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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歧視

基於性別而做

的區別、排斥

或限制，妨礙

婦女行使在政

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方

面的人權及自

由。

實質平等

追求實質上的

平等而非只是

形式上的平等。

國家義務

國家（政府機

關、所有部門）

應肩負確保平

等和消除歧視

的責任。

一、
CEDAW
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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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EDAW條文
第一部分

歧視的定義 第1條

採取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第2條

保障基本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3條

臨時特別措施 第4條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和偏見 第5條

禁止性剝削 第6條

第二部份

政治和公共生活 第7條

國際代表權 第8條

國籍 第9條



第三部分

教育 第10條

就業 第11條

健康 第12條

經濟和社會福利 第13條

農村婦女 第14條

第四部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15條

婚姻和家庭生活 第16條

二、CEDAW條文



第五部分

CEDAW委員會 第17條

國家報告 第18條

議事規則 第19條

委員會會議 第20條

委員會的報告 第21條

專門機構的作用 第22條

第六部份

對其他條約的影響 第23條

締約國承諾 第24條

公約的行政 第25-30條

二、 CEDAW條文



三、CEDAW委員會通過一般性建議
第 1 號：締約國報告
第 2 號：締約國報告
第 3 號：教育和宣傳活動
第 4 號：保留
第 5 號：暫行特別措施
第 6 號：有效的國家機制和宣傳
第 7 號：資源
第 8 號：《公約》第8條的執行情況
第 9 號：有關婦女狀況的統計資料
第 10 號：《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通過十周年
第 11 號：履行報告義務的技術諮詢服務
第 12 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第 13 號：同工同酬
第 14 號：女性割禮



三、CEDAW委員會通過一般性建議

第 15 號：各國防治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  的策略避免對婦女造成歧視
第 16 號：城鄉家庭企業中的無酬女工
第 17 號：婦女無償家務活動的衡酌與量化及其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確認
第 18 號：身心障礙婦女
第 19 號：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第 20 號：對《公約》的保留
第 21 號：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
第 22 號：修正《公約》第20條
第 23 號：政治和公共生活
第 24 號：《公約》第12條(婦女和保健)
第 25 號：《公約》第4條第1款(暫行特別措施)  
第 26 號：女性移工



三、 CEDAW委員會通過一般性建議

第 27 號：高齡婦女及其人權
第 28 號：締約國在《公約》第2條之下的核心義務
第 29 號：《公約》第16條的一般性建議（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除的經濟後果）
第 30 號：婦女在預防衝突、衝突及衝突後局勢中的作用
第 31 號：與兒童權利委員會有關有害作法的第 18號聯合一般性建議
第 32 號：婦女的難民地位、庇護、國籍和無國籍狀態
第 33 號：婦女獲得司法資源救助
第 34 號：農村婦女權利
第 35 號：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
第 36 號：女童和婦女受教育權
第 37 號：氣候變化背景下減少災害風險所涉性別方面



四、暫行特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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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第四條

1. 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的暫行
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因此
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這些措施應在男
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

2. 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包括本公約
所列各項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如：設定配額比例、單一性別三分之一規定、提供優先
或是優惠待遇、女性優先參與及進用……等。



CEDAW案例



小蓮是名女性退休公務人員，退休後積極
加入各志工隊服務社會大眾，本處志工主
要在協助辦理廉政宣導、全民督工及施政
興革事項反映等，目前廉政志工雖未限於
特定性別人口群，男女性別比例有明顯差
距，惟本處辦理廉政宣導活動時須搬運物
品之情形，每每執行勤務時，小蓮深感體
力無法負擔，為使服務項目能充分發揮分
工效能，因此認為有增補男性志工之需求。

一、案例內容

培力男性民眾投入廉政志願服務工作



二、性別統計與分析

14

(一)本處於民國100年11月正式成立廉政志工隊，迄至109
年志工總人數達70人，男性25人占志工總人數1/3，女性
45人占志工總人數2/3。觀察101至109年期間，本處廉政
志工隊性比例皆維持在50左右(即每100位女性相對有50
位左右男性)，失衡狀況並未擴大。
(二) 本處廉政志工隊男性志工約占總人數1/3，女性則為
2/3，性比例約50，造成此性別差距可能是受到性別刻板
印象、傳統社會文化及勞動參與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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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男性長期投入在工作裡，缺少生活和家庭照顧經
驗，退休後無所適從，有人想當志工，卻發現參與者
清一色為女性，志工比例以女性居多，就不好意思參
加，較不願意走出家庭，鼓勵男性參與，推動性別平
等是希望翻轉性別刻板印象，避免被既有的性別框架
束縛。

