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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與目的 

 

1. 根據多年度工作計畫（2010-2014年），2013年第57屆婦女地位委員會（CSW）大會的

優先主題為「消除及防治對女性一切形式的暴力行為」。此一優先主題著重在兩方面：

一為婦女暴力的防範；另一則為對受害者／倖存者的支援性服務。吾等長久以來，藉

由來自各國政府部門的政策性服務、專以婦女為服務對象的組織及其他公民社會組織

的模範作法與優良實務等相關知識和經驗，致力擴大服務的提供與取得。 

 

2. 然而在鼓勵及推動實務發展之餘，卻沒有重要專家群和同樣高標的防治措施。此外，

對於現在相關措施的成效亦缺乏佐證資料和研究調查，這些情況在中低收入國家中更

為嚴重。若要大幅降低婦女暴力（VAWG），勢必要對此施以策略性的介入。為了對防

治的相關問題有更全面性的瞭解並幫助委員會進行更審慎的思考，聯合國婦女

（UN-Woman）與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聯合

國兒童基金（UNICEF）及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於2012年9月17～20日，在曼谷針

對婦女暴力之防治共同召開專家小組會議(EGM)。 

 

3. 本次EGM之重點為防治暴力於未然。1EGM將： 

 找出有實證及可行的婦女暴力防治策略，包括降低暴力犯罪比率的策略； 

 找出現行防治措施作法中的重要疏漏，並積極檢討改進；以及 

 研擬行動導向的建議以加強對婦女暴力行為的防治。 

 

4. 為促成行動建議，EGM將著眼於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暴力防治及以下重要議題所採取的

重要措施： 

 

A. 需有策略性及整體的防治作為 

 

i 需要政治意願並做出承諾以解決婦女暴力的結構性成因。檢驗不同利害關係人針對以

下重要領域所採取的重要措施： 

 基本防治措施應整合並納入法規、政策和計畫； 

 跨部門措施及國家機構間的合作；國家機構與公民社會間的配合與合作； 

 政府高層的領導與資源的分配； 

 法律及政策改革，以解決性別不平等與歧視的現況；以及 

 對婦女的經濟賦權。 

 

ii. 社會規範、行為、個人之轉變及相關團體之推動，以促成永續改變。檢驗不同利害關

                                                      
1 防範暴力於未然屬公眾健康預防的優先類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分類，另二類為次要防治類別，包括：暴

力後的立即反應，可防止事件擴大與延續，以及暴力受害者長期照護與援助。WHO 針對婦女健康與家庭婦女暴
力之多國研究：普遍性、健康結果與婦女反應之初步結果，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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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針對以下重要領域所採取的重要措施： 

 

 提升意識的宣傳與倡導； 

 社區動員； 

 社會改革的對話； 

 男性與少年的參與； 

 建立網絡與夥伴關係；以及 

 與個人、家庭及青年共同努力。 

 

iii. 其他相關部門的參與 

 

 與媒體合作； 

 教育學程／課程；以及 

 主要機構與職場（無論公部門或私人機構）的文化與政策/措施改革。 

 

B. 強化實證防治規劃與評估的文化 

 

檢驗不同利害關係人針對以下重要領域所採取的重要措施： 

 廣泛蒐集與婦女暴力相關的資料； 

 對婦女暴力、風險及保護要素的研究；以及 

 防治策略的監控與評估，包含經濟評估。 

 

II. 全球及區域法治與政策架構 

5. 國際社群向來對消弭婦女暴力不遺餘力，其在防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全球、

區域法律與政策文件中均獲認同。2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所採認的北京行動

綱領，明定反婦女暴力為促成平等、發展與和平目標的12項重要重點工作之一，且

在其五年回顧時重申其為必須積極行動的項目。3呼籲防治與消弭此類暴力所應採

取的行動包含提高意識與資訊宣傳、教育計畫、社區動員及媒體角色之宣導。4消

弭婦女暴力宣言表明，國家應研治防範作為以及各種法律、政策、行政和文化性質

之措施，推動並防治各種形式的婦女暴力5。 

 

