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性別主流化講座

地政職場性別培力

主講人：張梅英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

時間：2019年6月20日 9:00-12:00

地點：中山地政事務所4樓視聽室



大家早安！



課程內容

性別意識培力

CEDAW進階課程

(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

地政業務與CEDAW關聯性及運用



緣起

貴局邀請

之前在校內外之經歷

針對工作性騷擾或性侵害等處理案
例分享或學生遇到性騷擾或性侵害
案例時，處理上的法律倫理素養及
輔導知能

臺中市社會局性平專家人才庫一員



緣起~~為什麼是我？

大三時即通過普考測量人員考試

第一份工作是新莊地政事務所技佐

原應負責新莊五股泰山之測量

主任秘書論點

我的論點

結果呢？



CEDAW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之歧視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1979聯合國通過，全文共30條，1981

生效實施，已有188國簽署
確保當地法制男女平等、設立機構有
效保障婦女免受歧視、消除個人、組
織、企業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生育
權的保障



CEDAW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之歧視

臺灣2007.2.9加入，2011.6.8公布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共9

條，2012年1月1日起施行，並成立行
政院性別平等處

CEDAW資訊網？

http://www.cedaw.org.tw/tw/en-

global/news/index/2



業務宣導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內政部性騷擾防治網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網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台灣展翅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



同婚議題

始於1980末期祈家威提出同性婚姻法制化
的請願抗爭與釋憲

2017.5.24大法官748號宣布民法未保障同
性二人的婚姻自由及平等權違憲，要求兩
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

2018.11.24公投第10、12案通過，同性婚
姻會以修改民法以外的其他立法形式實現

2019.5.17三讀通過5.22公布5.24生效，司
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年滿18歲
同性伴侶可成立同性婚姻關係，準用民法
規定可繼承財產與收養有血緣的子女



性別議題教學融入與媒體識讀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性別意涵

繪本與性別平等教育 性教育

情感教育與親密關係 同志教育－友善校園

多元性別特質與反性別暴力 性別平等教育法實務案例

校園性騷擾／性霸凌防治 習俗文化與性別平等

性別與生涯規劃 性別統計融入教學

性別與體育 性別與空間（生活與校園）

男性成長與性別 性別議題電影講座導讀

性別與親職 性別主流化與CEDAW公約落實

其他相關性別議題......（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聽過底下的人物

鍾明軒？

Youtube

返校分享反霸凌



聽過底下新聞的反應

林奕含，Meet at the Mikvah ……

【家中長輩】有沒有跟你討論

此為全人性教育，含情感教育 情慾管理等

所有社會覺得學校該教、應該教
卻被許多學校遺漏
被升學主義掩蓋掉的重要生活能力
【如何愛自己】【如何愛他人】【如何尊重
他人】【如何保護自己】【如何辨識危險】
【如何從傷痛中重建自己】



聽過底下新聞的反應

莉莉與小鄭老少配

新北17歲小王愛42歲熟女

新竹17歲高二生愛31歲離婚少婦

82歲楊振寧與28歲翁帆

76歲意大利前總理娶27歲帕斯卡爾

82歲金融大鱷索羅斯娶40歲碩士生



台灣兩性平等發展歷程

憲法第7條：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婦
女保障名額

1997(2005)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教育
主管機管應積極提倡兩性平等

1999(2007)家庭暴力防治法→警政社
政法政機構應提供家暴受害者相關隱
私權保護及公權力積極介入→113



台灣兩性平等發展歷程

2000呂秀蓮擔任首任女性副總統

2002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2006改為
性別工作平等法(2008)

2004(2011)性別平等教育法

另包含民法親屬篇的修法：子女得選
擇從母姓

2006性騷擾防治法

2016蔡英文擔任首任女性總統



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

校園普遍實施性平教育，所有國小教
師，要將性別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每
學期還需至少4小時相關活動

教學生功能性教材就像在補網，發展
性教材就像在織網，老師教學生要一
邊織網一邊補網，方能收效，但對許
多老師而言，連織網的材料為何與如
何取得都是一大問題！



FWCW：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1995年於北京舉行，提出

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

性別主流化為其策略並包含十二大關
鍵領域(12 critical areas of concerns)

呼籲會員國成立提升婦女地位的國家
機制(national machineries)



