

傅琨萁

無簽署

-

-

-

陳雪生

無簽署

台聯

-

-

-

-

-

-

新黨

-

-

-

-

李炷烽

無簽署

-

附註：

以上縣市，僅比較本次三合一選舉之23個縣市，不包括台北市、高雄市兩個直轄

市。空白處代表該黨於該縣市，並無推出縣市長候選人。

資料來源：

各縣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簡稱婦權會）資料來自內政部網站公佈之「93年度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報告」及「94年度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婦女福利業務考核報告」。其中多僅呈現民國92年及93年的

開會情形。

整理：婦女新知基金會，民國9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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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專業更高階  國家社會更安全！

【台灣防暴聯盟】組織再造公聽會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本法」規定（目前尚未通過立法院審議）之規

範，國家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業務，將予以整合、成立「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其中設立「婦女及社會發展司」的，整併原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部分婦女及優生保

健組業務、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社會發展科志願服務、社會工作、福利慈

善基金會輔導等業務、綜合規劃社會役、公益信託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業務。依這樣的組織編制來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原本的經費與人

力規模將縮編為『科』甚或科以下之規模。這樣的組織調整，不但影響防治網絡

各體系科際整合與協調的行政權，資源分配、人力預算更加緊縮，也邊緣化家暴

及性侵害防治議題與個案服務。以下聯盟將從現實面探討檢視現行規劃的不足，

並提出我們的訴求！

【訴求一】拒絕矮化家暴及性暴力防治專責單位位階，要求成立防暴司！

一、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嚴重性與防治概況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統計資料中發現，93年1月至12月自中時、聯合電子

新聞篩選出未重複計算的503件家暴案，平均一個月發生42件，總共造成157人

死亡，549人輕重傷，平均看來，兩個報刊載的每一個月因家暴而死亡者高達13

人，受傷者更有46人，然而這並不包含未見報或其他報的案件！

再從公部門的統計數字來看，家庭暴力事件受理通報件數從九十一年度的

36,120件，到九十二年度的42,034件，到民國九十三年度的49,362件（見表

一），案件量逐年上昇，且增加比例驚人。依據警政署九十一年的刑案統計，故

意殺人案件中，屬於夫妻、同居、家屬及親戚等家庭成員的「家庭暴力」範疇者

佔了13.2%，而傷害案件中更佔了26.7%，且近來數件縱火、引爆瓦斯、開車衝

撞的家暴案件，不僅傷害到被害人的家人，更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大眾的人身安

全！由此可見，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它是刑事犯罪案件，更嚴重影響到公共安

全與社會治安，與你我息息相關！

再看看性侵害案件，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統計，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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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發生數從九十一年度的2,977件，到九十二年度的3,118件，案件一年內增加

了14.83%。而根據研究顯示，性侵害案件有七至十倍的犯罪黑數，因此未通報或

是未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還不知尚有多少？而除了隱藏在冰山下的件數外，去

年幾年連續性犯罪罪犯假釋出獄後再度犯案，也引起社會大眾恐慌。

究竟台灣的防治人力如何？目前負責全台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的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人力規模為十五人，比內政部社會司的

婦女科八人更大，而地方上負責通報的113專線，每縣市平均只有兩線左右，而

各縣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人力有限，根據九十二年度委員會所做的

評鑑報告顯示，大多數縣市防治中心人力單薄，有些縣市僅置一或二名社工人員

負責性侵害、家庭暴力防治業務，而原本規劃在防治中心下負責緊急救援的警力

配置，絕大部分的縣市均沒有落實，而是由散在各派出所的非專責專業的行政警

察負責，也導致被害人不滿警察非專處業處理的事件，時有所聞，而令人勘憂的

弱化社工人力，不僅要身兼沈重的行政業務，也要挑起對被害人一線的緊急危機

處理與後續的生活重建，其服務的品質可想而知，而諷刺的是，政府還積極宣導

113專線，鼓勵受暴民眾勇於站出來，我們試問當受暴民眾勇於站出來的同時，政

府能提供有效的服務嗎？還是再一次讓受暴民眾面臨身心的煎熬？換句話說，以

現有的組織架構、各單位專業人力配置，以及預算規模，不僅難以達成「追蹤輔

導，提供後續整體性、全面性服務」，連基本的緊急危機處理，生命保全服務都

無法完成。上述均一再顯示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嚴重性，以及我國欠缺有效處理

與預防的能力。

【表一】

再者，性騷擾防治法甫於今年元月三日通過，未來性騷擾防治亦是需要各專

業體系投入並提供服務，以目前不斷攀升的家暴及性侵害防治業務量與專業處理

需求，再加上性騷擾案件的處理與預防，以現行的組織架構以及人力經費結構，

均已無力承擔，更遑論未來若委員會縮編成『科』，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議題被邊

緣化後，中央與各縣市還有多少資源與能力，處理攸關民眾身家性命的暴力危機

問題？

性侵害案件發生數

家庭暴力事件受理

通報件數

類別 / 年度     九十三年度

2,831

平均每月235件

減少9.6%

49,362

平均每月4,113件

成長14.83%

     九十一年度

2,977

平均每月248件

成長1.50%

36,120

平均每月3,010件

成長5.15%

    九十二年度

3,118

平均每月260件

成長4.73%

42,034

平均每月3,502件

成長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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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處理防治工作經費規模與整合業務

目前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中央統籌單位，雖是由內政部的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委員會負責，經費也以此單位的編列為最多（請參考附件一），不

過事實上，各部會與單位均有編列預算，如果以93年度的預算數來看，共計

三億八千七百萬左右（請參考附件一），如果以94年度編列的預算來看，則超過

四億一千萬以上（請參考附件一），只是這些經費並非由委員會統籌，而是分散

在各單位。

除此之外，目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在與司法院、法務部、衛生署

溝通協調時，其層級已然居於弱勢；倘若縮編成為「科」級，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是跨領域跨專業之科際整合業務，若沒有一定的層級與行政權，不但資源更

加減少，更遑論聯繫整合家暴防治網絡中的司法、警政、衛生、教育等體系，根

本無力召集與整合各行政體系與各專業溝通協商。

因此，台灣防暴聯盟主張未來組織再造的過程中，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防治

人力與預算規模，不僅不能縮編，更需因應案件的浮出檯面，性騷擾防治工作的

增加，而擴大調整，並朝整合人力與經費的「司級」層級努力。

三、為何選擇在內安部而非在衛安部

過去防暴工作推展以來一直面臨社會面與實務面的簡化，導致政府並不重視

此項議題，也無法獲得合理的資源分配：

（一）在社會面的簡約：由於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被害人一向以女性居多，

故社會容易簡化成女性的問題，而家庭內的暴力又容易被化約成家庭內的問題，

層層簡化後，實質危及生命安全的暴力問題隱而不見，故聯盟主張先正名，再強

化資源分配。

（二）實務工作的簡約：過去暴力防治工作，一直傾向以福利與社工為主軸

的推動，導致攸關生命安全的暴力危機處理，不僅福利化也邊陲化，一直無法有

效動用司法與第一線警政更多的資源。而更令人堪憂的是，未來家暴法的修正，

因警察擁有逮捕的權利，而使警察不僅躍上第一線，也將位居更重要的危機處理

之責，而以目前警政推動的成效來看，既不專責也不專業，而在大部分基層同仁

仍勉力而為的同時，也無法獲得警政首長大力支持，導致員警處理相關問題時，

身心俱疲也成效不彰，因此未來的防治主軸，若能以專責專業的警政人員為主，

使其擔負首要的緊急危機處理之責，接下來再輔以社工與福利單位，接其後續的

輔導與生活重建，將能更有效的預防與協助遭受暴力侵害的被害人，不僅降低犯

罪率，確保社會治安，也有效保障弱勢人權，而就國外的推動經驗來看，不論是

美國，加拿大或是歐洲先進各國，其推動的核心也大多以擁有強勢公權力的司法

單位為主軸，其次才是位居二線的社工心理與福利人員，不過其合作相當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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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警政檢察與法院各單位，均可聘任專任的社工或心理輔導人員，有效處理

暴力危機並預防犯罪，此種成功的模式值得國內推動六年多來成效不彰的參考。

因此聯盟主張正名為防暴司，並於內安部下設立防暴司而非在衛安部。

【訴求二】要求內政部成立專責科級警備單位，處理防暴之相關警政業務。

近幾年來警政署編列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預算只有一百萬，全國相關

防治業務之統籌與規劃只由刑事警察局犯罪預防科之婦幼組三名組員負責，分局

的家庭暴力防治官多由刑事組警官兼任，工作繁重流動率高，專業難以累積與傳

承。在在顯示警政單位對於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業務的員額與經費顯然不足，

重視度也不夠。

家庭暴力是不是屬於「瑣碎」事？家庭暴力是不是犯罪？家庭暴力與社會治

安有什麼關係？依據警政署之刑案統計，從民國八十九年到九十二年間，故意殺

人案件中，屬於夫妻、同居、家屬及親戚等家庭成員之「家庭暴力」範疇者，佔

了約10.4%~14.4%，重大傷害案件中佔了12.9%~16.7%，而一般傷害罪所佔

之比例更高達四分之一；另妨害性自主罪及妨害自由罪之案件亦分別佔有一成及

一成五之比例。故意殺人、重大傷害及妨害性自主等犯罪算不算瑣碎？當以犯罪

發生率來看社會治安狀況時，家庭暴力佔了相當比例，與社會治安可謂息息相關

（見表二），牽一髮而動全身。

由於家庭暴力的產生與行為的惡化是漸進性的，施暴對象與其行為樣態是可

具體掌握的，因此警方的提早介入處理就非常重要且有效果。如果在尚未惡化至

殺人或重傷害前，被害人向警察機關舉報求援，警察人員在當下立即處置，對於

【表二】民國89至92年警察機關受理刑事犯罪案件屬「家庭成員」所犯之比率分析

妨害自由%

（件數）

13.7%

276

15.7%

295

13.5%

270

12.7%

236

  

八十九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故意殺人%

（件數）

11.3%

208

14.4%

225

13.2%

240

10.4%

184

重大傷害%

（件數）

15.0%

23

16.7%

15

13.2%

16

12.9%

22

一般傷害%

（件數）

28.5%

2709

27.1%

2906

26.8%

3094

25.0%

2446

妨害性自主%

（件數）

10.0%

208

9.9%

265

11.3%

306

9.3%

26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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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其惡化是可發揮威嚇功能的（王珮玲，2005）。目前內閣喊出『全民拼治

安』的口號，若能有效且專業地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就可以有效地減低上述幾類

刑案犯罪達一成以上！

事實上，警政體系為家庭暴力及性暴力案件緊急救援與處置之第一線，而且

不論是家庭暴力與性暴力防治法令的落實與執行皆需警方的大力投入，許多後續

的危機處理與法令執行更需要警政與社政體系的密切合作，才能確實的保障被害

人，並將加害人繩之以法。因此聯盟大聲疾呼在組織再造中，內政部應成立專責

科級警備單位，並且在地方配置對等之專責警力，才能確實執行家暴及性暴力預

防與防治。

【訴求三】要求行政院設立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諮詢委員會，落實跨領域之

科際整合業務！

除了要求司級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業務主管機關，專責專人作為執行

單位，聯盟更堅持政府必須在行政院成立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諮詢委員會，召集專

家、學者與資深實務工作者，以及防治網絡各專業體系，定期召開會議，作為幕

僚決策單位，規劃監督相關防治政策與績效，與家暴及性暴力防治專責機關相輔

相成，更能有效的協助家暴及性暴力案件之當事人，預防悲劇再度上演！

在政府再造的過程中，如何達成政府塑身效能提昇，又能確保家庭暴力及性

暴力防治業務能更專業、更深入，網絡間的合作更加順暢，需要充份的人力、經

費投入，更需要中央、地方、民間共同的努力與承諾！

聯絡人：現代婦女基金會 王秋嵐　TEL:2391-7133  FAX:239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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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加人力，家暴性暴力防治更有力！

台灣防暴聯盟拜會行政院長行動

台灣防暴聯盟積極推動的防暴三法中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已經

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可望於下個會期通過，從法制面來看，我國家庭暴力

及性暴力防治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防治業務也有日益深化與擴張的趨勢，似乎

前景一片光明。不過，要落實法治與實務，需要更堅強，更貼近社會脈動與需求

的預算與人力編制來支持。只是我們的政府和各行政機關真的以合理的預算與人

力編制來呼應法律的修訂與人民的福祉嗎？

有鑑於此，台灣防暴聯盟將檢討我國家庭暴力與性暴力防治的預算編列與人

力配置之現況，並提出我們的訴求！

【訴求一】各地方政府應按縣市人口數與通報案件量逐年等比例增加框列預算

編列與服務人力編制。

一、家庭暴力與性暴力的嚴重性與防治概況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統計資料中發現，93年1月至12月自中時、聯合電子

新聞篩選出未重複計算的503件家暴案，平均一個月發生42件，總共造成157人

死亡，549人輕重傷，平均看來，兩個報刊載的每一個月因家暴而死亡者高達13

人，受傷者更有46人，然而這並不包含未見報或其他報的案件！

再從公部門的統計數字來看，家庭暴力事件受理通報件數從九十一年度的

36,120件，到九十二年度的42,034件，到民國九十三年度的49,362件（見表

一），案件量逐年上昇，且增加比例驚人。依據警政署九十一年的刑案統計，故

意殺人案件中，屬於夫妻、同居、家屬及親戚等家庭成員的「家庭暴力」範疇者

佔了13.2%，而傷害案件中更佔了26.7%，且近來數件縱火、引爆瓦斯、開車衝

撞的家暴案件，不僅傷害到被害人的家人，更已經嚴重威脅到社會大眾的人身安

全！由此可見，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它是刑事犯罪案件，更嚴重影響到公共安

全與社會治安，與你我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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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案件發生數

家庭暴力事件受理

通報件數

【表一】

類別 / 年度     九十一年度

2,977

平均每月248件

成長1.50%

36,120

平均每月3,010件

成長5.15%

    九十三年度

2,831

平均每月235件

減少9.6%

49,362

平均每月4,113件

成長14.83%

    九十二年度

3,118

平均每月260件

成長4.73%

42,034

平均每月3,502件

成長16.37%

   

再看看性侵害案件，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統計，性侵害

案件發生數從九十一年度的2,977件，到九十二年度的3,118件，案件一年內增加

了14.83%。而根據研究顯示，性侵害案件有七至十倍的犯罪黑數，因此未通報或

是未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還不知尚有多少？而除了隱藏在冰山下的件數外，去

年幾年連續性犯罪罪犯假釋出獄後再度犯案，也引起社會大眾恐慌。

再者，性騷擾防治法甫於今年元月三日通過，未來性騷擾防治亦是需要各專

業體系投入並提供服務，以目前不斷攀升的家暴及性侵害防治業務量與專業處理

需求，再加上性騷擾案件的處理與預防，以現行的組織架構以及人力經費結構，

均已無力承擔，未來中央與各縣市還有多少資源與能力，處理攸關民眾身家性命

的暴力危機問題？

二、人力不足，對服務的承諾及網絡合作意願低落

究竟台灣的防治服務人力現況如何？負責通報的113專線，每縣市平均只有

兩線左右，而各縣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人力有限，根據九十二年度

委員會所做的評鑑報告顯示，大多數縣市防治中心人力單薄，有些縣市僅置一或

二名社工人員負責性侵害、家庭暴力防治業務，而原本規劃在防治中心下負責緊

急救援的警力配置，絕大部分的縣市均沒有落實，而是由散在各派出所的非專責

專業的行政警察負責，也導致被害人不滿警察非專處業處理的事件，時有所聞。

究竟台灣的防治服務人力現況如何？負責通報的113專線，每縣市平均只有

兩線左右，而各縣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人力有限，根據九十二年度

委員會所做的評鑑報告顯示，大多數縣市防治中心人力單薄，有些縣市僅置一或

二名社工人員負責性侵害、家庭暴力防治業務，而原本規劃在防治中心下負責緊

急救援的警力配置，絕大部分的縣市均沒有落實，而是由散在各派出所的非專責

專業的行政警察負責，也導致被害人不滿警察非專處業處理的事件，時有所聞。

據內政部統計，單就家庭暴力案件來看，九十二年度每人家暴案件約有

34,558件，實際政府執行該類案件人力不足120人，平均九十二年每位社工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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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件案件！而由於家庭暴力案件的循環性、複雜性及性侵害案件的困難度，許

多案件輔導的期程均超過一年，除了新增案件外，每位社工員均背負許多舊案

（郭彩榕，2004）。在龐大的案件負荷量下，社工人力不僅要身兼沈重的行政

業務，也要挑起對被害人一線的緊急危機處理與後續的生活重建，其服務的品質

可想而知。而諷刺的是，政府還積極宣導113專線，鼓勵受暴民眾勇於站出來，

我們試問當受暴民眾勇於站出來的同時，政府能提供有效的服務嗎？還是再一次

讓受暴民眾面臨身心的煎熬？換句話說，以現有的組織架構、各單位專業人力

配置，以及預算規模，不僅難以達成「追蹤輔導，提供後續整體性、全面性服

務」，連基本的緊急危機處理，生命保全服務都無法完成。

行政院已將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列為國家的優先施政項目，各級縣市政府

應確實編列與執行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框列預算，且不能挪用。看起來似乎已

打破過去首長不重視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工作，使得行政系統支持度有限，地

方政府設算、人力編制都偏低的惡性循環。聯盟雖然樂見其成，但更憂心流於口

號與形式。因此強烈要求各地方政府應按縣市人口數與通報案件量逐年等比例增

加框列預算編列與服務人力編制。

【訴求二】擴充中央之家庭暴力與性暴力防治相關業務人力與預算，落實家庭

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工作！

中央主管機關預算年年原地踏步，甚至開倒車，與法律制度脫節，無法反映社

會現實需求與趨勢

    

以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今年與明年的預算來看，從九十四年

度的一億兩千六百一十五萬元降到九十五年度的一億兩千五百五十七萬，似乎差

別不大（見表二），但是明年度開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業務涵括了

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與性騷擾防治，業務增加，經費預算反而減少，實在

令人不解。再從佔社會福利服務業務預算比率來分析（見表三），民國九十年之

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之社福預算尚有當年度社福預算的百分之二以上，但從

民國九十一年後，便驟降至0.47%，之後便一直在0.38%至0.48%間擺盪，顯見政

府對保護性業務的重視度有下降趨勢，態度愈趨保守梢極。事實上，我國的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還處於發展階段，不僅服務的規劃尚不斷擴充，縣市的被害服

務人次，也因政府開始積極提供服務而主動願意求助，不斷上升，因此若從中央

整體的防治經費來看，明顯偏低與嚴重不足。

九十五年二月性騷擾防治法即將上路，政府部門針對我國的性騷擾防治作了

多少準備？九十五年度政府只核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委員會編列366萬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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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防治預算。難以想像法令通過後，國家只願意編列三百六十多萬的預算來辦

理，可以想像國家對性騷擾防治工作抱持消極不主動的處理態度，更清楚揭示政

府對性騷擾防治業務不夠重視。

【表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預算編列一覽表　　　　　　　　　　　 單位：千元

行政機關

內政部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

95年度

125,570

家暴防治：65,337

性侵害防治：56,573

性騷擾防治：3,660

93年度131,990

131,990

家暴防治：78,155

性侵害防治：53,835

94年度126,150

126,150

家暴防治：65,912

性侵害防治：60,238

92年度

105,131

家暴防治：52,099

性侵害防治：53,032

【表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預算概要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　單位：千元

88年度

88下半年及89年度

90年度

91年度

92年度

93年度

94年度

95年度

-

85,661

47,523

47,102

52,099

78,155

65,912

65,337

-

0.51%

1.17%

0.25%

0.19%

0.29%

0.23%

-

194,940

322,681

42,202

43,885

53,032

53,835

60,238

56,573

2.00%

1.93%

1.04%

0.23%

0.19%

0.20%

0.21%

-

194,940

408,342

89,725

90,987

105,131

131,990

126,150

125,570

2.00%

2.45%

2.21%

0.47%

0.38%

0.48%

0.45%

-

業務別

年度

佔當年度社會

福利服務業務

預算比率

預算年度

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性侵害防治業務         合計

佔當年度社會

福利服務業務

預算比率

預算

佔當年度社會

福利服務業務

預算比率

預算

1.88下半年及89年度「推展性侵害防治業務」預算書原編列331,681千元，追減9,000千元，

　餘322,681千元。

2.94年度原編列概算136,460千元，惟經送立法院審議刪減為126,150千元。

再看警政方面，全國相關防治業務之統籌與規劃只由刑事警察局犯罪預防科

之婦幼組負責，刑事警察局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預算近幾年都維持在一百多

萬，分局的家庭暴力防治官多由刑事組警官兼任，工作繁重流動率高，專業難以

累積與傳承。在在顯示警政單位對於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業務的員額與經費顯

然不足，重視度也不夠。不過警政署在今年度與明年度編列一千六百多萬元的預

算，加重整體犯罪預防工作與防治教育專業訓練與宣導，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

防治及性騷擾防治亦是重點業務之一，成效如何尚待評估，但其熱誠與用心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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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只是這樣的預算規模與業務內容是否能落實，也需要觀察與監督。

新修正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已於94年8月5日施行，為加強對性侵害加害人

進行社區監控，增列觀護人對於經命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得採約談、訪視，協請警

察機關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查訪之，實施尿液採驗，報請檢察官許可限制住居、宵

禁、實施測謊、禁止接近特定場所，轉介適當機構或團體等一款或數款之處遇方

式，對於實施限制住居或宵禁之加害人並得輔以科技設備監控；且因性侵害犯罪

性質特殊，對於加害人實施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外，尚應輔以社區監控措施，命

加害人辦理登記相關資料，確實掌握加害人之行蹤，藉助外在監控力量，以落實

再犯預防目的。另為維護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目的，於登記期間，加害人之資

料得提供特定人員查閱。對性暴力罪犯科技設備監控、登記與查閱，法務部只有

兩千多萬的預算，連購買科技設備監控器材、引進操作管理技術的經費都明顯不

足，要如何確實監控假釋或服完刑的性暴力罪犯，更難以避免再有其他人受害，

也無力幫助罪犯自我監控，走上自新之路。

面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與性騷擾防治法通過後的新制度與措施，以及節

節上昇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通報案件量，各行政部門的預算結構與編列卻總是原

地踏步，無法因應社會變遷與現實，可說與行政院將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列為

國家的優先施政項目，要求行政機關與各級地方政府編列框列預算的政策方向完

全背道而馳。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需重視保護業務，編列合理預算並切實執行，

結果行政機關卻是預算逐年下降，完全不符合保護案件節節上升與專責專業提昇

服務品質的願景。聯盟強烈要求政府部門應比照框列預算的精神與宗旨，切實地

評估國家每年案件量與趨勢，並配合法令修訂與業務調整逐年等比例增加預算與

服務人力。此外，聯盟認為就長期家庭暴力與性暴力防治業務推動而言，政府未

來在預算編列執行與組織人力編制上，不僅要注重人力員額充足，更應考量「專

責與專業化」，才能有效培訓專業人力，確保服務品質，且能累積傳承實務經

驗，不但為更多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被害人爭取到更多基本人權，也讓家庭暴力

及性暴力防治的法令與實務確實地被實踐，構築出更完善、更美好的家庭暴力及

性暴力防治網絡！

活動聯絡人：現代婦女基金會王秋嵐　TEL:2391-7133  FAX:2391-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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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國事、憲政事

新 聞 稿

～康乃馨母親節民調發佈記者會～

民進黨婦女部與民調中心於(5/8)母親節，針對『媽媽』，就『憲改議題』的

瞭解、『女性參政』態度及『媽媽關心議題』舉辦民調記者會，以做為執政黨建

立更友善女性政策的參考依據。與會人員有民進黨李逸洋秘書長、民調中心吳祥

榮主任、婦女部徐佳青主任外，也邀請到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劉毓秀董事長、台女

連林綠紅理事長等，針對民調結果進行分析。

根據民調結果顯示，就『憲政議題』而言，已有六成五的媽媽知道514任務

型國代選舉，相較於前些日子僅有三成的女性知道，提高了三成多的比例。且對

於憲法修正案中「立委席次減半」有高達六成五的媽媽贊成，顯示媽媽對於公共

事務參與的提升是從『家事、國事、到憲政事』。

就『國會改革』部分，有高達七成四的媽媽表示對立法院整體的表現不

滿意、七成六不滿意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的言行表現，感到非常不滿意的比例有

47.8%，顯示台灣母親期待立法院問政品質改進，以及國會改革的迫切性。

就『媽媽關心的議題』部分，全職母親認為教育問題（1 8 . 6 %）和小

孩及老人的照顧問題（1 8 . 6 %）是台灣目前最重要的議題，其次是全民健保

（1 2 . 7 . 2 %）。 另外有趣的是，職業媽媽認為教育、就業和國內政局安定

（17.9%）同樣最重要。

李逸洋秘書長表示，對於台灣媽媽非常關心公共事物感到敬佩。台灣媽媽對

國會的表現不滿意，應該跟現行立委選舉制度有關，台灣是少數採複選區制度的

國家，立法委員只要滿足7%~10%的選民，使我們的立法委員視作秀比立法重

要。這次憲改工程的四大目標之一，即修改選舉制度，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屆

時立法委員需要30%~50%的選票，如此才能鼓勵理性、中庸問政的優秀立委出

現，李逸洋秘書長因此也呼籲台灣媽媽要在514國代選舉踴躍投票。

另外，民調顯示台灣媽媽非常關心子女教育及照顧等民生議題，李逸洋秘書

長進一步表示，立委席次減半，立法院就不需搬遷，不只省下遷院預算241億，也

省下每年10億費用，若能將這些預算做媽媽關心的問題，相信對台灣的競爭力一

定具有非常實質的幫助。北歐國家芬蘭是一對女性非常友善的國家，而他們國家

的競爭力在世界評比名列前茅，也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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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劉毓秀董事長表示，對於民主進步黨第一次針對媽媽做民

調，認為這是給其他政黨很好示範的地方，很值得鼓勵。她更進一步呼籲，台灣

的政黨不只要關心女性關心哪些議題，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訂的每個環節，都

需要加入媽媽的想法，這才是真正落實友善女性的理想。

對於國民年金這項重要議題，受到較少媽媽的關心，台灣女人連線林綠紅理

事長語帶憂心的表示，台灣的母親一向就是關心家人比關心自己還多。目前提出

的國民年金制度對象，230萬的全職媽媽（家庭主婦）是被排除的，而她們又正在

面對一個養兒不能防老的年代，台灣媽媽如何確保自己老年的經濟安全，需要大

家來關心。

新聞聯絡人：婦女部曾麗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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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Formosa女兒獎頒獎典禮 就是要活得精采！

94/07/23

新 聞 稿

【台北訊】 勵馨基金會女兒節系列─「第三屆Formosa女兒獎」頒獎典禮今

於台北國賓飯店隆重登場，從全國各國、高中職，公私立學校十二到十八歲女兒

報名參選，通過複選之三十三位入圍者中依序選出十五位得獎主，五獎項得主各

3名分別榮膺本屆Formosa女兒獎之「體能運動獎」、「勇氣冒險獎」、「數理科

技獎」、「公共服務獎」及「特殊創作獎」。

【首次採現場公佈獎項 期許發揮運動家精神】

勵馨表示，今年的頒獎方式與以往不同採現場公佈獎項，平添頒獎之緊張氣

氛。此次入圍者幾經初選基本資料淘汰、複選面試階段，最後才進入決選階段，

十位評審分別從各界專業代表力邀而來，計有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召集人周麗

玉、台灣女性影像協會常務理事同時身兼攝影師與紀錄片導演簡扶育、婦聯會秘

書長何碧珍、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副執行長黃鈴翔、終止童妓協會秘書長李麗

芬、國民美術運動創始人劉秀美、美麗佳人雜誌總編輯張綾玲、德光文教基金會

副執行長林麗梅以及勵馨南區代理處長張乃千。

勵馨特別表示，本屆首次採現場公佈方式頒獎，經過初選、複選及十位評審

激烈的討論之下，選出入圍的33位精采的女兒們，今受邀到場依序踩著「星光大

道」進場。這樣的安排是為了讓所有的女兒們「就是要活得精采」，展現她們活

力、自信、勇氣、責任、知識五大特質，勵馨更期勉所有入圍的女兒們，不論是

否獲獎，盡全力發揮女兒們美好的特質，人生的舞台上就會活得精采！

【評審首重女兒五大特質 本屆另加入性別意識】

本屆評審委員除側重各獎項之優異表現外，更將必要指標「性別意識」納

入決選考量，各獎項入圍者在評審相互激辯討論而出，其中，對於表現優異卻無

法參與面試的女兒們爭議頗多，在審酌公平性與獎項之精神與意義上產生拉拒，

最後評審還是忍痛決議，無法參與面試的女兒視同棄權，但希望鼓勵她們再接再

厲，明年捲土重來。

勵馨基金會女兒節系列繼7月11日首波上檔，率女兒大軍浩浩蕩蕩快閃台北

捷運、搶攤立院門前嗆聲之後，16日女兒成年禮也甫於台南舉行完畢，副總統呂

秀蓮親臨為女兒加冠祝福，而早於92年第一屆「第三屆Formosa女兒獎」頒獎典

禮呂副總統即應邀致詞。今年「第三屆Formosa女兒獎」頒獎典禮今於台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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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飯店隆重登場，受邀來賓計有總統府資政葉菊蘭、指導單位內政部政務次長張

溫鷹、青輔會處長王育群、以及三黨立委賴幸媛、藍美津、鄭運鵬等蒞臨支持，

其他來賓如馨爸陳學聖、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評審委員何碧珍、林麗梅等。

總統府資政葉菊蘭致詞中特別表示，總統府目前準備成立一個性別主流化的

諮詢小組，期望未來整個台灣社會，真正落實台灣兩性平權概念。內政部次長張

溫鷹特別鼓勵女兒不管有沒有得獎，都要活得自信精采。

【星光大道入場 就是要活得精采】

「就是要活得精采」是「第三屆Formosa女兒獎」的活動主軸，主辦單位精

心安排女兒們於典禮開始時走「星光大道」並穿越巨形花門進場，家長們夾道撒

下花瓣祝福，同時第一、二屆得獎者也傳遞台灣原生種薔薇給第三屆入圍的女兒

們，象徵每一位女兒都像星光一樣地閃耀，充分展現她們青春正熾的生命生生不

息，「就是要活得精采」！

勵馨更安排入圍女兒們登台展現自我，如戲劇、太極劍、踢踏舞、長笛等表

演，讓女兒們充分展現活力自信的特質。

【女兒節系列場場強打 銳不可擋】

勵馨表示，今年推動「台灣女兒節」系列活動如火如荼進行，繼7月11日女

兒節序曲-女兒台北捷運快閃行動、今日（17日）的台南府城女兒成年禮後，第

三屆「Formosa女兒獎」7/23日頒獎典禮隆重舉行完畢、八月首推8/8~12日「女

兒工作日」、8/22~24日「魔法少女電力營」以及九月中下旬的「女兒海外學習

之旅」。勵馨期待透過台灣女兒節系列活動的舉辦，耕耘台灣成為善待女兒的沃

土，以女兒節的經驗為種子，共同〝認真善待女兒、啟動少女力量〞，讓我們的

女兒綻放自信活力與能量！。勵馨同時呼籲民眾上網聯署「我要女兒節」，網址

http://www.goh.org.tw/daughter/signup/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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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內政部 兒童局 青輔會 /【主辦單位】 勵馨基金會 

【合辦單位】 蕃薯藤數位科技

【時間/地點】  

94年7月23日（六）下午2：30至4：30國賓飯店樓外樓（中山北路二段63號）

14：30-14：35

14：35-14：43

破場表演

引言開場，指導單位代

第三屆FORMOSA女兒獎頒獎典禮開始 大安

高工HIP HOP舞蹈

內政部政務次長張溫鷹/青輔會處長王育群

【時 間】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14：43-14：48

14：48-14：58

14：58-15：03

15：03-15：13

15：13-15：18

15：22-15：32

15：32-15：37

15：37-15：47

15：47-15：52

15：52-16：02

16：02-16：05

16：15-16：20

表、主辦單位致詞。

表演節目

頒獎開始

數理科技獎

表演節目

勇氣冒險獎

表演節目

公共服務獎

表演節目

體能運動獎

表演節目

特殊創作獎

評審期許、勵馨祝福

女兒的歌演唱暨合影

/勵馨基金會董事長蘇希宗

女兒代表/歌手同恩 （擬邀）

頒獎典禮開始 （共15名得獎女兒）

指導單位代表/合辦單位代表「PP檔」介紹入

圍者（2分鐘）→公布+頒發（3分鐘）→得獎

人感言「1分鐘/人」（3分鐘）

中正高中手語熱舞社

主辦單位代表 與會立委貴賓 張溫鷹 林麗梅

公共服務入圍者 柳佩伶戲劇表演（表演：面

試時的我）

與會貴賓/評審委員 合辦單位代表 青輔會處

長王育群

體能運動入圍者 羅翊菁踢踏舞表演/

體能運動入圍者 郭曉容太極劍表演

與會貴賓/評審委員 合辦單位代表 賴幸媛 

鄭運鵬

特殊創作入圍者 謝佳穎長笛表演

與會貴賓/評審委員 合辦單位代表 馨爸陳學

聖

傳遞原生種薔薇花 象徵女兒精神傳承/第二

屆女兒傳承第三屆女兒

第二屆女兒及第三屆女兒 就是要活的精采

【新聞聯絡】 勵馨執行長 紀惠容、王惠君、謝無倫  TEL:02-2357-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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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附件】  