6. 最近，跨政府組織對婦女暴力之防治日益關切。聯合國大會在最近的決議中呼籲會

員國提高防治，加強消弭各種婦女暴力（第65/187號），並認同家庭、社區及公民

社會在致力消弭及防治婦女暴力上的重要性。在衝突方面，安全理事會在諸多婦女、

和平及安全的決議中（第1325、1820、1888、1889及1960號）也認定有必要加強重

                                                      
2 國家之責任在國際與地區人權條約、聯合國會議與高峰會所產生之文件，以及聯合國組織所採認之決議中均

有詳載。 
3 聯合國大會第 S-23/3 號議決。 
4 第 125(d)、(e)、(g)及(j)小節。 
5 A/RES/4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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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防治及遏止性暴力之需求與措施。 

 

7. 人權理事會強調國家必須負起善盡正當防治的責任，並肯定各級政府對防治婦女暴

力所採取的必要行動、多位倡議者的參與，以及為促進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而採行，

並落實的多面向綜合措施。6 反婦女暴力及因果之特別報告員也強調，國家必須善

盡擴大防治的責任，包括杜絕婦女暴力成因。7此外，人權條約組織也重申，對婦

女施加暴力亦屬一種歧視，且嚴正認定此類暴力涉及人權問題。8他們不斷呼籲國

家採取積極的行動，並研擬計畫防治婦女暴力。9 

 

8. 婦女地位委員會在1998年議定結論針對婦女暴力揭示必須有積極防治之作為10，且

2007年所議定的結論更重申消弭對女童的各種歧視及暴力。11 

 

9. 許多區域文件也表明防範婦女與兒童暴力於未然的必要性，包含以下文件： 

 

 非洲人權與民族權憲章對非洲婦女權益之協定（2003年）（馬普托協定）12 

 非洲大湖地區國際會議：婦女及兒童性暴力防治與遏止協定（2006年）；13 

 ASEAN消除婦女暴力宣言；14 

 美洲婦女暴力防治、懲處及杜絕公約（Belem do Para公約）(1994)；15以及 

 歐洲理事會防治及打擊婦女與家庭暴力公約（2011年）（COE公約）16；以及 

 非洲兒童權益與福利憲章。17 

 

10. 聯合國祕書長針對一切婦女暴力形式與表現所做的一份深度研究中強調，預防具有

重要的角色，並以此作為「團結以終止加諸於女性之暴力行為(UNiTE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行動架構的主要項目。同樣的，聯合國祕書長針對兒童暴

力的研究（2006）18也揭示了防治的重要性，並強調暴力並非無法避免的人性狀態，

                                                      
6 A/HRC/14/12 盡力消弭各種婦女暴力，善盡正當防治。 
7 E/CN 4/2006/61。 
8 消弭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第 19 號一般建議。(1992),A/47/38 
9 CEDAW/C/CRI/CO/5-6，第 23 小節。CEDAW/C/DJI/CO/1-3 第 17 小節。 
10 E/1998/27-E/CN.6/1998/12。 
11 E/2007/27-E/CN.6/2007/9。 
12 非洲人權與民族權憲章對非洲婦女權益之協定（2003 年），第四條，
http://www.achpr.org/english/info/women_en.html 
13 https://icgir.org/IMG/pdf/Prevention-Fight-sexual-exploitation.pdf 
14 ASEAN 地區消除婦女暴力宣言，第四及六條，http://www.aseansec.org/16189.htm 
15 美洲婦女暴力防治、懲處及杜絕公約（Belem do Para）(1994 年），第 7 及 8 條，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treaties/a--‐61.html 
16 歐洲理事會防治及打擊婦女與家庭暴力公約（2011 年），第三章，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210.htm 
17OAUDoc.CAB/LEG/24.9/49(1990),http://www.africa--‐union.org/official_documents/Treaties_%20Conventions_%2

