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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歧視與保障婦女人權之實踐乃國家

之義務，所以需藉由公務員由認識

CEDAW ， 進而尊重、 保障、 促進到實

現實質的性別平等。

•本教材係為促進同仁對CEDAW條文之認知，

以確保施政可落實CEDAW精神。

•認識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及暫行特別措

施，以確保施政落實實質平等。 2

前言



別為別人貼標籤，也別為自己貼標籤
HTTPS://GOO.GL/UCA2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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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

•《CEDAW》核心概念及推動過程

•《CEDAW》條文內容

•暫行特別措施

•原能會法規體系與CEDAW的關係

•原能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現況

•原能會文宣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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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VS. 「性別」

聯合國CEDAW委員會定義

• 「性」(SEX)/生理性別，指的是男與女生理之差異。

• 「性別」(GENDER)/社會性別，指的是社會意義上的

身份、地位和男女角色分工，以及社會對這類生理

差異賦予的社會和文化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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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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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三核心概念

6

形式平等

不歧視

個人義務

實質平等

禁止歧視

國家義務

(摘錄自郭玲惠教授簡報)



CEDAW三核心概念 - 歧視

一、禁止歧視原則：

•有意的歧視與無意的歧視
•法律上(DE JURE)之歧視與實際上(DE FACTO)
之歧視
•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非政府組織、機構、個
人、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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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郭玲惠教授、官曉薇教授簡報)



認識歧視

• 明顯以性/生理性別或
性別/社會性別(SEX 
AND GENDER)差異為由
所實施的差別待遇
(DIFFERENT 
TREATMENT)。

• 表面上對男性和女性無
任何歧視，但在實際上
產生歧視婦女的效果
(DISCRIMINATORY 
EFFECT)。

• 不僅以性和性別為對婦
女歧視之單一因素，並
與其他因素（如種族、
族裔、宗教或信仰、健
康狀況、年齡、階級、
種姓、性傾向和性別認
同等）連結所造成的歧
視。 8



直接歧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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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限制聘用女性測量助理人員人數

•限制聘用女性測量助理人員人數比例，違反CEDAW第1條及第11條第1項a款。

法規內容

•彰化縣各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管理要點第6點規定：「地政機關測量助理名額，依本府核定之
設置基準予以配置，各地政機關進用女性測量助理名額，不得超過該機關測量助理名額總
數二分之一。」

•嘉義縣政府暨所屬各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管理要點第6點規定：「本府暨所屬各地政機關測量
助理名額，應依本府核定之設置基準予以配置。本府暨所屬各地政機關進用女性測量助理
名額，不得超過該機關測量助理名額總數四分之一。」

•花蓮縣政府測量助理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地政機關得進用女性測量助理名額，但不得超
過該機關測量助理名額總數六分之一，且進用名額不得多於三人。」

•金門縣政府所屬地政機關測量助理管理要點第6點規定：「地政機關測量助理名額，應依本
府核定之設置基準予以配置。其進用女性測量助理名額，不得超過該機關測量助理名額總
數四分之一。」



直接歧視案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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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理由

•地方政府聘僱測量助理人員，限制女性測量助理人員人數比
例或人數，係以性別而非該工作所需之資格或條件分配名額，
限制女性工作權，違反CEDAW第1條及第11條第1項a款。

•CEDAW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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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第1項a款規定，人人有不可剝奪之工作權利。



間接歧視案例

11

案例1：財產繼承

•根據財政部統計，2014年國人遺產登記拋棄繼承人數共
計47,835，女性所占比例為56.9%，顯示拋棄繼承以女性
居多數，與2013年相較，女性拋棄繼承比重上升0.3個百
分點。而贈與的統計數據則顯示，2014年贈與受贈人數
共25萬1,981人，其中男性15萬5,887人，佔61.9%，女性
僅占38.1%。

•在民法已規定女兒同樣享有繼承權的現狀下，為什麼女
性拋棄繼承權的比例仍較男性為高，而受贈與的比例則
較男性低，顯示社會仍存在「重男輕女」、「土地房屋
留給兒子」等傳統觀念。



• 雖女性平均薪資持續提高，男女薪資差距逐年

縮小，104年女性月平均薪資占男性的83.01%，

是否構成間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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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薪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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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薪資性別差異

間接歧視案例(續)



CEDAW三核心概念 – 平等

二、實質平等

• 男女平等易流於形式平等或保護主義平等，
應加以辨識。必要時需運用矯正式平等以達
成實質平等。

• 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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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郭玲惠教授、官曉薇教授簡報)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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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平等

