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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DAW基本概念 

CEDAW 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由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並於
1981 年（民國70 年）生效，明文
規範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
當措施。 
目的係消除對婦女的歧視，確 
保婦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
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
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一、CEDAW基本概念 

CEDAW三大核心概念及其架構： 



 
 

一、CEDAW基本概念 

禁止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禁止法律上之歧視與實際上之歧視。 
禁止政府行為之歧視和私人行為(非政府 
 組織、機構、個人、企業等)之歧視。 
禁止歧視包括禁止： 

直接歧視 間接歧視 多重歧視 

（一）禁止歧視： 



 
 

一、CEDAW基本概念 

歧視種類 內涵 舉例 

直接歧視 
Direct 

Discrimination 

指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理
由所產生的差別待遇。 

例如：限制聘用女性人數。  

間接歧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指在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沒
有歧視，可是實際執行時，
其效果會影響女性無法平等
的與男性享有一樣的權利，
即看似中性的措施並未考量
男女間既存的不平等狀況。 

例如：民法已規定女兒同樣
享有繼承權的現狀下，女性
拋棄繼承權的比例仍較男性
為高，而受贈與的比例則較
男性低，顯示社會仍存在
「重男輕女」、「土地房屋
留給兒子」等傳統觀念。  

多重歧視 
Multiple 

Discrimination  

指以性及性別為理由對婦女
的歧視，這通常關係到許多
原因，包括種族、族裔、宗
教或信仰、健康狀況、年齡，
以及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 

例如：許多性別暴力被害人，
因為性別、年齡、身分、身
心狀況等處境受到多重歧視，
造成其身心創傷、生活權利
受影響和求助無門。 

（一）禁止歧視： 



 
 

一、CEDAW基本概念 
（二）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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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DAW基本概念 

消除歧視與保障婦女人權是國家的義務，並
包括四大目標： 

（三）國家義務： 



 
 

一、CEDAW基本概念 

內涵：為加速實現男女實質上的平等，會採取一
些暫行的特別措施，且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
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採取暫行特別措施有四個前提： 
1.講求實質平等。 
2.看到男女在各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中結構 
 性的不平等、以及歷史性/過去的歧視。 
3.認為立足點的平等、相同待遇是不夠的。 
4.結果平等的追求～數量和品質的結果。 
 

（四）暫行特別措施： 



 
 

一、CEDAW基本概念 

暫行特別措施之作法： 

（四）暫行特別措施： 



 
 

案例一：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納 入性別主 

    流意識參訪行程 

 
案例二：海外文教服務中心性別平等設施改 
    善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 



過去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僅著
重參訪僑團、僑校、僑臺商等相關
僑務機構、學校及組織。 
為提升臺灣學生瞭解海外如何推
動性平業務，自108年起，納入海
外性別主流意識參訪行程。 
讓臺灣學子赴海外交流時，瞭解
國外推動性別平權與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之機構及文化教育活動，
以更多元化形式認識性別平等。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一）案由緣起： 



CEDAW第3條 
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
文化領域，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保證婦女得
到充分發展和進步，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
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CEDAW第5條第a款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
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
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二）相關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 



CEDAW第6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
形式販賣婦女和強迫婦女賣淫，對她們進行剝削的行為。 
 
CEDAW第11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
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二）相關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永續發展目標5：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核心理念「Leave no one behind」(不
遺落任何人)，在邁向發展的道路上，每一種性別(不論男孩、
女孩或者超越性別者)，都應該獲得平等的機會以追尋更好的
自己與想要的未來。 
 

永續發展目標5以實現所有女性之賦權發展為目標，確保女
性獲得良好權益，開創更多性別平等的資源與機會，強化對
所有女性之賦權使其充分發展。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二）相關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 



於108年搭僑計畫行前
說明會學員手冊，最末頁
刊登行政院「消除歧視 
性別平等」廣告。 
 
發給近210位學員，宣
傳性別平等意識。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三）案例內容： 



108年搭僑計畫美國紐約
組8名學員與紐約勵馨婦幼
關懷中心總幹事於紐約文教
服務中心座談。 
 

深入瞭解僑胞投入社區公
益服務工作、幫助婦幼等弱
勢群體之工作內容。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108年搭僑計畫許多地區均安排學員拜訪傑出女性領
導人或團體，包含女性政治人物、企業家及女性工商婦
女團體等。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日本大阪組6名學員： 
拜訪傑出女性企業家、華冠獎
得主謝美香僑務諮詢委員。 