第三屆Formosa女兒獎 獲獎名單

數理科技獎

數-高-吳滿霞  台東市台東高商

數-高-魏嘉瑩  宜蘭高中

勇氣冒險獎

勇-高-簡辛予　宜蘭羅東高中

勇-國-蔣佳真  屏東中正國中

勇-高-胡家瑜  台南德光女中

體能運動獎

體-國-郭曉蓉  桃園同德國中

體-高-謝妮庭  台南市德光女中

體-高-陳郁婷  台南市德光女中

公共服務獎

公-高-陳曉葳　台北稻江護校

公-國-陳秋綿  台北市建成國中

公-高-柳佩伶  國立屏北高中

特殊創作獎

特-國-馮  予  宜蘭縣復興國中

特-高-王姿婷  宜蘭市宜蘭高中就讀學校

特別獎  鄭韻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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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立法院臨時會對於「國會減半」議題吵得沸沸揚揚之際，人民卻聽不

到任何對國會改革與女性參政的配套討論，雖然各黨的版本對於女性參政部分皆

有著墨，但到底哪一個版本才真正能夠保障女性參政，而且是具體可長期執行的

制度？因此，台灣女人連線等六個婦女團體於8月20日上午在台北NGO會館聯合

召開記者會，針對國會改革議題發表婦女團體的意見，希望在此次臨時會的討論

中，不要讓婦女的參政權利淹沒在口水戰中。

女性參政保障 配套欠缺周延

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黃淑英認為，婦女團體長期推動女性參政，遊說各

政黨提升女性的參政空間，至今只有民進黨於黨章中明文規定女性四分之一條

款，因此在立院討論相關選制改革與席次分配的同時，實應大幅增加女性的參政

比例。但目前不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的修憲版本對於婦女參政的保障都是模糊曖

昧，欠缺周延的配套計畫與執行方式，對於女性與弱勢團體的代表性考量不但粗

糙，甚至可能會削弱的情況深感憂心，因此呼籲各黨籍立委下週一的修憲臨時會

應該加強討論如何配套實施，提高不分區的席次比例，以保障各種弱勢人民的參

政權與代表性。

彭婉如基金會董事長劉毓秀則表示，此次國會修憲，民進黨的版本主張提名

不分區女性50%，國民黨版本則主張女性當選總額30%，這兩種主張都未明確提

出執行方式與席次比例的問題，按民進黨版本如果不分區的比例偏低，結果是女

性參選比例不升反降，按照國民黨版本可能在執行上困難重重、爭議不斷，反而

造成女性參政正當性降低。對於目前國會兩大黨的版本，婦女團體都不認同，希

望立法院在修憲時，能具體將席次比例與女性參政保障配套思考，讓台灣女性在

國會的比例能夠一舉突破三分之一。

選制改革是重點 立委減半應討論

台北市女權會秘書長余秋恩提到，此次修憲只強調立委額數減半，而忽略選

制改革根本是本末倒置的作法，由於立院運作功能不彰，議事品質低落向為國人

詬病，因此人民以為立委減半就可減少不良立委，卻沒有真正認知立院品質的問

「國會改革，台灣女人有話說」記者會

08/20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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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在人數多寡而在選舉制度設計不良，導致少數黑金立委癱瘓國會，國會問政

只剩口水。另外，依照目前全球各國的國會議員人數與人口比例來看，台灣立委

人數已經偏低（參見附表一），如果貿然減半會使得政治參與空間更加緊縮，相

對排擠犧牲弱勢團體的代表機會，反而破壞社會正義價值，女性參政保障的執行

會更加困難。因此朝野政黨應該將單一選區兩票制列為修憲優先項目，藉由選制

改革淘汰黑金等不良立委，也加強政黨對立委的約束力量，回歸政黨政治的民主

常態，這才是國會改革的修憲正途。

女性三分之一 台灣亞洲第一

終止童妓協會理事何碧珍進一步強調，日前民進黨中央提名委員會已經通

過不分區立委每三名中有一名女性的決議，希望藉此增加女性立委的人數，因此

婦女團體也要呼籲其他政黨能見賢思齊，在本次立委選舉就將女性的比例大幅提

昇，各政黨至少在不分區女性比例先提高到三分之一，以符應全球女性參政的潮

流，也為下一波國會改造與民主政治鋪路。

最後，綠色女選民行動聯盟、台灣21世紀婦女協會等團體代表一致要求，

國會改革應全面思考，避免捨本逐末，只重席次減半忽略選制革新，會讓台灣變

成國際笑話，且婦女參政應與國會席次、不分區比例、選舉制度改革等相關問題

合併思考，配套規劃，讓新的國會架構得以正常健康的運作，也讓不同性別、族

群、弱勢者有其代表機會，實現性別正義與保障弱勢的民主社會。同時，與會婦

女代表也呼籲台灣朝野各界在「對」的政策上應堅持到底，在「錯」的政策也應

勇於修正，懸崖勒馬，避免一錯再錯。

主辦單位：台灣女人連線、台北市女權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終止童妓協會、綠色女選民行動聯盟、台灣21世紀婦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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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台灣的‧世界的

全國社區女性領導人研習營

新 聞 稿

2005/7/8

台聯婦女部將於本週六、日（7/9、10）假雲林劍湖山王子大飯店舉辦「女

性的‧台灣的‧世界的-全國社區女性領導人研習營」活動，這是台聯首次展開地

方女性菁英的培訓，企圖將觸角延伸到全國各縣市，以落實基層紮根與儲備女性

人才的目標。受訓學員從台北市到屏東縣、甚至花蓮縣共來自十三縣市，五十位

地方社區女性菁英；講師群則網羅當前婦運重量級代表及女性立委多人，包括：

李安妮、尤美女、楊芳婉、紀惠容、賴幸媛、尹伶瑛…等等，黨主席蘇進強也將

親自到場勉勵致詞。

此項活動主要在提昇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比率與程度，不僅要將有能力涉入

公共事務的女性種子人才散佈至各社區空間，同時也期望女性能進入影響社會生

活的公領域，為民意發聲，將具有性別意識的決策倫理帶進政治過程中。活動學

員來自全國各縣市對公共事務參與有興趣的社區女性，共計50名。

本課程內容安排如下：（7/9）第一天下午邀請到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安妮副

院長主談「從性別主流化檢視當前公共政策」；賴幸媛委員及台灣婦女團體全

國聯合會創會理事長尤美女律師共同與談「21世紀女性的領導能力與特質」；

（7/10）第二天上午邀請到勵馨基金會紀惠容執行長及台聯劉一德副秘書長共同

與談「組織的拓展與資源運用」；婦女新知協會創會理事長楊芳婉律師及尹伶瑛

委員共同與談「社區公共事務的認識和參與」。下午則安排學員們參訪社區營造

發展成功的例子---華山社區發展協會、湖本生態村，讓學員們可以實際感受公共

參與和日常生活所結合的社造經驗。

7/9活動當天下午台聯蘇進強主席將親臨會場，為這些樂於投身公共事務的優

秀女性加油打氣，期望此次台聯婦女部舉辦之「全國社區女性領導人研習營」活

動，能夠發揮地方紮根的效果，鼓勵女性多多參與公共事務，把這次學習的成果

帶回社區，成為推動女性公共參與的種子人才，以吸引帶動更多的女性加入參與

公共事務的行列！ 

新聞聯絡人：台聯婦女部主任 蔣月琴  電話：02-23706686 ext.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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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能！男人為何不能！─拒絕性別歧視

請國民大會秘書處遵行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5.05.06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日前，國民大會秘書處為了5月底國民大會的召開，招募議事人員，依據秘書

處的規定：議事人員限定為女性，且身高為160公分以上。此舉不但剝奪了男性的

工作權並有歧視女性的事實，身為國家最高民意機關竟然公然違反就業服務法以

及兩性工作平等法，因此，台灣女人連線與黃淑英立委於5月6日假立法院舉行記

者會並準備向台北市勞工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舉發秘書處的不法行為，要求台

北市勞工局依法辦理。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蔡宛芬表示：根據國民大會秘書處（亦即立法院議事

處）的說法，議事人員做這樣的限制主要是因為援引往例以及議場中容易有衝突

發生，女性比較容易緩和氣氛。然而，將議事人員限定為女性，除了是剝奪男性

的工作機會，其背後更隱含著歧視女性及性別刻板的意識型態，長期以來，社會

總是認為女性生性溫和、有親和力，遇到衝突時，能夠緩和氣氛，因此，女性適

合從事服務他人的工作。也由於社會的刻板印象常使女性只能侷限於某些工作類

型。而為了防範社會性別偏見造成工作權益的受損，早在2002年所通過的兩性工

作平等法亦特別規範：「招募、甄試、進用等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以避

免性別刻板印象，對於兩性工作權益的損害。

另外，對於身高的限制（160公分以上），秘書處更以太矮無法勝任點人數

的說法，作為身高限制的原因，亦明顯違反就業服務法第四條的規定：「雇主對

求職人或所雇用員工，不得因性別、容貌、五官等為由予以歧視」。國民大會秘

書處並表示，將會在下一批招募中招募男性以調解性別上的差異，對此，台灣女

人連線秘書長也呼籲秘書處不要一錯再錯，只要在招募條件上限制性別，就已經

違反了兩性工作平等法。

立委黃淑英則認為，去年海巡署才因在招募上限制性別，而遭台北市勞工局

糾舉，亦使考試院重新檢討考試法，是否隱含有性別歧視。國民大會身為民意代

表的最高機關，不只在招募上限制性別，亦在身高上做限制，明顯違反就業服務

法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的舉動表示相當遺憾。黃淑英立委也對於文化大學作為最高

的學術教育機構，竟然沒有意識到招募上的性別歧視，對於台灣教育體系推行性

別教育的成效感到憂心，並呼籲國民大會應儘速修改招募條件，遵行兩性工作平

等法以及就業服務法，以作為社會之表率。

台灣女人連線與黃淑英立委除了呼籲主管機關應儘速處理，並希望透過記者

會的方式，再次提醒社會大眾，不應再以性別、容貌等作為職場招募、雇用的考

量，以確實落實性別平等的工作環境，讓每個人都可以適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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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介性侵數十名越南看護工事件」緊急記者會新聞稿

黑暗中哭泣的姊妹--法扶基金會為您承擔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幫助弱勢者打官司的法律扶助基金會，再次為外勞申冤！法律扶助基金會

（以下稱基金會）於今（5月18日）天，與基金會台北分會、天主教會新竹教區

外籍牧靈中心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共同舉行記者會，呼籲遭台南縣人力仲介公司

負責人父子性侵害的外勞勇敢站出來指控，也請求勞委會重視此一特殊個案，給

予這些受害人繼續工作的權利；並藉由這個案子呼籲社會大眾，關心我國外勞引

介制度的不合理性。本次記者會出席人士包括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林永頌會

長、本案扶助律師之一賴芳玉律師、外籍牧靈中心阮文雄神父、台灣國際勞工協

會陳素香理事長及四名受害人。

基金會於去年，因受理不少外勞的扶助案件，曾就外勞被雇主剝削之情形舉

辦過記者會及座談會，對外勞制度之不合理情形作初步探討。日前基金會又接到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中心所轉介之越南籍看護工遭仲介公司負責人父子性

侵害之案件，且為數極眾，初估可能達到五十人，為國內前所未聞！目前接受基

金會扶助的被害人共五位，除性侵害案件外，由於被害外勞有人完全沒有拿到，

或只領到與工作不相當的極少額薪資，因此基金會亦就請求仲介公司給付薪資部

分給予扶助。

基金會代表、賴芳玉律師及阮文雄神父於上週五向台南地檢署提出告訴，向

檢方說明本案之始末；檢方相當關注這個案件，而於最短時間內對仲介公司負責

人之住居所進行搜索；檢方動作迅速，避免受害範圍的擴大，亦可見我國對於外

勞人權保障的重視。

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林永頌表示，這個案子十分有意義，因加害人是仲介公

司負責人而非雇主，仲介公司引進外勞後，將外勞非法介紹給有需要的不同雇主

短期僱用，並於外勞尚未覓得雇主之期間，對外勞為性侵害，甚至要求簽署她們

看不懂的切結書，行為令人不齒。林永頌呼籲所有曾遭這對負責人父子性侵害的

被害人勇敢的站出來，除使加害人接受法律的制裁外，也可以讓其他有心來台工

作的外勞不再受到相同的不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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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仲介公司引進外勞，都會多次轉換雇主或工作，而有違反就業服務法

的情形，許多負債來台工作的被害人，害怕因此喪失在台的工作機會，甚至被遣

返回國，而不敢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林永頌說，請被害人不要擔心工作的問

題，基金會永遠與被害人站在同一邊，並與外籍牧靈中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共

同請求勞委會，不要處罰這些非出於自願而多次轉換雇主的外勞，讓她們繼續留

在台灣工作；並誠懇呼籲各界有愛心的雇主僱用這些受害人，讓這些受害人不致

因為工作無著落而放棄這個保護自己、討回公道的機會。

為了生計，這些姐妹離鄉背井、漂洋過海遠從越南到台灣討生活，卻遭仲介

公司負責人性侵害，真是情何以堪！法律扶助基金會在此誠懇的告訴這些在黑暗

中哭泣的姊妹們，不要再躲在角落悲傷，勇敢的站出來吧，妳不再是孤立無援，

妳的痛苦基金會會為妳承擔！

新聞聯絡人：許郁蘭(02-2322-56*109)、謝金蓮(分機205)

　　　　　　李淑芬(分機115)

法律扶助基金會新聞稿200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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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5月18日共同召開「黑暗中哭泣的姐妹─法律扶助基金會為您承擔: 『仲介

性侵數十名越南看護工事件』緊急說明記者會」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鄭

文龍秘書長、林永頌分會長、本案扶助律師賴芳玉、天主教會新竹教區外籍牧靈

中心阮文雄神父、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玉玲秘書長三團體代表，為數十名遭仲介

父子性侵之越南看護工之相關權益請命，於5月23日下午正式拜會勞委會賴勁麟副

主委。會中針對本事件受害者之相關工作權益、中友人力仲介公司之查緝事宜及

外勞相關制度(如取消仲介制度、訂定家事服務法及規定外勞入境後勞教為法定申

聘程序之一)等議題，請賴副主委指示勞委會相關業務單位儘快提供緊急協助，並

確實擬訂及落實相關外勞政策。

外勞在台工作，目的就是希望獲得較多工資，一方面還清為來台所負負債，

一方面改善家裡環境。但我國法律卻對有訴訟在身的外勞有著種種限制，不但降

低其留在台灣出庭作證的機會，也降低其出面指控加害人的意願。為還原本案真

相，使這些被害人有勇氣出面維護自己的人權，法律扶助基金會等三團體於今日

向勞委會副主委賴勁麟請求專案協助受害者，訴求如下：

一、外勞相關權益部分：

1.專案處理本案外勞轉換雇主程序。

2.轉換工作不限於原工作類別。

3.在轉換至新雇主前，為保障被害人在台工作權益，希望外勞找到新雇主的

　等待期間不計入外勞工作期間，或以就業安定基金核發外勞相當於薪資之

　津貼。

4.在高等法院判決前，專案容許受害外勞之居留及工作權利。

5.若其他受害外勞尋求庇護，容許其有選擇收容地點的權利。

二、中友人力仲介公司查緝部分：

1.於起訴前先要求其停業，如因本案而起訴，請速撤銷其執照。

2.對該公司引進之越勞進行專案訪視，並有NGO之越語人員陪同。

3.調查該公司是否有其他違法情事，如非法仲介勞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

4.協助該公司已引進外勞之居留展延或體檢等行政作業。

「為遭仲介父子性侵之越南看護工請命，

三團體拜會勞委會賴副主委」會後說明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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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函越南駐台辦事處，查緝與該公司合作之越南仲介公司是否亦有不法。

勞委會表示，因本案案情特殊，故外勞轉換雇主程序及不限轉換工作類別

均可以專案方式處理，且外勞基本生活所需部分，並已編列經費補助外勞收容單

位；而就展延居留期限部分，內政部警政署亦同意刑事案件之被害外勞可居留於

台灣至一審判決為止。勞委會並同意全面查緝中友人力仲介公司違法情形，若有

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除處罰鍰外，並將廢止其許可；其他可能違法部分，亦將

依法從嚴處置。

基金會等三團體對於勞委會之回應表示感謝。另外，在上禮拜三(5/18)上

午三團體共同舉辦記者會後，有多名受害者分別主動向阮文雄神父及台南地檢聯

繫，甚至有遠從越南打來的電話。這些受害者指證歷歷，但部份仍心有恐懼，徬

徨是否要勇敢站出來。因此，三團體希望再次呼籲被害外勞勇敢出面指控該仲介

公司，請被害外勞多利用法律扶助基金會專線電話(02)6632-8282及牧靈中心電

話(03)364-1339與相關團體聯繫。

本會新聞聯絡人：許郁蘭小姐(02-2322-5255分機109)

　　　　　　　　謝金蓮小姐(分機205)

　　　　　　　　李淑芬小姐(分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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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政府帶頭違反兩性工作平等法

─國家考試招募歧視  性別偏見扼殺機會平等─

2005.7.5 聯合記者會 新聞稿

婦女新知基金會˙女學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兩性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兩平法)施行已滿三年，公部門不但沒有成為社會

表率，反而不斷重演招募歧視的戲碼。過去政府機關公然違反兩平法的兩個惡例

分別為，海巡署海巡特考、司法院法警特考兩項國家考試，於民國93年和94年先

後被台北市政府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認定為構成招募性別歧視、違反兩性工作平

等法；詎料，本應善盡把關職責的考試院，卻於6月24日院會中通過調查局特考調

查工作組(選考英文)性別限制名額事項，公部門以性別偏見預設立場，阻絕就業

機會平等的事件再度發生。因此，民間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女學會、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及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以及專家學者共

同召開記者會，對公部門因循苟且、有錯不改、率先違法的行徑提出嚴正抗議!!

並要求相關部會立即停止違法且不當的性別歧視!!

政府錯誤示範、公然違法，如何督促企業跟進、落實兩平法？

兩平法施行迄今成效不彰，一般企業對外招募時仍常出現不當的性別限額。

作為主管機關的勞委會並未展現法令宣導和督促落實的積極角色；而考試院做為

各項國家考試的最後把關機制，也並未注意將兩平法原則融入公家考試規定之

中、扮演公部門帶頭示範的良好作用。

目前國家考試中仍有性別名額錄取限制的包括國安特考、司法特考(監獄官、

監獄管理員)、調查特考、海巡特考、基層警察消防人員特考、原住民特考(監獄

官)六項考試(請參考附件)。用人機關必須向考試院提出性別設限的理由，但是

機關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工作危險」、「工作性質較適合男性」、「考量工作

環境及女性生理、家庭及家護照顧需要」等等似是而非的說法，這些誤謬的推定

反而凸顯了用人機關的性別刻板印象，並將這些假設偷渡到職務內容的性別分工

想像和召募的性別限額之中。囿於先入為主的男女分工傳統觀念，而忽視了現代

多元性別角色及個人生涯選擇的獨特性，以膚淺的性別偏見限制了考試的機會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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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的民間團體強調，各機關於國家考試提出性別名額限制時，必須說明未

來工作職務內容為何非由特定性別不能完成或難以完成，如無法具體指明，皆有

違反兩平法之嫌疑。相關單位先入為主的父權式「保護女人」迷思，反而造成職

業區隔的不公平限制，更妨害了每個人進行自我生涯選擇的機會平等。因此，與

會團體呼籲──停止在國家考試中偷渡以性別偏見與刻板印象作為理由的性別限

制，還給女性就業機會平等權!!

與會團體對於考試院、勞委會提出抨擊

然而，目前看來各相關單位都無思改進之道。首先，去年五月以及今年六月

台北市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認定海巡特考及法警特考有性別歧視的案件，已顯示

相關考試的公平性受到質疑，但繼海巡署認罰一萬元了事之後，我們並未看見各

機關進一步採取任何補救改進措施，諸如：

第一、相關人員的失職並未受到懲處；

第二、考試院針對先前案例並無提出具體改進措施，反而縱容第三個惡例調

　　　查局招募性別歧視之過關和對外公告；

第三、更令人寒心的是，作為兩性工作平等法的中央主管機關的勞委會，不

　　　但未曾主動作為，針對公部門各種法規命令、行政作為等方面實踐兩

　　　平法之成效提出檢視與呼籲；在公部門相繼做出錯誤示範後亦竟然毫

　　　無反應，放棄與其他單位進行協調、說明的機會，亦未將問題主動提

　　　出於行政院院會進行處理，坐視公部門帶頭違反兩平法的事件繼續發

　　　生。

勞委會無能、考試院失職，各機關繼續違法

而考試院作為全國考銓主管機關，雖然考選部已因應過去對國家考試性別限

制錄取名額發生極大爭議，而剛成立國家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但是考試院

在這次院會決議，再度漠視兩性工作平等法的明文規定，更放棄其職責主體性，

對於提出考試需求之部會所提限制性別名額的理由未盡把關之責，對考選部國家

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充耳不聞，使得該委員會僅聊備一格，無法發揮

功能；且考試院只能屈從用人機關的要求，成為橡皮圖章；不思積極主動進行公

務人員考試、訓練、任用制度的整體變革，徒由相關部會不當援引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五條，繼續以性別刻板印象戕害機會平等。

最為可議的是日昨經過考試院院會通過，發生爭議的法務部調查局特考調查

工作組(選試英文)部分。與會團體質疑在6月6日舉辦的考選部國家考試性別平

等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調查局提出之男女名額為男40女5，但經此會議後

調查局提出名額變成男38女7，但其理由並未改變，皆為「考量男女生理上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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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男性嫌犯人數倍於女性嫌犯」、「工作困難」等似是而非的假設，無法

令人信服這些男女名額的形成依據以及變更標準究竟為何。與會團體皆感疑惑的

是，難道兩性平權、機會平等的基本要求和兩平法原則，竟被調查局當作是論斤

秤兩的喊價，略作微幅讓步就想息事寧人了嗎?!

與會團體要求考試院、勞委會立即做出回應

1.請考試院提出審查用人機關所提考試方式、內容、分定男女限額之標準。

　如果考試院僅能「尊重」用人機關意見，不負把關之責也不主動作為，就

　只是個橡皮圖章。

2.請考試院說明考選部國家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之意見，是否應為考試

　院院會所尊重參考，否則該委員會僅屬寥備一格，豈非有欺騙社會大眾、

　浪費民間委員心力之嫌？請考試院說明如何加強該委員會之功能，並請公

　佈進行檢討及修正國家舉才方式之工作計畫及期程。

3.請勞委會公佈檢視公部門實踐兩性工作平等法現狀及勞委會各項促進措施

　績效報告，其中應包括：檢視各單位人事法規、招募內容與考試方式是否

　符合兩平法；勞委會是否進行與各單位間協調、及其過程與協調後之成

　效；以及各縣市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及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工作績效報

　告。

與會團體對考試制度修改的建議

對於未來國家考試應如何改進以符合兩平法精神，與會各團體共同提出以下

具體建議：

第一、國家考試應盡量不設定性別限額的第一道關卡，給予兩性公平參加考

　　　試和受訓的機會；並應依工作需求明定合理的選才標準，配合用人需

　　　求設定多元管道的舉才方式，選擇切合未來職務內容所需的測驗方

　　　式。

第二、為防止口試或體能測驗可能因漫無標準或為刻意排除特定性別而訂立

　　　不合理的評分方式、或與實際工作需求不符的過高門檻，我們要求相

　　　關體能測驗及口試方式、評分標準，都必須於招收公告或簡章中詳細

      註明。亦應在考試或招生簡章中說明未來工作以及職務分配，俾有

　　　志參加考試者獲得全面資訊，使民眾能衡量工作內容與輪班需求等情

　　　況來決定是否報考，事先說明彼此權益、公開資訊更可避免爭議。

第三、通過考試後，且接受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才發給證書、分發任用的

　　　規定更應切實執行，以強化訓練階段之篩選功能。

第四、招募時雙方應先就將來工作內容、輪班需求等工作條件進行協議，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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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都認定合理的工作條件後才進行簽約。

第五、在合法的標準及手段下，建立公務員退場機制。通過考試不代表抱定

　　　金飯碗，嚴格訓練通過考核才具備工作專業能力，如工作過程中仍無

　　　法配合即應去職。

破除傳統性別迷思 用人唯才 機會公平

與會各團體強調各機關必須打破性別迷思，「適才適所」應是考量到個別差

異，而非籠統的將之一味歸類為性別差異，各機關應該考量的是所用之人是否符

合工作所需，而非膚淺的僅以性別為用人標準。

因此，我們要求勞委會拿出執法魄力，全面檢視公部門招募要件以及要求軍

警院校取消招生之不當限制。

我們亦呼籲考試院強化考選部國家考試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的功能及決議效

力；該委員會的建議應不僅只作為參考而已，而應成為審視各公部門所提出分定

男女名額考試原因是否合理、合法之準據。

最後，我們嚴正要求其他仍進行招募歧視的公部門，立刻改變招募規則，取

消性別歧視，還我機會平等!!

出席：

婦女新知董事長  黃長玲(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創會理事長  尤美女律師

女性學學會理事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總幹事  詹曉雯女士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秘書長  鄧佳蕙女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張晉芬教授

聯絡人：

婦女新知基金會/ 電話：2502-8715傳真：2502-8725

                             hsinchi@ms10.hinet.net

法案部主任/田庭芳 garfield@awakening.org.tw

秘書長 /曾昭媛 chaoyuan@awaken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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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附 件

海

巡

特

考

司

法

特

考

國

安

特

考

調

查

特

考

93

93

92

91

92

93

93

93

等

別

三

等

四

等

三

等

四

等

三

等

三

等

三

等

三

等

四

等

四

等

海巡行政

海洋巡護輪機

海巡行政

海洋巡護輪機

監獄官

監所管理員

法警

政經組(英文)

社會組(英文)

資訊組

國際組(英文)

調查工作組(英文)*

法律實務組**

調查工作組(英文)

法律實務組

調查工作組(英文)

法律實務組

行政警察人員

消防警察人員

監所管理員

報名人數    需用名額  錄取名額     錄取率

男

1106

46

822

50

499

2613

891

141

30

87

78

484

528

445

??

487

528

4544

1540

93

女

197

限男

322

限男

212

712

115

105

58

32

限男

177

239

133

??

157

538

4159

538

17

男

46

14

14

61

13

160

64

4

1

5

3

26

9

22

不分

男女

40

不分

男女

450

女

4

限男

6

限男

7

40

5

1

1

1

限男

3

1

3

5

50

20

1

男

46

14

14

39

13

160

64

4

1

5

3

26

9

23

5

40

3

468

189

3

女

4

限男

6

限男

7

40

5

1

1

1

限男

3

1

3

3

5

6

45

23

1

男

4.2%

30.4%

1.7%

78%

2.6%

6.1%

7.2%

2.8%

3.3%

5.7%

3.8%

5.4%

1.7%

5.2%

8.2%

0.57%

10.3%

12.3%

2.5%

女

2.0%

1.9%

3.3%

5.6%

4.4%

0.95%

1.7%

3.1%

1.7%

0.4%

2.3%

3.2%

1.12%

1.1%

4.3%

5.9%

類科組別
年

別

考試

名稱

基層警察

人員特考

原住民族

特考

91~9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限制性別、分定男女名額一覽表

*93年、90年調查特考有體能測驗，並取消各組性別限制。91年取消體能

測驗，分定男女名額。

** 法律實務組於與92年以後取消性別名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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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姊妹，多元姓氏

─打破漢人父權中心主義的迷思
2005年婦女節婦女團體聯合記者會

新 聞 稿

主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

協辦單位：女性學學會、南洋台灣姊妹會

　　　　　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

　　　　　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在強調多元文化的21世紀，我們看到家庭模式也走向多元型態，包括單親、

同居、跨國婚姻、原漢通婚等各種新的家庭類型大量出現，然而法律上對於家族

姓氏此一象徵符號，卻仍堅持陳腐而單一的漢人父系中心主義，迫使許多單親媽

媽、原住民母親、外籍配偶等母親們及其子女，無法得償心願、選擇她們想要的

姓氏。因此，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黃長玲表示，在婦女節前夕，我們希望藉由

此一記者會提醒台灣社會，在高喊尊重多元族群的同時，也應在姓氏方面展現多

元的選擇空間。

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張菊芳律師強調，公部門應儘速檢討修正民法第

一千零五十九條子女姓氏原則從父姓之規定，讓法律面的兩性平權能夠真正的落

實。由於現行民法對於從母性的規定相當嚴苛，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一項的

但書，強硬限制須「母無兄弟」且父母有約定，「為何我有兄弟，孩子就不能從

母姓？」這是許多母親的怒吼。

張菊芳律師指出，以各國立法例來看，許多國家，諸如德國、中國、加拿

大、丹麥、日本等國法律（詳見附表一），都對父系和母系保有同樣尊重。基於

父母血緣各半，且戶籍法已有完整之登記制度，不會發生血統混淆、淵源無法稽

考之問題，因此我們建議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應修正成「子女之姓氏，由父母

約定從父姓、母姓或父母之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辦理出生登記時，由主

管機關以抽籤定之」。

我國民法不僅對母系不公平，也對子女人格權未予尊重，完全暴露出父權傳

統的霸氣。由於姓氏為人格權之一部分，為維持起碼的成年子女人格權，我們也

建議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應修正增列「已成年子女，如有正當理由者，得變更

其姓氏，以一次為限」。

我國姓氏規定的種種迷思，除了霸道的父權中心主義之外，還有怪異的漢人

中心主義。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南洋台灣姊妹會顧問夏曉鵑指出，依據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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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婦女新知基金會

協辦單位：女性學學會、南洋台灣姊妹會

　　　　　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

　　　　　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

6月修正後『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三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與外國人、無國籍人結

婚，其配偶及所生子女之中文姓氏，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外國人、

無國籍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者，其中文姓氏，亦同。」因此，對許多來自東南亞

國家的外籍配偶來說，其原有文化的不同命名方式和姓氏傳統（詳見附表二），

並不會受到台灣戶政單位的應有尊重。她們來到台灣後，因為姓名條例的規定，

辦理戶籍登記時只能用中文名字登記，無法用羅馬拼音登記，以致於這些外籍配

偶只能用諧音漢字或冠上夫姓，而失去了自己原來的姓名。

面臨類似困境的還有台灣的原住民各族人民，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鄒

族女性Abu談到，漢人中心主義最明顯時就是在1946年行政院公布「修正台灣省

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將台灣原住民族全部改為漢姓漢名，以致出現戶政人

員隨興音譯而將同一家族登記不同漢姓的荒謬現象，完全不尊重各族原有的命名

慣例（詳見附表三）。

在原住民正名運動近年來的努力爭取之下，1995年政府修正「姓名條例」，

終於讓原住民得以申請回復傳統姓名。對多年來被強制規定須有漢名的原住民來

說，這當然是正名的一大福音。但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顯示，民國84年至

94年1月申請回復傳統姓名的人數僅826人，究其原因，有人認為申請換發所有證

件很麻煩，但有更多人表示，原來的傳統名字實在找不出可以中譯的漢字，故索

性不申請。

例如布農族的ibu,泰雅族的wagi,鄒族的patsu等等，被譯成中文就會變成伊

布、娃郁、白芷，而這些偏離原音原意的漢字，對原住民族群文化傳承而言有何

意義呢？為什麼原住民傳統族名或外籍人士姓名，非要被戶政人員譯成怪聲怪調

的漢字，而不准以國際通用的羅馬拼音來作戶政登記呢？因此我們要求政府應修

改姓名條例，「原住民和外籍人士可以羅馬拼音直接登記為本名」。

原住民命名慣例和姓氏傳承的不被尊重，在原漢通婚的例子中更為顯著。根

據「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

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Abu舉一實例，

Panay是一位阿美族女性，兩年前她與漢人男友結婚，婚後育有一個孩子，為了

讓孩子仍保有原住民身分，並依照阿美族母系傳統文化給予孩子傳統族名，她

多次跟丈夫「協議」"（同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成年子女之姓由法定代理人協

議），但漢人丈夫以「延續家族香火」的理由，始終不同意孩子從母姓。Panay

不禁慨歎，為什麼當一個女人想要孩子從母姓時就必須跟男人「協議」？孩子的

姓氏說穿了主導權還是在男性，因為如果「協議不成」，孩子還是當然從父姓。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黃長玲強調，Panay的故事，不僅是原住民女性的難

題，也是台灣社會女性普遍的困境。如果姓氏代表了養我育我的家族重要精神象

徵，我們要求法律上應該公平對待女性，無論是放寬從母姓或是回復各族本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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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拼音，都應儘速修法；在文化上，台灣社會整體也要學習尊重兩性和多元族

群的國際潮流，開放多元姓氏的選擇權，讓今年的婦女節展現多元姊妹的風采！

Ⅰ子女從父姓。但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

Ⅱ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但約定其子女從父姓者，從其約定。

Ⅰ子女之姓氏，由父母約定從父姓、母姓或父母之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辦

理出生登記時，由主管機關以抽籤定之。

Ⅱ非婚生子女從母姓。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其姓氏由父母約定之，父母無約

定或約定不成者，從母姓。

Ⅲ已成年子女，如有正當理由者，得變更其姓氏，以一次為限。

Ⅳ未成年子女父母離婚、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或生死不明滿三年，且有事實足認

子女之姓氏於其人格發展有明顯不利之影響者，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

求，變更子女姓氏。

Ⅴ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準用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之規定。

◆父母血緣各半，且戶籍法已有完整之登記制，不會發生血統混亂、淵源無法稽考

之問題，故子女之姓氏，應放寬由父母約定之。

◆德國一九九一年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若不能決定子女姓氏，則父、母姓氏都保

留，並以抽籤方式決定誰的姓氏放在前面。所以若父母無法達成協議時，應由父母

雙方互相妥協，不宜以法律強行介入。

◆非婚生子女在未經生父認領前，本從母姓，經生父認領後，其姓氏仍應由父母約

定之，且於無約定或約定不諧時，子女之姓氏不予變動為宜，爰參照德國民法第

一六一七條、日本民法第七九○條第二項規定，依其原有狀態仍從母姓。

現行條文

新知版

說明

新聞聯絡人：

婦女新知基金會 法案部主任李宜蒨、研發部主任王君琳、原住民部主任Abus 

TEL:02-25028715  Emai:hsinchi@ms10.hinet.net

附表一：各國之子女姓氏法律

台灣

中華人民

共和國*

子女從父姓

子女從父姓或

母姓

民法第1059條【子女之姓】子女從

父姓。但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

母姓者，從其約定。贅夫之子女從

母姓。但約定其子女從父姓者，從

其約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2001年4

月28日修正】

第二十二條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

隨母姓。

女人六法，婦女權益促進

發展基金會，民1999

http://www.lawbase.com.

