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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民國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並在
1981（民國70）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
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
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
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
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公
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所有國家
(state)簽署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
189個國家簽署加入。 

 

認識CEDAW(希朵) 



認識CEDAW(希朵) 

2007年1月5日，中華民國（臺灣）雖並非聯
合國成員國，立法院會議通過行政院函請審
議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2011年5月20日，立法院制定《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計9條，同年6月
8日總統公布，自民國101年（2012年）1月
1日起施行。 

 

 



 CEDAW公約 
  --共30條 

 
 CEDAW一般性建議 
  --至2020年止，共有38號一般性建議 
 
 CEDAW施行法(台灣) 
  --第2條 : 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
內法律之效力。 
  --第6條 : 政府應依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報告制
度，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
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 
  --第8條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
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制
（訂）定、修正或 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第9條 : 本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談談CEDAW(希朵) 



CEDAW實質內容 

第1-6條  保障婦女能夠得到充分發展 

第7-9條  保障婦女的參政權和公民權 

第10-14條  說明婦女應有的教育、就業、健康及經濟權利 

第15-16條  保障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CEDAW三個核心概念 

• 一視同仁不等於平等，要有看見差異的

實質平等。 實質平等 

• 清楚界定歧視女性及性別的定義，禁止

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及多重（交叉）歧

視。 

禁止歧視 

原則 

• 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執行公約

義務者為國家。國家指的是所有政府機

關或部門，涵蓋地方政府單位。 

國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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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作法 

形式主義(齊頭式平等) 

保護主義 

矯正式作法 



 
CEDAW公約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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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目的，承擔：  

（a）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應將其列  

入，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保證實現這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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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  

他公共機構，保證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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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  

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例；  

（g）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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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 第三條  



CEDAW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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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直接歧視 

 CEDAW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
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
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
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
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圖片來源: Instagram #squatforchange) 

 
爸爸也要換尿布！紐約新法強制公共男廁必須加裝「尿布
台」!! 
 
 美國紐約在去（2018）年4月通過一項新法律，直到2019年元旦生效，

新法律要求紐約所有新建或翻新建築，都應在廁所內附設換尿布台。法律
規定，公共空間的每層樓，無論男女廁，至少要有一個尿布台。 

 

 而在台灣，根據2016年議員的披露，台北市只有不到一成的廁所設有尿
布台，且大多數都設在女廁，全市5971間男廁，更僅196間有尿布台，比
例為3％。 

 

 



了解間接歧視 

 CEDAW第28號建議第16項 

締約國有義務尊重、保護和實現婦女不受歧視的權利，確
保婦女的發展和進步，以改善其處境，實現法律、事實或
實質的男女平等。締約國應確保不對婦女實施直接或間接
歧視。對婦女的直接歧視，包括明顯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
實施區別待遇。對婦女的間接歧視，係指法律、政策、方
案或做法看似對男性和女性並無偏頗，但實際上造成歧視
婦女的效果。因為明顯中性的措施並未考慮原本存在的不
平等狀況。此外，因為不承認歧視的結構、歷史模式，以
及男女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可能使現有的不平等狀況
因間接歧視更為惡化。 

 

 CEDAW帶您看見直接與間接歧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_DS3eVug9o


了解交叉歧視 

 CEDAW第28號建議第18項 

交叉性為理解第2條所載列締約國一般義務範圍的根本概念。
以性和性別為由而對婦女的歧視，與其他影響婦女的因素
息息相關，如：種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狀況、年
齡、階級、種姓、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以性或性別為由
的歧視，對此類婦女的影響程度或方式可能不同於對男性
的影響。締約國必須從法律上承認該等交叉形式的歧視，
以及對婦女的相關綜合負面影響，並禁止此類歧視。締約
國亦需制訂和實施消除此類歧視的政策和方案，包括根據
《公約》第4條第1項和第25號一般性建議，酌情採取暫行
特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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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行特別措施 



12.在第28號一般性建議和第33號一般性建議中，委員會
確認，歧視婦女與影響其生活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委員
會在其判例中曾經強調，這些因素包括：婦女的族裔/種族、
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身份、膚色、社會經濟地位和/或種姓、
語言、宗教或信仰、政治意見、民族血統、婚姻狀況、生
育、父母身份、年齡、城鄉位置、健康狀況、身心障礙、
財產所有權、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或雙性人、文盲、
尋求庇護、難民、境內流離失所者或無國籍者、寡婦、移
民身份、戶主、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被剝奪自由和賣淫，
以及販運婦女、武裝衝突局勢、地理位置偏遠和侮辱包括
人權維護者在內的爭取自身權利的婦女。因此，由於婦女
蒙受著各種交叉出現的歧視，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委
員會承認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以不同的
方式影響著某些婦女，這意味著需要採取適當的法律和政
策對策。 

