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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 (倡議) 
姚舜倩 

Advocacy Committee Chairman, District 31 

Mission (使命) 

 

 A leadin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s 
empowering women worldwide through service and 
advocacy. 

    國際崇她社是一個具有領導地位的國際性職業婦
女組織，它透過服務與倡議來賦權全世界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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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目標) 

 

 To improve the legal, political, economic, 
educational, health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of 
women at the global and local level through service 
and advocacy. 

   透過服務和倡議來改善全球性及區域性婦女在法
律、政治、經濟、教育、健康及事業上的地位。 

What is Advocacy (甚麼是倡議)? 
 

 Advocacy is the expression of support for or 
opposition to a cause, argument or proposal.  

 倡議是表達對一件事由、爭論或提案的支持或反對。 

 Zonta Advocacy is an action taken in “the public 
intertest” or “the greater good” with respect to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and advancing their 
human rights. 

 崇她社的倡議是對於 “公共利益” 或“大善” 中有關於賦
權婦女與女童及提升其人權之議題所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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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ocacy Goals 2016-2018 
 

a) All advocacy actions are in-line with the    strategic 
plan and have measurable impact. When relevant, 
cooperation with like-minded organizations is 
initiated. 

    所有倡議行動必需符合策略規劃，並且要有可衡
量的影響力。當有需要時，則可啟動與志同道合
的組織一起合作。 

 



4 

 

b) Zonta International utilizes its consultative and 
participatory statu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uncil of Europe to ensure equality and a life free 
of violence for all women. 

    國際崇她社運用其在聯合國和歐洲理事會的諮詢
和參與地位來確保婦女能夠享受平等和無暴力的
生活。 

Advocacy Goals 2016-2018 

 

c) Zonta International encourages Zonta clubs to 
cooperate across district borders to engage in 
advocacy actions at national level. 

   國際崇她社鼓勵各地崇她社進行跨區合作， 參與
國家級倡議行動。 

Advocacy Goals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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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en are engaged as partners for gender equality. 

    將男性視為性別平等的夥伴。 

 

Advocacy Goals 2016-2018 

各社可以選擇關注的一些議題 
   

 

國際崇她31區 

婦女暴力  

在各個階段的平等受教權       

同工同酬  

平等進入工作場所的權力      

在工作上取得領導職位的平
等權     

取得決策職位的平等權              

平等取得土地財產及房屋的
權利 

家庭暴力                  

工作場所的暴力           

公共場所的暴力           

對本地婦女的暴力         

武力衝突或戰爭的暴力     

人口販賣                 

幼齡少女婚姻 

平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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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崇她章程13條第七節a授權區 
   法律認知暨倡議婦女權益委員會 

 

國際崇她31區法律認知暨倡議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應致力於提升婦女地位，並藉由立法之推動，

達成兩性平權之目標。 

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 
委員長職責 

 

協調 
 

在區層級以上，遵循國際崇她理事會與國際法律認知

暨提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同意建立的準則，實行立

法認知提倡婦女地位與平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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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 
委員長職責 

與各社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的委員長保
持聯絡，提供立法認知，提倡婦女地位與平權倡議
的資源。 

與國際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委員長保持
聯絡。 

與總監保持聯絡，將所有發送給各社或國際法律認
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委員長的信件給總監一份
副本。 

 

合作 
 

與31區社會服務委員會及聯合國委員會合作。 

 

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 
委員長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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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 
 
 

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總監指派適當人選擔任委員會的委員長與委員。 

委員長及委員應熟知崇她目標與計劃和國際崇她
社的目的與活動。 

委員長及委員應熟知，例如，聯合國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及其任擇議定書；以
及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簡稱CEDAW) 

 

公約精神 
 

1 讓女性有完整的人權 
2 清楚界定歧視女性的定義 
3 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 
4 鼓勵民間團體參加 
 
本公約共有30條，第1條到第16條是主條文，第17條到30

條是締約國的義務。 

聯合國1979年通過– 為國際重要婦女人權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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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實行法 

 

 我國於100年6月8日訂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
歧視公約實行法」，自101年1月1日起實施 