0Protocols/a.%20C.%20ON%20THE%20RIGHT%20AND%20WELF%20OF%20CHILD.pdf 
18 聯合國祕書長研究，「終止加諸於女性之暴力行為-從口語到行為」（2006 年），A/61/122/增訂 1 及修訂 1。 

http://www.achpr.org/english/info/women_en.html
http://www.africa--‐union.org/official_documents/Treaties_%20Conventions_%20Protocols/a.%20C.%20ON%20THE%20RIGHT%20AND%20WELF%20OF%20CHILD.pdf
http://www.africa--‐union.org/official_documents/Treaties_%20Conventions_%20Protocols/a.%20C.%20ON%20THE%20RIGHT%20AND%20WELF%20OF%20CHI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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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形式的暴力都可預先防範。19世界暴力與健康報告（2002）20也認同防治婦女

及少女暴力於未然的重要性，並建議營造一個接納及促進平等和無暴力人際關係的

社會環境。 

III. 現況與原理 

11. 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源自性別不平等，這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人權侵害，應予以防治以

保障婦女與少女享有健康富足的生活並藉以捍衛其人權。暴力的普遍性與發生率對

個人、家庭與社會造成不良結果，並對個人造成生理、心理、性與生殖健康問題，

並衍生龐大社會與經濟成本，同時還可能合併如兒童虐待等其他形式的暴力。許多

研究顯示，對婦女和少女施暴也會對社會造成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影響。因此，為了

杜絕暴力，暴力防治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策略。21 

 

12. 如何才能有效防治婦女與少女施暴行為，佐證十分有限，但會員國和公民社會組織

都提出一些可行的作為。這些作為的目的主要是改變態度與信仰、促使男人與男童

參與、促進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並為幼童營造安全的環境，22其中許多可行措施

涵蓋教育推廣、社區動員、媒體參與、直接與個人合作，以及有害行為與失序時的

防治措施。23 

.  

13. 雖然頗有進展，但多數防治計畫與倡議仍缺乏全面性的規劃，匆促而為，鮮見官方

對暴力的結構性根源有擴大性的解決作為。此外，許多計畫因缺乏可靠的資訊和數

據，致使尚未評估或未接受有效評估。 

 

14. 為了終止對婦女的施暴行為並防範於未然，必須先改變普遍存在於社會與文化的偏

差觀念，並為幼童建立安全溫暖的環境氛圍。為實現此目標，社會全體（包含個人、

親屬／家庭及社區）均應共同參與防治，因為這些人都可能是施暴者。24由此可見，

暴力的防治必須是全方位的，必須同時啟動，對各種問題做出全面性的因應。 

 

IV. 重要議題 

 

                                                      
19 聯合國祕書長（2006 年）「獨立專家針對聯合國對兒童施暴研究之報告」，兒童權益倡導與保護，第六十一屆

聯合國大會（A/61/299）。 
20 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2002年，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2/9241545615_eng.pdf 
21 Sarah Bott, Andrew Moffison & Mary Ellsberg, 「中低收入國家之性別暴力防治與因應：全球觀點與分析」，

世界銀行政策研究作業報告 3618 期，2005 年 6 月，第 13 頁。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cserver/download/3618.pdf?expires=133555515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7FDDF6BB41

FBC02825336CA5EAF8D019 
22 有些支持暴力態度之最強預測指標為男性及低度支持二性公平或平等。參見 VicHealth，全國社群對婦女暴力
態度調查，2009 年。 

http://www.vichealth.vic.gov.au/Publications/Freedom-from-violence/National-Community-Attitudes-towards-Violenc

e-Against-Women-Survey-2009.aspx，第8頁 
23 參見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violence/4th_milestones_meeting/publications/en/index.html"，

