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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推動CEDAW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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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本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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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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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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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 



二、我國近年推動CEDAW成果 

【註：簡報內容摘自CEDAW第4次國家報告記者會簡報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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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條文第2條摘要： 
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一切
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b）採取
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適當情況下實行制裁，以
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 
（d）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保證政府
當局和公共機構的行動都不違背這項義務； 
（e）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
對婦女的歧視；……。 
 

三、本會CEDAW案例之相關條文 

 



  CEDAW條文第3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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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5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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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會CEDAW案例之相關條文 



             CEDAW條文第10條摘要：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
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在男女平等
的基礎上保證： 
（a）在各類教育機構，不論其在城市或農村，在專業和職業
輔導、取得學習機會和文憑等方面都有相同的條件。在學前
教育、普通教育、技術、專業和高等技術教育以及各種職業
培訓方面，都應保證這種平等； 
（c）為消除在各級和各種方式的教育中對男女任務的任何定
型觀念，應鼓勵實行男女同校和其他有助於實現這個目的的
教育形式，並特別應修訂教科書和課程以及相應地修改教學
方法。 

三、本會CEDAW案例之相關條文 



三、本會CEDAW案例之相關條文 
 

案例一：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女性 

                技術培育。 

四、本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一）具體成果：110年底於技高端（產攜僑生專班-技術型高 
                中階段）在學之各類科男性及女性就讀比例如下：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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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體成果： 

由110年底於技高端在學之性別統計分析，可發現
下列現象： 
1.就讀汽車類科全數為男性，美容造型類科女性占 
   8成6，為職業性別隔離顯著之類科。 
2.電子資訊科男性比例偏高占超過6成。 
3.觀光、餐飲類科性別隔離較不顯著，可見學生在 
   選讀類科之階段，已出現性別影響的現象。 
4.未來將鼓勵女性就讀電子類科，以追求女性達4   
    成以上，進而追求性別衡平之目標。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一）具體成果： 

另深入探討108至110年女性報讀「美容造型類科」及「電子
資訊類科」人數有顯著變化，資料如下： 

1.108年：計錄取人數2,320人，其中女性報讀美容造型類科 
                  科139人(6.00%)、電子資訊類科193人(8.32%)。 

2.109年：計錄取人數2,188人，其中女性報讀美容造型類科 
                  科111人(5.07%)、電子資訊類科261（11.93%)。 

3.110年：計錄取人數2,362人，其中女性報讀美容造型類科 
                  科159人(6.73%)、電子資訊類科261人(11.05%)。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一）具體成果： 

108年~110年女性報讀「電子資訊類科」人數有顯著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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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二）本會改善科系選擇的性別隔離之做法： 

1.本會自103年至110年新增多元類型課程： 

103年僅2校開設3種類科，至110年增加為19校開設7種
類科，學生有更多樣選擇。 

電子科、 
資訊科、 
餐飲科、 

餐飲管理科、
觀光事業科、 
資訊科、電子
科、餐飲技術
科、美容科、
時尚造型科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二）本會改善科系選擇的性別隔離之做法： 
 
2.本會自111年起配合政府總體產業政策人才需求進行科
系轉型： 
(1)配合政府總體產業政策人才需求，因應國家產業結構變
化與重點發展方向，111學年度起招收類科大幅改變，限
於製造、營造、機構看護、農業及電子商務(含資料處理)
等5類科。 
(2)本會於招生文宣及相關場合，已融入性別教育素材， 
將續就上開5類科報讀學生進行性別統計，建立 
基礎資料庫，俾利進行有意義的性別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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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3.鼓勵女性依志趣報讀科系，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本會產攜僑生專班皆加強宣導女性選擇報讀類科時，可依自身
興趣適性發展，不侷限於「男理工、女人文」之性別刻板印象。
東南亞女性僑生報讀技術類課程人數逐步增加，有助提升渠等
日後工作技能及社經地位。 

（二）本會改善科系選擇的性別隔離之做法：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本會規劃於招生活動時，適時
宣導性平觀念，鼓勵各性別之
參與，以確保招生結果符合性
別主流化政策。圖為女性就讀
電機科之學習情形。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本會規劃於招生
活動時，適時宣
導性平觀念，鼓
勵各性別之參
與，以確保招生
結果符合性別主
流化政策。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其中越南僑生黃美蓉，原先考照意願不高，後經學校導師不斷鼓勵，先是順利考取儀表電子
證照，信心大增，畢業前再取得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證照。  