 

第35號一般性建議：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
女行為（更新第19號一般性建議） 
 



來談談多元性別 





認識多元性別 

 L: Lesbian  女同志 

   G: Gay  男同志 

   B: Bisexual  雙性戀 

   T: Transgender  跨性別(男跨女、女跨男) 

   Q: Queer or Questioning 酷兒或疑性戀 

    I: Intersex 雙性人 

   A: Asexual 無性戀者 

 

 XX的房間 

 

 The way we think about biological sex is 
wrong.(雙性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w-Ermt1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w-Ermt1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w-Ermt1DE
https://www.ted.com/talks/emily_quinn_the_way_we_think_about_biological_sex_is_wrong?fbclid=IwAR15OwBJtvF-SiAgs56Sd0LVqzJ8Tx56zPggTuMrfnGs7HG6g1lXblp7hIM
https://www.ted.com/talks/emily_quinn_the_way_we_think_about_biological_sex_is_wrong?fbclid=IwAR15OwBJtvF-SiAgs56Sd0LVqzJ8Tx56zPggTuMrfnGs7HG6g1lXblp7hIM
https://www.ted.com/talks/emily_quinn_the_way_we_think_about_biological_sex_is_wrong?fbclid=IwAR15OwBJtvF-SiAgs56Sd0LVqzJ8Tx56zPggTuMrfnGs7HG6g1lXblp7hIM
https://www.ted.com/talks/emily_quinn_the_way_we_think_about_biological_sex_is_wrong?fbclid=IwAR15OwBJtvF-SiAgs56Sd0LVqzJ8Tx56zPggTuMrfnGs7HG6g1lXblp7hIM
https://www.ted.com/talks/emily_quinn_the_way_we_think_about_biological_sex_is_wrong?fbclid=IwAR15OwBJtvF-SiAgs56Sd0LVqzJ8Tx56zPggTuMrfnGs7HG6g1lXblp7hIM
https://www.ted.com/talks/emily_quinn_the_way_we_think_about_biological_sex_is_wrong?fbclid=IwAR15OwBJtvF-SiAgs56Sd0LVqzJ8Tx56zPggTuMrfnGs7HG6g1lXblp7hIM


關於跨性別 

 在台灣欲進行性別變更: 

 

目前在台灣需要進行性別重置手術才會同意當事人改
換身分證。 

 

一、必須是原發性變性慾者。 

二、在扮演另一性別角色的生活適應上，至少有兩年
以上滿意且良好的適應狀況。 

三、年齡在二十歲以上。 

四、經過兩家不同醫院的精神科醫師觀察和評估，同
時可能作荷爾蒙治療。  

五、取得兩家醫院精神科之精神評估證明。 

 

 

 



關於跨性別 

 

 WHO會員國2019年5月25日表決，正式把跨性別自
國際疾病分類表中除名，代表跨性別正式去病化，
而更新版將於2022年1月1日正式上路。 

 

 在國際上，可以免手術更正性別、免精神科醫生評
估就可換證的國家有：阿根廷、丹麥、馬爾他、愛
爾蘭、挪威等。 

 

 跨性別者小溧的分享 

 

 首例！她未經手術可變更性別登記  伴盟籲內政部撤
違憲函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EK0R7eb_4uc&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EK0R7eb_4uc&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v=EK0R7eb_4uc&feature=emb_logo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 

 
圖片來源: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7203 

 

圖片來源: https://pagesix.com/2021/03/16/elliot-

page-undergoes-top-surgery-it-transformed-my-

life/ 

 

圖片來源: 東京奧運：位於話題中心的跨性別舉重選
手哈伯德(yahoo新聞) 

 

 



多元性別繪本: 國王與國王 

圖片來源:  
博客來網路書店 



多元性別繪本: 愛織毛線的男孩 

圖片來源:  
博客來網路書店 



多元性別繪本: 紙袋公主 

圖片來源:  
博客來網路書店 



圖片來源:  
Amazon Books 



多元性別繪本: I AM JAZZ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