• 以下插圖取自「CEDAW:恢復婦女的權利」(200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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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主義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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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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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平等的三組成

機會的平等
女性與男性有相同
的機會。但若女性
沒有取得的管道，
僅提供機會是不夠
的。

取得機會的平等
女性與男性必須有平等獲得
國家資源的機會。此可透過
保障婦女權利資源的法律架
構、機制和政策來實現。

結果的平等
國家必須確保權利
能實際執行。國家
有義務展現結果，
而不僅是紙上談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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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官曉薇教授簡報)



CEDAW三核心概念 – 國家義務

三、國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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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郭玲惠教授、官曉薇教授簡報)

法規或政策必須確保沒有直接或間接歧
視。

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提供救濟。

創造有利環境，以積極的政策和有效之
方案實現婦女權利，改善婦女的狀況。

宣傳和提倡CEDAW之原則。

尊重義務

保護義務

實現義務

促進義務



國內推動CEDAW過程

2007年1月
•立法院通過我國簽署CEDAW 

2007年2月

•總統頒布簽署加入書

•透過友邦向聯合國秘書長送存加入書，未完成存放程序

2011年

•立法院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總統6月8日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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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推動CEDAW過程

2012年

•函頒「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
畫」

2013年

•檢視各級政府機關主管之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措施，計33,157件法

規及行政措施， 不符合CEDAW計228案，持續列管修正。

•撰寫第2次國家報告

2014、
2015年

•辦理第2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會

•召開24場次「審查各機關對CEDAW總結意見初步回應會議」

2015、
2016年

•函頒「『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教育訓練及成效
評核實施計畫」，作為督導及指引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擴大
辦理CEDAW教育訓練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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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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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條文與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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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條文

CEDAW

實質條款

概括性原則

個別領域

權利

前言

監督機制

一般條款
24



CEDAW條文內容

• 前言

確認不平等現象之存在，重申男女平等

之必要性

• 條文（分六部分，共30條文）

• 實質條款（1〜16 條）(共四部分)

• 監督條款（17〜22 條）

• 一般條款（23〜30 條） 25



CEDAW條文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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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官曉薇教授簡報)



CEDAW條文內容(續)

條號 內容摘要
監督機制
第五部分

第17〜22
條

規範委員會組織及執行、執
行運作

一般條款
第六部分

第23〜30
條

規範效力、開放對象、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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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委員會一般性建議

• CEDAW委員會通過一般性建議共計33號。

•自1986年起，委員會就國家報告與替代報

告中顯示出世界各地女性共通面對之困境

或新興議題提出「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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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

為加速實現性別平等，可採取

「暫行特別措施」…

（本節內容主要參考陳金燕老師撰寫之「暫行特別措施」講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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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的性質與意涵(一)

30

暫時的

非永久性的

具體措施
或做法

特別的

非一般常
態的



暫行特別措施的性質與意涵(二)

• CEDAW第4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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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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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的性質與意涵(三)

• CEDAW第5號一般性建議

「…各國採取更多臨時性特別措施，諸如積

極行動、優越待遇或配額，以推動女性在教育、

經濟、政治及就業上的參與。」

• 明確指出國家應透過「暫行特別措施」在教

育、經濟、政治、就業等範疇保障與促進女性

的參與權益；亦列舉積極行動、優越待遇或配

額等具體作法及方向。 32



採行「暫行特別措施」步驟及原則

1. 以性別統計與分析為採行「暫行特別措施」與否

判斷依據：當法律、規章、辦法本身無直接歧視

女性條文存在時，應以實際實施結果的統計資料

為依據，檢視是否有「間接歧視」之情形。

2. 決定「暫行特別措施」的類型：常見設定配額比

例、提供優先或優惠待遇、重新分配資源、採取

彈性作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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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特別措施」類型

34

•如：在國會、委員會、理(董)監事會等組織規範中，
明訂女性人數不得少於總數的三分之一，以提高女性參
與決策之代表性。

設定配額比例

•如：針對女性較少有機會參與的領域，鼓勵並提供女
性優先參與的機會；在女性人數較少的職務上，優先錄
用女性，並依其能力優先拔擢於較高職位。

提供優先或優惠
待遇

•如：提供女性民意代表參選人相關物資及經費，以期
具體鼓勵並支持女性對於公共事務之參與。重新分配資源

•如：提供彈性工時或職務分配制度，以使女性不因家
庭的角色責任而被剝奪勞動參與的機會。採取彈性作為



暫行特別措施案例

• 我國各級民意代表部分，即是採用「設定配額比例」之

措施確保女性在各級民意代表的當選比例。除了在我國

《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中明訂不分區立法委員之

當選比例外，在《地方制度法》中也明訂縣(市)議員、

鄉（鎮、市）民代每4人應有婦女當選名額1人，以期提

升女性在各級民意代表的當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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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委員女性比率

