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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DAW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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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權公約之⼀，旨在消除性別歧視，積極促進
性別平等，以落實CEDAW所列各項性別平等權利，
特別是在政治、社會、經濟、就業、文化、教育、健
康、法律、家庭、⼈身安全等領域。我國於2011年
訂頒「消除對婦女⼀切形式歧視公約施⾏法」，並⾃
2012年1月1日起施⾏。



 CEDAW三核心概念

⼀、禁止歧視原則
►禁止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禁止法律上之歧視與實際上之歧視
►禁止政府行為之歧視和私人行為(非政府組織、機構、個人、企業等)之歧視

二、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
►男女平等易流於形式平等或保護主義平等
►必要時需運用矯正式平等以達成實質平等

三、國家義務
►消除歧視與保障婦女⼈權是國家的義務，並包括四大目標

•宣傳和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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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 創造有利環境，
以積極的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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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歧視 vs. 間接歧視

 直接歧視 Direct discrimination

CEDAW第1條 對婦女歧視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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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或任何其他⽅
面的⼈權和基本⾃由。

 間接歧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指⼀項法律、政策、⽅案或措施表面上對男性和女
性無任何歧視，但在實際施行上產生歧視婦女的效
果，這是因為看似中性的措施沒有考慮男女間既存
的不平等狀況。

包括明顯(explicitly)以性或性別差異為由
所實施的差別待遇。



 形式平等

 所有個體受⼀視同仁、平等
對待，但是忽略不同個體之
間的差異。

 形式平等，假設所有男人和
女人都⼀樣，若以不同的方
式對待即謂不平等，因此，
男人和女人必須⼀視同仁，
沒有分別。

 此種方式忽視女性的特殊需
求，以及較難取得某些機會
管道。

 保護主義的平等

 提供不同於其他個體的特殊個
體安全環境(例如被隔離)。

 保護主義的平等，認知到男女
間的差異，但這種差異，被認
為是弱點，並採取管制、控制
或排除女性的方式來提供平等，
而不是將環境導正為有利於婦
女的環境。

 這種方式並不改變結構，僅是
以限制和管控限縮了女性的平
等機會。

 矯正式平等

 認知到各個個體的的差異後，
提供不同個體相異的矯正方
法。

 矯正式平等，認知到是甚麼
原因造成性別差異，應用各
種政策法令計畫優惠措施等
方法解決結構上的不平等。

 CEDAW就是以矯正式平等
促進實質平等，創造有利的
環境，消除不利於婦女的因
素。

 形式平等 vs. 保護主義的平等 vs. 矯正式平等



 CEDAW條文與⼀般性建議
CEDAW的運作方式好像⼀棵樹，公約條文
猶如樹幹，而⼀般性建議猶如分枝，針對
新出現的議題解釋並擴大公約的意義。

 CEDAW條文內容  CEDAW委員會通過⼀般性建議

公約條文

⼀般性建議



2. CEDAW與社群平台經營之關聯



社群媒體內容涉及性別平權，引發爭議⼀經發生，就易造成形象危機。
如何在創意發想與執⾏階段，適時反思議題及發文內容可能導致的性別
爭議，是經營社群媒體的重要課題。
CEDAW 第2條（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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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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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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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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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第5條（性別刻板印象和偏見）
締約各國應採取⼀切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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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第六屆會議(1987)第3號⼀般性建議：教育和宣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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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社群平台經營的連結：藉由社群平台貼文，進行社會宣導與繼續教育，提升⺠眾對於性別暴⼒的認

知，降低性別暴⼒迷思，並促進⺠眾參與規劃及推動社區防暴活動。



3. 公部門對社群媒體的運用



2018年底開始，公部門開始投入社群經營，為其部門與單位做好定位與小編人設，並且找到網
路活躍族群的喜好溝通方式。同時，不斷挖掘讓社會大眾共鳴的題材，引發⺠眾討論。 最成功
的表現之⼀是顛覆⺠眾對公部門的刻板印象，透過迷因、跟風等方式，將公部門政策用詼諧口
吻、貼近生活的方式傳達出去，給⺠眾不是沉重公文的感受，是⼀種透過「玩」、「遊戲化」
中得到資訊。公部門經營社群的範例包含NPA署⻑室、海巡署⻑室、衛生福利部等。



4.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FB社群概況



本府目前各局處經營中的臉書粉絲團逾70個(含藝文場館、
各區公所等)，粉絲團發文頻率從1天2則，到每週2-4則
左右不等，發文總量十分可觀。

 新北市政府FB社群平台現況



新北市府粉絲團名單 110.07.23

編號 局處 粉絲團

1. 新聞局 我的新北市

2. 觀旅局 新北旅客

3. 消防局 新北消防發爾麵

4. 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5. 勞工局 新北勞動雲

6. 衛生局 新北衛什麼

7.