十二大關鍵領域

女性與貧窮、婦女教育與訓練

婦女健康、婦女遭受之暴力

婦女與武裝衝突、婦女與經濟

婦女參與決策過程、婦女與人權

婦女與媒體、提升婦女地位之國家機制

婦女與環境、未成年女孩之處境



GEM：性別權力測度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ment

國會議員女性比例，專業與技術人員

女性比例，女性購買力等

台灣由主計處收集資料加以比對

在世界排名約第二十名，在亞洲居冠



MDG：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降低貧窮人口、普及基本教育

降低嬰兒死亡率、促進婦女健康

促進兩性平等

降低愛滋病等傳染病感染率

以合作夥伴關係進行發展計畫



在性別平等處、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合力推動下，
近來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母乳哺育、公共托嬰、
陪產假、家庭照顧假、彈性工時及長期照顧等，
友善家庭及減輕婦女照顧負擔成果尚佳

依CEDAW施行法進行全國法規檢視，仍發現
若干法規具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工作與財產
權有差別待遇、違反女性身體自主權、強化父
系家庭體制等不符合規定情形

未來將繼續推動，使婦女在政治、社會、經濟、
就業、文化、教育、健康、法律、家庭、人身
安全等領域獲得充分發展與保障，使不同性別
者都能適性發展，建立性別平等的幸福社會



性別主流化與平等取向之異同

對象是婦女

消除不平等

短期內有具體效果

終極目標是兩性平等

對象是政府機構

政策的效益評估

長期的組織改造

兩性平等與民主深化



兩性教育之意義

兩性教育係指運用各種教輔技巧，
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管道，協助國民
瞭解兩性間異同及生理、心理、社
會及文化上的關係

並能尊重他人，保護自己，由對人
性的尊重與關懷進而增進兩性和諧
相處的態度及方式

展現剛柔並濟、同舟與共的愛人愛
己、推己及人的高尚情操



兩性教育內涵

認知：瞭解性別在自我發展中的角色
（多樣化與差異性、成長與生涯規劃）

情意：探討性別發展與社會文化互動
的關係（表現積極自我、追求個人興
趣與長處、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尊
重社會多元化現象）

行動：建立和諧、尊重、平等的兩性
關係與互動模式（主動尋求社會資源
及支援系統）



請教您對以下事件的看法

學生可以請產假？陪產假？

男同事可以提出育嬰假申請？

同志婚的看法



性別平等了嗎？

從小腳到高跟鞋看女性形象的社

會變遷

從後宮甄嬛傳、羋月傳探索女性

定位與生存掙扎

老夫少妻？老妻少夫？



影響性別生涯發展的因素

社會因素

歷史發展

職業性別區隔

性別角色刻版化

家庭背景

角色楷模的影響

個人因素

性別角色

職業興趣

主觀意識

數學焦慮



性別有那些差異？

生理方面：

觀念方面：

角色期望：

風俗文化：



性別權益相關的法律

民法親屬、繼承

性別工作平等法→衍生性騷擾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民法親屬繼承

夫妻財產制：夫妻各自財產各自所有，
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自己
債務，自行負責；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狐狸精條款）

撤銷權：一方於婚姻關係中，對婚後財產所為
無償行為，如有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他
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追加計算：一方現有財產不足清償他方應分得
的剩餘財產時，他方得對受領之第三人（如小
三小王），於所受利益範圍內請求返還之



民法親屬繼承

子女監護：子女監護依『子女最佳
利益』定之，打破由父壟斷局面；
未取得監護權之一方，得請求法院
酌定探視權

繼承：女兒應繼分與兒子同；父母
如以遺囑方式處分其遺產，不得侵
害任一子女特留分



性別平等的三層意義

差異的平等：即人不能因性別、種族、
膚色、政黨、財產的不同而有差別待
遇或受到不當的限制與歧視

機會的平等：男女皆有平等機會，開
發個人潛能，選擇適性發展，追求自
我實現

人文的平等：突破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創造兩性和諧環境，建立互相尊重的
社會



性別工作平等法

立法緣由：生、養下一代並非女性
個人責任，應由雇主、國家及社會共
同承擔；同時生、養責任也不應成為
女性尋求個人事業發展的懲罰

適用範圍：凡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薪資者，均適用；軍公教人員亦
納入適用

最近修法2016.5.18，第18,23,27,38條



性別工作平等法

禁止性別歧視：雇主對招募、甄試、

進用、分發、配置、考績、陞遷、

福利措施、薪資，不得因性別不同

而有差別待遇

譬如：你有沒有結婚打算、近期內

有無懷孕打算……

最近警察性別比接近



性別工作平等法→近年修正重點

第2~4條

第12條

第14~16條

第23條

第27條

第38條及38-1條

第40條



性別歧視之禁止

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
敘、陞遷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
別待遇(第7條，例外：工作性質僅適
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
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8條)