澳大利亞雪梨組8名學員：
拜訪Willoughby市議會童伊品
市議員。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美國紐約組8名學員： 
拜訪紐約刑事法庭王怡芳法官。 

108年搭僑計畫許多地區均安排學員拜訪傑出女性領
導人或團體，包含女性政治人物、企業家及女性工商婦
女團體等。 

◆美國西雅圖組8名學員： 
拜訪華盛頓州議會眾議員Mia 
Gregerson等。 



108年搭僑計畫英國組6名
學員在僑務秘書帶領下，欣
賞女性平權相關音樂劇「朝
九晚五」。 
在幽默與熱鬧的劇情中，
瞭解1960年代西方社會職場
婦女遭遇歧視情形，以及女
性在職場平權中對抗男性沙
文主義的辛酸歷程。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納入性別主流意識參訪行程之
意義： 
 

1、海外參訪可擴展臺灣青年學子國際視野，進而瞭解國際 
       間女性平權及性別平等之觀念與作法。 
2 、安排拜訪傑出女性領導人或團體之行程，藉由座談交流 
    瞭解渠等邁向成功的心路歷程，展現「女性賦權」的發 
    展價值，俾讓學生以更多元化形式認識性別平等之概念。 
3 、綜上，透過海外搭僑計畫，讓年輕學員自我增能與成長， 
    進而實現SDGs永續發展目標「賦權」，開創更多性別平 
    等的資源與機會，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改變世界的 
    力量。 

二、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 



本會海外16所文教服務中心均成
立有年，以往選址或內部裝修時，
或未特別考量性別平等之需求而改
善空間。 
鑒於僑界各性別人士使用海外文
教服務中心不便利，爰為落實性別
平權，滿足民眾多元需求，進行海
外文教服務中心性別平等設施改善
工程，以保障僑界各性別人士參與
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方面
的權利。 

三、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二 
（一）案由緣起： 



CEDAW條文第13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
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
權利，特別是： 
(a)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 
(b)銀行貸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貸的權利。 
(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權利。 

（二）相關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 

三、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二 



本會於107年針對海外16
所文教服務中心性別平等設
施現況，依室外照明、哺乳
室、友善廁所及尿布台等項
目，進行全面檢視及盤點工
作。 
於108年編列相關預算提
供各中心運用以改善其性別
平等設施。 

三、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二 

（三）案例內容： 



經過本會兩年多努力，16所海外文
教服務中心已全數設置室外照明，以
維護僑胞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
生活之權利與安全。 
11所中心設置完成友善廁所、尿布
台，餘5所雖受租用場所使用限制，
仍有設立標誌及說明文字，以提升相
關設施之使用便利性。 
10所中心設置哺乳室，餘6所雖受
租用場所使用限制， 實務上本會仍
隨時配合僑胞需求，提供貴賓室或其
他適當之保障隱私空間安心使用。 

三、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二 



四、結論 

本會致力將性別觀點融入核心業務，
落實CEDAW，辦理性別平等策略及具體
措施之規劃、執行及評估，達成實質性
平目標。 
 
同時向海外僑界、僑民及國內僑生宣
導臺灣性平成果、積極參與性平國際交
流、並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共同推動
性平及宣導性平意識。 
 



民眾如何引用CEDAW 
向行政機關主張或行使權利？ 

方法一： 
為便利引用，民眾得參考「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
CEDAW指引及案例（民眾版）」，引用相關
CEDAW或一般性建議，或同時引用CEDAW或一般
性建議及現行法規向行政機關主張（行使）權利
（含申訴、陳情）。 
方法二： 
倘民眾僅陳述事實者，可由行政機關依職權適用
CEDAW或一般性建議或併同現行法辦理。 



民眾如何引用CEDAW 
向行政機關主張或行使權利？ 



民眾引用CEDAW資源地圖及相關諮詢電話 





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2019年性別不平等指數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以生殖健康、
賦權及勞動市場3個領域之5項指標衡量各國性別平等情形。 

  
 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20」、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衛生福利部。 
 說明：GII值越低越佳（0代表非常平等，1代表非常不平等）；我國加入評比後，排名居我國之後者均較爰報告退後1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