WHO 倡導之暴力防治系列，包含"促進性別平等防範婦女暴力文化"及"改變助長暴力的文化與社會規範"。 
24 參見世界衛生組織，預防親密伴侶和婦女性暴力—採取行動與形成佐證，2010年，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64007_eng.pdf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2/9241545615_eng.pdf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cserver/download/3618.pdf?expires=133555515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7FDDF6BB41FBC02825336CA5EAF8D019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cserver/download/3618.pdf?expires=133555515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7FDDF6BB41FBC02825336CA5EAF8D019
http://www.vichealth.vic.gov.au/Publications/Freedom-from-violence/National-Community-Attitudes-towards-Violence-Against-Women-Survey-2009.aspx
http://www.vichealth.vic.gov.au/Publications/Freedom-from-violence/National-Community-Attitudes-towards-Violence-Against-Women-Survey-200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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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需有策略性及整體的防治作為 

 

15. 「生態模式」能夠依不同的暴力犯罪層級（個人、家庭／親屬、社區社會），找出

風險因素及其相互關聯性，並斟酌性別、社會規範與不平等在所有層級所扮演的角

色。尤其應從規範的建立上加以改變，例如：賦予男性對女性行為的掌控權、允許

以暴力化解衝突、統治、榮耀或侵略為男性氣概的表徵，以及性別角色的嚴格認定。

此模式並強調確認保護因素（如更平等的社會規範）的重要性，藉以降低或免除暴

力傷害，繼而瞭解欲免除此類傷害必須解決的問題。 

 

16. 接著再將此模式轉移至社區層級，而其風險因素亦開始浮現，並與社會層級出現的

風險因素加以串連。部分風險因素包括貧窮、失業以及被孤立的婦女，以及來自支

援機制的家庭。在親屬或家庭層級中，部分風險因素包括掌控收入與決策權力。 

 

17. 最後，找出個人層級的風險因素，包含但不限於年齡、個人暴露於暴力的程度、教

育程度、反社會行為及酗酒，這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對婦女施暴的危險因子。25最

新的生態模式思維證實，不同層級的因素串連與交互作用可能造成暴力的發生，且

暴力的發生不一定肇始於單一因素。26 

 

18. 瞭解防治範圍中相關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政治與法律的影響、組織作業的變動、

建立聯盟與網絡、教育提供者、推廣社區教育及增強個人知識和技能）。27這表示

整個防治範圍內的活動與計畫必須串聯成全面性的整合架構，才能促使所有層級適

度投入。 

 

19. 此一分析清楚揭示，成功的防治策略必須是全面性的跨部門措施，同時應促使相關

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和各個團體與倡議者共同參與，方能促成必要的永續改變。

有鑒於此，務必從生活過程的角度驗證嬰幼兒時期的經歷對其造成的影響，尤其是

受暴後可能對兒童生命後續階段的影響。 

 

需有政治意願和承諾以解決婦女受暴的結構性根源 

 

20. 在造成婦女不平等與歧視的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尚未解決前--從自個人的態度並

延伸至上述各層級，乃至政府排除障礙的角色--要擴大及延續婦女暴力的防治仍為

一艱困的挑戰。 

 

                                                      
25  同前註。 
26  Lori Heise，「有效防治伴侶暴力—佐證探討」工作報告，2011 年 12 月，第 7 頁 

http://www.dfid.gov.uk/R4D/PDF/Outputs/Gender/60887--‐Preventing_partner_violence_Jan_2012.pdf 
27 參見預防協會，http://www.eatbettermovemore.org/pdf/1PGR_spectrum_of_prevention_web_020105.pdf 

http://www.dfid.gov.uk/R4D/PDF/Outputs/Gender/60887--‐Preventing_partner_violence_Jan_2012.pdf
http://www.eatbettermovemore.org/pdf/1PGR_spectrum_of_prevention_web_0201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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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欲排除平等的結構性障礙，政府需負起制定及施行相關法令和政策的責任，以解決

