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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第一學期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議題的社會實踐﹣ＣＥＤＡＷ專題 

 
授課老師：高醫大性別所 林津如 助理教授 
研究室：N425 分機 2627  
Email: cjlin@kmu.edu.tw          
授課時間：9/19 課程說明會，10/10 之後每隔週之週六，全天課程，共六天。 

授課教室： 高雄市婦女館史料室（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77 號 2 樓)、高醫性別所（10/10)。 
辦公室時間：週一下午 15.30-17.00pm 

 

一、課程簡介 

「性別議題的社會實踐」這門課旨在培養本所學生推廣與傳播性別平等概念的能力，善盡學術界的

社會責任，並提升本所在學術社群與性別推廣社群之能見度。這門課將善用高高屏婦女團體及性別

研究的教學與學術資源，讓學生走出高醫大的教室，與在地婦女團體接觸，並與他校研究生互動切

磋。藉由校際串連及非營利組織串連，開拓學生的視野與人際網絡關係，並提升學生未來的就業能

力。 

 

這學期的 CEDAW 專題，將焦點擺放聯合國婦女公約的概念化及實踐。聯合國大會於 1979 年通過

「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落實各國婦女人權的保障，此公約被視為國際婦女人權的重要法典。

但性別研究學界對於此公約的著力仍然有限。近年來，在行政院婦女權益促進會的大力推動下，台

北婦女團體之中已有相當的累積，但在台北都會區之外的婦女經驗，是否被重視並進而被檢視？  
   

本門課結合理論與實踐，法令與實務，整合高雄市各婦女團體，結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以及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的資源，共同合作進行高雄地區婦女權益的評估與研究。由於這是南

部婦團的首度嘗試，因此，我們特別採取讀書會及焦點團體等方式，帶領南部研究生及婦女機構工

作者建立對 CEDAW 公約、國家報告及國際經驗的深入認識。過程中透過彼此的交流與分享，從

而凝聚南方婦團的觀點，對未來不管是在政策遊說、草根串聯，甚或國際接軌與合作上，都能奠立

堅實基礎。 

 

二、課程目的 

1. 了解ＣＥＤＡＷ形成的歷史與背景，及其對於婦女人權保障的重要性。 
2. 引領學生認識高雄市重要婦女團體。 
3. 檢視 2009 年台灣國家報告的內涵並與高高屏婦女團體協力發展出在地觀點與意見。 
4. 引導學生與在婦女團體的實務工作上共同協力，運用 CEDAW 中的各項評估指標，以提升婦女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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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合高高屏三縣市之婦女團體與研究所，組成 CEDAW 替代報告之撰寫團隊，實際操作報告撰

寫流程，撰寫具南方觀點之替代報告 。 
6. 提升學生對於國際參與的知能及意願，促進與國際議題接軌與串聯。  
 
 

三、合作團隊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高雄市彩色頁女性願景協會(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 62 號 2 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女館女性圖書史料室(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77 號 2 樓) 
及各受邀婦女團體 （詳見課程大綱） 

 

四、預定人數 

1. 高高屏三縣市婦女相關團體工作者約 15 名。 
2. 高高屏三縣市有意願參與之公部門人員約 3-5 名。 
3. 學者約 3-5 名。 
4. 對 CEDAW 議題有興趣之社會人士、學生約 5-10 名。 
以上四類合計約 35 名。 
 

五、評估方法 

1. 出席及發言 30% 

2. 期中報告 30%（以小組為單位，整理、發展課程中五大主題中的一個主題，作整理、對話

及分析）時限：主題進行之後二週內完成。 逾時一日扣一分，七日之後不再收件。  

3. 期末報告 40﹪ 選定主題及婦團，與相關婦女團體協力完成ＣＥＤＡＷ的非官方報告。

12/31 繳交。逾時一日扣一分，七日之後不再收件。 

六、課程架構方式 



事前準備 上午課程 下午課程 

NGO 工作者從實務

現場思考 CEDAW 公

約及台灣國家報告。 

與 CEDAW 
的對話：NGO
組織介紹及實

務經驗分享與

交流。 
學生作紀綠。 

    ◎討論相關條文及國家報告， 
      與實務工作間的關係或回應。 

◎不同國家資料的連結、補

充。 
◎概念深化、交流討論。 
◎學生作紀綠、歸納、整理。 

學生對 CEDAW 公約

及台灣國家報告的閱

讀。 
 

【上午】在地觀點：邀請南部婦團參考條文及國家報告後，針對幾條與工作密切相關的部分，到現

場進行機構介紹，以及相關實務經驗的分享，讓參與者先對實務狀況有些連結與感受。 

 