cn/search/LawArticle.asp?

id=a&ArticleNo=123631 

資 料 來 源 （ 含 書

籍、網站與平面媒
法條內容法律規定國家

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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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含 書

籍、網站與平面媒
法條內容法律規定國家

德國

加拿大

丹麥

日本

民法規定子女

從婚姻姓氏、

父姓或母姓

子女姓氏可從

父姓、母姓或

兩者兼併

子女姓氏可從

父姓或母姓

民法規定子女

從母姓或父姓

1 9 9 4年4月1日新法規定為，民法

1616條婚生子女從婚姻姓氏，若無

則從父姓或母姓，而1617條規定非

婚生子女從母姓。

根據1979年6月14日生命統計法案第

8款規定

丹麥姓名法令規定當父母的姓氏相

同，子女姓氏從父母的姓，如果父母

的姓不同，那就二選一

依照民法790條規定子女從母姓或父

姓，而非婚生子女從母姓。

民法第790條【子女之姓氏】婚生子

女，稱父母之姓氏。但父母於子女出

生前離婚者，稱離婚時父母之姓氏。

非婚生子女，稱母之姓氏。

第791條【子女姓氏之變更】，子女

與父或母不同姓氏者，經家庭法院許

可，得稱父或母之姓氏。子女未滿

十五歲時，法定代理人得代為前項行

為。依前二項規定，變更姓氏之未成

年子女，自其已屆成年時起一年內，

得回復從前之姓氏。

h t t p : / / e u r o c h i l d . g l a .

a c. u k / D o c u m e n t s / U N /

S t a t e P a r t y R e p o r t s /

Init ialReport/GermanyIR.

htm 

http://www.gov.nb.ca/

0379/en/namebaby.htm  

h t t p : / / w w w . u m . d k /

u d e n r i g s p o l i t i k /

m e n n e s ke r e t t i g h e d e r /

rapporter / fourth_report /

010.asp 

http://www.hri.ca/forther-

ecord1997/documentation/

tbodies/crc-c-41-add1.htm 

日本民法，五南圖書出版公

司，1992

附表二：外籍配偶東南亞各國之命名慣例

國別

泰國

越南

菲律賓

柬埔寨

印尼

命名慣例

從父姓，妻從夫姓

從父姓，有中文名

菲律賓人取名受西班牙文化影響，姓名順序為名字，母親姓的縮寫，父親姓。

從父姓。

華僑部分，取姓名方式和漢人同。

印尼因為族群眾多，各族命名方式不一。有些族群例如東爪哇，沒有姓，只有名

字，來台灣只能用漢字，姓就用先生的；Batak族是跟父親姓。亞齊名字有男女之

分，比較少宗族之分。另外，因為印尼以前沒有結婚登記規定，所以孩子出生登記

時，是登記母親的姓，離開家後自己也可以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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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realpangcah.net/2003_name/a02/a02_pingpu.htm請問芳名影展網站

附表三：台灣原住民各族之命名慣例

族 別

阿美 Pangcah

排灣 Paiwan

泰雅 Tayal

布農 Bunun

賽夏 Saisiyat

鄒 Cou

達悟 Tao

卑南 Puyuma

邵 Thao

魯凱 Rukai

平埔族群 Pingpu

命 名 慣 例

命名除了襲長輩名外，也常依出生季節或時刻命名，又因原是母系

社會，在自己名字後面接父親或母親名字的都有。

排灣族每個家屋都有一個名字，出生在這家屋的子女都要冠上家屋

名。排灣族是階級社會，為新生兒取個人名要依照地位，不可僭

越。

一般在自己名字後面加上父名，特殊狀況也有加母名的，但不常

見。 不硬性規定襲祖父母名。

布農族目前有超過一百個氏族，依創立家族者的特徵或名字命名，

氏族間親疏遠近不一。布農族是長子（女）襲祖父（母）名，其餘

子女按排行襲叔祖叔伯姑姑的名字，很少創立新名字。

賽夏族是唯一氏族名與漢姓間有音義對照的族群，例Tanohera 氏

族原意是太陽，漢姓就是日。賽夏族長子襲祖父名，長女襲祖母

名，後面連接父名和氏族名。

鄒族命名沒有特別約束，只要不與父母兄姐同名即可。

達悟人大多為新生兒創造新名字，依照家族現況和對孩子的期待來

取名，而且講究謙虛，不好意思取太驕傲的名字。達悟人的名字一

生中要隨家族新生命誕生改好幾次：還沒生小孩的叫「希」‧「自

己的名字」；當爸爸後叫「夏曼」．「長子或長女的名字」；當媽

媽的叫「希南」．「長子或長女的名字」；當（外）祖父母叫「夏

本」．「長（外）孫或長（外）孫女的名字」，所以只要聽到達悟

人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輩分和大約年紀。 

卑南族每個家族都有家名，以往分家後會自創新家名。家名是根據

居住地和特徵所創造。卑南族的家族繼承以母系為主，所以個人名

的後面是加上母親的家名。卑南族命名沒有硬性規定，襲用祖先名

字很常見，但是朋友間多以綽號相稱呼，家中長輩才會以本名稱呼

晚輩。

邵族是父系氏族，姓名是由個人名在前、氏族名在後組合而成。邵

族命名也有襲名制，長男常襲曾祖父之名。

魯凱族的命名和排灣族相近，只是排灣族是以長嗣繼承原家名，魯

凱族是以長男嗣繼承。魯凱族也是是階級社會，為新生兒取個人名

也要依照地位不得僭越。

平埔族群因與漢人接觸早，已很少人用傳統姓名。平埔族群多是親

子連名，在個人名字後面連上父親或母親的名字，如凱達格蘭族、

噶瑪蘭族都是如此。少數如西拉雅族新港社有傳統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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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大和解  年金最優先

2005年4月11日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由身障、老人、婦女、勞工、泛紫等團體及學者成立的「國民年金推動聯

盟」今天召開記者會呼籲行政院以及朝野各政黨，捐棄政黨成見，創造全民福

祉，參酌現行社會及政策條件，儘速完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並於今年完成立法

工作。

聯盟提出整合相關生活補助及津貼，建構第一層基礎保證年金，以及第二層

的社會保險年金，強制勞工配偶強制加入勞工保險的立法構想。並將儘最大努力

與誠意，建構一個協商平台，請行政院相關部會，就政府財務負擔、政策可行性

進行評估，並於政策形成過程邀請朝野各黨派關心此議題之立法委員共襄盛舉，

化異求同。

行政院從民國八十二年起，經過十年規劃，爭議不曾停歇。立法院第五會

期，有三個國民年金版本，都是以目前職業別為分類的各項社會保險所未涵蓋的

一群人為對象，共有384萬人（其中包括八成之家庭主婦230萬人、農民110萬

人、學生約4萬人、雇主19萬人及其他）。看看各版本國民年金制度所要涵蓋的

人口，加入者僅佔25歲以上人口的四分之一。應該叫做「弱勢國民保險制度」或

「無工作無收入國民保險制度」比較貼切。借鏡於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以來，讓傷

病不再是人生最大風險，未繳保費將有自負看病的立即性懲罰，如此這般都尚有

23萬國民未繳交全民健保費用，更遑論保費比健保費率高的國民年金。尤有甚

者，必須繳40年才能領取全額年金，政府是不是太高估年金給付對一般國民的誘

因？聯盟認為號稱「國民年金」，就應該有以下四個思考原則，包括：基本生活

保障、基礎國民年金、社會福利原則、普及性原則。

一、國民年金新思維：

基礎年金（津貼）附加社會保險年金

1.以全民為基礎的年金制度，將參加勞保、農民健康保險及未有任何保險制

　度涵蓋的國民，全部納入基礎年金領取範圍。

2.由於目前軍、公、教退休人員的所得替代明顯高於一般平均水準，因此建

　議不納入基礎年金請領範圍。

3.基礎年金的領取亦可排除高所得者。

4.基礎年金將針對無保險年金給付者或保險年金給付低於某額度者扮演保證

　給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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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其他經濟安全體系的整合建議：

1.由於年金給付並非生活補助或社會救助性質，我們建議將國民年金給付列

　為個人所得。所得（目前係以家戶為單位）合計仍低於貧窮線者繼續給予

　社會救助。

2.目前國內有一個介於津貼與社會救助之間的所謂「中低收入」的老人與身

　心障礙生活補助制度，援引自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符合領取

　資格的人，一方面以身分別為考量，一方面須符合某種程度的家庭資產調

　查（但是高於貧窮線），不過卻是以個人為給付對象。建議將來年金開辦

　前，應先考慮讓低於貧窮線者回歸社會救助體系，其餘部分由國民年金支

　持，避免產生制度上的混淆。前提是，新制度的給付水準與資格不得低於

　舊制度。

3.將老人、原住民、老農等津貼納入國民年金支付體系，不再另行開辦與編

　列財源。

三、可行性評估：

1.人民接受度：目前領有各項津貼、補助之老人約為全體老年國民之72%。

　且民國九十一年敬老福利暫行津貼的開辦，已經讓國人逐漸習慣基礎年

　金，是一種不必繳費即可獲得的一種社會福利。

2.在開辦財源方面：整合（附表一）各項補助及津貼的累加就已經高達986

　億。在不加稅的前提下就已經有986億財源可供重新調配。更何況我國尚

　有公益彩券發行條例法定的盈餘撥補（每年約100億）；軍、公、教優存

　利息補貼（每年約600億），以及稅基流失導致的稅制改革加稅空間。這

　些經費勢足以因應國民年金制度的開辦。

3.如以政府公務預算之收取為國民年金財源，符合隨收隨付制、代間責任連

　帶及所得重新分配等理念。且可以整合目前相關法規授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發放的津貼或補助，以避免產生「中央請客、地方買單」或「符合

　中央規定、跨不過地方門檻」的諸多弊病。

為何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和現有三個版本不同的國民年金架構，道理很簡單，

因為政策條件已經不同（九十一年以前並未有老人福利暫行津貼）；其次，經濟

安全相關預算已經到了必須檢討整合的階段；第三，人民對國民年金制度的期

待。

立院跨屆不連續，版本重新退回行政院，是官方與民間、在朝與在野，再一

次就政策可行性、財政長短期負擔、人民接受度等因素，進行政策溝通的機會。

聯盟普遍對此契機有高度的期待，希望行政部門、朝野政黨和聯盟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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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推動聯盟：

（成員：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台灣女人連線、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老

人福利推動聯盟、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

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泛紫聯盟）94.4.11

圖一：舊版國民年金及各社會保險制度現行版本架構圖

圖二：聯盟版國民年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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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與家庭殷切期待的兒童節禮物

─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

新 聞 稿

主辦：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協辦：李永萍立委(親)、黃昭順立委(國)、黃淑英立委(民)、賴幸媛立委(台聯)

為了對抗少子化，「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結合各政黨女性立委和婦女、勞

工、社福、幼托人員以及企業界，共同推動「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政策」，將於

三月八日上午十點鐘於立法院群賢樓101會議室召開公聽會，邀請包括內政部蘇嘉

全部長、兒童局黃碧霞局長、主計處許璋瑤主計長、勞委會陳菊主委、中央健康

保險局劉見祥總經理出席回應，聯盟呼籲政府將此制度作為今年的兒童節禮物。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依據經建會的人口推估資料，將台灣的人口長相做

了趣味卻寫實的譬喻，九十三年為「富泰相」，人口結構四平八穩，以青壯年

人口居多，照顧負擔不會太重；一百一十五年則變為「勞碌相」，老年人口逐

漸增加，出生嬰兒數卻逐漸減少，青壯年人口要疲於奔命才能養家活口；到了

一百四十年就變為「福薄相」，不僅人口高齡化，出生嬰兒數又更少，讓國家搖

搖欲墜了，這種情形真要以「真恐怖」來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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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再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二年婦女婚育調查報告」

指出，上班族女性的平均月薪約兩萬八千元，然而平均一個小孩的每月托育費用

卻高達一萬五千元，薪水扣掉一個小孩保母費後的生活費剩不到一半，這還沒將

尿布錢、奶粉錢算進去呢，東扣西扣後生活費更少了。難怪本國籍女性視婚育為

畏途，大嘆「不生也罷」！

依據「保母管理暨補助制度」的設計，將馬上讓家長的托育費用降低一半，

說明如下表：

市鎮及都會地區

目前每名幼兒

保母日托費用

12,000-18,000元/月

每名幼兒日托

自付費用

5,000-8,000元/月

「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實施後（預估）

家長有工作納稅者               家長未繳薪資所得稅者

每月減少費用

7,000-10,000元/月

每名幼兒日托

自付費用

8,000-11,000元/月

每月減少費用

4,000-7,000元/月

如此一來，將可以有效促進「減輕托育重擔」與「鼓勵年輕人結婚生子」兩

者間的良性循環，國家社會才能夠蒙其力而長長久久地生存發展。

公聽會現場，李永萍立委(親)、黃昭順立委(國)、黃淑英立委(民)、賴幸媛

立委(台聯)將蒞場發言表達支持，並由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說明此制度對

勞工家庭的支持；還有一位育有兩位小孩的上班族媽媽說明托育費用昂貴讓她有

點後悔生小孩，假如當初知道養小孩這麼貴就不生了；還有台大的年輕女大學生

說明不想因為生小孩而影響生活品質，呼籲社會給她們一個想生小孩的環境。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表明少子化趨勢已經是國家社會當前的迫切危機，要

求出席公聽會的政府官員能夠提出具體回應，極力呼籲政府盡快採納實施「保母

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作為今年給兒童節的禮物！

有關「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的內容及辦法請詳見附檔，活動聯絡人

為：王百芳(02)25216196轉52／pengwan0252@pw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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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瀕臨絕種的動物──母親

籲請政院實施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二○○五年母親節建言

2005/04/20

當前我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危機是什麼？是母親正瀕臨絕種！

九十三年我國出生嬰兒為二十一．六萬人，比八十三年（三十二．三萬人）

減少超過十萬名，減幅達三分之一！對此現象，各界關注焦點莫不在嬰兒，如此

忽視了問題的癥結：生不出嬰兒，是因為母親正快速消失中。以九十三年為例，

當年出生嬰兒的生母為外籍配偶的比例為百分之十三．二，可知該年僅有十九萬

本國女性當母親。

為什麼本國母親會瀕臨絕種？根據各項調查可知，讓本國女性對於婚育裹

足不前的主要原因為：養育兒女經濟負擔過於沉重，社會不安全，欠缺福利措施

使女性無法兼顧工作與育兒，以及惡性競爭的教育讓父母不知如何是好。多年

來，這些因素不斷惡性循環，每況愈下。小孩不僅生不出來，生出來的也養不

好，不是隔代、隔縣教養，就是交昂貴的學費，讓營利業者進行噱頭式的托教，

導致小孩容易發生身心偏差，養成犯罪人口，使無辜的女性受害比例節節攀升，

於九十三年度平均每一百名暴力犯罪受害者中，就有七十二人為女性！──這樣

的社會，無怪乎女性拒絕婚育。於是男性轉而娶外籍新娘，自從九十年以後，每

年外籍配偶比例維持百分之三十上下！這些外配女性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做母親

後，也只好紛紛把養不起的小孩送回家鄉去隔海教養，以致在台灣出現外配村的

同時，外配的家鄉也開始出現「台灣之子街」。這樣的惡性循環，製造的問題如

螺旋盤迴上升，無止無盡，而對台灣之子的母親們，不論是外配或本國籍，災難

也是無窮無盡的，正如三月八日「托育政策催生聯盟」舉行的公聽會上，一位兩

名幼兒的母親所呼籲的：「請社會不要讓我們後悔生小孩！」──就是這樣的情

境，導致母親成為瀕臨絕種的稀有動物。

對於上述困境，由四十多位四黨立法委員及六十多個勞工、婦女、社福團

體和企業組成的「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政府和社會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

面對之。聯盟期待陳總統及行政院能夠以實際行動證明貫徹實施「五五五安親照

顧政策」的決心。「五五五政策」的五項子政策中，有四項以兒少為對象，這四

項「普及托育福利服務」模式的兒少政策，由於能夠兼顧各階層兒童與母親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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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才是能夠使女性做安心、有尊嚴的母親的政策，也才是能夠有效激勵女

性生育的政策。

但是，這四項兒少政策涵蓋對於嬰幼兒、兒童、少年的延續性服務，於

九十四年度的預算總計竟只有區區二億三千萬元！其中第一項是「社區保母支持

系統」，目前已於二十三縣市委託四十一個民間團體辦理，年度總預算也僅有

三千萬元，雖是正確的方向，然而由於經費及配套不足，功能有限，必須適度補

強，才能發揮「五五五政策」原先設定的效用。

由於保母是小孩生下後所需要的第一個托育服務，「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決

定將改革保母制度作為搶救瀕臨絕種的母親的第一個行動。於三月八日由四黨女

性立委共同舉辦的公聽會後，聯盟將各方意見充分納入，統整出一個有利幼兒、

家長和政府三方的務實可行辦法，於母親節前夕，籲請行政院予以雅納。此制度

的特點和預期成效有四，為「托育品質提高，家長負擔減輕，保母收入增加，兒

童虐待預防」，茲說明如下：

一、托育品質提高：納入現行「社區保母支持系統」中實施，由政府自辦，

　　或以管理每名保母每月一千兩百元之經費委託民間團體辦理，並對二足

　　歲以下幼兒接受管理系統之保母托育者，給予家長每月三千元補助，如

　　此可以藉著補助家長的策略讓保母納入管理，並藉著對於承辦團體的合

　　理補助，而對保母進行充分的管理和支持，使托育品質得到保障。

二、家長負擔降低：透過收費金額的訂定／調整，以及效能管理，和對於二

　　足歲以下幼兒每名每月三千元的補助，可使都會和市鎮地區的保母日托

　　費用，在每名保母照顧二至三名幼兒的情況下，減少三分之一以上，達

　　到「政府給三千，人民得六千」的奇妙效用！二足歲以上幼兒雖然沒有

　　特別補助，但若使用管理系統之保母，在每名保母照顧一名以上幼兒的

　　情況下，也能享受因為效能管理而來的明顯降價效果，以及托育品質的

　　提昇。請參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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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足歲以下幼兒每月保母日托費用表：

都會地區

17,000

市鎮地區

13,000

保母/幼兒

一比一

14,000

(-3,000)

10,000

(-3,000)

保母/幼兒

一比二

11,000

(-6,000)

8,500

(-4,500)

保母/幼兒

一比三

9,500

(-7,500)

7,000

(-6,000)

保母/幼兒

一比四

8,500

(-8,500)

6,000

(-7,000)

「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家長自付額（元/月，預估）
目前市價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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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母收入增加：長年以來，由於欠缺管理，供需沒有協調機制，保母的

　　工作和收入普遍處於不穩定的狀況。現在，少子化和外配家庭幼兒激

　　增，使保母的處境雪上加霜；很多保母由於只有一個小孩可帶，或是沒

　　有小孩可帶，以致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所需，或完全喪失收入。本制度

　　藉著補助家長而造成的「托育共購體系」，以及因為政府補助及「共購

　　連動降價」設計而產生的激勵生育作用，有助於使保母的工作及收入趨

　　於穩定，請參見下表：

二足歲以上幼兒每月日托費用表：

都會地區

17,000

市鎮地區

13,000

保母/幼兒

一比一

17,000

(=市價)

13,000

(=市價)

保母/幼兒

一比二

14,000

(-3,000)

11,500

(-1,500)

保母/幼兒

一比三

12,500

(-4,500)

10,000

(-3,000)

保母/幼兒

一比四

11,500

(-5,500)

9,000

(-4,000)

「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費用（元/月，預估）

（註：根據規定，每名保母最多可帶四名幼兒，其中二足歲以下嬰幼兒不得超過兩名）

四、兒童虐待預防：此制度是普及性的，服務遍及全國各地，可立即用於廣

　　泛早期處理欠缺妥善照顧之幼兒，以強制性或規勸性，以及協助父母托

　　育或家外安置之方式，將有受虐、受忽視疑慮之兒童，以早期處理模

　　式，納入為此保母管理制度之服務對象。這應是預防兒虐案件的切實且

　　立即可行之方案，建議盡速實施之，以早日實踐對於無辜兒童之人權保

　　障。

此政策所需經費規模之推估，根據「台灣地區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對於

保母日托收入表：

目前平均

日托收入

（元/月）

都會地區

17,000

市鎮地區

13,000

保母/幼兒

一比一

17,000

13,000

保母/幼兒

一比二

28,000

23,000

保母/幼兒

一比三

37,500

30,000

保母/幼兒

一比四

46,000

36,000

「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保母日托收入（元/月，預估）

（註：少子化和外配家庭激增，使目前保母平均約帶一名幼兒。）

目前市價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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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三歲幼兒之照顧，九十二年有7.87%母親托給保母或托嬰中心照顧。另外，

由親戚照顧的有22.35%，此部分估計於保母費用補助制度上路初期，將有三分

之一轉為由保母照顧（如此可以減少遠距相隔之隔代教養）。以上兩項百分比相

加，乘以兒童人口數，可粗略估計約有六萬名二足歲以下嬰幼兒有保母需求，以

補助一名嬰幼兒每月三千元、十三點五個月計算，需二十四億三千萬元。另外，

以一位保母可帶二名二足歲以下嬰幼兒推算，約需三萬名保母；承辦團體的執行

費用以平均管理一名保母需每月一千兩百元計算，為四億三千兩百萬元。此外，

針對家庭托育功能不足之兒童及幼兒提供之強制性及非強制性托育服務，粗估管

理費用及托育補助為三億元。以上經費相加，可得本「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

度」所需政府預算總計為三十一億六千兩百萬元。

本聯盟所提出的保母管理及費用補助制度，經過各方集思廣益，反覆斟酌，

是一個共識高，成本低，效能無窮的設計，能夠同時促進生育及就業，提升共享

互利的價值，並能預防兒虐，及避免誤導產生依賴性人口，因此是在全球化時代

社會永續發展的基礎工程。這套「政府給三千，人民得六千，社會得『永續』」

奇妙制度，我們呼籲行政院將它作為二○○五年母親節禮物，並以此舉展現政府

搶救瀕臨絕種的台灣母親的決心！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連署名單（按筆劃順序）： 

立法委員：王昱婷、王榮璋、王淑慧、尹伶瑛、田秋菫、李永萍、李紀珠、李昆澤、李嘉

進、何敏豪、林淑芬、林滄敏、林岱樺、卓伯源、吳成典、柯淑敏、孫大千、唐碧娥、章

仁香、高思博、高建智、郭素春、陳志彬、陳秀卿、陳銀河、陳瑩、黃昭順、黃淑英、黃

敏惠、黃志雄、黃義交、張慶惠、葉宜津、楊瓊瓔、張慶忠、盧天麟、劉政鴻、趙良燕、

蔡英文、賴幸媛、蕭美琴、謝欣霓、謝國樑、藍美津、羅明才、羅志明

人民團體：女性學學會、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北市婦慈協會、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灣二十一世

紀婦女協會、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台南市查某人關心協會、台南市新生命抗癌

服務協會、台南市婦幼志工隊、台灣女人連線、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南洋台灣姊

妹會、終止童妓協會、勵馨基金會、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

成長協會、高雄縣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台北市基督教婦女福利事業基金

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社區心理諮商學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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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總會、中華民國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台聯婦女部、台灣護理人員權益促進會、高雄

縣單親家庭關懷協會、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高雄縣志願服務協會、高雄縣五甲社區

照顧支援中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台北市基督教社會互談會、台

南市青少年生活關懷協會、台南家扶中心、台南市開元國小家長會、台南市府城同協會、

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台南市身心靈健康推廣協會、屏東縣部落工作永續發展協會、高雄

縣台灣關懷協會、華山生態文史聯盟、台南人劇團、三村國小認輔志工團、台灣大學魯啦

啦社、台灣大學政治系轉學生共進會、台灣大學全球資訊網路研究社、台灣原住民政策協

會、台灣勞工陣線、全國產業總工會、大同工會、台中市私立台安幼稚園、謙誠法律事務

所、南亞塑膠公司仁武廠產業公會、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東陽機精股份有限公

司、柏克萊企管顧問公司、台灣曾田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進隆廚具公司、舒使堡國際股份

公司、龍泰水電公司、鑫郁興業有限公司、蒂欣有限公司、三翔實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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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敬陪末座，傳統保母將岌岌可危！

'彭婉如'「保媽媽」優質保母服務

力擔媽媽與保母的甜蜜負荷

生育率敬陪末座，單打獨鬥保母將岌岌可危！

台灣生育率排行全球敬陪末座，面對目前少子化趨勢使保母競爭更趨白熱，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北區主任陳宗慈指出：傳統單打獨鬥的保母將岌岌可危！

11月17日早晨38名剛上完250小時訓練課程準備投入保母工作的婦女，齊聚

在彭婉如辦公室參加遴選口試。口試通過後她們將分組到資深保母家庭觀摩實習

三天，並由帶訓資深保母給予實習成績，之後基金會督導還會親自訪視新人家庭

環境，綜合各項目成績後評估是否具媒合轉介的資格。

為增加媒合的成功率，彭婉如試辦督導親自陪同家長到保母家，托育之後一

個月，立即作家長的滿意度調查，以提供該保母參考改進。

陳宗慈說，早期炙手可熱的保母市場已經翻轉。由於經濟不景氣，許多二度

就業婦女認同可以兼顧家庭的保母工作，以彭婉如為例：該會今年的保母訓練課

程總共開班7班，班班客滿，共計培訓280名新手保母加入戰場。

保母統一課程，術科訓練不足

彭婉如一年舉辦三次至少18小時以上在職訓練，讓保母們可以吸收新知，提

升育兒的專業知識。另外，同時培訓會內資深保母成為術科種子老師教導新人，

陳宗慈說：目前由政府規定統一的上課內容，保母反應術科訓練不足，所以該會

特別注重實務經驗的的教導與實習工作。陳宗慈指出：保母是一個照顧人的行

業，提供保母個人的心裡支持與輔導管理同樣重要。

小組運作提供保母感情支持網絡

今年，台北市社會局委辦彭婉如推行保母小組運作，將會內設籍台北市的保

母依行政區劃分，組成10-15人次一組的小單位，由資深保母擔任組長，負責平常

聯絡及三個月一次的交流活動，小組的運作提供了保母走出封閉型的家庭托育場

域，結識職場同儕，以及獲得經驗交流與感情的滋潤。

大安區小組組長許雅惠認為：小組聯誼提供保母媽媽很好的交流經驗，以他

的小組來說：有時候選在資深保母家觀摩托育環境，有時候選在咖啡店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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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她設定一個主題，大家互相交換保母經驗談，她們也會聊天、聊心事，有時候

聊先生孩子。小組內的保母成員，大都很肯定小組的成立。 

2006年與信誼、嬌生合作「說故事」與「嬰兒按摩」培訓

1999年彭婉如首度實施保母體檢及為受托兒承保第三責任險，並將「保母支

持系統」推展成為國家政策，今年，兒童局旗下登記已有40餘個保母支持系統。

在20日的活動會場，彭婉如對會內200多名保母宣布：年底前將與信誼基金會試

辦「保媽媽」說故事種子師資培訓，明年初也將展開與嬌生嬰兒按摩的合作計

畫。會場並首度展示一系列新的保母形象文宣設計與象徵保媽媽優質托育的五大

法寶─「支持網絡」、「媒合轉介」、「體檢保險」、「在職訓練」、「優質培

訓─嬰兒按摩與說故事」。

彭婉如要給女人永遠的肩膀和依靠

保母工作是一個「心」的工作，彭婉如基金會董事長劉毓秀指出：一個好的

保母其豐富的育兒經驗可以提供新手媽媽許多諮詢協助及心理慰藉；另外，讓媽

媽得以安心就業，不用放棄自己的工作與前途是另一項貢獻。所以好的托育政策

與好的托育品質才能讓婦女不再視生小孩為畏途。劉毓秀目前正在研議有關托育

補助的辦法。

「照顧寶寶，宛如家人」、「關心家長，宛如家人」、「疼惜保母，宛如

家人」，不偏家長或保母任一方而一向站在女人這一邊，給女人永遠的肩膀與依

靠，才是彭婉如的保母系統與別人最大的不同之處！

時間：11/20 （日） 記者會10:30-11:00 / 餐敘聯誼12:00-13:00

地點：北區海霸王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59號三樓

    時間

10:30-10:36

10:36-10:39

10:39-10:43

10:43-10:48

10:48-10:51

10:51-10:54

10:54-10:57

10:57-11:00

          項目

戲劇開場

董事長致詞

頒發感謝狀

彭婉如保母系統說明

信誼基金會致詞

嬌生公司致詞 

保媽媽優質托育五大法寶

誓師啟航

             人員

我最喜歡保媽媽

劉毓秀

小組組長代表

北區主任陳宗慈

信誼基金會執行長特別助理陳永昌

嬌生公司行銷處產品群經理余梅華

本會與各代表

200名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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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支持系統比較表

◎94年內政部兒童局登記有40個保母支持系統，但只有7122名保母加入。

　加入保母支持系統由兒童局補助保母體檢及第三人（受托兒）公共責任意外險的費用。

保母體檢

受託兒第三人公共責任

意外險

保母個人勞保、健保及

團體保險

保母個人及家人之團體

保險

保母126小時課程訓練

輔導考照

保母實習制度

媒合轉介

家長滿意度調查

在職訓練

電訪及家訪

保母支持網絡

說故事訓練

嬰兒按摩訓練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保母
支持系統

v

v

X

X

v

v

X

v

？

v

？

？

X

X

彭婉如保母
支持系統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由兒童局補助支持系統費

用辦理

由社區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承保無故定雇主之勞務人

員，費用由保母自付

同上

彭婉如收費6500元，市

價約8000元

資深保母帶領托育實習

彭婉如到府保母及坐月子

保母由督導親到媒合，在

宅保母試辦當中

彭婉如由督導親自到訪及

電訪

小組運作 (台北市)

連誼活動

2006年

2006年

說明項目 傳統保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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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鼓勵生育嗎？

--笨蛋！重點在友善的生、育環境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黃淑英立委辦公室、高雄婦女新知協會、台灣女人連線、怕生育聯盟

2005.06.17

社會少子、老化的現象相當受到社會與政府的重視，目前，政府亦著手進行

人口政策之擬定。但民間團體對於政府以「鼓勵生育」為主軸的政策思考有所質

疑，因此，「怕生育」聯盟特與黃淑英立委辦公室同召開記者會，除演出行動劇

外，並提出我們對台灣未來人口與社會的看法，希望政府未來在制訂相關政策時

能審慎思考。

黃淑英立委認為「鼓勵生育」的既定政策是有問題的。首先，決策過程沒有

民間團體的聲音：人口政策攸關國家興衰，是當今之要務，自應凝聚全民共識，

加速制訂。但幾年來，我們不斷的聽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很失望地，即便在去年

八月五日的人口政策研討會中，我們並沒有看到「掌握國家發展方向」的經建會

提出一個前瞻性、整體性、有時程表的規劃藍圖；而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提送

的草案，也因缺乏社福團體或婦女團體等參與，不能滿足民間的實際需求。

其次，決策缺乏性別的思考：決定要不要生小孩，在尊重女性身體的自主

性的前提下，通常也是出於父、母共同的意願，因此，在少子化的思考，應兼顧

女、男的立場。從內政部的調查中女性不想生小孩的比例約為10％，男性則為

30％，但是當前的討論裡，都是將生育視為女人的責任來檢討，將少子歸咎於女

性的晚婚、晚育、受教育時間長、生涯規劃、工作繁忙等，卻看不到男性也有一

樣的現象，也深深地影響生育率的降低。

此外，黃淑英立委亦特別提出人口政策不能僅在「量」上作思考：政府擔心

少子的問題會造成國家競爭力下降，高齡化社會老人照顧的負擔。這裡有兩件事

要思考，首先，國家競爭力與人口的多寡、年齡沒有絕對的關係，尤其是在知識

經濟的時代，它與國民的素養、教育水平更有關係。少子化思考的不僅是總人數

的問題，更是勞動參與力的問題。

高雄新知協會理事李佳燕女士則對於鼓勵生育的政策提出了質疑。目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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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萬人口數的國家中，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二，但我們的面積在同樣千萬以上人

口的國家中卻是倒數第二，而人口的稠密我們看到的是對於環境的傷害，我們應

該要重新思考：台灣台灣這塊土地上理想人口密度是多少才能維持與環境生態平

衡？而我們如何在一個高齡化的社會裡，漸進、穩定地達到這樣的人口數？聯盟

成員高雄新知協會總幹事馮珮亦針對新移民女性的議題呼籲政府應建立具有開放

觀念，平等、自由與多元文化的社會，至於高雄市教師協會理事長則認為應把握

「少子化」的契機，解決現今因人口過多，經費有限，而遲遲無法改善之沉?。例

如中小學每班人數過多，造成的低教育品質；或如，交通建設永遠趕不上道路開

闢速度。

綜而言之，「怕生育」聯盟要強調的是我們不是沒有意願生小孩，而是因為

沒有友善的環境，所以害怕生小孩，結婚、生育是個人的選擇及計畫。政府的作

為是營造環境，讓個人能在他的時間表，按部就班的完成他的規劃。因應少子沒

「撇步」，做好政府平時就應該作的事，就可以了。也就是說：政府應該營造友

善的生、育的環境，以利國人生育的選擇：政府應積極推動托育、老人照顧體系

公共化、社區化、積極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兩性工作平等法並落實友善的生產環

境。 更重要的是，政府應立即規劃社會安全體系，作以「人」的生命週期為主軸

的全方位的照顧，才能讓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我們要呼籲政府，在制訂人口政

策時，應回歸到「人」為主體做為政策的出發點，並應有性別的觀點與民主參與

式的決策過程，方能制訂出符合民眾需求的人口政策。

怕生育聯盟：

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台灣女人連線、南洋台灣姊妹會、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婦女新知