農業局

新北市農業局-稼日蒔光

8. 賞花快報

9.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

10. 教育局 新北學BAR

11.
體育處

新北運動聚點

12. 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3. 財政局稅捐處 稅不著 呼叫暗光鳥

14. 環保局 新北i環保

15. 經發局 來趣新北金發局

16. 市場處 來新北逛菜市

17. 政風處 新北心廉心

新北市府粉絲團名單 110.07.23

編號 局處 粉絲團

18.
社會局

新北社會局

19. 友善公托 幸福新北

20. 文化局 新北市文化局

21. 交通局 新北交通族

22. 研考會 青見新北

23. ⺠政局 新北⺠政保平安

24. 捷運局 新北捷運局

25. 捷運公司 淡海輕軌x新北捷運

26. 工務局 工程圖輯隊

27. 水利局 新北水漾

28. 客家局 新北市客家局

29. 城鄉局 我愛陳香菊

30. 地政局 地政。稍息。新北事

31. 原⺠局 新北新原鄉 新北原⺠局

32. 法制局 新北法服真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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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群媒體涉及性平爭議之可能案例



案例⼀
社群經營常與網紅或圖文作
家等合作，透過其人氣與創
意，以影片或漫畫等詼諧、
有趣的方式宣導嚴肅的議題，
達到推廣市政的目的。

以此案例來看，公部門在與
網紅、圖文作家等合作時，
應更謹慎檢視題材的創意與
適當性，以避免引發「歧視」
與「刻板印象」的爭議。 宣導「溺水是安靜的」圖文(左圖)，貼文發出引發「是否

只有女性才需要為照顧小孩負責任」的爭議後，改為右
圖增加父親腳色的性平版本。此案例與CEDAW之關聯性：

CEDAW第5條 - 性別刻板印象和偏
見
針對女性做家務或是照顧小孩的
「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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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二
社群經營常需要搶搭時事、網路流行
用語等，以獲得更高的觸及與關注。
為宣傳政策，公部門以製作跟風時事
的哏圖方式呈現，容易引發質疑有物
化女性的爭議。

以此案例來看，公部門經營社群的「跟
風」⾏為，應審慎考慮發文內容的適當
性，以及可能導致的性別爭議，避免
「搭錯車」引發爭議。

網路流傳讓女性穿著暴露及手拿「求找
乾爹」的紙板，造成物化女性的視覺。
照片引起討論，後證實是商業行為的行
銷手法。

此案例與CEDAW之關聯性：
CEDAW第2條（政策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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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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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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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三
公部門推行政策製作之相關設定圖卡，
應注意避免性別刻板印象帶入政策主
題。

以此案例來看，原設計圖卡僅有女性為
照護者，恐加深⺠眾對於家庭⻑者照護
都應由家中女性負責的刻板印象，應審
慎考慮設計內容之適當性，避免引發爭
議。

此案例與CEDAW之關聯性：
CEDAW第5條 - 性別刻板印象和偏
見
圖文設計之色彩、腳色等，應避免
帶入性別刻板印象，家庭照護之角
色也非限定於單⼀性別，以消除基
於性別⽽分尊卑觀念。



6. 結語



在性別意識高漲的現今，許多在社群媒體引發的性別爭議，不⼀定均是帶有惡意的性別歧視，
更常是「無惡意的隱性歧視」，這也許來⾃其生活經驗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與觀念，在⻑
期接收周遭對於性別的固定符碼後，往往容易將含有偏見的訊息視為理所當然。

在這樣的性別框架下，當面臨即時訊息、搶搭時事時，更容易因缺乏檢視時間，而在不知不
覺中運用了偏頗的性別內容，也因此如何在創意發想與執行階段，適時反思議題及發文內容
可能導致的性別爭議，是經營社群媒體的重要課題。

在人手⼀機的網路時代，社群媒體已成為近年的主流行銷戰場，各級政府、⺠間單位，甚⾄
是個人都紛紛投入資源經營社群帳號（如臉書、推特、Instagram等），以作為宣傳政策、
品牌或是話題的重要管道之⼀。



本府各局處臉書官⽅粉絲團發文數量可觀，為增進經營者之性別意識、減低引發性別爭
議的可能性，提供以下幾項建議：

 舉辦「媒體文宣之性別建構、偏見與歧視」等相關議題的⾃我檢視訓練、案例探討
及危機公關等課程。

為加速實現性別平等採取之「暫行特別措施」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TSM)
*適用CEDAW委員會通過⼀般性建議第5號



 「即時性」是社群媒體的特性也是重要優勢，為了獲得
更高的能見度(分享)與強化宣傳效果，內容往往需要搶
搭時事議題，或輔以吸睛、有梗的文字、圖片或影像，
本府各局處官⽅粉絲團在政策宣傳與吸引粉絲關注間，
可能忽略了性別爭議議題，或是隱藏了「無惡意的隱性
歧視」，此時在創意的選擇及運用上，就必須於發文前
利用「新北市政府宣導媒材性平概念檢核表」多加檢視
文案及素材是否有涉及性平爭議的可能。

為加速實現性別平等採取之「暫行特別措施」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TSM)
*適用CEDAW委員會通過⼀般性建議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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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facebook.com/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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