婦女不平等的現況，同時，並應研擬促成社會轉型所需的政策並帶頭落實。政府的

重要作為應是研擬和施行法律與政策，確保婦女擁有平等參與政事、接受教育、工

作、社會安全及享有應有生活水準的權利。28特定群體婦女29遭受多重及交叉形式

的歧視，並面對更多的受暴風險，30他們的特殊需求應予以考量。因此，舉凡民眾

的健康、教育、就業、政策和計畫發展皆應整合至政府的防治措施中，避免｢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措施。31 

 

22. 法律與政策改革必須配合其他一切層級的系列活動，並考量多重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方能相輔相成。為了促成永續的變革，所有防治措施都必須和政府機制進行有效的

協調並加以整合。 

 

23. 迄今，許多會員國已對婦女暴力的防治採取更為全面的因應措施，並致力研擬及施

行多項效果更為顯著的計畫，然而相關計畫所分配到的預算卻十分有限。為了找出

有效的暴力防治作法並規劃面面俱到的暴力防治措施，EGM將檢視不同利害關係

人針對以下重要領域所採取的主要措施： 

 

 主要的防治措施整合並納入法規、政策和計畫； 

 法律及政策改革以解決性別不平等與歧視現況； 

 婦女的經濟賦權； 

 跨部門措施及國家機構之間的合作； 

 國家機構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配合與合作；以及 

 政府高層的領導與資源的配置。 

 

社會規範、行為、個人的轉變及相關團體的協力以促成永續的改變 

 

24. 防治暴力的根本目的在扭轉社會中影響行為的社會規範。32為使婦女暴力防治發揮

長效，有賴各部門的共同努力，除鞏固既有正面社會規範之餘，並應同時建立遏止

個人犯行的新規範。有效地運用社會規範及相關策略去除有害作為，亦可用來解決

一般的婦女暴力。33 

 

25. 社會規範觀點強調，若是行為者認定他人對其特定作為有所期望，則該行為即可能

持續。例如：婦女可能不會舉發暴力，因為這麼做會觸犯敗壞門風的社會規範或牴

                                                      
28 同前註，第 35 頁。 
29 其中包括原住民族和移民婦女、青少女，及農村地區或弱勢族裔、殘疾婦女或患有愛滋病之婦女等。  
30 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之反婦女暴力及因果報告，2011 年 5 月 2 日（A/HRC/17/26）。 
31 務必將政府本身也助長性暴力的情境背景納入考量，例如在國內衝突的背景下。 
32 Heise, 內文所引著作，第 13 頁。 
33 UNFPA與UNICEF加速變革：2011年報，UNFPA/UNICEF女性生殖器毀損／切除共同計畫，2011年

(http://www.unfpa.org/public/home/publications/pid/10418) 

 

http://www.unfpa.org/public/home/publications/pid/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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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社會對婦女角色界定的普遍社會規範。 

 

26. 為了建立或改革社會規範，必須從改變社會期望開始做起。此類行動有賴社會中倡

議者同心協力，並藉由引發公共討論進一步營造一個能夠接納集體共識的善意環境。

同時還必須跳脫從古至今成功解除婦女暴力的傳統合作模式，並與社會改革中間者

建立聯盟，包括青年人、男性與男孩在反暴力、親社會家庭與社區環境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防治介入必須輔以社區意識提升的宣導活動與動員，目的在改變對婦女

的態度，並加強對其之尊重，繼而打造無暴力的社會。 

 

27.  為了找出現行措施的缺失，以及有利於改變社會規範、行為並促使個人和相關族

群永續改變的作法，EGM將檢驗不同利害關係人針對以下主要領域所採取的重要

措施： 

 

 意識提升之宣傳與倡導； 

 社區動員； 

 社會改革的對話溝通； 

 男性的參與； 

 建立網絡與夥伴關係，包括社區與宗教/信仰領導者、公民社會和婦女團體；以及 

 與個人、家庭及青年共同努力。 

 

其他相關部門的參與 

 