基金會、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宜蘭縣社

會工作師公會、桃園縣心理健康促進協會、高雄市一葉蘭同心會、高雄市水噹噹婦女關懷

協會、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高雄市基督教家庭協談中心、高雄市教師會、高雄市家長聯

盟促進會、高雄市舒緹國際蘭馨交流協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站、高雄市家庭照顧

者關懷協會……（繼續聯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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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教材哪裡找？新聞報導處處有！

─2004年媒體性別教育新聞檢視暨教材轉化記者會

主辦單位：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2005.1.24

這幾年性別平等教育在各級學校普遍實施，去年六月性別平等教育法也已通

過，該法責成所有教師，不但需要將性別教育融入各科教學，學校每學年還需實

施至少八小時的相關活動，大專院校並應廣開相關課程。這種種規定，造成許多

老師的惶恐和焦慮，不知性別教育如何教？性別教材又在哪裡？

本會成立於2002年，由各級學校對性別教育有熱忱有興趣的老師所組成，

其中主要為基層中小學教師。成立目標以及二年多來的努力方向有許多，包括：

培養性別教育種子師資、建立性別教師支援網路，進行相關國際交流，除此，還

有一項重要工作：積極開發相關教材教法。至今為止，由本協會所完成的相關教

材已有許多，包括《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我的性別意識成長歷程與實

踐》、《校園現場‧性別觀察》、《性要怎麼教？：性教育教師自學手冊》，還

有本協會成員之出版作品，如《性別教育大補帖》、《我把羅曼史變教材了》等

等。事實上，性別教材的來源管道多元，除了正式教科書、各類出版書籍之外，

媒體報導也是一個重要管道。

媒體報導可說是「無日不性別」。從關心性別議題的立場而言，性別議題能

見度的大幅提升，當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在閱讀這些報導的時候，也會覺

得有些報導的內容與角度，需要被進一步檢視。而如果一般教師想要進一步將這

些報導運用到教學中，該如何做才能達到較好的教學目的，是我們極為關切並願

意共同一起探討的。

為此，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特別蒐集過去一年、透過幾個主要平面與電

子媒體所報導、與性別教育相關的新聞，從性別平等的觀點加以檢視，除了分享

檢視結果之外，也探討如何將之轉化為可用之性別教育教材。期待透過這樣的努

力，達成以下兩個目的：

一、提升教育人員性別議題媒體識讀的能力；

二、增加教師活用並轉化媒體新聞報導為性別教育素材的能力。

在「2004年媒體性別教育新聞檢視暨教材轉化」記者會中，我們除了呈現我

們所整理出來的去年一年相關的性別教育新聞之外，並邀請幾位基層教師，分享

她／他們教材轉化的經驗與想法，相信一定能為「性別與媒體」這個主題與課程

做出豐富且生動的示範。

詳細檢視資料與報告

一、活動緣起：

建立性別善意的教育環境，一直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成立來所努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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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作為一個民間運動團體，若有性別相關事件發生或被報導，無論是即時做評

論、舉辦記者會、書寫文章或進行連署，都是發聲與善盡監督之責的做法。但我

們也發現，媒體新聞報導有如兩面刃，對性別教育而言，一方面它可能深深影響

學生的性別觀念，但另一方面，它同時也是唾手可得的生活教材。因此，如何有

效檢視新聞呈現方式與其議題取向，如何加以善用為性別教育的有利素材，就需

要培養具「性別意識敏感」之媒體識讀能力。由於過去中小學老師並沒有相關訓

練背景，因此對於如何閱讀媒體、如何對其中內容進行檢視與批判的能力，有待

提升加強。但反過來說，中小學老師一旦提升媒體性別識讀能力，即能透過整理

分析與校園／教育有關的性別新聞事件，從性別平等觀點出發，分辨媒體中不利

性別平等之內涵，轉化相關訊息為教學媒材，進行相關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生共

同討論學習。

為了此活動，本會自2004年初開始即著手進行每日性別教育新聞蒐集，至年

底則匯整並進行分析，並將成果與報告於2005年1月24日舉辦記者會公佈，記者

會中並將同時討論如何將媒體性別教育新聞轉化與運用為教材。

二、資料蒐集與定義方式：

以2004年1月至12月間網站國內電子新聞為蒐尋資料庫，以全文瀏覽加上關

鍵字（見下表類目）查閱方式，檢索相關新聞
1
全文，並依細目再整理為下表〔各

篇新聞全文請詳見附件。以主要各報新聞網站及入口網站之新聞網頁
2
為蒐集來

源，性別教育新聞定義為：與性別平等教育領域（含婦女、性別
3
 、性教育、多

元文化議題）相關，並以教育法令制度、各級學校之校園文化與教學活動、師生

角色與人際互動等為報導對象之新聞，包括政治（政策）、教育版、社會事件

（含地方性新聞）、社會調查等。

資料來源網站─

１．新聞類網站：

　　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main.html

　　自由時報電子新聞網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台灣立報 http://lihpao.shu.edu.tw/

２．相關入口網站之新聞網頁：

　　Yahoo新聞網頁 http://tw.news.yahoo.com/

　　蕃薯藤新聞網頁 http://news.yam.com/

　　MSN新聞網頁 http://www.msn.com.tw/news/

　　Hinet新聞網站 http://times.hinet.net/

　　Google新聞台灣版  http://news.google.com.tw/nwshp?hl=zh-TW&gl=tw

1：本報告所定義之新聞以國內事件報導及調查性專題新聞為主，不含報社評論及個人評論

　 文章或專欄。
2：入口網站之新聞網之內容及蒐尋範圍則擴大包含電子媒體(電視台／廣播)之新聞文稿。
3：定義包括：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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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4年媒體性別教育新聞總表：

則數

性別教育政策

校園性別空間

性別角色

校園暴力

法案推動(4)

職場歧視(3) 

校園性別空間

身體迷思(4)

性別教養與

性別氣質 (3)

職業角色(2)

性騷擾(5)

性侵害(4)

5/5   性別平等教育民間聯盟催生立法

6/4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 專家：性別教育里程碑

10/14 減少少女懷孕、墮胎 政府將補助民間輔導團體

11/19 多元家庭將獲尊重

4/9     婦團抨擊警大、海巡署招考歧視 

9/8   婦團批體壇性別歧視

11/17 女軍訓教官班考選作業明年停招

7/14  男女共廁共宿 台大要學梁祝？ 

10/7  海洋大學 宿舍妙會 妙不可言 

10/18 雲科大宿舍男女互訪 限時30分鐘 

11/10 防狼元智義工護花  男生組義工大隊 護送晚歸

      女生回家 東吳發揮管家婆精神

11/19 慧燈中學宿舍 「透明化」管理 

6/28  遛鳥風波「長庚的恥辱」 主角無奈

8/30  大學先生小姐選拔要無性經驗

      大學研究會︰堅持美的標準

9/22  玩國王遊戲 華岡六學生退學

10/30 怕胖不怕死？董小妹：繼續減肥 

3/31  養兒子較捨得花錢 6成4重男輕女

5/20  寧要男人婆 不屑娘娘腔

11/15 小學生：怕被說娘娘腔 中學生：在乎重男輕女

9/22  超完美嬌妻：國小老師！

12/30 52女學者 感謝貴人老公 

2/12  人本營隊變色 國小校長爆性騷擾

9/16  校園不設防 色狼無處不在

9/22  在家遛鳥 驚動對面女高中生宿舍

11/29 性騷學生全校皆知　數學老師仍任教 

12/17 教室播放血腥色情片 學生心驚 

2/17  校園性侵疑雲 女學生：性關係後 老師都給錢 

4/7   國小導師性侵 「小老師」兩度自戕 

5/27  小三女裸臥草叢��疑遭小五生性侵

11/23 輔大之狼投案 竟是科技大學生 

7

5

9

14

類目 細目 新聞標題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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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教育

實施

情感/分手

暴力 (3)

性/別暴力

(2)

性別統計(2)

性教育(8)

教學/

校園活動(7)

教材識讀(2)

同志教育(5)

5/23  女溜冰選手命案 兇嫌女教練︰我沒有殺人

9/16  追不到她吹噓上過床 國二生裁定感化

10/18 因應潑硫酸案 中山大學強化學生輔導

2/4   高中生偷拍同學上廁所 遭毆下體 

9/1   「霸凌校園」63%學童被欺負過

5/7   科技學系師生 女性遞減

10/2  台灣女性對於政經決策的影響力

1/8   有性經驗被約談 台大新生：早知裝處男 

2/9  「性」福鑑定團 校園開講 

4/16  婦團：反墮胎教材血腥 女學生看了噁心

6/25  明年誕生兩性教育館 邀七年級生打造

9/6   青少年性教育網站挨批 婦團指資訊錯誤百出 

      歧視同性戀 健康局：會改進

10/14 淺度勾搭 學者認這是兩性互動新模式 

11/25 校園該不該賣保險套？

12/15 青少年性趣濃 男：重性技巧 女：關心自保

4/19  社區大學性別議題開班不易

5/20  師大附中vs.北一女中 兩性議題學生大對決

5/27  台大倒追日　顛覆倒追 限女生參加

6/5   師大西瓜節登場　學生過六關搏西瓜 

9/30  公開探討同性、性別議題參與校外社運 

      中央大學酷兒社 活動多元

11/16  打開性別之眼 基層教師做研究

11/25 麵包節 男生大方送 女生宿舍不設防

4/15  工殤 旗津二十五淑女墓正名

11/17 板橋查某 國小列入鄉土教材

3/9   女校難容性別特質 遭多團體痛批 

6/13  校園同志甦醒日 裸露無罪 台大男廁放裸照

9/10   議員有歧見 同志遊行取消 

      同志團體：11月6日，我們自己來

12/14 同志教育 納入學校課程

12/19 王世堅批同志運動「傷風敗俗到極點」要求明年

22

則數類目 細目 新聞標題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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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數類目 細目 新聞標題及時間

原住民 (2)

新移民女性

(5)

64(總則數)

      停編預算 民政局：會嚴加監督

5/30    台東醫院調查：偏遠國中濫交問題嚴重

6/27   軍校乙組榜首 原住民包辦

4/8   新台灣之子 遲緩易受排擠

7/7   教部常次籲外籍新娘節育

11/17 在宅識字班 方便外籍媽媽

11/17 疼惜新台灣之子 師長要加把勁 

11/25 外籍配偶博覽會 呈現多元文化

7多元文化

合計

依上述類目做為檢索標準，共蒐集出64則，再根據細目，將新聞分類為上

表。以一年總天數平均計算後，約5.7天一則，可以說去年平均一週內，國內媒

體中至少就報導一則性別教育相關消息。其中，性別教育實施相關新聞居冠，比

例超過三分之一（34.3%，共22則）；其次，則有近四分之一的媒體報導焦點則

是發生於校園、或以學生加害對象的各類性／別暴力(共14則，佔22.0%)，討論

性別角色等相關內容則佔14.1%，性別教育政策及多元文化則各為11.1%（同為7

則）。　

四、新聞報導示例與教材轉化

性別教育政策

性別平等教育法開花結果

2004年對於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拓展而言，可說是成果豐碩的一年。多年來

經過民間團體與公部門的共同催生，性別平等教育法終於在2004年6月4日，三讀

通過，該法不僅代表著台灣自八○年代即萌芽的落實兩性／性別平等教育呼聲，

邁向新里程碑，也獨步亞洲，甚至超越歐美許多先進國家。過去政策及法律領域

易被歸為冷門或邊緣性新聞，也由於該法案內容與相關概念（包括：保障性傾向

及懷孕學生之就學權）多為台灣性別教育法令創舉，使得性別教育政策新聞得以

在2004下半年有較多曝光機會。

職場歧視仍無所不在！

雖然，法案通過就像為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展打了一劑強心針，但諷刺的是，

2004年，台灣仍然發生了三件與教育有關的職場歧視，而且都與國家性考試、公

部門招募政策及體育教育資源分配有關。其中，【4/9 婦團抨擊警大、海巡署招

考歧視】、【9/8 婦團批體壇性別歧視】，都是由婦運團體主動揭弊，砲轟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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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要求回應並立即改善。對於政策公然違反性別平等原則的現象，也顯示性別平

等及社會正義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對於鼓勵女性往非傳統職業領域發展，亦是

很負面的教育示範。將這樣的新聞內容在教育現場中加以運用，除了可以討論教

育及工作權平等、職場性別歧視議題之外，同時亦能培養學生形成監督批判政策

的公民意識。

性別教育實施

誰來談性？說性？教性？

去年在性別教育實施新聞中，以性教育議題出現的頻率最高（8則），平均

一個半月就相對而言，長期以來在校園中實施的性教育，也有許多值得批判的問

題，包括：長期在校園裡被廣泛流傳、用於教學的墮胎影片（【4/16婦團：反墮

胎教材血腥 女學生看了噁心】），婦團及性別教育團體抨擊該片墮胎資訊片面偏

誤，僅選擇以血腥畫面，譴責墮胎女性殘殺生命等單一價值，不僅缺乏女性身體

自主權觀點，也不利於性教育的多元呈現。而去年三則有關校園及公部門政策新

聞（【1/8 有性經驗被約談 台大新生：早知裝處男】、【6/25 明年誕生兩性教

育館 邀七年級生打造】、【9/6青少年性教育網站挨批 婦團指資訊錯誤百出 歧

視同性戀 健康局：會改進】），固然呈現政府推動性教育之所謂成果，但也呈現

性教育議題長期缺乏性別／性傾向平等觀點，只注重性生理教育，也忽略了性別

文化刻板印象。

送西瓜還是麵包　誰「正追」誰又「倒追」？

在檢視新聞中，我們發現，特別在各大學中，性別互動活動設計，還是充斥

異性戀性別刻板模式，活動營造及媒體呈現均不脫「男主動，女被動」之傳統模

式（這點從新聞標題就可見端倪「11/25 麵包節 男生大方送 女生宿舍不設防」、

「男勇敢積極，女嬌柔害羞」等字眼。唯一較有性別意識思考的是，台大倒追日

的活動（【5/27 台大倒追日　顛覆倒追限女生參加】），或許雷聲大雨點小，

以顛覆刻板追求作為活動設計主軸，突破創新的思維值得其他學校參考。另外，

我們也觀察到，不管是高中或大學，性別議題辯論比賽已行之有年，但易流於形

式，或是非對錯的二元對立僵化模式，或許學生說一套做一套，口是卻心非，這

樣推行性別教育如何達到成效，的確值得討論。

同志教育尚未成功　妳我還需一起努力

性傾向教育及議題，在去年的新聞，也佔了一定分量（5則），平均2.4個

月就出現一則，其中較正面積極的，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明訂保障同志學生權

益，同志學生社團所舉辦的活動，以及邁入第二屆的同志大遊行，但同志的社

會處境依舊艱困。雖然，同志教育的積極性意義已彰顯於性別平等教育法中，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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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媒體報導中仍處處看見，許多學校人員或民意代表對於性傾向未有正確理解，

不願平等尊重，仍採偏誤歧視的觀點，例如：北市議員仍可從「同志遊行傷風敗

俗」、「同性戀是病態需矯治」等公開發言，或是學校校規透過不當服儀規訓等

種種層面打壓同志學生，而學校課程中實施的同志教育內容卻是「如何分辨真假

同性戀？」等等。種種例子都顯示同志教育在台灣仍有很大努力空間。

自鄉土民俗取材：從鄉土文史談到性別意涵　民俗故事也能這樣教…

在鄉土民俗教材識讀部分，我們舉出【4/15 工殤 旗津二十五淑女墓正名】及

【11/17 板橋查某 國小列入鄉土教材】這二則新聞為例，說明台灣社會中，包括

許多文化習俗、傳說或是傳唱的鄉土歌謠，都可能潛藏著性別教材。在九年一貫

課程中，除了著重其鄉土教材應用特性之外，也可以從內容分析，從性別觀點討

論其意涵，將之融入性別教育。例如：高雄旗津二十五淑女墓，過去多半是所謂

雲英未嫁卻慘遭沒頂的女孤魂，騷擾陽世男子等民間鄉野傳聞
4
，不僅是對未婚女

性的污名化，也未正視這群當年在上班途中不幸喪生的二十五位年輕女性勞工對

經濟的貢獻。回應婦運團體及學者的呼籲，高雄市政府在工殤紀念日將淑女墓正

名為「六○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將這個知名墓祠，重新

論述紀念，並融入當地觀光發展計畫的一環。

我們不僅可以跟學生討論民俗由來、當地文史及台灣經濟發展，達到鄉土與

歷史教學的目標，同時將在地的歷史知識與隱含的性別議題（包括單身／女性歧

視、職業女性、父權的祭祀制度等等），轉化成為教學的材料，對於教育工作者

是一個重要的啟示，除了能提升性別意識之外，配合著節日到來，藉由重新詮釋

及故事訴說，激發學生觀察並說出自己的所見所聞，進行貼近生活經驗的性別平

權教育。

教數學也能教性別　性別統計就在你身邊！

此外，媒體中經常出現的性別統計，則是應用在教學上的最佳範例，特別是

數學科的融入式教學，教學重點可以是性別統計的基本知識與概念，當然也不是

所有的社會調查都需全盤接受，如何分辨統計的真實效度？其中是否有商業性或

商品化問題？當然也是媒體識讀的一環。最重要的是，性別議題討論不費吹灰之

力就能方便可得，以【5/7 科技學系師生 女性遞減】為例，報導指出了各項數

據：『…根據教育部統計，科技類學科女生僅佔三分之一，在各行各業亦未受到

同等尊重。…根據去年(2003)學生選讀科系分析，科技類共六十四萬七千人，女

生僅二十一萬五千人，佔三十三．七％，約三分之一；相對總學生數一百二十七

4：包括姑娘廟（未婚女性亡者集中共同祭祀），也有類似傳聞。婦女新知基金會在2003

　　　年清明節曾舉辦「從姑娘廟談祭祀的性別平等文化」記者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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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比例上更降至一成七……』、『….大專院校化學系師資女性僅佔一成四，

中山大學、高雄和彰師大化學系助理教授級以上女性均掛零。….』，此外這則新

聞可延伸的議題，包括：科技女性教育與經驗分享、如何結合社會資源找尋科技

女性典範，甚至邀請校園內數理領域的女教師進行求學經驗分享，在生活教育中

就帶給學生最直接的潛在學習。

校園暴力

在校園暴力新聞中，仍以性騷擾與性侵害相關報導最多（9則），性騷擾案

件則分佈在中小學（含國中小，高中），性侵害案件則發生在大學及小學，值得

注意的是，包括連續累犯的輔大之狼，以及小學生為性侵加害者，顯示校園安全

亮起紅燈，急需相關教育。而媒體貿然進入校園採訪，或追逐師生受訪的狀況，

仍然持續上演，顯示各級學校的校園性騷擾／性侵害申訴處理機制，能動與積極

性都有待加強。在情感或分手暴力部分，因情感追求或分手引發的暴力事件共有

三則，這三則新聞恰巧代表了暴力的樣態（從言詞精神暴力、肢體傷害到殺害致

死），也都成為重大的社會案件。一直以來，中小學到大學都相當缺乏情感教

育，或甚少重視性別互動中權力關係的討論，事實上，我們可以從相關新聞報導

蒐集，計算比例，輔以廣告、戲劇、電影中相關場景的討論，不僅深化，也能多

元應用作為討論。

性別暴力之中，我們看到多元性別氣質學生仍屬校園性別弱勢。關於性別角

色刻板印象，去年度就有二則新聞顯示，多元性別氣質的學生仍身處於不友善的

校園氣氛中，並對其人際與互動關係造成困擾，甚至而影響其就學權，更是校園

性別化暴力的受害對象。如：在【9/1「霸凌校園」63%學童被欺負過】的報導中

顯示：『…以「言語霸凌」最嚴重，高達五成五左右，被嘲笑、威脅或因體型而

被取綽號、被罵，甚至連功課不好、長相特殊都成為取笑來源。有人被全班聯合

欺負關進廁所，有人因體型被取笑「大屁股」、「大奶媽」。…』 。而另一個

校園性別化暴力的大型調查中，也表示【11/15小學生：怕被說娘娘腔 中學生：

在乎重男輕女】，『…調查發現，國小學生認為在兩性關係困擾中，最重要的是

「被同學取笑為娘娘腔或男人婆」，國、高中職學生則認為「父母親重男輕女的

觀念」最重要。調查顯示，年紀愈小的學生，遭遇過校園性別化暴力的比例越

高。……』 

性別角色

關於身體迷思的新聞，包括：長庚遛鳥俠引發了軒然大波，甚至引發相當大

的新聞效應；一名國二女生因為減肥過度，而差點肝衰竭死亡的消息（【10/30怕

胖不怕死？董小妹：繼續減肥】）。而【8/30 大學先生小姐選拔要無性經驗】，

除了討論身體／外貌迷思之外，也可探究性別化的身體，選美意涵及標準傳遞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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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價值訊息，至於如何正視校園間學生互動的性遊戲或肢體探索(【9/22 玩國王

遊戲 華岡六學生退學】)？都是性別教育的重要課題。此外，我們也舉出二則職

業角色新聞，呈現教師角色的刻板印象（【9/22  超完美嬌妻：國小老師！】）與

女性追求學術之路的困境（【12/30 52女學者 感謝貴人老公】），教師們在運用

這個部分時，也可同時與〔職場性別歧視〕主題相結合。

校園性別空間

有趣的是，本報告所檢索的新聞內容，所有的校園性別空間議題都與宿舍有

關。其中4則為大學宿舍規範的報導，1則為高中女宿舍，而多半皆為女生宿舍管

理與性別互動有關，而台大所提出的男女共廁共宿的想法，也只在討論階段，可

見女學生處在校園性別空間中，仍屬於被「保護管束」的族群。而學校管理尺度

與尊重學生隱私權界線應如何拿捏，也應該是校園民主討論的開始。

多元文化

身為原住民，難道是原罪嗎？

在多元文化及性別教育相關的新聞中，細目則以對象（原住民及外籍新移

民女性）區分來作為新聞分類的標準，其中原住民相關新聞僅有二則，而內容卻

都相當反挫。例如：【5/30台東醫院調查：偏遠國中濫交問題嚴重】，在該則新

聞中，從所謂的精神醫療專業觀點，討論所謂偏遠地區國中生性行為偏差問題，

報導稱：『……台東縣某國中去年傳出十三名男同學有戴耳環、留長髮等女性行

為；後又傳出校內三名女生與社區的叔叔、伯伯、榮民發生性關係…』，但報導

中均只引述該名醫師的價值與看法推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到各鄉鎮實地訪視

後，發覺村民性行為偏差問題嚴重，尤其偏遠地區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比例很

高，上一代的偏差行為深深影響下一代，有樣學樣。』在忽略社會結構（經濟階

級、城鄉差距與種族歧視緊密結合）的情況下，這樣的報導內容不僅加深了「偏

遠地區」、「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的污名，同時使用「濫交」此種充滿

偏見的詞彙批評，或是認為「男同學有戴耳環、留長髮等女性行為就是行為偏

差」，都非常缺乏性別平等概念。

再以【6/27 軍校乙組榜首原住民包辦】這則新聞為例，該消息發佈後，甚

至引發立委反彈不滿，認為原住民學生因為加分之「優勢」而考取了軍校中不錯

的科系，「佔」掉了漢人學生的名額，這樣的思維不僅強化了對族群平等教育迷

思，也無視於台灣教育普遍對原住民學生不利的情況，包括長期以來極具漢人中

心而排斥異族或異文化的教材內容與語言使用對原住民族群尊嚴的戕害與淪喪，

從結構來看，若要讓消極且階段性的「加分」政策取消，應該是要著眼於改善整

個教育制度及內容，讓更多的原住民能夠在接受教育資源的同時，也能夠貼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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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社會文化，如此才符合台灣多元文化的社會特性。我們不應該讓「加分」成

為原住民學生所背負的原罪，而且單單指斥責遭教育政策犧牲的原住民學生並不

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了原漢互相擠壓，造成族群分裂的問題。

她鄉真的是故鄉？！新聞中的新移民女性

新移民女性是台灣近幾年來的新興議題，許多社會教育政策與焦點，也都鎖

定在這個部分，因此，我們檢索到許多跟政策有關的新聞，包括：【11/17 在宅識

字班 方便外籍媽媽】，【11/25 外籍配偶博覽會 呈現多元文化】，【11/17 疼惜

新台灣之子 師長要加把勁】），但也出現反挫言論（如：【7/7 教部常次籲外籍

新娘節育】），或對所謂新移民女性的子女教育採負面評價（【4/8 新台灣之子 

遲緩易受排擠】），或僅從「問題面」來呈現。台灣未來將如何落實多元文化教

育，包括深化多元家庭的議題？在教學現場，教師們是否具備相關知能？都是我

們需要嚴肅面對的議題。

五、結語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這份報告提供性別新聞運用於教學的觀點，因為在推展

性別教育過程中，教師們常慨嘆她／他們在學校的教學成效往往很容易被媒體的

節目、報導所抵銷。當現今台灣媒體中充斥著腥煽暴力、性別與性傾向歧視、物

化女性身體等訊息時，如何加強老師與學生的媒體識能（media literacy）便成為

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忽視的一環。唯有透過「媒體與性別教育」的主題，同時強調

媒體相關人員性別教育的加強，教師也能利用自學或在職進修，深化性別教育議

題，提升性別意識與相關教學知能，提升自我媒體識能的能力，以便在教學過程

中協助學生培養性別平等意識與閱讀媒體能力。

◆

性
別
教
育
與
文
化

附件二  2004年媒體性別教育新聞檢視暨教材轉化記者會檢索資料來源

新聞標題及時間

性別平等教育民間聯盟催生立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 專家：性別教育里程碑

減少少女懷孕、墮胎 政府將補助民間輔導團體

多元家庭將獲尊重

婦團抨擊警大、海巡署招考歧視 

婦團批體壇性別歧視

女軍訓教官班考選作業明年停招

男女共廁共宿 台大要學梁祝？ 

新聞來源

中國時報

中央社

民生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中時晚報

台灣立報

中國時報

5/5

6/4

10/14

11/19

4/9

9/8

11/17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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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18

11/10 

11/19

6/28

8/30

9/22

10/30

3/31

5/20

11/15

9/22

12/30

2/12

9/16

9/22

11/29

12/17

2/17

4/7

5/27

11/23

5/23

9/16

10/18

2/4

9/1

5/7

10/2

1/8

2/9

新聞標題及時間

海洋大學 宿舍妙會 妙不可言 

雲科大宿舍男女互訪 限時30分鐘 

防狼元智義工護花  男生組義工大隊 護送晚歸女生回家 東吳發

揮管家婆精神

慧燈中學宿舍 「透明化」管理 

遛鳥風波「長庚的恥辱」 主角無奈

大學先生小姐選拔要無性經驗

大學研究會︰堅持美的標準

玩國王遊戲 華岡六學生退學

怕胖不怕死？董小妹：繼續減肥 

養兒子較捨得花錢 6成4重男輕女

寧要男人婆 不屑娘娘腔

小學生：怕被說娘娘腔 中學生：在乎重男輕女

超完美嬌妻：國小老師！

52女學者 感謝貴人老公 

人本營隊變色 國小校長爆性騷擾

校園不設防 色狼無處不在

在家遛鳥 驚動對面女高中生宿舍

性騷學生全校皆知　數學老師仍任教 

教室播放血腥色情片 學生心驚 

校園性侵疑雲 女學生：性關係後 老師都給錢 

國小導師性侵 「小老師」兩度自戕 

小三女裸臥草叢�疑遭小五生性侵

輔大之狼投案 竟是科技大學生 

女溜冰選手命案 兇嫌女教練︰我沒有殺人

追不到她吹噓上過床 國二生裁定感化

因應潑硫酸案 中山大學強化學生輔導

高中生偷拍同學上廁所 遭毆下體 

「霸凌校園」63%學童被欺負過

科技學系師生 女性遞減

台灣女性對於政經決策的影響力

有性經驗被約談 台大新生：早知裝處男 

「性」福鑑定團 校園開講 

新聞來源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星報

星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中時晚報

星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聯合報

中時晚報

中國時報

聯合新聞網

TVBS新聞

台視新聞

中時晚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中時晚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中央社

聯合新聞網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民生報

星報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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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6/25

9/6

10/14

11/25

12/15

4/19

5/20

5/27

6/5

9/30

11/16

11/25

4/15

11/17

3/9

6/13

9/10

12/14

12/19

5/30

6/27

4/8

7/7

11/17

11/17

11/25

婦團：反墮胎教材血腥 女學生看了噁心

明年誕生兩性教育館 邀七年級生打造

青少年性教育網站挨批 婦團指資訊錯誤百出 歧視同性戀 健康

局：會改進

淺度勾搭 學者認這是兩性互動新模式 

校園該不該賣保險套？

青少年性趣濃 男：重性技巧 女：關心自保

社區大學性別議題開班不易

師大附中vs.北一女中 兩性議題學生大對決

台大倒追日　顛覆倒追 限女生參加

師大西瓜節登場　學生過六關搏西瓜 

公開探討同性、性別議題參與校外社運 中央大學酷兒社活動多元

打開性別之眼 基層教師做研究

麵包節 男生大方送 女生宿舍不設防

工殤 旗津二十五淑女墓正名

板橋查某 國小列入鄉土教材

女校難容性別特質 遭多團體痛批 

校園同志甦醒日 裸露無罪 台大男廁放裸照

議員有歧見 同志遊行取消 同志團體：11月6日，我們自己來

同志教育 納入學校課程

王世堅批同志運動「傷風敗俗到極點」要求明年停編預算 民政

局：會嚴加監督

台東醫院調查：偏遠國中濫交問題嚴重

軍校乙組榜首 原住民包辦

新台灣之子 遲緩易受排擠

教部常次籲外籍新娘節育

在宅識字班 方便外籍媽媽

疼惜新台灣之子 師長要加把勁 

外籍配偶博覽會 呈現多元文化

台灣立報

中國時報

民生報

民生報

聯合報

中時電子報

中國時報

星報

台灣立報

TVBS新聞

民生報

台灣立報

東森新聞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星報

自由時報

聯合報

聯合新聞網

聯合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民生報

新聞標題及時間 新聞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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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屆「性別無界 親職多元」攝影展

北區開展暨頒獎儀式

新 聞 稿

2005.10.23

由教育部主辦，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承辦「性別無界　親職多元」攝影展

在九月三十日截止徵件後，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274件參賽作品，此次活動獲得

各界熱情參與，無疑給予首屆舉辦的本活動最實質的迴響與鼓勵。作品呈現均十

分的精釆，可謂競爭激烈，十月中旬經評審委員會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的評

審，主題意識、內容呈現及專業技術等三項標準評選結果，共有51件作品獲選。

今日(10/23)下午二時於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2樓展覽中心舉辦頒獎儀式及座

談，作品攝影展持續展出到十月二十六日，南區展期將於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二月

二十二日展開，展覽地點則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第四臨時展示廳。作品亦將刊

載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主辦單位表示，家人關係，親職互動，其實是許多變項的組合，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是觀念的改變，更是生活的落實，近年來，由於社會快速地變遷及性別意

識的提昇，許多保障性別平權的法律通過，性別教育的落實、「性別主流化」、

托育照顧公共化政策的推動，帶動了男性成長及親職角色的轉變，而新移民與新

住民的加入，使得台灣家庭的組成方式更趨多樣。一張好的圖像往往勝過千言萬

語，特別是，國際間的多元家庭及親子照片展已行之有年，常常把無形思維具象

化，成為性別議題融入社會教育的最佳素材。因此，由教育部主辦，台灣性別平

等教育協會承辦，特別規劃出以「性別無界 親職多元」為題年度活動，結合性別

觀點來呈現多元親職，是台灣首度以此主題來舉辦攝影展，意義深遠，希望藉此

打開全民性別的視野，多一些敏感度，透過攝影去呈現在一般人習以為常或奉為

標準的人生樣態之外，事實上早已存在，且可能具有各式各樣喜怒哀樂的多元親

職∕家庭關係，也希望從照片中讀到更多的訊息，以用來檢視我們自身的性別觀

念，透過以鏡頭深入來捕捉生活週遭，以照片來述說屬於台灣社會各種多元、自

在、跨族群、跨世代、跳脫僵固性別角色的親職樣態。

此次活動除了一般民眾，也有許多中小學師生寄來作品，得?作品含括了親

子、手足、師生、同志、好友的互動，甚至人和動物的相伴，也有移民女性，原

住民族群及外籍勞工照顧者的呈現，內容豐富，極具意義，希望藉此讓更多人感

受到情感的多元可能，擴展家的意義，打開性別視野，促成台灣社會邁向更多

元、包容、豐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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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流‧國際視野

2005加拿大性別／婦女教育參訪交流暨成果分享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活動說明：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於2002年11月成立後，即以集結培訓更多性別平等教

育種子教師，交流彼此經驗主要目的，除了形成性別平等教育教師支援網絡、開

發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資源、舉辦種子教師進階研習外，另一項主要宗旨亦在加強

與國內外性別平等教育相團體之連結與交流。而近年來，政府在各領域政策實踐

也逐步希望朝向「性別主流化」國際潮流，因此，本會參訪，除希望延續本會成

立宗旨之一，也持續透過民間團體角色，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國際交流，拓

展台灣經驗發聲管道，累積「性別主流化」之本土經驗。.