【下午】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對應與交流：再以理論概念的觀點檢視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內容，並試圖

互相對應，也可進行不同國家資料的連結、補充，再透過討論深化概念。 

 

七、課程時間安排及進行方式 

 9：00-12：00 13：30-15：30 15：45-17:00 帶領講師

（預計）

9/19 (六) CEDAW 計畫說明會 

(10:00-12:00) 

   

10/10（六） 

高醫上課 

2-1-A1 背景：人權 2-1-A2 背景：婦

女人權 

2-1-A3 背景：

CEDAW 公約 

陳瑤華 

10/24（六） 在地觀點 I：婦女健康與人身安全 CEDAW 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對應與交流

I 

如下表 

11/7（六） 在地觀點 II：女性教育權與性別

平等法律 

CEDAW 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對應與交流

II 

如下表 

11/21（六） 在地觀點 III：婦女貧窮化與社會

保障 

CEDAW 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對應與交流

III 

如下表 

12/6（日） 在地觀點 IV：農村婦女與原住民

婦女 

CEDAW 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對應與交流

IV 

如下表 

12/19（六） 在地觀點 V：人口販運與國籍權 CEDAW 條文與國家報告的對應與交流

V 

如下表 

12/26 (六) 

 

如何實際操作與撰寫報告？ 伍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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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地觀點邀請分享團體】（邀請中） 

時間 主題 擬邀請講者 地點 
10 月 24 日（六）

9：00-12：00 
婦女健康與人身安全 勵馨基金會 

愛之希望協會 
高醫性別所 

11 月 7 日 （六）

9：00-12：00 
女性教育權與性別平等法律 高雄市婦女新知協會 

人本基金會 
婦女館 

11 月 21 日（六）

9：00-12：00 
婦女貧窮化與社會保障 彭婉如基金會 

天晴女性願景協會 
晚晴婦女協會 
彩色頁女性願景協會 

婦女館 

12 月 6 日 （日）

9：00-12：00 
農村婦女與原住民婦女 旗美社區大學 

原住民婦女成長協會 
婦女館 

12 月 19 日（六）

9：00-12：00 
人口販運與國籍權 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好好婦女權益發展協會 
南洋台灣姊妹會 

婦女館 

 

7.2.【ＣＥＤＡＷ的條文及內容釋疑】 

編號 題目 內容題綱 講師 

（預計）

2-1-A1 背景：從人權談起 1. 人權是什麼？為何重要？ 

2. 人權有哪些內涵？相關衍伸有哪些？ 

3. 為什麼要特別提出婦女人權？ 

陳瑤華 

2-1-A2 背景：婦女人權奮鬥史 1. 歧視、差異與平等的觀念深探。 

2. 透過哪些方式提升婦女人權？ 

3. 維護婦女人權的目標是什麼？ 

陳瑤華 

2-1-A3 背景：CEDAW 公約背景了解 1. 制定 CEDAW 的歷史背景及用意？ 

2. 相關締約的程序、責任與義務？ 

3. 婦女團體參與 CEDAW 的方式為何？ 

陳瑤華 

2-1-C1 國外經驗：國家報告及其影子

報告範例 I 

以其他國家的國家報告及影子報告互相對

照，給予更具體的想像。 

伍維婷 

2-1-C2 國外經驗：國家報告及其影子

報告範例 II 

以其他國家的國家報告及影子報告互相對

照，給予更具體的想像。 

伍維婷 

2-2-B1 操作 I：從條文到國家報告 1. 如何用 CEDAW 公約條文進行實際檢視？ 

2. 台灣國家報告的撰寫經驗分享。 

3. 台北團隊的經驗分享。 

伍維婷 

2-2-B2 操作 II：從國家報告到影子報

告  

1. 針對 CEDAW 公約條文練習設計問題。 

2. 如何針對國家報告進行影子報告撰寫？

伍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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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問問題？ 

2-2-B3 操作練習與討論 練習就公約及國家報告，提出一份小的影子

報告練習。 

伍維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