 該法第3條及第8條明確要求各機關適用公約規定
之法則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CEDAW委
員會對公約之解釋。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
施，若有不符公約規定應完成法規之制定、修正
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以促進性別平等之實
施。 

各社責任 
 

 請各社設置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委員
長。 

 請於國際崇她31區區大會前三個月，將貴社有關
法律認知暨提倡婦女權益委員會的活動彙整，報
告區委員長。 

 31區將增設四位委員，各社有關於法律認知暨提
倡婦女權益問題可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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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姚舜倩 
jacquelinyao@gmail.com 0933-161-026 

委員宋慧玲 
s524263@yahoo.com.tw 0931-524-263 

委員陳婉那 

  beautywnchen@yahoo.com.tw  0920-288-965 

委員張麗姝 

    amy.pual@hotmail.com 0933-360-033  

委員賴月雪 

   sherry.liou@gmail.com 0952-383-982 

總結 
 

 性別平等在各種社會議題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
無法忽視世界上另外一半人口的存在，善用他們的力
量可以事半功倍。 

 性別平等聽起來是個很抽象的概念，但性別平等就是
一種與自由、民主之類一樣的普世價值觀，培養這種
價值觀的方式就是學習不用性別觀點來解讀社會議題 

 性別平等是機會的平等和薪水的平等，每一個人應該
去做他最擅長的事，不論這件事是什麼；而不是說男
生去做女生的事，女生去做男生的事。 

mailto:jacquelinyao@gmail.com
mailto:s524263@yahoo.com.tw
mailto:s524263@yahoo.com.tw
mailto:amy.pual@hotmail.com
mailto:amy.pual@hotmail.com
mailto:sherry.liou@gmail.com
mailto:sherry.lio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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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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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災害除了造成人員的傷亡，更影響多
數人的日常生活，其中根據聯合國發展署
報告指出，受衝擊程度將依一個人的社會
地位，經濟地位，和其所擁有的權利與資
源來決定，社經地位越低者所受到的衝擊
就越大。 

 進一步納入性別的觀點，你會發現全球貧
窮人口中女性佔了70%，全球不識字的人口
中 ⅔ 是女性，全球女性也只握有全球土地
所有權的20%，全球財產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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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其實是解決許多社會與經濟問題
的密碼，依據OECD國家在過去五十年的經
濟成長了50%，其中有一半成果歸功於女性
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以及男女在學時
間趨於平等的緣故。 

 

 麥肯錫在2010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領導
階層的性別多元化與公司的組織績效跟獲
利能力之間有強烈的關聯性，提升女性在
決策階層的席次，決策層性別多樣化將有
助於提升公司的績效。 

 提升女性決策階層的席次，可藉由不同性
別的思維避免在擬定政策時出現單一性別
決策的盲點，聯合國婦女署也強調性別平
等和女性賦權是全球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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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哈佛大學第一位女校長德魯 菲斯特，
表示為讓校園文化更開放，自2017年秋季班
開始，純男性校園社團的成員不得擔任運動
團隊的隊長及其他社團的社長，加入單一性
別社團的學生也拿不到系主任批准的奬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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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校的新規定引起校外批評，但校長解釋，
新規定的成因，表示哈佛雖然已為女性和
少數民族敞開大門，校園文化卻仍封閉；
他說一個真正包容的社區應該讓學生有機
會參與校園生活，不因專斷的理由遭到排
擠。 

 

 文化的改變本非易事，我們社區的成員一
定有人不同意學校前進的方式，哈佛在克
服性別歧視上，已有一段長久且複雜的歷
史，每個時代改變步伐都很緩慢還經常遭
到強力反彈。哈佛1977年才正式招收女學
生直到1999年才完全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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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街阿富汗的布偶女力新榜樣 

 

 芝麻街這個節目引進的第一個阿富汗布偶，
在一個推展女權紀錄很差的國家，希望布
偶查莉能成為女孩健全的榜樣，查莉這個
名字是閃亮的，她將聚焦於女孩的賦權，
健康，和情緒健康。 

 新的布偶角色是讓男孩與女孩去與一個健
全的年幼角色認同的一種方式，透過對於
有自信，受過教育女孩的描述，也有助於
塑造男孩的看法，我們知道兒童若能與螢
幕上的角色認同，則學習成效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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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