另外，經過一年的籌備，2003年8月，本會在瑞典駐台貿易委員會、瑞典國

家性別研究中心（The Swedish Secretariat for Gender Research）、瑞典性教育

協會（RFSU）協助規劃下，也獲得外交部、教育部及行政院青輔會補助部分經

費，組團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和首都斯德哥爾摩，進行為期十四天的參訪之

旅，參訪行程緊湊充實，共計參訪十二個機構與團體，包括瑞典性別平等中央部

會、國家性別研究機構與資源中心、學校、民間團體，以對於瑞典政府性別平等

政策與執行、瑞典性別研究、學校性別教育，以及政府、民間、學校體系之合作

有深入之了解。返國後，經過二個月的資料整理與心得撰寫，參訪團則於2003年

11月18日及24日分別於台北（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及高雄（新上國小視聽教

室）舉辦二場「瑞典行參訪成果發表會」，透過影像、座談分享將參訪實錄完整

呈現。

2003的瑞典參訪，達到許多預期效益，包括深度認識瑞典中央與地方各級

政府，如何推動性別平等相關事務，實地訪察瑞典民間團體之運作暨公民社會打

造之過程。同時在汲取瑞典民間社會、學校暨政府組織性別平等推動之經驗時，

也因為面對面的互動與討論，思索政策的落實經驗及面對的考驗，相對的，也在

分享台灣性別平等推動經驗時，促進瑞典社會對於台灣之了解，進一步累積與拓

展台灣與國際接軌之機會與網絡。有了此次成功及收獲豐碩的經驗，本會四位成

員
1
再度於2004年8月4日至10日前往澳洲伯斯（Perth）參與大學女性國際聯合會

◆

性
別
教
育
與
文
化



台灣婦女年鑑 第三篇 團體動態與紀實

394 395

（The 28th Trienni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AIFUW）第28屆研討會
2
，在專題研討議程部分，經主辦單位審查通過，本會蘇芊

玲理事長及林昱貞理事則進行二篇論文發表，向各國代表介紹台灣性別平等教育

推動與實踐經驗，實質促進國際相關社群對台灣發展實務之了解。除此之外，其

它團員則從與會者身分參與工作坊討論，實地透過互動討論與相關參訪行程，汲

取各國推動經驗。或於正式議程之外的交談與溝通過程中，建立與各國代表持續

互動交流之網絡與情誼。由於加強世代交替與年青女性參與為各會員組織發展／

再造的重要課題，本次台灣與會成員年齡年輕，亦讓各國代表印象深刻。

2004年底透過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唐文慧教授與加拿大婦女研究先驅學

者Dr. Dorothy Smith教授的引薦，及就讀UBC大學婦女研究博士生林卉羚，及多

倫多大學地理系輔修性別研究博士生吳瑾嫣在地協助聯繫，2005年暑假本會再度

組團至加拿大進行性別教育／婦女研究之相關學術機構暨民間團體的參訪交流，

將加拿大性別教育之相關政策及具體落實經驗帶回國內，作進一步的介紹與討論

之外，更將台灣多年來在此方面的努力與推動，藉由交流分享介紹給加國相關團

體，增進彼此了解。參訪分享會分為北南二區。

本次參訪行程將分別於溫哥華，多倫多二大城進行，參訪活動內容主為機構

參訪（包括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機構與資源中心、非營利組織），並與相關人員

進行座談，以對於加國政府性別平等政策與執行、性別／婦女及多元文化研究、

中學性別教育實施及政府、民間、學校體系之合作有所了解。

本次參訪安排原則為一天二個機構為主，為使成員在參訪後有時間進行內部

討論及考量方便性，本次住宿之安排特地選定溫哥華UBC大學及多倫多大學附屬宿

舍，以便有交誼廳之空間進行內部研討。參訪行程安排如下表：

1：包括本會蘇芊玲理事長、呂木蘭理事、林昱貞理事及賴友梅秘書長。

2：IFUW  2004年研討會的主題則為：Humanizing Globalization: Empowering Women，在

　 全球化議題的架構下，延續深化女性增能的國際經驗研討，與會者透過參與專題研討及

　 工作坊進行互動討論，從政經結構、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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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行程表Visiting  Schedule

I、7/18~7/22溫哥華【Vancouver】

7/15（五）   

7/16-7/17  

日期   時間         機構與交流議題                    引言人

7/18(一)

7/19(二)

7/20(三)

10:00

-12:00

2:00

-4:00

10:00

-12:00

2:00

-3:30

11:30

-12:30

1:30

-3:30

4:00

-6:00

UBC婦女暨性別關係研究中心I

http://www.wmst.ubc.ca/

主題：回顧與前瞻－加拿大與台灣

的婦女/性別研究雙向交流

UBC婦女暨性別關係研究中心II

主題：

女性主義行動研究暨運動中的女性

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First Nation House of Learning 

http://www.longhouse.ubc.ca/

主題：加拿大的族群教育與多元文

化研究

UBC大學托育中心

http://www.childcare.ubc.ca/

Downtown Eastside婦女中心

http://www.dewc.ca/

亞裔防治愛滋病協會

Asian Society for Intervention of 

AIDS

(ASIA) http://www.asia.bc.ca/

針對女性性工作者之計畫

The ORCHID Project

溫哥華婦女地位組織

Vancouver Status of Women Center 

Sneja Gunew 教授 (性別研究中

心主任director)
Margery Fee 教授

楊佳羚

Wendy Frisby¡  教授(性別研究大

學部學程負責人 Women's Studies 

Undergraduate Program)

游美惠

Madeleine MacIvor(副主任Asso-

ciate Director)
Hanna Rosalin(負責原住民學生服

務)

Graham Hingangaroa Smith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Indig-

enous Education)

達努巴克、卓耕宇

Bev Chr i s t ian(副主任Ass i s tant 

Director)

唐文慧

Cynthia Low(行政協調Adminis-

trative Coordinator)

王儷靜

Mandip Kharod 

(Program Coordinator of Volunteer 

Resources)
Caitlin Johnston

(ORCHID Project Coordinator) 

千原晉平

（MSM Program Coordinator）
Frank Yang

( Fund Development Offier) 

賴友梅、鄭智偉

Benita Bunjun

(Project Coordinator)

從台北前發溫哥華

調整時差／熟悉UBC當地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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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機構與交流議題                     引言人

for the statues of Canadian wom-

en (VSW) www.vsw.ca

UBC Equity Office平等辦公室

http://www.equity.ubc.ca/

The Centre LGBT

www.lgtbcentrevancouver.com

2:00

-4:00

10:30-

7/21(四)

7/22(五)

Cecily Nicholson

(企畫協調program coordinator)
Junie Desil 

(資源及志工Resource & Volunteer 

Coordinator)

林以加、陳律伶

Margaret Sarkissian

(資深平等事務顧問Senior Equity 

Advisor)
Parker Johnson 

(Equity Advisor)

謝小芩、楊心蕙

Peter Toppings(教育協調Educa-

tion & Outreach Coordinator)

吳政庭

日期  時間         機構與交流議題                     引言人

II、7/26~7/29多倫多【Toronto】

7/26(二)

7/27(三)

7/28(四)

10:00

-12:00

2:00

-4:00

10:00

-12:30

2:30

-4:00

10:00

-12:00

多倫多大學安大略省教育研究中心

(OISE)

高中性別課程設計

多倫多大學婦女研究中心(IWSGS)

暨如何避免課堂、課程、課本的性

別偏見

http://www.utoronto.ca/iwsgs/

TYP(Transitional Year Program) 

中輟高中生入學大學學習計畫

http://www.library.utoronto.ca/typ/

index.htm

The White Ribbon Campaign

白絲帶運動團體

http://www.whiteribbon.ca/

Paula Bourne(主任director)

蘇芊玲

Kathleen Gallagher

(OISE課程與教學系教授)

Caroline Fusco

(多大體育系教授)

呂木蘭、吳美枝

June Larkin(大學部課程負責人un-

dergraduate coordinator)
Kay Armatage（Associate Profes-

sor of UT ；多大電影系教授)

劉宜

Rona Abramovitch

(主任director)

林昱貞

Michael Kaufman(創辦人)

Clay Jones

Sarah Alden（教育助理）

洪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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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機構與交流議題                      引言人

7/29(五)

 

Supporting Our Youth

青少年同志組織 

http://www.soytoronto.org/

?PFLAG - Toronto chapter

多倫多同志父母團體 

http://www.pflagcanada.ca/Chap-

ters/Toronto/html/home.htm

?2-Spirited People of the 1st nations 

檢視性別偏見的研究設計

Clare Nobbs (企畫執行－社區企

畫Program Coordinator)
Suhail AbualSameed

(Coordinator - Express)
Elisa Hatton 

(Coordinator - BQY & TFC) 

ayden scheim

(Project Assistant)

楊嘉宏、吳政庭

Marlene Morais (現任會長)

Margaret 前任會長

Ernie 本身是已婚同志

Jim 現任加拿大PFLAG總會會長

鄭智偉

Percy Lezard

(Education counselor)

楊佳羚、達努巴克

Margrit Eichler 

(Professor of OISE)

畢恆達

1:30

-3:30

4:00

-6:00

4:00

-6:00

10: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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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會】
時間：2005年10月29日（六）下午1:00-5:00

地點：台灣大學凝態科學暨物理學館1樓演講廳

發表會議程【北區】

時間：2005年11月19日（六）下午1:00-5:00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科技教育中心s203演講廳

      （地址：高雄市九如一路720號）　

發表會議程【南區】

時間                           內容                            與談人

1:00-1:10

1:10-1:30

1:30-2:30

2:30-3:40

3:40-3:50

3:50~4:50

4:50-5:00

      報到；分享會開幕式 ＆ 貴賓及主辦單位致詞

VCR播放：加拿大參訪影像紀事

加拿大性別研究與校園政策

UBC大學

多倫多大學

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策略

原住民族教育

高中性別學程設計

托育與幼稚園教育

                         休息 

民間團體與性別平權運動

同志運動 、跨性別團體

婦女團體

男性運動、愛滋防治

綜合座談

楊嘉宏

謝小芩

蘇芊玲

瑪達拉   達努巴克

吳美枝

劉宜

 

吳政庭

林以加

洪文龍

主持：蘇芊玲

時間                           內容                           與談人

1:00-1:10

1:10-1:30

1:30-2:30

2:30-3:40

3:40-3:50

3:50~4:50

4:50-5:00

      報到；分享會開幕式 ＆ 貴賓及主辦單位致詞

VCR播放：加拿大參訪影像紀事

加拿大性別研究與校園政策

UBC大學

多倫多大學

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策略

原住民族教育

高中性別學程設計

托育與幼稚園教育

                         休息 

民間團體與性別平權運動

同志運動 、跨性別團體

婦女團體

男性運動、愛滋防治

綜合座談

楊嘉宏

游美惠

蘇芊玲

瑪達拉   達努巴克

賴友梅

唐文慧

 

鄭智偉

王儷靜

洪文龍、卓耕宇

主持：蘇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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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挑戰與展望、男性氣概下的性別暴力：

與瑞典及其跨國經驗對話

─Erik Centerwall來台講座

主辦單位：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協辦單位：台南教育大學學生輔導中心、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花蓮教育大學初等教育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活動時間：2005年11月2日至11月10日

活動形式：專題講座暨討論

活動地點：台北、台中、花蓮、台南

參與人數：每場70-80人

企劃緣起：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成立的宗旨，主要在培訓性別平等教育種子教師，並

建立教師間的支援網絡，協會的業務除了開發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資源、舉辦種子

教師進階研習外，亦加強與國內外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團體之連結與交流，以期落

實國內之性別平等教育。「如何在性教育中實踐性別平等」一直為協會主要關注

焦點之一，國內學界及教學實務界亦逐漸意識到，此議題是性別平等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面向。

1996年女書文化翻譯出版Erik Centerwall先生所著之《可以真實感受的愛：瑞

典性教育教師手冊》，為台灣的性教育與性別教育打開一扇有異於美國、日本文

化的北歐視窗，得以從中汲取不同的經驗。2002年Centerwall的《複數的性》翻

譯出版，作者Centerwall本人同時應邀來台，於台北、高雄主持「新世紀性教育

師資培育工作坊」，使與會的性教育與性別教育工作者對於瑞典性教育的成功經

驗深感興趣。同年《瑞典查甫人》的出版，更提到瑞典男性面對近卅年來瑞典社

會性別平等改革潮流，男性反思自身角色所應做的改變，其內容觸及對於戰爭、

宗教的反省，並思考新時代的父職應如何重構。Centerwall來台期間亦介紹了瑞

典如何結合中央與民間的力量，致力打造性別平等社會，他對於瑞典的男性運動

（Men's Movement）亦多所著墨。在這樣的機緣下，透過Centerwall及瑞典駐

台貿易委員會、瑞典性教育協會（RFSU）的大力協助下，協會經過一年的籌備，

於2003年8月組團前往瑞典第二大城哥特堡和首都斯德哥爾摩，進行為期十四天

的參訪之旅，參訪行程緊湊充實，共計參訪十二個機構與團體，包括瑞典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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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部會、國家性別研究機構與資源中心、學校、民間團體，對於瑞典政府性

別平等政策與執行、瑞典性別研究、學校性別教育，以及政府、民間、學校體系

之合作有深入之了解。2003年的瑞典參訪，達到許多預期效益，包括深度認識

瑞典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如何推動性別平等相關事務，實地訪察瑞典民間團體

之運作暨公民社會打造之過程。同時在汲取瑞典民間社會、學校暨政府組織性別

平等推動之經驗時，也因為面對面的互動與討論，思索政策的落實經驗及面對的

考驗。相對的，也在分享台灣性別平等推動經驗時，促進瑞典社會對於台灣之了

解，進一步累積與拓展台灣與國際接軌之機會與網絡。

而Centerwall在這二年間，亦不斷往來亞洲、非洲各國與當地公部門、民間

團體共同推展跨國性合作，將瑞典性教育本土推廣的成功經驗，透過不同的多元

族群及文化體系的社會彼此對話，共同思索及開發出符合當地社會脈絡的性教

育計畫。今年10月，Centerwall前往印度進行相關研究，之後應本會邀請再度造

訪台灣，期間將巡迴北、中、南、東舉辦四場講座，其中四場講座將聚焦於性教

育的教學與政策，在三所大學（花蓮大學、東海大學及台南大學）內舉辦，與台

灣關心性別平等教育的教師、大學生、朋友分享他的經驗並進行互動與對話。另

外一場，討論男性氣概下的性別暴力：談危機處理與教育策略圓桌論壇形式，也

特別邀請國內公部門政策規劃及所屬業務執行單位及民間團體實務工作者共同討

論。

◆講座場次：

場次地點

台南大學

文薈樓 J 106

學校地址：台南市樹林街二段33號

東海大學圖書館良鑑廳

學校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台北場【1】

─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509會議廳

台北場【2】

─台大校友會館3A|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號

花蓮教育大學 

美勞館404

學校地址：花蓮市華西路123號

時間 主題

瑞典性教育的回顧與現狀

圓桌會議：跨國推動性教育經

驗與政策─台灣與瑞典的對話

男性氣概下的暴力、侵犯與性 

─從成年男性到年輕男孩的危

機處理與教育策略

11/2(五) 

下午1:30~4:30

11/4(五) 

下午1:30~4:30

11/7(一) 

下午2:00-4:00

11/10(四)

下午1:30-4:30 

11/5(六) 

上午10:30-12:30

跨國推動性教育經驗面面談

─挑戰與展望

跨國推動性教育經驗面面談

─挑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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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的儀典─女孩月經初潮慶祝儀式」

用歌聲及行動，表達對成長中的女孩們的祝福與支持

《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新書發表活動

新 聞 稿

【台北，2005年11月26日】「如果我的祝福，能夠讓妳不再感到孤獨，這屬

於春天的音符，我最美的祝福，是送給妳成長的禮物」今天下午在女書店現場

「女孩的儀典-女孩月經初潮慶祝儀式」上，眾人一起唱著音樂人梁弘志的歌曲、

喝著紅豆湯及特製的「女兒湯」，希望透過歌聲及行動，表達對成長中的女孩們

的祝福與支持。

由女書店所主辦的「女孩的儀典-女孩月經初潮慶祝儀式」，主要是為月經初

潮不久的女孩子們而辦，為什麼會舉辦這樣的活動，長期致力於促進台灣婦女權

益的女書店創辦人蘇芊玲表示，在台灣人的傳統觀念裡，女性的「月經」總被視

為是「污穢的、骯髒的」，月經來的女孩因為「不乾淨」不能入廟宇、不能持香

拜拜，這樣的觀念一方面顯現了社會對女孩月經的不友善態度，導致女性地位更

為低落，另一方面在女孩子成長過程中的自我認同上亦會造成負面影響，而這種

錯誤觀念更會使得女孩子在月經初潮時，即使手足無措也可能因為「羞辱感」而

不敢求助於人。

月經可以說是每一位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都必須面對的功課，而月經期間造成

的生理及心理的不適、行動受限、及衛生問題等等，更是每個月都要經歷一遍的

辛苦歷程，因此在這樣的過程裡，家人或朋友該給予的應該是支持或陪伴，而不

是冷漠或敵意。蘇芊玲表示，像在日本，女孩子在月經來的時候家人都會為其準

備紅豆飯，這樣的作法流露出家人對女孩成熟的歡迎與肯定。

適逢由女書店出版、台灣性別平等協會策劃的新書《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

化與性別教育》出版，這本書探討了許多台灣社會習俗文化中所存在的性別歧視

議題，其中便包含了月經來時的種種禁忌，因此，女書店決定趁著《大年初一回

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新書發表會的機會，舉辦這場「女孩的儀典-女孩月

經初潮慶祝儀式」，除了貼心地準備了具有補血功效的紅豆湯，還特別邀請台北

醫學大學課座教授楊玲玲老師配製一帖適於月經期間的藥膳食補「女兒湯」，大

夥喝湯、唱歌，一方面，對於現場月經剛來的女孩表達公開善意，歡迎女孩的成

熟並給予祝福，另一方面，月經還沒來的小女孩亦可在父母的陪同下前

◆

性
別
教
育
與
文
化

新 聞 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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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摩，讓女孩們從小開始學習自我尊重與身體認同的課題。

在女書店的新書《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中，揭露了許多

台灣社會中對女性不利的傳統習俗文化，除了上述的月經來時的禁忌外，其他如

已婚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不然就會「對娘家不

利」；親人過世時，不管和往生者最親近的人是否為女性，按習俗都只能由男生

執幡、由男生主祭；以及女性不管是已婚或未婚，名字都不會被列入族譜等等；

這些諸多習俗，不僅限制了女性的行動自主權，同時也將女性置於次等地位，甚

至是否定了女性存在的價值。

女書店以及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希望透過《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

性別教育》這本書的出版，喚起台灣社會正視我們習俗文化中的性別議題，畢竟

習俗文化代代相傳的結果，不少錯誤的觀念也因此世代沿襲；而「女孩的儀典─

女孩月經初潮慶祝儀式」的發起則是希望能夠拋磚引玉，鼓勵社會大眾在改革陋

習的同時，更能主動關心周圍的親人朋友，展現尊重與善意，甚至發揮創意，創

造更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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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2005年11月26日】女生在生理期的時候，為什麼不能持香拜拜？結

婚的時候新娘為什麼要過火爐、踩瓦片、丟紙扇？已婚的女兒為什麼大年初一不

能回娘家，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呢？由女書店出版、台灣性別平等協會策劃的新

書《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從日常生活的經驗出發，探討多項台

灣傳統習俗文化中的性別議題，並透過問卷調查在這些習俗文化中最讓女性朋友

們感覺不愉快的項目為何，問卷結果顯示最令女性朋友感到不愉快的習俗是「女

性不管已婚未婚，名字都不會被列入族譜」。

女書店所發起的「習俗文化與性別」問卷調查，主要是根據台灣性別平等教

育協會成員們所撰寫的《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一書來設計，問

卷共分二部份，第一部份是將書中提到有違性別平等理念的習俗文化列出十項，

讓女性朋友由1~10填寫這些習俗令其不愉快的程度排序，並就其中項目說明覺得

不愉快的原因，第二部份則是鼓勵女性朋友創造並提倡尊重且善待女性的習俗文

化。

這份問卷共發出400份，回收的有效問卷367份，根據調查結果，依最不愉快

的程度排名分別為:一、「女性不管已婚未婚，名字都不會被列入族譜(女性身影

將隨著年代久遠而被家族遺忘)」；二、「未婚女性若往生，只能住到姑娘廟(男

性不論已婚未婚，逝世後均可進入自家祠堂，受家族後代祭祀，若是女性往生，

只有已婚者才能進入夫家祠堂，未婚者的牌位則無處可去，也不能回到娘家，無

人可以祭拜之)」；三、「女生結婚時娘家要往外潑水，因為嫁出去的女兒就像

潑出去的水」；四、「 已婚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大年初二才能回娘

家」；五、「親人過世時，只能由男生執幡、由男生主祭」；六、「第一胎生女

兒的話，坐月子時不能吃麵線 (吃麵線會『牽拖』，第二胎也會生女兒！) 」；

七、「生兒子就是「弄璋誌喜」，生女兒就是「弄瓦誌喜」(璋是美玉，較貴重，

瓦是陶土製品，較不值錢。)」；八、「 結婚時，新娘要過火爐、踩瓦片、丟紙

扇 (火爐聽說可以去新娘霉運，為夫家帶來新氣象，踩瓦片，以防『弄瓦之喜』

情況發生，丟紙扇表示把自己在家的壞習慣留在娘家)」；九、「 生男孩可以送

油飯，生女兒只能送蛋糕」；十、「生理期時，不能持香拜拜」。(詳細問卷調查

結果，請見附件)

事實上，在回收的問卷中，不少人提出十個選項都讓人感到非常不愉快，

女書店「習俗文化與性別」問卷調查結果公佈

「名字不能被列入族譜」令最多女性感到不愉快

新 聞 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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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排名第一：「女性不管已婚未婚，名字都不會被列入族譜(女性身影將隨著年

代久遠而被家族遺忘)」這個項目令女性不愉快的積分最高，其原因諸如「只有男

性可以列入族譜，無疑是否定了女性的存在價值」、「族譜是同一家人的代表意

思，我就是我們家族的人，為何不能列入族譜呢？」、「姓名不列入族譜，就好

像這個人不存在，但女性常常是支持家庭很大的力量」、「這代表家族傳承是以

男性為主、無視女性於其中的付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家庭的一份

子，未能列入族譜，似乎是拒絕讓女性的生命留下記錄」、「似乎教導著後代子

孫可以不必記住辛苦生育的母親」…。

排名第二：「未婚女性若往生，只能住到姑娘廟(男性不論已婚未婚，逝世後

均可進入自家祠堂，受家族後代祭祀，若是女性往生，只有已婚者才能進入夫家

祠堂，未婚者的牌位則無處可去，也不能回到娘家，無人可以祭拜之)」，原因大

致為「未婚女性入姑娘廟是根本對於未婚女性一定要歸屬父權的一種嚴重歧視與

所有權利的剝奪」、「現代的女性為家裏付出的心血不亞於男性….甚至目前趨勢

習俗文化與性別之問卷調查結果簡要說明附 件 ：

程度都是一樣的，其原因則多近似為「以上所有習俗都是以男尊女卑為前提所出

現的習俗，所以都令人感到不愉快」，但是或是因為宗教信仰，而使得某些習俗

不適用於所有人，或是如「有些習俗我的感受不深，倒是結婚後感受較深」這類

的原因，因此問卷結果十個項目之間會出現些微的差距而有排名之別；但整體而

言，大部份填寫問卷的女性朋友對這些習俗文化都表示感到不愉快，女書店創辦

人、同時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的蘇芊玲表示：「這樣的結果反映出

我們的社會仍然普遍存在著父權體制藉由習俗文化來宰制女性、使女性居於次等

地位的現象」。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所策劃的《大年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一

書主要從「生育的習俗」、「婚姻的習俗」、「年節的習俗」、「送終祭祀的習

俗」四個面向來探討既有習俗中的性別議題，最後一部份「教學資源篇」則是提

供給老師教學用的點子和素材，包括了與性別有關的廟宇慶典、地方建設案例、

鄉土歌謠和閩南語諺語，整本書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適合作為學校或社會性別平等

教育素材。

女書店的新書發表會現場，除了公佈此次問卷調查的結果，並進行了一場

「女孩的儀典-女孩月經初潮慶祝儀式」，希望透過眾人的歌聲及行動，表達對成

長中的女孩們的祝福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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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女性在照顧自己的父母….女性的地位有時也比男性高，因為為什麼女性為什

麼死後在自己家中卻不能留下任何痕跡」、「未婚女性往生後只能到姑娘廟，有

恐嚇不婚的意圖，以未知或不可知的未來作為恐嚇的手段，那種不確定感讓人很

不舒服」，還有人表達強列不滿，表示「我們有家人，又不是孤兒，為什麼沒有

家可以回去？！氣也！」

排名第三：「女生結婚時娘家要往外潑水，因為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的

水」，有人表示「出嫁時把水往外潑感覺實在是太心酸了, 就算是出嫁,這個家還

是我永遠的家啊,我也不懂父母怎麼會捨得,或覺得嫁出去就是別人家的人 ??」、

「嫁出去的女兒像潑出去的水，曾讓我在婆家受委屈時只能眼淚往肚裡吞，不敢

回娘家找依慰，不知何去何從~」、「好像要割斷女性原來的家庭關係，然而這完

全是由男性為主社會的思考，而且這句話還真的發揮不小的社會化過程影響力」

…。

排名第四：「 已婚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

原因諸如「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的感覺不太舒服，因為它畢竟是女生的原生家

庭，是養育她、教育她的地方，實在不懂為什麼回娘家還要限制時間呢！」、

「我父母養我多年，沒有理由因我結婚而被剝奪闔家團員的權利被排在第二順

位」，更有人直接認為要「提倡大年初一可以自由選擇回娘家或婆家的運動」

…。

排名第五：「親人過世時，只能由男生執幡、由男生主祭」，原因多如「其

實應以親人間的情感緊密性來決定吧！(決定執幡、主祭的人)」，也有人寫出其

個人經驗，表示「外婆過世時，為了要有長孫旁斗（台語），硬是把住在美國從

未與我們連絡的大表哥請回來，他連國語都不會講，而孝順外婆至深的大表姐，

其實最適合送外婆最後一程的人，真是太不公平了！」

排名第六：「第一胎生女兒的話，坐月子時不能吃麵線(吃麵線會『牽拖』，

第二胎也會生女兒！) 」，理由如「坐月子不能吃麵線有強烈不愉快感覺的原因

是讓人覺得女人生孩子的目的只是傳宗接代,她們沒有生下可以傳香火的兒子,不

能好好坐月子,就像是一種懲罰,讓人有一種感覺是---誰叫妳肚子不爭氣,生了個

女兒…」、「第一胎生女兒的話，坐月子時不能吃麵線 。這項習俗很明顯的表現

出重男輕女的觀念，彷彿生女兒是伊件很不光彩的事而且丟臉的事，又只有男孩

子才有價值。」…等。

排名第七：「生兒子就是『弄璋誌喜』，生女兒就是「弄瓦誌喜」(璋是美

玉，較貴重，瓦是陶土製品，較不值錢。)」:理由如「感覺男生較女性尊貴」、

「生兒育女不論性別，都應一樣對待，但是長輩的態度，重男輕女的對待方式，

嚴重影響子女的心態與作為，終生難改。」。

排名第八：「 結婚時，新娘要過火爐、踩瓦片、丟紙扇 (火爐聽說可以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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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霉運，為夫家帶來新氣象，踩瓦片，以防『弄瓦之喜』情況發生，丟紙扇表示

把自己在家的壞習慣留在娘家)」，理由如「結婚應該是男女雙方處在平等地位，

但習俗中的丟紙扇、過火爐，似乎都是在暗示女方原有的生活習慣是不好的，必

須先清乾淨才能到夫家，明顯矮化女性甚至是女方家的地位。」…。

排名第九：「 生男孩可以送油飯，生女兒只能送蛋糕」，理由如「不管生男

生女母親的辛苦都是相等的，不因為生女兒勞累的程度就會減半，憑什麼受到次

等待遇」、「我覺得最可以從自身做起的應該是生小孩送油飯蛋糕這件事情吧！

不管生男或生女，都送一樣的東西，都是自己的寶貝，何必大小眼。」

排名第十：「生理期時，不能持香拜拜」，理由如「月經是生理很自然的現

象，不能拜拜，已是污名化和把女性當成不潔的物品似」、「生理期不能持香拜

拜這個習俗很沒有道理，"生理期=不乾淨"是誰有權利去定義？而且這個習俗造成

女生的麻煩，去拜拜還要挑時間，如果不小心在生理期持香拜拜，還會造成女性

心理的不安。」、「根本上就是對女性身體、生理的妖魔化、污名化。」…。

第二部份

這一部份具有創意且具性別意識的建議甚多，在此僅提供幾則做為參考：

◎生女兒時買鮮花送左右鄰居；因為送花一般代表著喜悅，一方面也代表家裡多

　了一位像花一般美麗的女兒，也讓左右鄰居在分享喜悅的同時也能夠一起呵護

　女兒的成長，也就是一起維護健康的社區生活環境。

◎可在公領域裡面設計更多貼心的服務，法律上考慮婦女的需求：例如平坦人行

　道（供嬰兒推車順利行走）、公共哺乳室、產假、升遷、上下班時間等制度

　（彈性配合就業婦女）…

◎如果月經來的時候，可以有一個專為女性設計的生理期休息室。第一胎生女兒

　的時候，要辦桌請客昭告世人，吾家有女，此乃寶貝。而且要給女兒一系列的

　出生儀式。

◎也許可以組成一個單身女子社區，大家有一個共同可以談論的話題，不用避諱

　其他社會人士的眼光，能夠活出新一代女性的特色。

◎「女兒紅感性之旅」帶著初經女兒放下工作家庭出去玩三天 藉此告訴女兒這

　個女性特徵的意義─「回娘禮」只要生日一到，無論男女皆要送份禮給媽媽感

　謝媽媽生育之恩。

◎我希望臺灣能有如同日本的「女兒節」，一個專屬於女孩子的節日。這樣的節

　日一來可以表示我們的社會appreciate女兒的存在，二來，可以透過如此的重

　視，讓臺灣的女性同胞從小獲得家裡與社會的關愛，重視自我存在的價值，有

　助於自尊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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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救援基金會‧克蘭詩

【what women say】台灣母親大調查

 結果公佈

新 聞 稿

共同關懷台灣母親，瞭解世代想法，展現女性自主自信力量

婦女救援基金會在社會服務及議題宣導之時，因社會結構變遷，現代婦女

有多元的定位角色，發現到台灣女性眼中對自己的家庭生活觀及自我價值有不同

的改變及想法，以及對社會議題的關懷和整體環境的期待。今年，婦援會與克蘭

詩、美麗佳人共同以【what women say】台灣母親大調查系列活動，為台灣母親

發聲，說出自己的家庭與社會觀，以女性自主自信的力量，觀察不同世代的變化

與發展，傳達美麗與關懷的體驗和感觸。讓我們關懷台灣女性行動不斷，以自信

精神持續投入台灣女性身心美的照顧，傾聽每個女人自信的心聲。

本次「【what women say】台灣母親大調查」邀請資深媒體人陳月卿女士擔

任主持人，由婦援會執行長陳琬惠發表調查結果，並由警察大學外事系葉毓蘭教

授表達專家看法；在座談交流中，陳月卿女士以資深媒體人觀察台灣母親世代的

變化，暢談在社會變遷下母親的觀念有什麼改變？對於家庭生活觀和自我安排有

何不同？葉毓蘭教授以專家學者身份解讀在台灣社會中，母親如何在多元的社會

議題中參與公共事務？暢談社會變遷下，母親對社會的看法；楊玟社長以為女性

生產消費服務的雜誌社社長角度，暢談不同世代中母親對於女人本質的需求有何

不同？女人如何認識自己的價值和提升自我？而陳靜怡經理以長期位於女性美推

手角色，暢談職場婦女面對家庭生活和自我價值的心境轉變？以及分享職場婦女

的經驗；婦援會執行長陳琬惠以從事婦女運動的參與者而言，觀察台灣母親在不

同時期中的權利角色過程，如何爭取自我的權益？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藉由座

談來賓在職場及定位的不同，為同為母親的女人說出心聲，分享台灣社會轉變下

的想法，以及彼此的經驗與關懷。

本次調查以全省（包含離島）二十至六十歲的母親為對象，在4月8至13日

以電訪方式進行，抽查樣本數為1,068人，在95%信心水準下，誤差為正負3%。

目的在於瞭解母親的家庭生活觀與婚姻觀、自我獨處的體驗和未來生涯規劃的方

向，以及所關注的社會議題與現象等。總結此次調查，有以下幾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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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親最想要的母親節禮物是………！！                                  

因應5月8日母親節來臨，詢問母親對於母親節禮物的期待，發現高達51.3%的

媽媽表示：「還沒有想到！！」

2.母親選擇婚姻的主要原因為社會壓力                                    

     31.2％的母親因為社會壓力而選擇結婚，其次為沒有理由（19.7％）、為了

愛情（16.9％）。而年紀越高顯示出因為外在因素而成婚的比例也越高；反之，

在年輕世代中則是對婚姻的憧憬比例為最高。 

3.子女問題和經濟壓力是母親最大的負擔                                 

    近五成母親表示最大的家庭負擔是子女問題（47.6％），其次為家計問題

（41.9％）；顯示出母親的重心仍是維繫在子女以及家庭經濟部分。 

4.母親面對家庭衝突呈現兩極態度                                         

   當家庭意見不合導致家庭衝突，42.7％會以溝通協調和體諒包容的方式解決，

但值得注意的是，亦有34.9％對於衝突持置之不理或冷戰態度的方式，成為兩種

強烈對比的處置模式。

5.母親對於自我獨處的時間認知呈現分雜現象                              

    當母親一人獨處時，近五成表示最喜歡做的事情是參與藝文活動和看書閱讀

（50.9％），其次為看電視/電影（41.7％），再者為做家事、家庭代工等的比

例也頗高，尤其在四十到至六十歲世代中，母親一人獨處時仍是會以家事勞動為

主，就是閒不下來東做做西做做。 

6.年輕世代母親勇於創業理財                                             

  據調查顯示，37.7％會為自己安排出國旅遊的計畫，但在20-30歲母親為自我規

劃創業和投資理財的比例比其他年齡高（17.2％）；而50-60歲母親則沒有替自我

規劃著想的比例頗高（23.6％）。 

7.社會治安問題仍是母親最擔憂之事                                      

   在社會環境中，有42.7％母親認為改善社會治安及減少犯罪暴力是最期待社會

改變的事情，子女家人和自我的安全問題仍是最擔憂的事情，社會報導犯罪暴力

層出不窮，社會治安的改善是當務之急。 

 