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
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9條)



請假
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
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給予產
假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
產者，…給予產假一星期；妊娠未滿二個
月流產者，…給予產假五日

產假期間薪資之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
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計算，依相
關法令之規定



請假
女性每月得請一日生理假；妻分娩，雇主
應給予夫3日陪產假，陪產假期間工資照
給；子女未滿三歲，得申請2年的育嬰假
(留職停薪）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
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
家庭照顧假；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
年以七日為限

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奬金、考
績或為其他不利處分



性騷擾防治法

性騷擾是性別歧視之具體表現，因此
雇主於職場上負有防治性騷擾行為發
生之義務

受雇者或求職者因職場上性騷擾行為
而受有損害時，雇主應與行為人連帶
負賠償責任

『性騷擾防治法』期能遏阻職場性騷
擾事件之發生



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撰寫
性騷擾事件受理申訴簡易流程說明

(中華民國103年3月25日衛部護字第1031460360號函)

受理申訴
※請確認當事人(被害人：A)是否為學生或為教、職、工、生、
校長
※請確認相對人(加害人：B)是否為教、職、工、生、校長

A為學生
※(B)相對人為教、職、工、生、校長，本案為性別平等教育法適用

※為案發時相對人所屬學校受理調查性騷擾事件，並進行相關通報

(若A的身分為教職員工校長，而B為學生，亦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A不是學生
※請再確認下列二件事情

1.請確認(A：被害人)是否正在執行職務(案發時為上班執行職

務時間)

2.請確認(B：加害人)是否有雇主

A正在上班
時間

※若A正在上班(執行職務)，本案為性別工作平等法適用
※由A的雇主受理調查性騷擾事件



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撰寫

性騷擾事件受理申訴簡易流程說明

(中華民國103年3月25日衛部護字第1031460360號函)

A不在上班
時間

※案發時A不是執行職務時間，本案為性騷擾防治法適用
※請再確認(B)相對人是否有雇主

B有無雇主
※相對人B有雇主，申訴時由相對人(加害人)雇主受理調查性騷擾事件
※相對人B無雇主或無業，申訴時由警政單位(單一窗口)受理調查性騷

擾事件，且應向該縣市婦幼隊通報，而被害人未滿十八歲亦請通報
社會局

若A要提出
刑事告訴

※A要提出刑事告訴，相關單位可以協助被害人向警政單位報

案處理

警政單位 ※請確認被害人所遭受性騷擾案件的相關要件，協助製作筆
錄



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撰寫

性騷擾事件受理申訴簡易流程說明

(中華民國103年3月25日衛部護字第1031460360號函)

相關刑責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3條規定受理

※以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規定受理性觸摸罪

※以刑法第310條規定受理妨害名譽罪

※以刑法第234條規定受理公然猥褻罪

※以刑法第315-1條規定受理妨害秘密罪

※以刑法第304條規定受理強制罪

※其他(請依照事實說明處理)



案例分享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2年度簡字第73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2年度簡上字第6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103年度簡字第5號



建立職場兩性平權的重要

主雇及員工間的健康和諧

使個人的人格更加成熟

激發潛能突破障礙

自我瞭解與成長

增進人際關係

修身養性自我調適

找到真愛與幸福圓滿



建立職場兩性平權關係的重點

給自己成長的機會

認識自己的優點與缺點

接納別人的真我與不完美

合理的情緒表達、發洩與控制

樂觀的生活態度



增進職場兩性平權關係的方法

肯定與讚美、關懷與接納

恩威並施、察言觀色

關懷要開口、包容與信賴

肢體語言的運用、自制與適當付出

運用說話的藝術、幽默與浪漫

永不絕望

還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