 

五、僑務委員會CEDAW案例一及具體成果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案例二：提升本會海外華文教師回國研 

                習班男性教師參與比例，改善 

                海外僑校教師以女性為主的刻 

                板印象。     



（一）案由緣起： 

一、本會辦理海外僑校教師回國研習班，返國參訓學員 
  以女性教師居多。 
二、海外移民傳統將教育下一代母語之責任交付女性為 
  主。 

海外僑校教師由於薪資相對偏低且缺乏
晉升及職涯發展管道，整體就業市場結
構呈現男性教師比例遠低於女性之態 
樣，或將教育下一代母語責任交付女
性。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二）為提升華文男性教師參與比例，本會改善作法： 

1.鼓勵跨領域教師加入華語文教師行列： 

(1)依據教育部各領域教師性別比率之統計資料，文組科 
     目教師女性高於男性；反之，數理、資訊等類科則以 
     男性教師為主。 
(2)在科際整合趨勢下，本會朝向鼓勵更多跨領域教師加 
    入華語文教學，讓華語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創造更多 
    男性華語教師支持力量。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二）為提升華文男性教師參與比例，本會改善作法： 

2.運用網路科技，提供海外僑校現職華文教師更多元進修管道： 

許多教師因教學工作繁忙無法返國參訓，109年度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回國研習班雖停止辦理，但本會改辦4梯次「109年華文教師
線上遠距研習班」，運用網路數位科技開設線上同步及非同步專業
華語文培訓課程，讓華文教師不限時空，透過網路進修，亦可增進
男性教師參與率。 108-110年華文教師研習班參訓性別統計： 

• 108年-男性60人(占16.2%)、女性370人 

• 109年-男性40人(占9.8%)、女性405人 

• 110年-男性60人(占11.3%)、女性532人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二）為提升華文男性教師參與比例，本會改善作法： 

3.運用替代役男至海外教學，消除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偏
見： 

(1)本會自96年起派遣首批替代役男赴菲律賓僑校支援華語文教
學，因成效良好，並為回應海外僑校對國內優秀師資人才殷切之
需求，其後陸續增派役男分赴韓國、日本、巴拿馬、泰北及馬來
西亞等僑校服務。 

(2)本會所甄選之役男多具華語文相關系所之大學以上學位，透過
派赴僑校服務，導入國內最新華語文教學知能，藉此活化僑校教
學模式，並供僑校教師觀摩參考。 

(3)運用替代役男能打破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之偏見，建立男性教
師典範，將可起扎根作用，降低職業性別隔離。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赴日教學專業教育役男， 
展現出教育專業無分性別， 
朝向性別平衡發展。 

打破男女任務定型之偏見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二）為提升華文男性教師參與比例，本會改善作法： 

4.為鼓勵海外僑民學校校長及教師長期從事僑民教育工作，本會特 

    訂定「海外僑民學校教師獎勵要點」： 

 

    每年據以獎勵任職於支持我政府僑務政策、經本會備查之學校， 

    年資屆滿5年、10年、20年、30年、40年及50年之現職僑校校 

    長及教師。未來將結合本會僑務電子報等宣傳報導獲獎教師傑 

    出表現，降低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偏見，進而增進男性教師參與 

    比率。 

五、本會CEDAW案例二及具體成果 



於全球華文網「僑校園
地」內增加『教師獎勵
榮譽榜』刊登獲獎人心
得，增加對僑校教師之
正向宣傳。 



六、民眾要如何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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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民眾要如何引用CEDAW 
        向行政機關主張或行使權利？ 



六、民眾要如何引用CEDAW 
        向行政機關主張或行使權利？ 





 

有關CEDAW法規、一般性建議、教育訓
練通用教材等詳細內容，可參閱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網站CEDAW專區： 
https://gec.ey.gov.tw/page/FA82C6392A3914ED 
 

https://gec.ey.gov.tw/page/FA82C6392A3914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