母親在家庭社會中成長，不論踏入婚姻與否，母親的心境也因子女的出生而

有所不同，也相對反應在個人、家庭、社會整體環境的觀察和互動。婦援會執行

長陳琬惠藉由此次調查之結果來瞭解各世代母親的重要變化，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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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要有愛，任何禮物都是母親的寶                                    

母親對子女和家人的愛，不需要任何物質上的回饋和需求；我們要時時關懷

母親的需要和傾聽她想訴說的事情。 

2.女人的婚姻自主權應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確展現女性自主自信的力量，清楚明白踏入婚姻的原因，面對自我以及常常

檢視自我的重要性。

3.配偶應與妻子共同面對家庭問題，一起成長                              

   家人彼此之間應相互扶持，面對各種家庭負擔和家庭衝突的發生，夫妻雙方、

子女或家庭成員應充分溝通協調。

4.生涯規劃的打造沒有時間性，展現女人自主力量                         

    生涯規劃不一定實質付諸行動才稱的上，有想法有願景也是一種很美麗的認

知，展現女人自主力量，為自我創造出一片天。

5.積極參與社會公眾事務，說出女人要表達的                              

    參與公共事務不再是傳統沈默無自主發言的模式，當代女性都要瞭解社會脈

絡、接觸社會議題、發現社會人文、關懷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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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慰安婦倖存60週年系列活動--

「日本戰敗60年 全球同步反戰」

815阿嬤心情面具大遊行

我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

一、儘速公開謝罪。

二、賠償受害者，照顧受害者的老年生活。

三、公開「日軍性奴隸制度」所有事實。

四、建立慰安婦紀念館和歷史博物館。

五、在歷史教科書上正確記錄歷史真相。

今年是日本戰敗後60年，日軍性奴隸制受害者(慰安婦)出面公開控訴也已

14年，但日本政府迄今仍以不道歉、不賠償態度，意圖粉飾曾在戰爭中犯下的罪

行。各國支持慰安婦的女性人權團體和反戰團體都在今年發動規模更大、時間更

長的抗議運動。

韓國支援慰安婦團體「挺身隊對策協議會」自1992年開始在日本駐韓大使

館前進行週三抗議運動，今年是戰爭結束60年，挺身隊規劃了「還慰安婦正義」

（Justice to comfort women）系列活動，將週三抗議活動擴大為全球行動日，希

望國際連帶和參與，能施壓日本政府採取行動、承認錯誤、正式謝罪並提出具體

行動回應，同時更希望能喚起世人對戰時受迫害女性人權議題的關注。

韓國挺身隊選在2005年8月10日進行週三抗議全球運動，堅決要日本政府承

認罪行和正式謝罪。去年3月17日韓國挺身隊發起週三抗議全球運動第600回，在

台灣、日本、德國、美國、比利時、西班牙和菲律賓同步舉行，今年要發動更多

人參與，預計還有東帝汶、印尼和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將同步進行。督促日本政府

接受受害者要求，提出公正解決之道，並施壓日本政府停止扭曲歷史及國家軍隊

化，也堅決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反對戰爭和各項女性暴力。

菲律賓支援慰安婦團體（Lolas Kmapanyera）在今年6月15日展開「二戰後

60年黃色抗議行動」，同時要強力表達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抗議訴

求，活動長達60天，將持續到8月15日的日本敗戰日。戰爭結束60年，菲律賓倖

存者仍持續遭受夢魘恐懼、心理創傷和社會偏見烙印的痛楚，她們要求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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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和謝罪，不僅是為了戰時的受害事實，還有戰後持續的心理創傷。

60年前發生的事，菲律賓受害阿嬤們都還記得也永遠不會忘記，因為這群

女性遭受的傷害持續到戰後。戰後，她們得遠離家鄉，遠離遭受強暴的恥辱和陰

影，隱姓埋名孤獨度日。二戰期間有超過十萬個菲律賓婦女受害，今日倖存者不

到2千人，多數人都無法結婚或生育，多數人甚至帶著羞愧含恨而終，即便這遭遇

不是她們的過錯。

荷蘭支援二次戰爭受害者組織也同步發起60日抗議運動，響應「二戰後60年

黃色抗議行動」，在日本駐荷大使館前抗議，每天都有數十至數百支持者參與。

對於2005年僅存的30名台灣受害倖存者，日本東京最高法院在2月25日宣判

台灣「日軍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損害賠償訴訟案件』敗訴，給倖存者再次嚴

重打擊。今年三月十二日，婦援會和慰安婦在淡水進行「萬人連署運動」，和其

他亞洲受害國家募集百萬個簽名，將百萬民意送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訴求聯合

國和國際勞工組織能強力督促日本政府遵循國際社會規勸，且實現對性奴隸制受

害者提出正式道歉和法律賠償，也要求避免在戰爭和衝突對立中侵害女性人權，

且不再重蹈覆轍。

在2005年8月10日當天，婦援會舉辦「生命韌性」台灣慰安婦倖存60年影像

展，在醒目的東區鬧街和西門町，展出進百幀巨幅影像，令人震撼的視覺印象也

是一種無聲的控訴，為的就是喚醒社會大眾對阿嬤的關心，注意這六十年仍懸而

未決的戰爭責任問題，呼籲社會大眾也應該加入這條捍衛正義之路，和她們並肩

齊行。

今年同時出版「阿嬤的臉-台灣倖存慰安婦影像紀錄」攝影集「鐵盒裡的青

春」口述歷史書和「沈默的傷痕」影像歷史書，為的是讓更多人接近和注意慰安

婦歷史。

今年，台灣人民遠離烽火已60年，一群台灣慰安婦倖存者仍在戰爭夢魘威脅

下過日子，常在漆黑坑洞和砲聲隆隆惡夢中驚醒而冷汗涔涔，為一個公道，為一

個遲來的正義，她們正拖著老邁殘破病體堅持對日求償運動這條路。近百位關心

台灣慰安婦的支持民眾聚集，陪同台灣阿嬤前往日本交流協會前抗議，強烈要求

日本政府應儘速對被害人負責，對歷史真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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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V-Day在台北  談文化  說陰道

新 聞 稿

94/03/23

「陰道」，女性身體的一部分，卻在女性日常使用的語言中長久缺席。父權

社會不允許女性輕易地將陰道說出口，使得陰道成為女人言說的禁忌。然而，伊

芙‧恩絲勒不這樣想，她在與朋友論停經期時提到陰道，於是她開始想知道其他

女人對陰道又會有什麼看法。她採取行動訪問了形形色色的婦女，從她們口中聽

到許多從陰道這個主題延伸出的相關故事，然後用第一人稱獨白的方式，將這些

不同的真實故事在劇中以充滿神祕、幽默、痛苦、震憾、聰明、傷害以及刺激等

經驗，由不同的女性娓娓道來，這就是震撼全球的《陰道獨白》。

《陰道獨白》的成功，在於伊芙‧恩絲勒勇於直接切入千百年來隱諱於世的

議題，即女性的身體與性生活。伊芙‧安絲勒在《陰道獨白》獲得空前迴響後，

決定設立非營利機構「V-DAY」，以反對任何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為V-DAY運動

宗旨，自2001年以來授權全球婦女團體於在地城市搬演《陰道獨白》。由台灣女

人連線、台北市女權會、勵馨基金會以及一群跨文化劇場工作者所組成的「2005

台北V-DAY團隊」表示，經過一番努力，台灣今年首度成為V-DAY全球運動中的一

員，希望今年以台北作為一個起點，繼而由點成線、成面，串出女聲喧嘩的台灣

V-DAY，一起將終止暴力化做實際行動。

再者，「2005台北V-DAY團隊」表示，小劇場的演出常可以作為社會運動的

形式之一，批判社會現狀與表達基層的真實聲音。當《陰道獨白》在全球各城市

演出時，也展現出這樣的力量。不同膚色、族群的女人，以相異的語言，演出女

性的身體/生命經驗，挑戰著每個社會的主流思考，而這樣的發聲在某些地方勢必

遭遇禁演的命運，例如：2004年中國上海、2005年在烏干達，「妨害風化」成為

禁止女性發聲最主要的理由，可見女人真實的聲音具有撼動現存體制的力量。今

年，台灣終於加入V-DAY的行列，這象徵著，台灣將讓此國際性的運動更多元之

外，台灣本土之文化也因為V-DAY而更豐富。

贊助指導單位文建會表示，文建會樂於見到此活動在台灣演出，特別是V-DAY

的活動與近年來倡導的文化公民權的概念至為契合。所謂的「文化公民權」談的

是，從欣賞多元、尊重異己的角度，保障公民充分享有的權利，更進一步訴求公

民在參與、支持和維護文化藝術發展活動的責任。更重要的是，鼓勵主流文化中

隱而未見的文化少數主體也能自主自在的發聲。而伊芙‧安絲勒的名劇《陰道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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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並將性別、自我認同等議題帶出，由表演而行動，由個別而集體，進而不

僅是從邊緣發聲，而是匯聚成改變社會的力量。而或許明年，台灣會有更多城市

群起演出《陰道獨白》，這種公民主動參與，透過文化場域藉由藝術實踐，發展

對公共議題的論辯及共識，也催生台灣早日蛻變為成熟的公民文化社會。

「陰道獨白」將於3月25-26日於紅樓演出，中英文版各一場，所得除回捐美

國V-DAY組織之外，盈餘將由主辦之三個團體(台灣女人連線、台北市女權會、勵

馨基金會)作為推動女性人身安全以及提升女性正面身體形象專案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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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2009年高雄市舉辦世界運動會，推展『健康城市』的施政目標，鼓勵

高雄市婦女關心與參與社會事務，提供女性的觀點、需求、經驗與智慧，經柔性

對談建構營造城市形象共識，並結合公私部門力量，發揮女性角色功能，展現行

動力，共同規劃建設高雄市成為友善健康城市，落實"性別主流化"的理念。

本活動邀請高雄市民眾、各相關婦女團體代表共約100人，與市府各局處首

長進對談，就如何落實具性別主流化精神之健康城市，及促進婦女健康與權益議

題，交換意見與看法，具體呈現"健康女人。活力城市"的形象與定義，提高婦女

對"健康城市"施政目標的認同度，並積極參與婦女健康計畫；讓高雄市政府各局

處首長明瞭高雄婦女對"健康女人"的需求並於政策擬定及決策中，增加婦女的意

見與表達管道及參與，落實"性別主流化"的精神。

活動最後由高雄市代理市長陳其邁率領各局處首長就座談會之會談內容與意

見，進行簽名承諾實行。期望透過這樣的活動，增進高雄市婦女對"活力城市"與"

健康城市"的認同˙讓婦女與環境有良好的互動，共同達成友善健康城市的願景。

『健康女人。活力城市---女人"事" 議會』

健康城市願景座談會新聞稿



【第四節】聲明與新聞稿選錄 Taiwan  Women’s  Almanac

414 415

2005第八屆台灣婦女健康行動宣言

─檢視婦女健康需求之區域異同─

建立健康公平性（equity）是健康議題中重要的一環。WHO於1998年的「21

世紀全民健康計畫」中提出「健康公平性」，強調要消除因性別、族群、經濟、

區域差異造成的不公平。我國2004年「婦女政策白皮書」的婦女健康綱領也強調

決策及資源分配，應力求地區、族群、階級及性別的平衡。因此，檢視台灣各區

婦女的健康需求，建立健康的公平性是重要的。

綜合今年3-5月四場分區座談會的結論：東區婦女對於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

友善環境的提供、不孕及原住民的健康問題最為關心；北部女性因為資訊較充

足，性別意識較強，因此較重視醫師人員是否有性別意識，以及文化對於女性身

體認同的影響；中部則對於乳癌、少女人工流產、心臟病及糖尿病相當重視，對

於年老女性從事照護工作所帶來的健康影響也是他們相當關心的議題；南部女性

希望能增加弱勢婦女及新移民女性健康的資源，非法減肥藥物的氾濫、愛滋、尿

失禁問題亦是他們關切的重點。 

除了各區域的差異性外，各區婦女共同認為影響婦女健康最重要的議題為：

家庭暴力、性侵害與青少女性行為，而各區對於台灣婦女運動時數不足以及營養

攝取不均衡問題的忽視，顯見了社區婦女對於促進健康的觀念仍須加強。

針對本屆婦女健康行動會議，我們有以下五點結論：

一、婦女健康的需求存在著區域差異，衛生署應定期進行地方婦女健康的現

　　況及需求調查及瞭解各地婦女健康的現況與需求，以作為未來制訂政策

　　及規劃工作策略的依據。

二、在規劃婦女健康的工作重點時，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應邀請婦女團體、專

　　家學者與醫療院所代表進行討論，以訂出滿足地方需求的策略及計畫。

三、現有的統計資料缺乏女性健康的數據，無法有系統的分析女性健康的區

　　域性及族群差異，因此應儘速建立婦女健康資料庫。

四、家庭暴力、性侵害與青少女意外懷孕是女性認為危害健康的三大重要因

　　子，衛生署、教育部與內政部應進行跨部會合作，推動兩性平權教育、

　　性健康教育及宣導，才能有效遏止暴力的發生及非預期的懷孕。

五、衛生署、教育部與體委會應更積極推動女性運動保健及營養均衡的政策

　　與方案，以促進婦女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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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8



台灣婦女年鑑 第三篇 團體動態與紀實

416 417

日前，報載一位婦女年年作子宮頸抹片檢查，今年五月抹片正常，卻在七月

發現得了第二期子宮頸癌。該名婦女去年是在衛生所做檢驗、今年則在長庚醫院

的巡迴車作檢驗，她認為問題出在抹片是由護士取樣的緣故，但兩個採檢的機構

均否認是由護士取樣。國民健康局對於此一羅生門事件的解釋竟然是抹片檢查都

會有「偽陰性」或「偽陽性」的可能，並建議婦女自己去調查原因。國民健康局

沒有表達主動調查的態度，讓人深感遺憾，而提出「偽陰性」/「偽陽性」的說辭

更是難掩其未盡監測子宮頸抹片品質的責任。

黃淑英委員表示：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成效和醫師取樣技術（抹片是否可以判

讀？）、檢驗師/病理醫師判讀抹片能力（偽陽性/偽陰性的比例？）以及取樣的

婦女生理時間點（月經後的10-20天內）有關。台灣施行子宮頸抹片篩檢已有10

年，衛生署對於子宮頸抹片篩檢一直沒有積極的品質監控機制，亦即，醫師取樣

的良率（抹片是否可以判讀）及各檢驗單位抹片判讀的準確度並沒有定期、完善

的監測。因此，當我們有一個「陰性」的抹片結果時，我們不知道是否可信？再

者，為了提升篩檢率，常忽略取樣適當時間點的重要性，這也影響了抹片的檢查

結果。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蔡宛芬則針對台灣婦女長期以來對於子宮頸抹片篩檢

的品質有相當大的疑慮與不信任。政府為了提高子宮頸癌的篩檢率，提出了各項

「便利」的到點篩檢方式，例如：巡迴車、在社區活動中心、學校活動中心，但

這些篩檢空間讓婦女感覺非常的不舒服、不安心，連帶地婦女對於檢查的結果也

常常出現不信任的態度。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也沒有看到國健局有任何

的說明，而把他當作是一件醫療糾紛在處理，其實是讓婦女更為不安與焦慮！

另外，我們肯定國健局想要提高篩檢率的用心，但是到點篩檢的服務對於醫

療資源不足的地方確有需要，但在醫療資源豐沛、三步即有一家診所的大都會-如

台北市還需要嗎？

黃淑英立委也表示：為了促進子宮頸篩檢的成效，衛生署以「經濟誘因」提

高子宮頸癌前病變的發現，施行「全民健保子宮頸癌醫療給付改善方案」，2004

每年做檢查還是得癌症！

子宮頸抹片檢查篩檢品質在哪裡？！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200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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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在健保給付中增加「新受檢個案發現費」及「癌前病變發現費」的項目。

其中「癌前病變發現費」是指，醫師每發現一位新的癌前病變病患，健保局將會

多給付1250點。健保局此種獎勵方式，不但是捨本逐末、邏輯錯誤、更是將「醫

生的快樂建築在婦女的痛苦之上」。試問，這樣的誘因能有效改善醫師取樣的良

率嗎？能夠減少檢驗單位判讀的偽陰性嗎？此外，發現疾病是醫師的責任，有病

沒發現是他的過失。當我們「必須」以「經濟誘因」獎勵醫師盡其應盡的責任

時，是否意味著當前醫師的品質普遍不良？醫師，你們為什麼不生氣？！ 

此次的案例，並不是近2、3年來唯一、二的個案，它再度引起社會對於子宮

頸抹片篩檢品質的關注。我們要求衛生署：

1、成立專案小組主動調查此次事件的原因；

2、重新檢討「全民健保子宮頸癌醫療給付改善方案」，並提出有效提升子

　　宮頸癌前病變發現的辦法；

3、建立子宮頸抹片品質監控機制，並公布各病理檢驗單位的抹片檢查偽陽

　　性、偽陰性的比例。

子宮頸抹片檢查是早期發現子宮頸癌前病變相當重要的篩檢方法，歐美各國

無不致力於提升篩檢品質，以真正發揮篩檢的成效。我們對於衛生主管機關努力

提高台灣婦女篩檢率的用心與努力亦表示相當的肯定，但是，我們還是要再次地

呼籲：如果沒有完善的品質監控機制，光是提高抹片的篩檢率是無法確切保障婦

女的健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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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王姓女子因婦產科內診導致處女膜破裂，因身心受劇烈創傷而向院方

索取500萬元的賠償。其實類似的醫療糾紛在2003年年底也曾發生過：北市一婦

產科黃姓女醫師，因業務過失破壞了患者的處女膜，被判刑6個月。更早在1999

年時，一些沒有性經驗的女性因為資訊不足，作子宮頸抹片檢查時造成處女膜破

裂，更引起媒體一陣騷動，並出現「6分鐘誤一生」的報導。這些事件除了顯示出

醫病關係連最根本的溝通及尊重都出現問題之外，更凸顯了當女性健康碰上「處

女膜」時的尷尬處境。但是在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受害者深表同情時，卻忽略了躲

在事件背後真正壓迫女性的的元凶--根深蒂固的「處女情結」迷思。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林綠紅表示：基本上，處女膜的存在並沒有任何實質上

的作用，對於女性身體的健康沒有任何意義，然而這層薄膜卻能夠在女性的心理

造成如此巨大的約束及傷害，主要原因在於社會賦予它「神聖」的意義，讓處女

膜凌駕女性本身的主體性，而成為女性最珍貴的東西，並藉此壓抑女性的情慾自

主發展。

台北市女權會副秘書長張明怡也表示：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時至21世

紀，從外籍配偶仲介公司的「處女品質保證」廣告；人造處女膜手術的出現，以

及網路上一片一千元的處女膜，在在表現出這種壓迫女性的父權價值依然根深蒂

固。追根究底，許多男人至今仍然視女人為自己所擁有的財產，而處女膜的「原

封包裝」證實這個女人不是別人「用」過的「二手貨」。

立委黃淑英則認為「處女膜」對於男性與女性沒有實質的意義，但對於女

性的身體卻會造成傷害與不便。許多女性因為怕破壞處女膜而不敢做內診、子宮

頸抹片，直接影響到女性的健康。再者，處女膜情結還會造成女性在行動上的諸

多不便，以衛生棉條為例，在國外，由於衛生棉條讓女性在經期時，擁有更多的

行動自由，廣受女性的歡迎，而台灣女性卻因為「處女」情結而怯於使用衛生棉

條。

衛生署病人安全委員會蔡宛芬委員認為：醫病關係簡單來說應該是一種伙伴

關係，是互相信任與溝通的關係，病人有知的權利，而醫生有告知的義務。而這

個事件從醫病關係的角度上，醫師並沒有盡到妥善告知及溝通；此外，當病人表

處女迷思千年戳不破？！

拋開處女魔  作自己身體的主人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2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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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舒服時醫師就應該停止當下的行為，而非只是一味要求病患不要亂動。但社

會的「處女情結」觀念，的確也可能使男醫師面臨一個困境：到底要怎麼解釋才

能讓婦女充分瞭解卻不會造成女性醫用者有性騷擾或歧視的感覺？由護理人員告

知或內診書面說明書的方式來處理應該可避免此種難處。

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謝卿宏醫師認為，這次事件其實也是醫療品質的問題。

醫師也是人，如果在門診量大、看診時間太短的情況下，有些醫師態度不佳甚至

出錯多少是難免的，但醫師自己本身還是要先學會道歉。針對此次事件，醫生應

該顧及病人的感受，當病患感受不舒服時要尊重病患的感受，畢竟病人是有感覺

的人，而非機器。此外，謝卿宏醫師也提到了醫師法第11條：醫師非親自診察，

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身為一位婦產科醫師，謝卿宏表示如果

不做內診檢查就做治療行為並不完整、且如同是亂槍打鳥，如果病患拒絕內診，

以對醫療品質的要求，他會拒絕繼續該醫療行為、並建議病患退診。

此次事件再一次凸顯女性仍受傳統貞操觀念的箝制，因而造成其心理極大的

傷害。事件中王女士長期生長在這種道德觀的社會結構之下，會因為自己的處女

膜無故破損而心理受創，我們非常能夠理解，也深表同情。然而我們認為，事件

背後真正的元凶其實是父權體制下千年戳不破的「處女情結」迷思。我們呼籲女

性作自己身體的主人，更應以集體力量打破將女體商品化與壓抑女性情慾的枷鎖

－「處女情結」。為了要戳破千年妖怪處女魔，我們發起台灣女性使用衛生棉條

運動！鼓勵女性多使用衛生棉條，用具體行動拋開處女膜迷思、重新認識自己的

身體、並取回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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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2005婦女健康新殺手？

台灣女人健康網週年記者會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2005/11/17

台灣女人健康網（www.twh.org.tw）是台灣第一個具有性別觀點、從女性生

命經驗出發、為女人爭取全面性健康資訊及政策權利的健康網站。台灣女人連線

自2004年10月成立台灣女人健康網這1年以來，除了藉由網路提供國內外婦女健

康相關資訊之外，也到全國各地舉辦座談會，更與其他14個婦女及病友團體成立

婦女健康行動網絡，一同落實「男女大不同」的健康新概念。在回顧及檢視這一

年來的行動，我們發現，衛生署公布的2004年國人十大死因中，女性死因的前五

名依序為：惡性腫瘤、腦血管疾病、心臟病、糖尿病及腎臟病。然而台灣女人連

線在2005年「婦女健康分區座談」的問卷調查中，台灣女性最憂慮的五大健康威

脅卻是：青少女安全性行為問題、性侵害、家庭暴力、社會文化壓力及乳癌。顯

示女性關注的議題其實與衛生單位所重視的十大死因有所落差。除此之外，今年

人數急遽增加的女性HIV問題，更是完全被大家忽略！

台灣女性最憂慮的健康威脅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蔡宛芬表示，台灣青少女生育率位居亞洲國家之冠，因

此未預期懷孕實為青少女健康的隱憂。但目前政府在推行安全性行為時，重點竟

然是在「禁慾ABC」！所謂ABC的重點是指要「禁慾」、「固定單一性伴侶」、

最後關卡才是「使用保險套」。蔡宛芬認為，此舉不但反映了政府在青少年性行

為的議題上一直不肯正視「情慾真實存在」的事實，還強化傳統對於「貞操」的

錯誤觀念。

除此之外，政府部門一直將性侵害及家暴視為女性的人身安全問題，忽略了

這些暴力行為帶給婦女在身心健康上的傷害。根據統計，歷年性侵害被害人主要

年齡層超過五成以上分佈在12-17歲，家庭暴力更是讓女人連在自己家裡都不安

全，而這些都會使女性受害者出現反覆自我傷害以及其他身心不適症狀。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林綠紅則指出，性別角色本身對女人的束縛、來自家庭

社會環境的壓力、以及自我成長不被重視並缺乏社會支持等，都是造成女性身心

疾患的原因。例如：台灣目前約有3%的人口罹患憂鬱症，其中女性是男性的兩倍

（女性約為20~26%，男性約為8~12%），其原因多元且繁重，91年的調查就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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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台灣女性憂鬱的主因為「職場關係」、「親子關係」及「夫妻關係」。因此

社會環境對於女性健康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被忽略的女性健康死角

婦女的健康常常因為疾病出現的症狀與男性不同而被誤診或忽略，例如HIV

的問題：截至2005年10月30日止，台灣的HIV/AIDS累積個案已經破萬，本國籍感

染者有9,616人，其中女性803名（8.35%），較2004年12月增加了71.2%。根據

WHO的統計，2003年全世界感染HIV/AIDS的女性人口為1900萬人，約佔總感染人

口的一半，在亞洲，女性感染者約佔25-35%。與國際趨勢相較，台灣HIV感染者

只有8.35%為女性，是由於台灣性教育太成功？台灣女人較幸運？還是因為台灣

女人的HIV問題完全被忽略的關係？

國內女性愛滋疫情，有被低估的可能

長期關心婦女健康議題的立法委員黃淑英表示，對於台灣HIV感染者的女性比

例偏低的情形，我們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憂慮。憂慮的是台灣女性

愛滋疫情有可能是被低估的。從男女自願篩檢比例來看（2003年男女自願篩檢比

例為5.5:1），台灣女性接受HIV篩檢比率偏低，可能是造成女性實際感染者沒有被

發現而統計偏低的原因之一。而篩檢率偏低，可能與男性因服兵役有強制篩檢機

制有關；而衛生署在HIV志願篩檢的推廣上，仍以男同性戀者、性工作者等「特殊

族群」為主，也會降低女性對HIV的警覺心。

另外，女性在愛滋的症狀上與男性不盡相同，對女性而言，當免疫系統被HIV

侵入時，一些會發生在一般婦女身上的婦科疾病，如陰道感染、骨盆發炎等，可

能不斷的出現，並變得非常嚴重，而這些症狀可能不會被懷疑與HIV有關。此外，

女性愛滋患者也較會發生子宮頸細胞病變及子宮頸癌，因此，美國疾病管制局

(CDC)在其1994年愛滋病例新定義中，已把子宮頸癌列為愛滋病指標疾病之一。

而1997年國外兩項大型研究指出，罹患性病會增加HIV的感染，因此在1998年美

國疾病管制局提出預防及治療性病為HIV防治的一環。因此要誠懇呼籲醫師及民

眾，加強婦科疾病與愛滋關聯的警覺性！

台灣女人健康網一向致力於從性別角度重新省思女性健康問題，清除因為

性別盲所造成的女性健康死角。為增進與民眾之互動並讓我們的意見有更充分的

代表性，除了將繼續在全國各地舉辦座談會聽取民眾意見之外，即日起亦將增設

女性健康議題網路票選區，讓台灣女性隨時可上網選出最憂心、最關心的健康議

題。其票選結果除了成為台灣女人健康網/台灣女人連線未來重點工作之參考，也

冀希成為全國女性為自己健康發聲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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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人連線聲明稿

對〈婚前守貞教育 擬入法〉之新聞回應─

回歸真實經驗的性教育、正視台灣女性真實的經驗及需求

昨日報載立委楊麗環、林岱樺主張推動修正「優生保健法」第七條，要求

國高中學校每學年至少提供四小時守貞到結婚的性教育課程，並邀請所謂的「美

國專家」來台參與「貞潔教育與生命尊嚴研討會」為這項法案背書。這些專家對

於禁慾之後所建築的夢幻美好暢所欲言，並處處強調墮胎後遺症，但他們所不敢

說的事實是，這項僅教導禁慾不教避孕的性教育政策早在美國本土飽受批評，而

「墮胎會引起自殺潮」這樣的老話，也被最新的研究推翻。

根據英國愛滋雜誌Positive Nation 2004年2月的報導，在布希政府推廣下簽署

「禁慾誓言」的年輕人，在一年內有60%已經毀約，其餘仍維持誓言的年輕人當

中，一半承認有口交，但這些年輕人不認為口交是毀約行為。除了實際效果不彰

之外，布希政府的禁慾課程內容宗教成分過重，甚至教導「自慰、觸摸生殖器就

會懷孕」的錯誤訊息，更顯其荒謬之處。

此外，許多人以為女性在人工流產之後容易有罹患憂鬱症甚至引起自殺，

但在今年十月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這個說法並不正確。這項刊登在線上英國醫

藥期刊（Brit ish Medical Journal）的研究是由美國學者Nancy Russo及Sarah 

Schmiege所作，主要調查在1970-1992年間1,247位14-24歲第一次懷孕、且是意

外懷孕的女性與之後憂鬱症的關連。當時的1,247位女性中有768位決定生下來、

479位決定作人工流產。在之後幾年陸續與這些女性面談後發現，生下小孩的那一

組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比當時有做人工流產的女性高。

相較於美國「不是禁慾便是濫交」這種對性如此單一的想像，瑞典的性教

育則顯得複雜且務實的多。瑞典的性教育由該國性教育協會推動，他們的性教育

課程肯定性所帶來的親密與愉悅，認為性或性取向不只是做愛或性行為、也不是

生殖問題，性是「愉悅」與「身份認同」。要充分感受性的愉悅經驗必須有高自

尊、對自己的身體、愉悅的感覺有足夠的瞭解；而性同時也是在尋找自己身份與

認同時重要的探索。與其他先進國家相較，成功的性教育使得瑞典的青少女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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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人工流產率與未婚生子人數都達到最低，但瑞典人並不以此成就自滿，他們

還在持續努力促使該國成為更具性別平等的社會。

經由婦女團體的長期努力，使得台灣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是一個對於女性

最為友善的社會，當婦女團體還在努力建構一個更為友善的生育與性別環境時，

政府卻在性教育與生育政策上打算複製美國的失敗經驗，甚至由於少數立委與宗

教團體的運作，讓協助擬定國家政策的優生保健諮詢委員會成員必須被迫聆聽兩

個美國所謂守貞教育專家傳教，卻聽不到遠在瑞典的真實多元的成功經驗。台灣

是一個宗教自由的國家，我們不像美國有基督教的背景與包袱，一個國家政策的

擬定，不應只遂行少數宗教人士所高歌的夢想，而忽略了台灣女性真實的經驗及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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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民調 釐清問題 合作解決 

第一屆 全國防暴國是會議

新 聞 稿

台灣防暴聯盟 發稿

2005/09/14

首屆『全國防暴國事會議』集結中央與地方政府官員、立法委員、學界與實務

工作者齊聚一堂，共商國是。主辦單位台灣防暴聯盟、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表

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已施行五、六年，但是家暴、性暴力、性

騷擾仍是台灣民眾深感恐懼的人身安全問題，實有必要總檢討。

為了從政策面、制度面及實務面共同研商如何提升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工作

的質與量，強化中央對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連續性暴力法規之研修，並監督地方

落實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工作，會議將針對人身安全中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

擾三大領域，配合中央部會政策趨向及各縣市執行現況等相關議題進行廣泛討論。

台灣防暴聯盟表示，台灣民眾深感恐懼人身安全問題，究其主因，除了家庭暴

力與性暴力案件的低判罪率、低報案率與高再犯率的特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政策落

實尚有極大的進步空間；首先，法律政策面仍有賴中央政府之司法、警政、社政、

醫療、教育等各部會配合與落實；其次，由於各縣市城鄉資源不均、對議題關注的

差異也不盡相同，致使各縣市對推動家庭暴力及性暴力防治工作的具體實踐存在明

顯的差異。另外，『性騷擾防治法』在台灣防暴聯盟的推動下，也將在明年二月施

行，作為法案的催生者『台灣防暴聯盟』，對公部門落實法案的政策規劃有強烈的

期待。

一連兩天的防暴國是會議，每場次皆由各黨派立法委員擔任主持人，全程聆聽

與會者之各項意見並經由意見交換整理出結論。本會議包括四場次之「專題發表與

討論」，以及兩場次之「專題報告」。第一場專題報告，緊接著開幕式後開始「家

庭暴力與性暴力民意調查報告」結果報告；第二天的專題報告將由性騷擾防治法主

要推手-高鳳仙法官-主講性騷擾防治法議題。

第一場專題報告，由關懷文教基金會周清玉董事長針對台灣防暴聯盟委託全國

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於今年8月9日至11日，針對1101位台灣民眾所進行的

電話訪問抽樣調查結果進行報告。調查結果顯示，有7%的民眾表示自己或親友曾受

到家庭暴力或性暴力；這其中有88.4%是遭受家庭暴力，其次有8.4%的人表示是受

到性侵害，而且高達42%自己或親友曾受暴的民眾表示暴力會持續發生。

受暴者的處理方式，以打防暴專線讓警局等公權力介入的居多，約有23.5%。

其次依序為向親友家人訴苦(19.9%)、忍氣吞聲(13.3%)、當作沒這回事不以為意

(9.8%)、提法律訴訟(6.9%)、逃走搬家(4.1%)、反擊報復(2.2%)、向社福醫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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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協助(1.1%)。綜合上述資訊，顯示仍有47%仍會選擇隱忍或逃避方式處理。

另外，假設自己遭暴力侵犯，約有八成的人會去尋求協助(一定會60.7%，可能

會20.7%)，也有不到一成的人不會去尋求協助(可能不會5.2%，3.2%)。這與實際

受暴者的處理方式是有蠻大的落差。

而第一時間以向警察單位求助(46.0%)居多，其次是家人親戚(21.8%)。不去尋

求協助的人所持的理由則以家醜不可外揚者居多(20.1%)，其次依序為覺得自己有能

力處理(18.2%)、求了也沒用(17.0%)、忍讓以維持家庭和諧(12.2%)、怕麻煩別人

(4.1%)、害怕被報復(3.3%)、不知道該怎麼求助(2.5%)、保護其他家人(0.6%)。

有高達八成五的人認為家庭暴力與性暴力是重要的社會問題，會消耗可觀的社

會成本需被認真處理。僅有3.6%的人認為根本就是家務事，不值得重視。但70.8%

的民眾認為政府在防治家庭暴力或性暴力的措施是不足的(不太足夠42.0%，非常不

足夠28.8%)，僅有27%的民眾認為政府的防治措施足夠 (非常足夠0.9%，還算足夠

16.3%)。

另外，高達七成以上的人無法回答出對政府哪個單位在防治暴力的表現上較為

滿意，顯示民眾不了解家暴事件處理的機制。而民眾認為目前政府在防治家暴與性

暴力上，出現的問題以相關單位整合不足、配合不力(15.1%)最為常見。約有八成

七的民眾贊成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預算，進一步整合警政、社工、醫療、司法、

教育等資源來推動社會改造防治暴力(非常贊成55.6%，還算贊成32.1%)。有高達八

成六的民眾贊成政府再造時應成立專門部門來防治暴力(非常贊成55.2%，還算贊成

31.1%)。

面對本次民調所呈現之實踐現況以及民眾對防暴業務的需求與期待，兩天議程

共四場之「專題發表與討論」將邀請司法院及法務部、警政署、衛生署、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首長或代表，分別從「司法 (司法及法務)」、警政、醫療、社