二、性別統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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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志願服務數據
以本府政風處101至107年廉政志工服務時數觀察性別
投入志願服務業務的差異，女性平均服務時數普遍皆
高於男性，但在106年男性志工平均服務時數大幅提
升，並於107年男性平均服務時數56.0小時高於女性
的54.1小時，男性廉政志工在從事志工服務的時數影
著從少於女性到高於女性之志工服務時數，具有明顯
成效。

二、性別統計與分析



第1條（立法目的）

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
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
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
之運用，

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
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
昇國民生活素質，特制
定本法。

第14條（志工之權利）

志工應有以下之權利：

一、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
作之教育訓練。

二、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
尊嚴、隱私及信仰。

三、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
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 條
件下從事工作。

四、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
訊。

五、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
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
評估。

三、法規建議(法條、一般性建議)

(一)志願服務法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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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
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
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三、法規建議(法條、一般性建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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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
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三、法規建議(法條、一般性建議)

(二)CEDAW條文



第3號

考量雖然報告來自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
但由於社會文化因素而對婦女呈現不同程
度的刻板觀念，使得基於性別的歧視持續，
阻礙第 5 條公約的執行。促使各締約國有
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宣傳方案，藉以消
除妨礙女性在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見與現
行習俗。

三、法規建議(法條、一般性建議)

(三)
CEDAW 一般性建議



一般性建議28/22

男性與婦女之間的平等，或兩性平等原則，其內
在含義係指所有人類，不論其性別，皆有發展個
人能力、從事專業和選擇的自由，不受任何刻板
觀念、僵化的性別角色和偏見的限制。締約國在
履行《公約》義務時，應僅使用女男平等或性別
平等的概念，而非兩性公平的概念。在部分司法
管轄區，後者係指根據婦女和男性各自的需求給
予公平待遇。此概念可能包括平等待遇，或包括
在權利、福利、義務和機會等方面有區別，但被
視為同等的待遇。

三、法規建議(法條、一般性建議)

(三)
CEDAW 一般性建議



四、改善措施

 (一)招募新進志工時加強對男性團體及男性
族群宣傳

因召訓對象與來源係自由報名參加無法先行
限制性別，故男女志工比例有明顯女多於男
之情形，為顧慮性別需求，並預防或消除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刻板印象與性別隔
離之現象，使本處志工性別比例能趨於平等，
將針對男性團體組織、族群加強宣導招募活
動訊息，期能增加男性志工服務比例。



四、改善措施

 (二)招募志工採合議制遴選

在志工遴選機制方面，可用會議制，會議成
員組成採性別比例平衡原則，以納入不同性
別觀點。

 (三)於基礎訓練課程中除融合性別平權意識
課程外，另加強性騷擾及性侵害相關防治課
程，以提升志工性別敏感度，強化其自我保
護觀念，並宣導志工與民眾接觸時，應尊重
民眾多元性別特質，避免因為性別而有不當
之對待或歧視之言語。訓練課程對遴聘講師
宜顧及性別平衡比例原則，破除單一性別知
識傳承，以讓受訓人員得以吸取不同性別的
專家學者之知識與經驗。



四、改善措施

 (四)對於志工工作分配不宜有性別預設，宜鼓
勵並引導不同性別的志工跳脫既有的性別角
色期待，發揮潛能，以豐富志工服務經驗。
本處志工女男比例，有女多於男之情形，日
後在遴聘幹部時，應一視同仁，勿有男性領
導迷思，且勿以性別為決定因素，並避免連
結志工退休前之社會位置，以確保來自各領
域且不同性別的志工有公平參與的機會。



四、改善措施

 (五)配額措施

未來可規劃性別配額，提高男性參與廉政志
工，亦能減少志工團體內部參與性別的鴻溝，
推廣及深化廉政志工性別平等觀念，平衡男
女志工參與數，朝向性別友善城市努力。



性別平等，需要你我一起努力大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