28. 為促成相關層級的必要轉變，除了政府之外，國家與地方、其他公民營機構皆應共

襄盛舉，其中包括： 

 社會與教育機構發展出彼此尊重的關係和性別平等訓練，並整合納入學校課程

中； 

 媒體對婦女暴力的描寫、制裁或寬恕的方式及長期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力； 

 雇主與其他機構，包括公營與民營，落實組織與機構文化的改革、實施反歧視政

策與措施，並鼓勵婦女參與各個層級。 

 

B.強化實證防治規劃與評估的文化34 

 

29. 評量防治計畫的影響對於策略設計及規模的擴大極為重要。要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並加深對風險與保障因素的瞭解，唯有透過有效監控與評估始可達成。雖然許多防

治倡議都有其可行性，但在此類計畫的效能在評估上仍有不少的挑戰，諸如缺乏可

靠數據與精確的評估，以及用來評估其影響的方法不夠嚴謹等。35 

                                                      
34 婦女暴力研究—研究者與倡議者的實用指南，世界衛生組織與 PATH，2005 年 
35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之防治婦女暴力優良作為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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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此外，在迄今已施行或評估的防治計畫中，多數獨立於整個架構或制度方法且無明

確理論基礎。這些孤掌難鳴的倡議，在整合性作法的背景下，或許能發揮功效。 

 

31. 再者，行為與態度的改變可在較短時間區間查證，但許多重要防治措施的影響卻要

在行動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看得見成效。因此，針對計畫的短、中、長期影響擴

大研究、監控與評估有其必要性。 

 

32. 在此背景下要促使政府投入防治有其難度，特別是提供長期評估所需的經費和資源。

除了必要的資源外，還必須規劃適當的評估方法，藉以回應多面向議題與多重部門

措施的複雜性。 

 

33. 為查找出既有措施的缺失，並尋得有效作法，EGM將檢驗不同利害關係人針對以

下重要領域所採取的主要措施，設法持續改善佐證基礎： 

： 

 婦女暴力普遍性的資料蒐集； 

 對婦女暴力、風險及保護要素之研究；以及 

 防治策略之監控與評估，包括經濟評估。 

 

V. 參與者說明 

34. EGM將由副祕書長及聯合國婦女執行主任在與ESCAP、UNFPA、UNICEF及WHO

共同研議後，指定的18位相關專家36與會。遴選專家時將考量區域平衡並盡可能兼

顧性別平等。根據以上所揭示的目的，專家將涵蓋相關領域的學者與實踐者，以及

專門處理婦女暴力議題的網絡和協會代表。聯合國婦女組織及其他合辦的聯合國機

構將提供指定專家差旅和每日生活津貼。 

 

35. 歡迎政府觀察員、聯合國系統、跨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學者自費參與EGM。 

 

VI. 文件 

36. 會議文件將包含： 

 聯合國婦女組織及其夥伴委託編撰的背景報告，內容概述欲討論的重要議題； 

 專家根據其專業就特定議題所編著的報告；以及 

 觀察員所撰寫的報告，EGM不正式提供，但可供索取。 

 

VII. 組織 

37.  EGM將由聯合國婦女組織與ESCAP、UNFPA、UNICEF及WHO，於2012年9月17

至20日在曼谷聯合召開。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7session/A--‐HRC--‐17--‐23.pdf 
36 最終人數尚未確認。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7session/A--‐HRC--‐17--‐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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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GM將以英文進行，且所有文件均採用英文。 

 

39. EGM將採全體及工作分組方式，專家全體於會議中所做的報告將形成討論的架構。

專家將分組討論特定議題／主題，並針對各利害關係人初擬具體政策和計畫建議。

工作小組的建議將交付全體審查與決議。 

 

VIII. 預定成果 

40.  EGM將提出一份報告，內載討論摘要以及會員國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所提出的建議。

報告將於第五十七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時提供，並上傳至聯合國婦女組織及其他合辦

機構之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