政等系統進行台灣家庭暴力、連續性暴力等兩大議題推動或落實之執行現況報告，

並由民間社團之實務工作者及精研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回應。

本次國是會議最後將有綜合討論時間梳理及彙整各場次之結論，以於會議結束

時提出政策建議，作為大會結論與宣言。同時亦將國事會議整理做成果報告寄送相

關政府、民間單位及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小組，作為後續政策落實監督之根據。

台灣防暴聯盟希望，透過全國防暴國事會議檢討我國目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的執行狀況，並經由討論，提供國家未來制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

治的政策建議參考。我們期待透過本次全國防暴國是會議的舉辦，能從民調數字呈

現中開展公部門對於防暴業務議題的重視，希望公部門能將防暴業務需求反應在預

算及人力之增加上；透過本次會議作為平台，呈現政策落實各環節的問題，加速各

部會之溝通協調，更希望能更加強公部門與民間團體的對話機制，共同落實人人有

免於恐懼之自由的基本人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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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國際研討會

「關懷暴力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建構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資源網絡」

身體的傷痕容易看見治癒，心靈的受創卻難以察覺修復，目睹暴力兒童相關

研究皆指出目睹家庭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創傷涵蓋了行為、情緒、認知、自我概

念及人際關係的影響，長期研究則提出「今日目睹兒，明日施暴者」暴力代間傳

遞的擔憂，家庭暴力對兒童的深遠影響已不容忽視。美國早在西元1992年即開始

推行「兒童目睹暴力計劃」，此計劃由Betsy McAlister Groves主導主持，他整理

十多年的實務工作經驗出版Children who see too much（中譯文：孩子，別怕：

關懷目睹家暴兒童）一書，並積極投入社區團體幫助深受暴力影響兒童。國內對

於目睹暴力兒童工作尚在發展服務模式的起步階段，本次研討會特地邀請Betsy 

McAlister Groves親自來台與國內相關工作者面對面對話及分享其美國實務經驗之

交流，促使國內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更臻進步完善。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指導單位：內政部兒童局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星期一至星期二)

地 點：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集思會議中心台大館A02蘇格拉底廳

        (捷運公館站2號出口，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大樓)

會議目的：

1.參酌美國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推動與發展現況，加強國內暴力防治工作

　推展。

2.藉由了解美國「兒童目睹暴力計劃」推行成效，作為我國在相關工作政策

　制訂修正之參考。

3.借鏡美國之社區預防模式，倡導國內跨專業領域建立目睹暴力兒童保護資

　源網，加強社福、心理、醫療、教育及警政等系統間合作網絡。

參加對象：從事婦女及兒童保護工作以及教育、衛生、司法、警政、醫療系統相

　　　　　關工作者共計150人。

研討會內容：請參照附件會議流程

講師簡歷：貝慈葛羅思（Betsy McAlister Groves），波士頓大學醫藥學系臨床助

　　　　　理教授講師目前擔任波士頓醫學中心「兒童目睹暴力計劃」理事長，

　　　　　從事目睹兒童輔導工作已有十數年實務經驗同步翻譯：李開敏老師，

　　　　　資深心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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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協助：授課方式以英文進行，搭配中文翻譯，書面資料備有中英文對照

報名事項：

1.報名費用500元，含手冊餐費。

2.報名方式請劃撥報名費用並黏貼劃撥收據於報名表，傳真並來電確認完成

　報名(一經劃撥，恕不退費)，傳真電話02-23142900

3.報名聯繫事宜請洽 02-23815402#227、228、215林培欣或e-mail:

　 children@goodshepherd.org.tw 小羊之家

4.劃撥帳號18224011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劃撥單備註欄請註明：報名目睹暴力兒童國際研討會與收據開立抬頭名稱

「關懷暴力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建構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資源網絡」

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國際研討會會議流程

94年11月28日

時間

8:30-9:00

9:00-9:20

9:20-10:20

10:20-10:30

10:30-12:30

12:30-13:30

13:30-15:30

15:30-15:50

15:50-17:30

主講人//講題內容

報到

開幕式

主講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專題演講一：美國兒童目睹暴力之

社會問題與政策發展回顧談討

茶敘時間

專家對談:雙向經驗交流 

＊介紹美國目睹暴力兒童方案政府

與民間的合作模式 

＊介紹台灣推動目睹暴力兒童保護

工作演進

午餐時間

主講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專題演講二：加強建立跨專業領域

合作之家庭暴力目睹兒童保護資源

網-如何拉進社工、醫療、教育、司

法、警政、社區鄰里成為合作夥伴

茶敘時間

主講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專題演講三：目睹暴力兒童實務操

作面議題─兒童如何知覺與建構暴

力歷程

回應人//與談人

內政部兒童局致詞

善牧基金會致詞

與談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內政部兒童局

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回應人: 

資深督導 江季璇

回應人: 

馬偕醫院精神科

心理師羅秋怡

主持人

善牧基金會

執行長 湯靜蓮

王麗容教授

王麗容教授

鄭麗珍副教授

鄭麗珍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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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11月29日

時間

9:00-10:00

10:00-10:20

10:20-12:20

12:20-13:20

13:20-15:20

15:20-15:40

15:40-17:00

主講人//講題內容

主講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專題演講四：目睹暴力兒童臨床處

遇工作模式

茶敘時間

主講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專題演講五：美國兒童目睹暴力預

防性方案與發展策略

午餐時間

專家對談：美國及台灣推動目睹暴

力兒童工作困境

茶敘時間

綜合座談：為兒童創造一個安全的

世界

回應人//與談人

回應人：

馬宗潔副教授

與談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資深督導江季璇

高雄縣政府社會局社會

工作課 劉美淑課長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與談人： 

Betsy McAlister Groves

內政部兒童局

善牧基金會

執行長湯靜蓮

資深督導 江季璇

與會人員

主持人

沈瓊桃

助理教授

沈瓊桃

助理教授

劉淑瓊

助理教授

劉淑瓊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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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零販運願景 須政府民間跨國合作

東南亞人口販運重要結論 籲反人口販運立法

新 聞 稿

【台北訊】勵馨基金會與美國專門研究人口販運的機構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共同主辦「東南亞人口販運防治策略國際研討會」，一連三日探討人

口販運之人權、法令、性別、政策、移民、經濟、教育、國際事務、社會覺醒等

必須政府與民間非政府組織跨國通力合作共同達成人口零販運的願景。從首日台

灣面臨之全球性挑戰至次日全面探討防制工作，到最後一天跨國分組討論，同時

發表重要性結論為此次前瞻性會議做出總結。

[政府民間對話 提出反人口販運重要結論]

大會於閉幕時與會中外貴賓一致認為，台灣的民間社會力相當成熟蓬勃且有

活力，也看到政府正面回應，勇於面對問題。他們相信，這次研討會是一個很好

的開始，將為台灣開啟人口零販運的願景。大會於閉幕式時提出重要呼籲，建議

政府成立跨部門反人口販運功能任務委員會，敦促政府應編列專款預算，檢視現

有法令，訂定人口販運防制法，同時並要求政府須與民間非政府組織進行對話。

行政院研考會主委葉俊榮蒞臨致詞時提出六點回應，一、政府將整合相關法

令，並研議人口販運防制專法訂定之必要，二、轉變推動理念，從犯罪防制提升

至人權保障，三、研議專責任務功能小組，結合民間力量做為跨部會推動機制，

四、實際經費挹注，可參考外籍配偶照顧基金方式，研議為人口販運相關議題成

立基金，五、結合民間成為夥伴關係，厚植民間量能，六、與國際同步並做必要

之連結。

三十日上午議程討論人口販運的遣送問題，與會針對界定是否為人口販運之

下的受害者多所交流，下午議程討論包括「被剝削勞工」、「色情人口販運」、

「配婚仲介」、「家庭勞工」等。

[判定人口販運受害者 以被販事實非憑意願 

應設立安全有效申訴專線 以防虐勞及抗議等不幸事件]

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局長吳振吉、內政部警政署外事組組長張琪受邀分別針

對遣返大陸以及大陸以外地區事宜發表報告。張琪表示認定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應

以檢調為主，並經法院裁定認定，警政部分並無權責界定。

會中討論頻繁，與會者提出，關於性工作者應尊重其工作動能權，「把武器

環給她們」，而非一味界定其為受害者並對她們污名化對待，應制定法規予以保障。

另一來自勞工陣線聯盟與會者提出外籍勞工之工作權，她急切指出，工作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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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不善待外籍勞動者，遇到不好的雇主，他們當然要逃跑，因為他們沒有其他選

擇更無從申訴，外界或檢調誤以為是非法偷渡，對他們動輒施以污名態度祭出搜

索逮捕，建議應由非官方組織設立申訴專線，並從制度面健全相關法規，以維護

其工作權益。

[分組討論 「被剝削勞工」、「色情人口販運」議題]

針對被剝削勞工其討論重點在於確認剝削情形和需求，以及如何尋求協助。

外勞常見有工時過長、薪資被不當剝削、強迫勞動、行為受監視控制、通訊限

制、工作環境不安全等問題。與會者表示，他們需要翻譯協助了解資訊，建立受

害者安全感以及相關協助。

此外另一場次探討色情人口販運問題中，一位菲律賓實務工作者指出，當

問及那些被販運的婦女她們是否為受害者，她們其實並不知道如何回答，直到她

們受到相關諮詢和教育才知道人權被侵犯，也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的事實。她並

說，對非營利組織來說，問她們是否為受害者不重要，而是問她們需要哪些協

助。同時應加強警察和相關單位的教育，致力於保護婦女等被販運者，建立社工

支持體系。

[「配婚仲介」部分 家暴與販運問題重疊性高]

其中有關「配婚仲介」討論部分，婚姻暴力議題或人口販運議題，受害者的

需求以及對於受害者能提供的協助，尤其對於婚姻仲介業的不實資訊，如何有效

管理，充分交換意見。此外，對於外籍配偶婚暴受害者遭遇受害者保護與居留身

份取得的雙重困境，警方和NGO分別能扮演何種角色處理偵辦、起訴、提供協助

兩者間的相互默契等部份，進行充分交流。

有非營利組織團體代表表示，這是一個家暴問題，而不是一個標準的人口

販運問題，而警方代表認為，他們來台之後與來台之前獲知的訊息不一樣，還有

家暴與兒童監護權問題。新竹警局外事課與會者表示，外配問題處理比外勞還棘

手，外籍配偶遭受家暴不敢舉證自己的丈夫。

時間/地點：11月30日（三）17:00~17:35（場地詢問請洽02-2363-5868）

　　　　　　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台大館)B1國際會議廳 (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

時間

17:00~17:05

17:20~17:30

17:30~17:33

17:33~17:35

項目

主辦單位引言暨 閉幕記者會致詞

單位代表人致詞

人口販運問題攜手合作下一步

大會總結

閉幕合影

人員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

中外與會講員回應總結 

行政院研考會主委葉俊榮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

全員

[新聞聯絡] 勵馨執行長 紀惠容， 02-2367-9595 *600，企劃部 謝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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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網 不迷惘─網路交友安全記者會

《新聞稿敬請發佈》

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節又將來臨，天下有情男女們又開始蘊釀浪漫的慶祝活

動，素未謀面的男女網友，可能也利用這個特殊時節，安排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然而，近來不斷傳出各種網路交友的安全問題，包括「網友變強?」、「網友變

惡狼」、「與網友見面遭撕票」…等等。究竟，虛幻的網路世界中暗藏些什麼危

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隊和現代婦女基金會為此特別召開一場「迷網，不迷

惘」網路交友安全記者會，要把妙招要告訴你。

記者會中由現代婦女基金會演出精彩的行動劇，把時下民眾透過網路交友

的情形做出清楚的呈現，劇中男女於交友網站中結識，網路交往過程一切美好，

然而，當場景從虛幻的網路世界中轉移到現實生活時，一切都走了樣，良人變狼

人，甜蜜的戀愛幻想也因而破滅…。其實，這樣的戲碼天天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上演，寂寞男女希望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尋覓感情的寄託，然而，真假莫測的網

路身份，卻也提供了居心不良份子隱身的機會。

平均每天一人網路受害，謹慎交友不分「你」或「妳」

網路已成為了現代人不可或缺的工作，無論是查閱資訊、購物，甚至交朋

友，都可以透過網路得以完成。然而，近日來網路交友的問題層出不窮，台中縣

一名國中生與網友相約外出之後慘遭撕票、大學生策劃以女友當誘餌，佈置仙人

跳陷阱誘騙網友；網友偷錄火辣視訊畫面，公布在網路上供人閱覽；更有人遭到

網友?財?色，報案時才發現不知加害人的任何資料…等等。五花八門的安全問

題，實在令人十分憂心。

根據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性侵害受害者以女

性佔絕大多數(96.47%)，年齡則以12-16歲佔最多數(29.3%)，18-24歲其次，佔

19.3%，由此可知，年輕女性乃是性侵害受害的主要族群。而台北市93年度受理

的450件性侵害案件當中，網友性侵害的案件佔了一成(47件，10.4%)，以數量

來說並不在少數；現代婦女基金會更從全國新聞報導中發現，7月份僅僅一個月當

中，關於網友性侵害、詐財、恐嚇等相關案件便有22件，受害人超過25人。換句

話說，平均每天將近就有一人因為網路交友不慎而遭受人身安全或是精神、錢財

的傷害。同時，不是只有女性會受害，從新聞案例中可以發現也有男性受害者亦

不在少數。因此，現代婦女基金會特別提醒社會大眾，時下流行的網路交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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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分性別的，不分職業，值得你我重視的問題。

「三心二意」保護你，網路交友沒問題

網路交友是項便捷、快速的社交新管道，網路族又該如何在尋尋覓覓交友之

際，保護自己不成為「網路藏鏡人」手下的犧牲者呢？現代婦女基金會提出網路

安全的「三心二意」守則，讓所有的網友們「迷網」但不「迷惘」。

「三心」指的是「關心」、「良心」以及「警覺心」：

◆家長─多「關心」

　呼籲家長們多關心孩子的交友狀況以及平日上網動態，必要時提醒子女自

　我保護之道。萬一發現子女失去聯絡，請迅速報警，並保存所有證據，含

　通話來電號碼、上網記錄資料

◆網路業者─有「良心」

　交友網站應是提供網友廣結善緣的園地，業者如不重視並改善網路交友安

　全，「男蟲」(指靠著外表與甜言蜜語，專門詐騙女性的男人)及「金釵」

　　　（詐騙男性的女子）只會快速倍增，因此應該扮演把關者的角色，隨時提

醒使用者自我保護的相關訊息，例如使用者登入個人資料時出現提醒視

窗，提醒網站上個人資料的保密性、過濾網站使用者的資格等，並且落實

規範網友的不良行為，適時予以舉發或停權，以保障多數使用者的權益。

　◆網路使用人─常保持「警覺心」

　由於網路交友有其私密性，因此網路使用者的自我保護觀念便顯得格外重

　要，年輕朋友應了解網路上虛實難辨，要注意不要輕易提供個人的私密資

　　　料，時時保持警覺，用時間與誠意來考驗真實的友誼。

    在使用交友網站時，記得注意以下幾個事項：

1.多方蒐集資訊，找一個可靠的交友網站或網路聊天室。

2.不隨便洩漏任何真實的私人信息，如住家地址、電話號碼等，以免不良份

　子對個人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3.保管好自己的登錄密碼。

4.對於網友資訊隨時抱持懷疑態度，儘可能將對方身份、IP位址、聊天時

　間、對話內容等記錄下來，萬一發生意外時有線索可循。

5.不要經常傳達不明確的訊席給對方，要明確表達自己的意思；不理睬暗

　示、挑釁、威脅等令妳感到不安的信息，且要告訴父母或監護人。 

6.有人以贈送錢物等理由請你前去赴約或提出登門拜訪時應高度警惕。

7.第一次和對方見面時，避免避免夜間單獨會面。

8.與網友見面一定要選在人多的場合，並且告知親友聚會地點、對方姓名及

　電話，經常保持聯繫，告知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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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控制首次約會時間，並一定要堅持自己回家，若要搭網友的便車請記下車

　牌並將動態告知親友、攜帶防身噴霧器。

10.出門只帶500~1000元（不帶任何一張卡）。

11.對約會時的飲料與食物要保持戒心。

12.路遙知馬力，要多花點時間認識一個人。

◆「留意」網路陷阱，發揮網路「正義」

　「二意」指的是「留意」與「正義」。虛幻的網路世界處處是陷阱，網友

  們千萬要多留意，以免誤入陷阱；同時也呼籲每位網路使用人多多發揮正

  義感，做個e世代好公民。一旦發現有不法網站，或有可疑犯罪行為，即刻

　向警察當局檢舉。刑事警察局「網路檢舉信箱」網址http://www.cib.gov.

   tw/mail/mail02.aspx。或電話報案(02)2769-7403。

記者會最後，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同時也長年投入婦幼保護工作的王如玄

律師，與台北市政府婦幼警察隊張素菱隊長，共同用愛神的箭串起三顆心，讓天

下有情網友都能渡過一個安全又浪漫的七夕情人節。

新聞聯絡人：現代婦女基金會/吳毓婷(02)2391-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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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家暴讓台灣全倒

─93年度家暴新聞統計分析

記 者 會 新 聞 稿

就在新聞媒體不斷傳送邱小妹妹令人鼻酸的報導，社會大眾一味地譴責醫療

體系疏失時，似乎遺忘了邱小妹妹不是個案，層出不窮的家暴案件正在各角落不

斷上演著！現代婦女基金會整理九十三年度報紙披露之家暴案件，並發表相關統

計數據，讓社會大眾警覺家庭暴力造成的傷亡與社會成本支出，並非一個家庭承

擔得起！

家庭暴力是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根據警政署刑案統計資料，民國九十二年各項暴力犯罪中，被害人與加害人

屬於家屬關係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年

度

92

故意殺人案件

（件數）

10.4%

（184）

重大傷害案件

（件數）

12.9%

（22）

一般傷害案件

（件數）

25%

（2446）

妨害性自主案件

（件數）

9.3%

（265）

妨害自由案件

（件數）

12.7%

（236）

由以上資料可看出故意殺人、重大傷害、妨害性自主、妨害自由的刑事案件

中案件，兩造之間屬於「家庭成員關係」的比例都超過一成以上。而在一般傷害

案件中，家暴案件更高達四分之一（25%）的比例，由此可看出家暴問題的嚴重

性，是社會治安中應加以防範的工作，因為發生在家中暴力事件，對被害人更是

呈現了傷害的切身及無處可逃的困境。

家暴要人命，你我都遭殃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統計資料中發現，93年1月至12月自中時、聯合電子

新聞中共搜尋出503件家暴案，平均一個月發生42件，總共造成157人死亡，549

人輕重傷，平均看來每一個月因家暴而死亡者達13人，受傷者更有46人，然而這

並不包含未見報的案件！倘若以九十二年全國各縣市家暴中心開案服務的4萬多件

做推估，因家暴傷亡的總人數令人不敢想像。

在加害人與被害人兩造關係方面，其中波及夫妻關係之案件佔40.26%，波及

親子關係者佔44.12%，手足關係佔4.96%，祖孫關係有3.13%，而其他親屬關係

則佔7.54%，數據顯示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暴力案件引發自核心家庭及直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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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間。但其影響的層面卻不僅限於家庭內，甚至鄰居、社區、職場，乃至於整個

國家都會如同骨牌效應般遭受影響。去年一起造成最大傷亡的家暴案件，為93年6

月18日基隆市一位林姓加害人，因為不滿妻子的工作而至上班地點縱火，最後造

成五死八傷的慘劇，顯示家庭暴力案件並非只是單純口角，更是影響公共安全的

重大案件！

在致暴因素方面，感情因素（感情不睦、疑似外遇、口角等）導致暴力案件

最多，佔所有因素的31.49%，顯示家庭間成員感情不睦、缺乏溝通習慣與技巧常

導致暴力的發生；不良行為（酗酒、賭博、吸毒等）佔24.39%、金錢因素（包含

經濟、欠債、財產糾紛等）佔15.30%，顯示不良行為、金錢糾紛也常成為家暴的

間接促發因素；另外在子女因素方面佔7.10%，不當的子女管教造成子女傷亡的

情形也不時發生，離婚的夫妻雙方亦常為爭取監護權而暴力相向；最後工作因素

（失業、工作不順）造成家庭暴力則佔5.76%。

資料中呈現，加害者的施暴手法以直接毆打、重摔為多，佔31.36%，此外使

用刀械、槍枝、開車衝撞等致死率較高的手法也佔16.96%，而家內的性侵害、性

騷擾、甚或強迫賣淫也高達16.64%，以精神恐嚇、脅迫、經濟控制佔11.84%，

燒炭、引廢氣、悶死等方式導致窒息則佔7.84%，引火、瓦斯、潑汽油等可能引

發公共安全疑慮者亦佔7.2%。

人生無望，只能攜子自殺？

雖然婚姻暴力案件佔所有家庭暴力的大多數，但其中不乏子女遭受連帶的傷

害。同樣在去年家暴案件新聞的統計資料中，攜子自殺的案件便達42件，造成53

人死亡，30人輕重傷的悲劇。父母的生活不順遂，在生活沒有希望的狀況下，擔

心遺留下一代在世間受苦，因而選擇帶著孩子燒炭、跳海一途，除令人心酸外，

基金會希望父母暫時冷靜一下，給自己與孩子一個機會，並向轄區的社會局聯繫

尋求協助，社政單位亦應及早介入危機家庭提供服務，以避免悲劇發生。

呼籲政府成立『性別暴力防治司』，提高家庭暴力防治層級，積極投入資源

在輿論如火如荼討論家暴案件巨大影響的同時，卻傳出內政部家暴及性侵害

防治委員會，在政府組織再造規劃中，即將縮編成婦女及社會發展司下的「科」

層級。對此，從事多年婦女人身安全維護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大聲疾呼，此舉將使

家暴案件的處理更被邊緣化！目前全國113通報專線每縣市只有兩線，人力經費都

顯不足；且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必須依靠網絡合作無間，才得以順利運行，然而目

前家暴委員會在與司法院、警政署、衛生署溝通協調時，其層級已然居於弱勢，

倘若縮編成為一個科，不但資源更加減少，更遑論聯繫整合家暴防治網絡中的司

◆

婦
女
人
身
安
全



台灣婦女年鑑 第三篇 團體動態與紀實

436 437

法、警政、衛生、教育等體系。相同的，隸屬於各縣市政府社會局下的家暴中心

亦面對相同的問題。基金會也呼籲社會大眾一人一信寄至內政部，表達您對於家

暴委員會遭矮化的關切！而內政部眼見日益嚴重的家暴案件，更應有積極作為，

提高家庭暴力防治機構的層級，投入足夠的經費人力，以實際行動承諾對家暴案

件處理及預防的重視！

勿使家暴讓台灣全倒，企業有責

現代婦女基金會有鑑於家庭暴力案件需要立即、全面、單一窗口式的服務，

於是積極推動在法院設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協助需要的民眾。然而推動家庭

暴力防治工作必須仰賴全民參與，特別是重視社會責任的企業。菲利普莫里斯公

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鍾亞倫表示，支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菲利普莫里斯國際公

司在全球各地參與社區需求活動所選定的重要方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生理或

心理上受到創傷，極需要專業人員從旁提供資源及協助。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很高

興能有機會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在法院成立「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的計畫，透

過第一線的服務，幫助更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企業重視

家暴的議題，進而一起伸出援手，以實際捐贈的行動支持。最後，基金會也呼籲

各企業共同重視員工家庭協助的必要性，從協助自身員工管理家庭壓力做起，期

待越來越多企業投入家暴防治工作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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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兒童色情物品』該不該處罰  公聽會

新 聞 稿

由民進黨黃淑英立委及台灣終止童妓協會、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花蓮善牧

中心、勵馨基金會等團體組成的兒少聯盟於四月十五日在立法院召開「持有兒童

色情物品該不該處罰公聽會」，從網際網路兒童色情現況、持有者心理分析與各

國法律三方面，說明處罰持有兒童色情對兒少保護的意義，以凝聚社會之共識，

進而督促處罰持有兒童色情法條的修法腳步，讓我國兒童少年之權益與安全獲得

保障。

在國際上被視為一種「嚴重的兒童性剝削」的兒童色情，即未滿十八歲未

成年人的性交與猥褻圖片、影像等物品，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十分容易被複製

與下載、為人所持有。終止童妓協會李麗芬秘書長根據該會長期監看網路違法與

有害資訊的經驗指出，雖然該會檢舉熱線接到兒童色情的案件三年來有下降的趨

勢，但是該會也發現過去主要以貼圖方式散佈兒童色情，現在則以BBS或家族的方

式散佈、張貼兒童色情，甚至分享如何傷害兒童的經驗，對於這種社群的現象，

該會感到十分憂心，因為透過經驗分享、交換兒童色情，將會增強戀童的行為，

有可能進一步加害兒童。另外，美商8e6科技台灣分公司也提供該公司過濾黑名

單的資料，其中兒童色情三年來均超過一千兩百多筆，以去年資料為例主要分佈

地區美國就佔88%,其次歐洲佔9%、亞洲佔3%，因為網際網路無國界，所以無論

在哪一個國家，這些兒童色情都是會被瀏覽、散佈、複製甚至是持有。

在持有者心理分析方面，北投國軍醫院精神科李光耀醫師就國外的研究報

告，綜合發表兒童色情對觀看人身心產生之影響。李醫師指出，瑞典一項針對年

輕男性性行為與色情物品之影響的研究，發現99%的研究個案表示看過色情圖

片；其中，有53%表示色情圖片會刺激他們進行性行為。另外，荷蘭則是曾經針

對性刺激與因其產生的性行為及反應進行研究。此份研究的結果顯示，觀看色情

影片的實驗組，不分男女，都產生較高的性活動。兩份研究使用的色情物品都包

括兒童色情物品，並且均指出色情物品對於觀看者的性反應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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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童妓協會副理事長高玉泉則從法律的角度，剖析處罰持有兒童色情對兒

少保護之意義。副理事長指出，根據國際刑警組織的線上資料庫，至少有十四個

國家針對兒童色情持有加以處罰。目前，我國對處罰持有兒童色情主要的爭議點

在於違反言論自由、持有之爭議、執法困難或社會尚未有共識。針對以上疑慮，

副理事長指出，各國在立法過程中早已出現相同辯論，最後的結果是愈強調人

權、民主的國家愈重視兒童的權益，認為處罰持有兒童色情者優先於言論自由，

關於持有之界定是立法技術可加以克服，而且處罰持有者是有助於警方之辦案，

再者，立法主要的目的旨在教育而非處罰，促使社會大眾在非故意取得兒童色情

時可以主動加以銷毀，確保受虐兒童之權益與一般兒童之安全，這才是立法的真

諦。

因此兒少聯盟極力主張於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八條增加第二

項：「無正當理由持有前條拍攝、製造之圖畫、錄影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

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唯有如此，我

國兒童少年之權益與安全才能獲得保障，而且在打擊兒童色情的國際行動中不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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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1500萬打造「受暴婦幼庇護中心」

勵馨與7-ELEVEN聯合溫柔戰士送給受暴婦女母親節大禮

受暴婦幼庇護中心募款開跑記者會

日期：94年5月4日

【台北訊】根據內政部公佈資料統計，國內平均每天有近130件家庭暴力事

件發生，許多婦女常因孩子因素或擔心沒有謀生能力，不敢脫離家庭而長期忍受

先生施暴，讓自己與孩子都身陷家暴的痛苦深淵。為了幫助遭受家暴的婦幼們重

獲新生，自5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全國7-ELEVEN與國內致力婦幼關懷服務機構

的勵馨基金會合作，一同為籌募受暴婦幼庇護中心的經費，打造一個安全無虞的

受暴婦幼庇護家園。

在昨天（5/4）記者會特別邀請年代新聞主播何戎、台大建築與城鄉所副教

授畢恆達以及藝人張魁、張峰奇父子檔，期望透過男人們一起來呼應「台灣溫柔

革命」，共同宣讀「不使用暴力、不容忍暴力、對暴力不保持沉默」的「溫柔宣

言」，宣示加入溫柔革命的決心。讓大家知道家暴行為並不是「家務事」，除了

捐款外也要教導男孩不使用暴力，並以「溫柔戰士」之名呼籲所有的男人，加入

「台灣溫柔革命」，終止家暴的行列，喚起社會大眾對家暴問題的關心。

勵馨基金會董事長蘇希宗表示，以2004年勵馨共輔導了498件的家暴案例，

較2003年足足成長了超過三倍，受暴婦女的平均年齡層分佈在31-40歲，學歷也

都在高中職以上居多。由此可見，即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有可能成為家庭暴

力的施暴者或是受暴者。因此，希望大家破除以往觀念，家暴不是「家務事」，

社會大眾應即時協助家暴事件的通報，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

蘇希宗接著說，在輔導的個案中，許多受暴婦女是在為了讓孩子有正常人格

發展和免於暴力的成長環境，才不得已逃離暴力家園，目前勵馨在全省共設立了

三個庇護場所，除了為家暴婦幼提供緊急的庇護安置、生活照顧、情緒支持、法

律諮詢、協助聲請保護令之外，同時也陪同他們就醫驗傷，並協助他們學習如何

自我保護與職業訓練課程，讓他們在離開庇護中心之後，也能夠重新回歸正常的

生活。

7-ELEVEN公共事務室部長王文欣表示，考量社會上家庭暴力案件層出不窮，

不少的婦女與孩童生活在家暴的陰影下，為了讓受暴婦幼早日獲得新生，7-ELEV-

EN將結合勵馨基金會多年致力關懷婦幼的努力與專業，提供受暴婦幼相關的援

助，更邀請社會大眾能到7-ELEVEN捐款，透過隨手行善的方式，將愛心化為實際

行動，將善意累積成為溫暖巨大的力量。

7-ELEVEN十多年來集結眾人的愛心，累計共募得6億1716萬元，幫助超過56

個公益團體及弱勢族群。7-ELEVEN希望持續發揮通路的力量，透過門市小小的捐

款箱，集結社會大眾捐出的小零錢，為弱勢團體募集經費，幫助社會上極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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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民眾。

勵馨基金會目前全國的三處受暴婦幼庇護所，分別在台北、苗栗、台東各有

一所，幾年來已讓近五百位受暴婦幼朋友有了嶄新的生活。面對台灣的家庭暴力

防治法尚未規定各縣市建立受暴婦幼的庇護場所，除了台北市外，全省許多縣市

均無財力設置，在受暴案例層出不窮，受暴婦女求助無門的現況下，勵馨基金會

只好透過所設置的受暴婦幼庇護中心，藉由承租方式幫助婦幼朋友。

由於台東地區原無專為特殊境遇婦女、少女及其子女安置的中心，此次募款

分配上將優先針對台東後山的受暴婦幼們著手，打造溫暖堅固的避風港，減低內

心傷痛，更期望透過台東的希望花園－馨天地婦幼庇護中心的設置，募集購置土

地資金及年度營運服務的經費，讓受暴婦幼不再躲在陰暗角落哭泣，迎向充滿希

望的璀璨明天。

即日起，民眾只要到全國7-ELEVEN門市投入您的愛心，即可幫助到受暴婦

幼，建造庇護家園。勵馨基金會為感謝捐款人，特別委請勵馨台東服務中心[馨工

房]多元就業的婦女朋友們，手工製作專屬的琉璃珠心型手機吊飾，凡是以劃撥捐

款達一千五百元以上的朋友，就能獲得馨工房婦女製作獨一無二的溫馨小禮。

時間＝94/05/04 (星期三)；14:00 p.m.- 14:30 p.m.,

地點＝亞太會館,B1宴會廳（台北市松高路68號）

  時 間

2:00~2:03

2:04~2:06

2:07~2:17

2:17~2:22

2:22~2:27

2:27~2:30

               流 程

主持人開場

個案故事─影片播放

介紹貴賓

主辦單位致詞

台灣溫柔革命宣誓儀式

1.貴賓談話

　貴賓說出個人的想法以及對男性的期望

2.宣誓

　展示革命墨寶

　貴賓共同宣讀「溫柔宣言」

3.用印

  貴賓共同在墨寶上用印

募款活動正式起跑

　　　來賓與革命墨寶合影

後山受暴婦幼的企盼

東區服務經驗分享

Q&A

            人 員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

主持人

7-ELEVEN公共事務室部長 王文欣

勵馨基金會董事長 蘇希宗

與會貴賓、7-ELEVEN

勵馨基金會、募款小天使

勵馨東區服務處處長 彭麗真

記者會

聯絡人： 

　勵馨基金會 企劃部　駱安玲（02）2367-9595 #547  林毓珊（02）2367-9595 #540

    7-ELEVEN公共事務室　詹雁翔（02）2747-8711#2790  周本惠 （02）2747-8711#2759

年代新聞主播 何戎

台大建築與城鄉所教授 畢恆達

演藝界大哥張魁，創作歌手張峰

奇

（演藝父子檔）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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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一起來，用愛化解暴力傷害

新 聞 稿

一場跨越性別、職業界限的公益盛會

女性的人身安全，不再只是「姐妹」族群們所關心的議題了。今天有一群

「兄弟」挺身而出，要來擔任女性的安全守護著。他們是陽剛味十足的「兄弟」

棒球隊，要呼籲所有的兄弟姐妹一起來，投入一點小小的心力，就可以用愛來化

解暴力傷害。

為「家」犧牲者多於為「國」捐軀者

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整理93年度的新聞報導(僅中時與聯合報系)發現，全國

一年內見報的家暴案件共503件，平均一個月有42件，這些案件總共造成157人

死亡，549人輕重傷，平均看來每一個月因家暴而死亡者達13人，受傷者更有46

人。由此數字看來，國人一年內為「家」而犧牲的人數相當於軍隊中的一「連」

兵力，似乎遠大於為「國」犧牲的人數，這是個非常值得社會大眾重視的問題。

而在這些家暴的案件中，又以婚姻暴力為最大宗(佔40.26%)，其中絕大多數

的加害者都是男性，由此可知女性實為家暴案件中的弱勢族群。同時，許多受暴

婦女常為了子女、社會價值觀的考量，而選擇繼續留在暴力家庭中，如此更提高

了後續受暴致命的危機。

兒少虐待問題日趨嚴重，民眾應勇於通報

以九十三年全國家庭暴力通報統計數據分析，兒少家暴受虐案件每個月平均

為383件。但今年一月及二月的兒少遭受家暴通報案量，各為603及460件，平均

案量為531.5件。較每月平均兒少通報案量高出148.5件，成長率為38.8%。此現

象可能是因為今年年初邱小妹妹受暴案件影響，在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下，社會

大眾也開始重視家暴通報問題，尤其是兒少受暴事件。

現代婦女基金會再度呼籲，社區大眾應共同重視家暴問題的嚴重性，並勇於

關懷社區家暴問題，隨時通報社區家暴案件，勇敢向社區暴力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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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家暴通報案量

九十三年一月

九十三年二月

九十四年一月

3590件

3489件

603件

九十四年一月

九十四年二月

九十四年二月

7376件

4155件

460件

增加786件

成長比率21.9%

增加666件

成長比率19.1%

平均為531.5件

比去年成長38.8%

◆兒少通報案量

（九十三年全年兒少受暴通報案量為4596件，每月平均量為383件）

「兄弟」與「姐妹」的團結宣言

現代婦女基金會為了喚起更多民眾重視家庭暴力的問題，讓家暴問題不再只

是女人的問題，因此特別力邀兄弟棒球隊共同發起一項「兄弟姐妹一起來，用愛

化解暴力傷害」活動。由具備健康、陽剛形象的棒球隊員們共同號召球迷與民眾

一起總動員，關心所有的女性。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張錦麗強調，家庭暴力的問題絕非靠單一力量可以解

決，必須凝眾整個社會的力量，不分性別與職業一起投入，才能做到完善。兄弟

象的總教練林易增素來以疼女兒著稱，他也呼籲大家秉持同理心來關心身邊的女

性，如果每個人都多一份關心，也可以間接讓我們自己摯愛的女性親友受惠。

其他與會的來賓還包括了「姐妹代表」: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捍衛女性權

益的知名律師王如玄、長期投入家暴議題的賴芳玉律師、現代婦女基金會工作人

員。以及「兄弟代表」:彭政閔、陳致遠、蔡豐安、蕭任汶、王金勇、陳瑞振、馮

勝賢、王勁力、李志傑、陳懷山、林明憲以及郭一峰等人。

「打擊暴力」─

「用愛守備」─

「關懷救援」─

「反暴捕手」─

兄弟象隊長，同時也是最佳打者的彭政閔以最拿手的打擊姿

態，呼籲所有男性朋友一起「打擊暴力」。

副隊長，同時也擔任內野手的王金勇，則是希望大家能夠

「用愛守備」，打造一張安全的網，讓女性朋友都能免於恐

懼與傷害。

救援投手蕭任汶更提醒所有的男性朋友:拳頭是用來打天下

的，不是用來打女人的，呼籲大家都能為受暴婦女提供及時

的「關懷救援」。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代表王如玄律師與賴芳玉律師則當起「反

暴捕手」，要讓所有的家暴受害者都能獲得司法正義的權利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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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群「兄弟姐妹」手挽著手，捧著象徵愛的紅心，共同宣示「用愛化

解暴力傷害」的團結決心。

「兄弟」關懷「姐妹」的實際行動

1.「對女性的愛無所不在」賽程月曆義賣

兄弟棒球隊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合作拍攝了一份「對女性的愛無所不在」賽

程月曆，即日起於兄弟象各球賽會場，以及其他商品通路進行義賣。每賣出一份

月曆，兄弟象將捐出10%所得給現代婦女基金會，做為受暴婦女的服務基金，

除了將用來推動各地法院成立家暴服務處之外，亦將投入於受暴婦女的輔導與治

療工作。意者可至球場、兄弟象各商品通路，或向現代婦女基金會洽購（服務電

話:02-23917133），相關網頁請至http://www.brothers.com.tw/goods.php。

2.兄弟象女娃娃命名與義賣活動

兄弟棒球隊今年一反過去以男球員、大象圖案為主的設計，特別製作了一款

女娃娃人偶，做為年度公益活動吉祥物，喚起大眾對「家」與「女性」的關懷。

目前正於兄弟象官方網站進行命名票選活動(活動時間至4/11)，網址為:http:/ /

www.brothers.com.tw/event/0504/vote_result.php。

歡迎廣大的象迷們與一般社會大眾踴躍參與票選，一同為這款可愛甜美的女

娃娃取一個合適的名字。此款商品亦將於四月中旬正式上架義賣，每賣出一個人

偶，兄弟象同樣捐出10%所得予現代婦女基金會，用來推動婦女人身安全工作。

3.有志企業一起來

家庭暴力問題，除了需要「兄弟」「姐妹」的合作相挺之外，兄弟象也希望

藉由本次活動來拋磚引玉，呼籲更多企業能一起來投身公益，為社會挹注一些力

量。歡迎有志一同關懷女性，關懷家暴問題的企業與現代婦女基金會聯絡，服務

專線：02-23917133，聯絡人：吳毓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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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與台灣社會未來發展

研 討 會 採 訪 通 知

一、活動說明：

跨國遷徙是過去十幾年來國際社會重要的特徵之一。台灣在這波全球化過程

中，國際移民也是大家日常生活都感受得到的現象。1949年到1990年移入台灣

的外國人是微乎其微，但隨著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的發

展，也造就台灣成為吸引外國人來台工作、生活的開放環境。去年底的統計數據

顯示，在台的東南亞籍配偶大約12萬6千人、中國籍配偶約22萬餘人，外籍勞工

則有30萬人，另外，家庭幫傭約是7萬餘人，如果再加上已歸化成為我國國民的

外籍配偶，在台長期生活的外國人總數超過70萬人，超過台灣第四大族群原住民

的人數，儼然是台灣另一重要新興族群。

然而移入社會於分配資源時，應如何兼顧愈來愈多的新移民群體及國內相關

社群的需求，以達社會正義，對世界上每一個面臨國際移民的社會都一樣，是一

錯綜複雜的挑戰。

鑑於此本會特舉辦「移民政策與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研討會，邀集相關學者

專家、行政部門、立法部門等共同探討，以期對我們的移民政策提供新思維，有

助於即將來臨的我國移民法的修訂。

二、時間：6月15日（三）09:00-17:00

三、地點：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徐州路21號）

四、貴賓：蘇貞昌董事長、盧天麟立法委員、黃淑英立法委員、林萬億教授、辛

　　炳隆副教授、劉毓秀教授等

五、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婦女發展部

六、議程：

七、活動聯絡人：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婦女發展部 

　　　　　　　　曾麗蘭  2392-9989　0939-887-896

09:00-09:10

09:10-09:50

10:00-12:00

13:30-15:30

15:50-16:40

開幕典禮：貴賓致詞（蘇貞昌董事長）

專題演講：全球化、國際移民與社會正義（林萬億教授）

主題一：工作機會平等與台灣移民政策（盧天麟立法委員主持）

主題二：婚姻移民與非法移民（黃淑英立法委員主持）

綜合座談（徐佳青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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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議程

時 間

08:30~09:00

09:00~09:10

09:10~09:50

09:50~10:00

10:00~12:00

12:00~13:30

13:30~15:30

15:30-15:50

15:50~16:40

開幕典禮

貴賓致詞：蘇貞昌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專題演講：全球化、國際移民與社會正義

林萬億 /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茶　敘

主題一：工作機會平等與台灣移民政策

主持人：盧天麟  立法委員

由保障國人就業機會看「入出

國及移民法」之修正

移民政策與經社發展

移民政策與外勞政策

外國專業人員來台工作與居留

外勞政策與勞動保護

辛炳隆 /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副教

授

陳世璋 / 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劃處 處長

廖為仁 /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組長

陳瑞嘉 /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科長

孫友聯 / 台灣勞工陣線 秘書長

午餐時間

主題二：婚姻移民與非法移民

主持人：黃淑英 立法委員

從性別平等及社會永續發展看

婚姻移民問題

政府對外籍配偶之照顧輔導

大陸配偶來台制度之沿革及其

問題

人口販運受害人保護需求之評

估

台灣人口販運現況

由現實看移民法公平、正當、

及策略

劉毓秀 / 台灣大學外文系  教授

蘇清朝 / 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  副司長

楊家駿 / 行政院陸委會法政處  處長

李麗芬 / 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秘書長

陳琬惠 /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執行長

邱光明 / 伊甸基金會雙福發展處  總幹事

                            茶　敘

綜合座談

主持人：徐佳青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婦女部 主任

與談人：楊長鎮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族群部 主任

黃玫玲 /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政策會  副執行長

議  程

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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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05年移民/移工人權年度新聞

敬請朝野支持民間版移民法

主辦單位：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

時間：94年12月28日（三）上午九點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一樓第103貴賓室

與會成員：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推動聯盟 廖元豪教授

台灣人權促進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

新事社會服務中心

南洋台灣姐妹會

主題：

12月28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將審查「入出國及移民法」，現行之「入出國及

移民法」立法迄今已歷經十多年，當初的社會實況與本國移入移出人口都已產生

結構性的變化。牽動外國人或外籍配偶入境、居留、定居、驅逐出國及歸化等相

關權益，卻未能同步修改。

移民法一日不修，就一日無法擺脫台灣政府與社會侵害人權的諸多疑慮。記

者會中並將同時公佈「2005移民/移工人權的年度新聞」，藉由回顧這些重大的

人權新聞，呼籲朝野支持民間版（由徐中雄立委主提案）的移民法，因為我們再

也無法忍受移民法的規範不周，而讓台灣淪為戕害人權的國家。

回顧2005年移民/移工人權年度新聞：（以時間排序）

一、外籍配偶子女不優生？國健局調查平反 （2005.11.11）    

台灣外籍與中國配偶人數攀升，據統計，平均每四點二對婚姻中，就有一對

是異國婚姻，一般人更對外籍配偶子女，普遍存有素質較差的刻板印象，但國民

健康局調查發現，外籍配偶子女無論在死產、早產兒方面，都比台灣籍所生者為

低。調查同時發現，由於外籍配偶多半沒有工作、專心在家帶小孩，親子互動時

間也比台籍配偶多。 

二、高雄泰勞暴動 外勞團體痛批 新奴隸制 在台重生 （200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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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捷運工地爆發國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外勞暴動，外勞團體痛批，部分仲

介採軍事化管理，動輒扣款懲罰，有人一天被扣兩千元，有人被罰站，住宿環境

髒亂又擁擠，猶如豢養動物，根本是美國黑奴制度在台重生。仲介業者也坦承，

嚴格管理加上高額扣款當懲罰，常成為衝突發生來源，勞委會職訓局長表示若勞

資雙方訂有工作契約，勞委會不便置喙，但以扣款作為懲罰外勞的手段，確實不

合情理也不應該，勞委會將加強查察。「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表示，仲介對營建

外勞多採集中管理，普遍過於嚴苛，因為業主全權委託仲介負責，管理人員掌握

生殺大權，作威作福，對外勞動輒威嚇叫罵。

三、基本國策、國歌、國旗入題庫 入籍考試 難倒外籍配偶（2005.07.07）

國家基本國策在憲法哪一章？國歌是誰在黃埔軍校頒布的訓詞？這些題目出

現在入籍考試題庫。「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昨天抨擊，十月上路的外國人

歸化語言測驗內容太荒謬，國人對國家都沒共識，竟拿來測試外籍配偶，試題應

和生活更貼近。美濃和屏東等地的印尼、越南、柬埔寨和菲律賓籍外籍配偶昨天

和「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齊聚在行政院前，抗議即將在十月上路的《國籍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未來除大陸配偶外，外國人歸化中華民國國籍需通過基本

語言能力和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驗。

四、eBay拍賣印傭 網友罵人肉市場（2005.7.7）

全球最大的拍賣網站eBay居然出售「印尼看護」，讓人驗貨再出標，除刊登

照片與個人資料外，起標價即為基本工資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外勞變成線上競

標活商品。網友痛指仲介業者此舉無異人肉市場，視人權為無物。 台北市勞工局

獲悉後，指此競標案已明顯觸法，因為業者要轉換的是「印尼看護」，內容卻聲

稱「外勞專長照顧嬰兒小孩、整理家務」，看護工與家庭幫傭的申請門檻不同，

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四十條「不實廣告」規定。台灣人權協會指責外勞被商品

化，「人格權」與「肖像權」遭到侵犯，台權會執委顧玉珍更以早期美國人到非

洲抓黑人買賣人肉市場的行為類比，痛指這種事發生在我們社會是有損國格。

五、仲介外籍新娘看板 拆！（2005.4.19）

高雄市違章建築處理大隊昨天分3組全面拆除仲介大陸、外籍新娘的大、小

看板，不少廣告業主抗議、抱怨市府事前未告知，給予緩衝期，不過處理大隊堅

持拆除。高雄市各區多可見仲介大陸、外籍新娘的廣告看板，如「兩岸情、8萬

元」、「越南新娘18萬全包」、「鄉村越南新娘、刻苦、膚白、單純、乖巧」、

「保證鄉村處女、跑掉補娶一位」等大、小看板林立；近來市議會大會議員多有

抨擊，指責有如公開販賣人口，將大陸、外籍女子商品化，待價而沽，嚴重傷害

大陸、外籍新娘尊嚴，破壞台灣國際形象。婦女團體勵馨基金會、新知協會及家

扶協會等也撻伐外籍新娘廣告傷風敗俗，應摒除「人肉市場」汙名，制定婚姻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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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廣告管理辦法。高市代理市長陳其邁日前指示違章建築處理大隊，立即全面拆

除全市的大陸、外籍新娘廣告。

六、虐待越南新娘 台灣惡名在外 變調的仲介！有的以「妓業」經營 離譜的新

　　郎！喜宴當場要求換新娘（2005.02.06）

我國公民到越南迎娶新娘近六、七年蔚為風潮，但越南新娘在台灣受虐的

事件時有所聞，因語言、文化隔閡，乃至於丈夫欠缺行為能力而衍生的社會問題

也已浮現，特別是越南媒體常報導越南新娘在台灣受虐的故事，使得越南人對台

灣人前來娶新娘已開始有敵愾同仇的趨勢，進而造成越南台商許多無形的困擾。

我國駐胡志明市代表處自今年起，一改過去集體面談、集體通過的方式，回復最

初期的一對一面談，目前的拒件率大約二二％，但是已開始出現反彈，不僅駐越

南代表處經常接到國內立委的「關切」，甚至於胡志明的台商都經常被要求進行

「關說」。

七、越娘仲介大戶死諫；十多年仲介三百多人，陳文傳燒炭身亡，遺書請謝揆協

　　助仲介業及外籍家庭（2005.02.06）

十多年來仲介三百多名越南籍新娘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外籍聯姻家庭發展協會

理事長陳文傳，五日中午被發現在座車內燒炭自殺身亡。陳文傳留下三封遺書，

其中一封給行政院長謝長廷，為外籍新娘及家屬請命。給謝揆的遺書內容為外籍

配偶及仲介業者請命，陳文傳並請謝長廷針對駐越南辦事處官員態度傲慢一事，

要求代為主持公道，最後他並請謝揆協助他家人料理後事。據陳文傳的越南籍太

太鄭氏秋雲表示，陳文傳可能因兩棟房子貸款及車子貸款的還款壓力想不開，給

家人的遺書有對不起家人等字眼。

【參考新聞稿】

今天將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由徐中雄委員與民間移民人權團體合擬的

民間版移民法版本，將與行政院版併案。移民署明年初就要掛牌運作，但新組織

卻要用十幾年前的舊法，實在不宜。因此民間團體非常肯定內政委員會能在立法

院休會前邁出審查移民法第一步。

參與記者會的團體有移民/移住人權修法推動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

知基金會、南洋台灣姐妹會、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及新事社會服務中心，這些團

體長期關注移民/移工人權，對於老舊的現行移民法，處處充滿歧視的規定，以及

任意以國家安全為由，過度約束外國人或外籍配偶在台的生活與居留，動不動就

可以將其驅逐出國，他們批評這已明顯違害移民之基本人權，他們同時強調，對

移民任何形式的歧視控管，都是對《世界人權宣言》中確立的公正社會原則的一

種嚴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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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中藉由回顧2005年一整年所發生的移民/移工人權新聞，來主張移民

法迫切需要修訂的重要，並且說明民間版優於目前的行政院版，呼籲朝野立委支

持由徐中雄委員等六十四人共同提案的民間版本，袪除國際社會對於台灣侵害移

民人權的諸多疑慮。

本提案與行政院版最大的不同：

1.增列防家暴條款：依現行法令，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於取得永久居留或

　歸化之前，居留地位並無保障，一旦離婚即不具繼續居留之理由而將被限

　令出國。各縣市政府的家暴通報數據，都顯示外籍配偶受到家暴的案例增

　加，若沒有這個條文的保障，外籍配偶則必須默默忍受我國籍配偶之虐待

　而無法以離婚取得救濟。為補救此一漏洞，民間版特仿效美國移民與國籍

　法第204、216條規定，對於受虐之外籍配偶，給予其永久居留之權利。

　﹝第21與29條﹞

2.增列人權保障專章：因為語言文化的差異、社會照顧系統及福利服務的不

　足，移民與外國人更加容易成為落入弱勢邊緣處境的族群，因此增列本章

　共十一條，以落實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進步觀念，任何公權力的行使都必

　須保障基本人權，不得以其國籍或原始國籍、種族、族裔身分、膚色，或

　出生地之優越或低劣為由，有任何之差別待遇。其中包括反歧視條款、明

　定永久居留身份者的法定權利、設置「移民移住權利保障申訴委員會」及

　二十四小時的申訴專線電話、依據行政程序法建立聽證制度及救濟途徑

　﹝第57-67條﹞

3.禁止婚姻媒合作為營業項目並以任何形式廣告：婚姻本質上不宜做為商業

　交易標的。民法第五七三條亦規定「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

　無請求權」，顯已將婚姻媒合之商業契約視為類似違背公序良俗之法律行

　為。且當前婚姻仲介在商業機制下（收費和廣告），已產生類似販賣人口

　之惡劣行徑，更有污名化婚姻移民之潛在效果，故應予以全面禁止。目前

　已登記營業之婚姻媒合業，仍有過渡期間可處理其營業。本法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係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自應斟酌信賴保護之必要程度，給予其

　過渡期間。（第80、109條）

尤其廣告的部分，廣告與商品化有時是一體的兩面，把那些想嫁到台灣的

東南亞女性，當作電器傢俱般地展示銷售，不僅是對女性人權的嚴重倒退，也正

是讓她們在落入不平等的婚姻關係裡的開始。遺憾的是，行政院版對於婚姻媒合

沒有任何表態，據我們瞭解廣告依舊是被允許的，「事先送審」是內政部「僅有

的」把關規定。但堂堂的內政部怎麼對我們解釋，在台灣賣小孩是天理不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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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可以到東南亞買媽媽的道理呢？

 4.刪除以經濟條件，做為婚姻移民的停留、居留和定居許可的資格：官方

　版移民法草案中，將「有事實足認其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及「具有

　相當之財產和技能」等條款，作為外國人入境與居留之要件之一，這種以

　經濟條件或財富來決定本國人的外國妻子是否能夠入境與居留的標準，無

　異是富人條款，意味著有錢人才有結婚的權利。因此民間版本主張，婚姻

　移民應有別於一般移民，其停留、居留和定居許可，不應以經濟條件或財

　富作為核准要件。

新聞連絡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王君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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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婦女部今日上午再度針對內政部對於處理外籍配偶家庭暴力事件的卸責

態度做出回應。內政部政務次長張溫鷹表示，政府致力加強外籍新娘學習國語和

融入台灣生活；外籍新娘虐待公婆屬個案，國人勿以異樣眼光看待。台聯婦女部

針對內政部的說法提出三點抨擊：

一、內政部視這些外籍配偶家庭成員受暴的問題為個案的說法，實為過度簡

　　化外籍配偶家庭暴力問題，以一種失真、鴕鳥心態的言詞來看待外籍配

　　偶家庭暴力問題，外籍配偶家庭的輔導協助應是以家庭中每個成員為對

　　象，而非單方面地關注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問題，其他家庭成員的主體

　　性也應得到尊重。

二、台聯婦女部再次重申，堅決反對買賣式的婚姻，此種不對等的婚姻關

　　係，往往衍生出許多家庭問題，甚至是家庭暴力；我們要求內政部正視

　　婚姻仲介業者的管理問題，而非用推託卸責的態度，讓婚仲業者就地合

　　法。

三、內政部迄今仍提不出一套移民政策，對於台灣未來人口發展的政策思維

　　也無具體的說明，若只是短線地就少子化問題鼓勵人口移入、增產報

　　國；或是為解決適婚男性的婚配問題，而鼓勵這種不對等的買賣婚姻關

　　係，我們認為這種移民政策無異是一種對經濟弱國女子歧視之移民政

　　策。

台聯婦女部提出嚴正譴責，內政部身為一個掌管移民、婚仲、家暴業務的主

責單位，對於外籍配偶家庭成員受暴的問題，竟以個案的說法來卸責，無啻是嚴

重失職！我們要求內政部應該勇於任事，面對問題，以編列之30億外籍配偶照輔

基金，立即進行全面性外配家庭的訪視與普查，以徹底瞭解這是否只是冰山的一

腳？

台聯婦女部及台灣陽光婦女協會也提供兩支家庭暴力投訴專線，讓所有受到

家庭暴力的弱勢社會成員都能夠得到協助，投訴電話如下：

台聯婦女部：02-23706686        

台灣陽光婦女協會：02-29759853

◎新聞聯絡人：台聯婦女部主任 蔣月琴  電話：02-23706686 ext.111

外籍配偶家庭悲劇只是個案？

內政部不要以傷害台灣阿嬤來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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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下，我國國民與東南亞及大陸人士通婚情形日漸增

加，至94年7月底外籍及大陸配偶人數已達27萬餘人，這群遠道而來的新移民人

口，因婚姻關係在台灣落地生根，不僅與國人共同生活，也擔負起照護家庭與教

養子女的責任，為協助他們是應新的生活環境，早日融入我國社會，政府在生活

適應、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就業權益、人身安全、法令制度等方面均推動相關

輔導措施，希能全面性且多元化地照護大陸及外籍配偶的生活需求，以保障其基

本權益。

為保障這群新移民的人身安全，內政部除將其納入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

絡體系保護對象外，更於民國91年編印含中文、英語、越南、印尼、泰國等五種

語言之「家家有愛、無暴力、零侵害」宣導手冊，並藉由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之「外籍新娘識字班」及「生活適應輔導班」互動教學課程，適時向大陸籍外

籍配偶宣導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相關危機預防觀念，消弭文化差異、語言障礙、子

女教養等因素所衍生之社會問題，協助其早日是應我國生活環境。另考量外籍配

偶語言溝通問題，內政部「113婦幼保護專線」自94年4月份起亦全天24小時提供

外籍人士應與越南語泰語柬埔寨語等五國語言之通譯服務，以建立無障礙的溝通

平台，暢通求助管道。

內政部為強化全方位服務，復結合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整合相關人

身安全保護網絡資源編彙成冊，印製中文、英語、越南、泰國、印尼、柬埔寨等

六種語文版本提供大陸及外籍配偶參考使用。本手冊主要分為「家庭暴力防治」

與「性侵害防治」兩部分，採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輔以生動活潑的差化及有聲

光碟，具體說明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定義，教導讀者如何預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事件的發生及不幸遭受暴力時之求助管道，並介紹政府所提供之保護扶助措施，

文末另附錄各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警察局、法院、檢察署等相關單位

連絡電話及地址供讀者使用，希能跨越語言文字藩籬，協助大陸籍外籍配偶瞭解

我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資訊，及學習運用相關保護網絡資源，達成全面性預

防宣導，以落實對大陸籍外籍配偶人身安全之保障。

大陸及外籍配偶婦女人身安全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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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牧與國泰二個基金會的結合為「台灣新住民第二代」提供學習、成長機

會，十八日首批「台灣新住民─親子共讀」?訓媽媽舉辦成果發表會展現學習成

果；會中高雄縣政府社會局吳局長麗雪以及社工課劉課長美淑也應邀蒞臨觀禮，

為善牧、國泰所舉辦的「台灣新住民─親子共讀」課程給予肯定。

吳局長表示：「台灣新住民」生活適應與第二代教養問題為社會局首要之重

點服務工作，今天看到國泰與善牧為「台灣新住民」以及第二代教養提供學習機

會，這是社會與「台灣新住民」媽媽之福。善牧基金會湯執行長靜蓮，會中表示

「一個人的價值高於全世界」，感謝高雄縣政府社會局與國泰一同關注新住民媽

媽、爸爸以及家庭。

在台灣有一群媽媽，她們遠渡重洋嫁到台灣，因為語言的不同、文化的隔

閡，為了第二代教養，她們必須比別人付出更多心力；「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與

「國泰慈善基金會」感受到這群台灣新住民媽媽們的需要，共同舉辦「親子共

讀」研習課程，透過專業老師指導，以互動學習方式，讓媽媽們學如何與學齡前

子女分享故事、增進親子互動。

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民國93年每4對結婚登記者中，即有一對是與外籍或大

陸港澳地區人士結婚，民國94年1-10月出生嬰兒中，母親為外籍或大陸港澳配偶

者佔13.0%，也就是說，每7.7個出生嬰兒，就有一個是為外籍或大陸港澳配偶所

生，多數嫁到台灣還未適應便已懷孕、生子。家庭教育的重要勝過學校教育，家

長若能參與子女的學習，可提升子女在學業的成就表現，也可以降低偏差行為的

發生，然而台灣新住民媽媽所生養的「新台灣之子」，普遍都有語言發展遲緩的

問題，『親子共讀』即是目前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之一。

國泰人壽李永振副總經理表示：「國泰金融集團希望以企業力量結合學者專

家及相關社會團體機制，協助社會急需被關懷的新住民及新台灣之子，經評估後

以有效的"親子共讀"最能為社會帶來正面的相乘效果，希望藉由企業發端達到拋

磚引玉引發社會關注之效」。

國泰人壽李永振副總經理並表示：「國泰慈善基金會」長期以社會需要之所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與「國泰慈善基金會」攜手合作

「親子共讀研習課」

十八日首批新住民媽媽學成結業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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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己任，而「善牧基金會」長期以關懷婦幼為宗旨，因此二個基金會共同攜手

合作幫助新住民母子。「親子共讀」這項計畫，是經過參考各項專家、學者期刊

與論文的資料評估後所得，為當前「台灣新住民」最迫切需要的幫助。

善牧基金會湯靜蓮執行長，長期致力於婦幼關懷，她表示：「善牧十八年來

從事各種少女、婦女及兒童的服務工作，發現新移民女性與新台灣之子人數快速

上升，更需要政府與民間企業及社福團體通力合作，幫助他們適應並且融入台灣

的生活，期盼未來有更多企業願意像國泰金融集團這樣具有愛心、願意投入大量

人力與物力，幫助社會更多像是棄嬰、受虐兒童等無法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但急

需幫助的人！」

「親子共讀」幫助對象為遠嫁到台灣的外籍新娘，曾參與這項課程的媽媽

分享學習成果與經驗，媽媽們說：「感謝國泰、善牧一起關心我們『台灣新住

民』，學習中文後，我開始能夠指導我小朋友的功課，不像以前要由先生來教，

畢竟小孩子跟媽媽的時間較長，互動會更好。我也希望請所有的新住民一起來學

習，讓我們更快融入台灣社會。看到我幼稚園大班的第2個小朋友現在不必拼音就

能認識許多字，我也要更加油學習」。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與「國泰慈善基金會」，自十月底起於台北縣新莊、

高雄縣鳳山開辦「台灣新住民親子共讀」研習課程，（18日）為鳳山課程之成果

發表會，善牧社工於會中分享：「媽媽每次上課回家時，小孩都好期待媽媽今天

學習的故事，期待媽媽講故事給她們聽，甚至於，有的媽媽會將故事主角轉變一

下，套用在生活上教導小孩；我想這就是國泰與善牧共同舉辦「親子共讀」課程

的最終心意。」

善牧基金會與國泰慈善基金會合辦之「新子共讀」研習課程，今年度（94

年）已有近60位新住民媽媽受惠，國泰慈善基金會表示，未來希望能將這項影

響深遠的課程，更有效的推展下去，「親子共讀」或其他對於「台灣新住民第二

代」有幫助的課程能讓更多新住民第二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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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年鑑
收錄單位名錄

特別感謝：

以下單位提供珍貴的婦女與性別

政策法規資料、婦女團體工作記

實及活動聲明、新聞稿資料，與

我們共同為台灣這12年來推動婦

女權益與性別平等工作的努力留

下見證與紀錄，並且，藉此前瞻

未來，謹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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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年鑑

收錄單位名錄

1. 政府行政部門之收錄單位僅以行政院院會及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決議代表，惟實際業務之推動工作則感謝行

　政院所屬各行政機關共同參與推動婦女權益相關工作。

2.婦女團體部分本年鑑共計收錄94個團體（其中13個團體為

  基本資料），團體中共有14個為國際組織分會或會員，其

  組織並具有聯合國諮詢地位（為INGO）。

3. 符號意涵：＊ 回覆基本資料

　　　　　　 ※ 回覆國內婦女紀實

　　　　　　 ＆ 回覆推動國際事務工作

　　　　　　 ☆ 提供活動新聞稿或聲明稿

　　　　　　◎ 為國際組織地區分會或會員

　　　　　　◆ 具聯合國諮詢地位

【政府單位】

行政院院本部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婦女團體】

北區婦團

北市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華民國婦女協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

台灣終止童妓協會

台灣護理學會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部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華民國女醫師協會

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千代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新女性聯合會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協會

台灣21世紀婦女協會

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節】聲明與新聞稿選錄 Taiwan  Women’s  Almanac台灣婦女年鑑收錄單位名錄

456 4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iwan  Women’s  Alma-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杏陵醫學基金會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耕莘文教基金會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陶聲洋防癌基金會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開拓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思樂醫之友協會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中華民國婦女政策推動發展文教基金會

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台北市保母協會

台灣天主教露總協會

北縣

台北縣保母協會

台灣天主教胚芽婦女關懷協會

竹市

新竹市婦女社團聯合服務協會

新竹市婦女會

中區婦團

中市

台中市社區婦女成長協會

台中市婦女發展協會

台灣陽光婦女協會

中縣

社團法人台中縣褓母協會

台中縣關懷婦幼協會

彰化

彰化縣玉蘭花女性權益促進會

雲林

雲林縣婦女保護會

雲林縣雲萱婦幼文教基金會

南區婦團

南市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台南市百合婦女協會

台南市婦女會

中華民國南瀛原住民社會關懷服務協會

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交流協會

高縣

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

社團法人高雄縣故事媽媽協會

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高市

高雄市舒緹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中華民國工商婦女協會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尋聲父母教育協會

高雄市揚帆主婦社

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

屏東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屏東縣水噹噹關懷協會

屏東縣原住民部落工作永續發展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婦女會

東區婦團

宜蘭

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

阿寶教育基金會

花蓮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善牧中心

台東

中華民國原住民社區關懷協會

台東縣原住民族全人發展關懷協會

台東縣蘭嶼鄉居家關懷協會

外島

金門

金門縣婦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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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關 於 出 版 者

開啟一扇民間與政府的對話窗口

建構一個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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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議國家利益及整體考量之婦女政策，民國

86年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由各相

關部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婦女團體代表組成，

期使各項攸關婦女權益之決議，透過跨部會、跨領

域之研議過程，配合行政機制劍及履及的執行。爾

後於86年7月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議，決議

設立「行政院國家婦女人身安全基金」，並責成內

政部分三年編列十億元擴充該基金，並為達永續發

展原則，經委員會議決議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希望藉著基金會的成立，開啟

民間與政府對話的窗口，建構台灣婦女資源與資訊

交流的中心。

婦女權益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家庭、工作或

經濟、人身安全、教育、法律、政治、福利、健康

等方面，除需要公部門由上而下之政策制訂，也需

要結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展。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以

落實婦女權益為主要任務，未來仍將秉持設立之宗

旨，以更前瞻性的眼光、細緻的規畫，結合各界力

量，持續推動各項婦女權益促進與發展之工作，共

同建構一個兩性平權、相互尊重的社會。

基金會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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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與任務

以婦女權益之促進與發展為目的，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婦女權益政策及重大措施之研議事項。

二、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法令之研議事項。

三、關於重大婦女權益計畫之研議事項。

四、關於重大婦女權益工作之諮詢事項。

五、關於婦女權益措施及法令之宣導與人員訓練事項。

六、關於婦女權益相關問題之研究事項。

七、關於婦女權益相關措施之推動事項。

八、其他有關婦女權益促進及發展事項。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成立至今己進入第九年，九年來

基金會一直努力扮演政府與民間的橋樑與窗口，發展婦女

資訊與資源整合平台，也獲得婦女各界的支持與肯定；未

來基金會將以更堅定的腳步，為台灣婦女權益的推動貢獻

最大的心力和努力。

聯絡方式：台北市大安區106羅斯福路二段75號8樓

電話：(02)23635530

傳真：(02)23638380

電子信箱：WebMaster@womenweb.org.tw

網址：//www.womenweb.org.tw/wrp.asp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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