19.1

22.2
20.9

30.1

33.6

38.05

1998 2001 2004 2008 2012 2016

(%)

(年)

女性立法委員比率

36

2016年第9屆立法委員女性比率為38.05%，為歷
屆最高，顯示女性政治參與比率逐步提升。



反思…

 想一想自己所推動之公務中，是否存在

間接歧視?

 是否可能規劃暫行特別措施，以加速實

現性別平等?

37



原能會法規體系與CEDAW的關係

38



主管業務之法規是平等嗎?有無歧視?

39

• 法規檢視重點



原能會法規體系

原能會主管法規及行政規則共計 174項。

102年完成法規檢視，僅「輻射偵測中心

值勤管理要點」違反CEDAW 相關條文，餘

者皆符合規定。

40



法條簡介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值勤管理要點第2點規
定：「本中心除主任、副主任、公務車司機外，全體同仁
皆應參與值勤。原則上由女性同仁輪值上班日中午及假日
白天；男性同仁輪值夜間及假日白天。」

違反CEDAW 條文

•違反CEDAW第1條、第5條a款、第11條第1項a款及f款。

•法規明文限制或排除女性參與輪值、值日、值勤及值夜等
工作，使女性無法領取加班費或津貼，也剝奪女性於職場
展現其工作能力之機會，間接亦限制女性之發展與升遷。

•國家或雇主應提供安全無虞之工作環境，避免勞工受到危
害，而非禁止女性於夜間工作。

案例說明(一)

41

 討論：為什麼違反CEDAW?



改善措施

• 刪除輻射偵測中心值勤管理要點第
2點性別考量，目前規定為：「本
中心除主任、副主任、公務車司機
外，全體同仁皆應參與上班日中午
值勤……」。

• 夜間及假日值勤工作自102年12月1
日正式委外辦理，該要點完成修正
並於同年11月14日公告自102年12
月1日正式施行。

案例說明(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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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二)

43

討論：
 游離輻射防護法符合哪些CEDAW條文？

 為什麼採取特別措施？



法條簡介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4條

•雇主對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人員，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以
確保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之曝露不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
準之規定

符合CEDAW 條文

•符合第CEDAW第1條、第4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d款及第11條3項。

•第14條規定限制參與輻射作業者之年齡及懷孕女性輻射工作人員
之工作條件檢討等，係依據科技知識考量生理差異而訂定之特別
措施，以行國家保護之責，此保護性法律，將定期審核並隨最新
科學證據，於必要時加以修訂、廢止或推廣。

案例說明(二)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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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法規之比較
未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

游離輻射防護法

第14條：

• 雇主對告知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

人員，應即檢討其工作條件，以

確保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之

曝露不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

準之規定。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22條：

•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或產後未滿一

年之女工從事危險性工作

• 第一項各款之工作，於產後滿六

個月之女工，經檢附醫師證明無

礙健康之文件，向雇主提出申請

自願從事工作者，不適用之。

45



與其他法規之比較（續）

勞工安全衛生法修正案與CEDAW 相關重點說明：

• 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修正女性勞工之母性保護規定

• 修正後，「勞工安全衛生法」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 第22條變更為第30條及新增第31條。

• 第30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中或分娩未滿1年之女性勞工

從事下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 第31條：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

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

滿一年之女性勞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

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46



原能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現況

47



原能會性別平等業務現況介紹

對外 - 原能會

管制業務

對內 - 與同仁相

關措施

48



對外措施(一)

讓各政策領域內的性別隔離降到最小，且可

結合民間力量，提高治理效能

• 建立緊急應變區(EPZ)性別統計資料庫

49

104年核三EPZ家庭訪問計畫



對外措施(一)(續)

•建立年齡層資料庫，將救災資源做最有效

分配

50



對外措施(一)(續)

• 透過人口性別統計，建立年齡層資料庫，找出民眾進行

緊急疏散時，最需要的運輸工具後，針對大眾運輸駕駛

辦理講習座談宣傳緊急應變知能。

• HTTPS://GOO.GL/YU6B0U

• HTTPS://GOO.GL/YU6B0UHTTPS://GOO.GL/YU6B0UHTTPS:

//GOO.GL/YU6B0U

51

https://goo.gl/yu6B0u
原來如此第2集_核災發生時你願意去疏散民眾嗎.mp4
原來如此第2集_核災發生時你願意去疏散民眾嗎.mp4


對外措施(二)

提升在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的社區與部落

女性參與公共議題的機會

• 蘭嶼地區環境輻射平行監測作業

• 活動前2個月通知部落女性採樣日期並透過

地方意見領袖邀請

52

男, 10, 59%

女, 7, 41%

蘭嶼平行輻射監測作業參與人數

男

女



對外措施(二) (續)

• 核一廠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興建品質

民間參與訪查活動

53



對外措施(三) (續)

• 民眾參訪環境輻射監測系統及實驗室

54



民眾採取草樣

民眾採取環境土樣

對外措施(三) (續)

民眾海水取樣 55



對外措施(四)

56

對不同性別民眾提供輻射劑量簡易說明並可獲得滿足

 一般游離輻射劑量比較圖



對外措施(四) (續)

57

 醫療游離輻射劑量比較圖



對外措施(四) (續)

58

不同性別與弱勢處境者的基本需求均可獲得滿足

 推動醫療曝露品保，確保民眾接受合理的輻
射劑量。



對外措施(四) (續)

59



對外措施(四) (續)

60

 衛福部國健署105年4月公布，乳癌蟬
連女性癌症發生首位。

 乳腺對於輻射敏感度高。

 乳房X光攝影可提高乳癌篩檢率。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乳房篩檢巡迴車具方便性，可提高篩
檢率。



對外措施(四)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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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乳癌歷年發生率及死亡率



對外措施(四)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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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婦女接受乳房X光攝影篩檢人數統計



外界疑慮說明

63

Q:乳房及牙科攝影會增加罹患甲狀腺癌風險嗎？

A:

• 一次乳房X光攝影檢查約接受0.7毫西弗劑量。

• 台灣地區每人每年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劑量約
為1.62毫西弗。

• 美國保健物理學會(Health Physics Society, 

HPS)指出，每年接受低於50毫西弗劑量之
輻射，並無明顯健康(致癌)效應發生。

• 勿輕信網路謠言而拒做相關檢查，因小失大！



對外措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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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性別統計相關資訊，增加政府政策資訊之可
及性

 全國從事輻射工作人員取得證照性別比例



對外措施(六) 

• 與國立台灣科學教育館合作辦

理縣市科學巡迴教育活動及全

國科學博覽會。

提供偏遠地區學校共享原子能

科普資源。

提供分齡分眾文宣，滿足不同

性別與族群科普知識之需求。

65

與他機關合作推動性平業務

 跨機關合作

科學博覽會活動



對外措施(六) 

• 協調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放置核能天

地影片（越南、泰國、印尼及緬甸語），以作為新住民認

識原子能民生應用之管道。

66

 跨機關合作(續)



 與地方政府合作
• 開發以「輻射」為主題之中文識字教材，並培育6位新住民種子教師。

• 透過台北市、新北市校園新住民學習體系，辦理認識核災緊急應變民眾防護與

醫療輻射的學習課程與活動。

67

開發以輻射為主題中文識字教材

學習課程

試教活動

參訪活動



• 為提升女學生對原子能科普知識的學習興趣，透過縣市教育局之推廣，於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及台東市辦理高中生原子科學探奇之旅活動。

68

 與地方政府合作（續）

參訪清華大學研究用反應器

學習課程 研習課程



 與民間私部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 為鼓勵原子能相關女性專業人

才投入科普宣傳工作，與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女委

員會合作，在內湖社區大學開

設輻射與原子能推廣教育課程。

• 提供社區居民學習環境游離輻

射的管道，落實政府資訊公開，

參與平等。

69內湖社區大學輻射量測課程



 與民間私部門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 為提供年輕女性學子學習原子能科普

的機會，於招商辦理「輻射與原子能

知識深耕科學營」時，即明訂每梯次

學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以

期運用暫行特別措施，保障女學生參

與學習的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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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核二廠模擬訓練中心



 委託研究計畫

• 透過「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之「人才培育與風險

溝通」領域，廣邀大專院校就多元族群、性別與核能、輻射

相關議題之認識暨溝通進行研究，期藉由外部力量擴增業務

相關議題與性別意識之融合。

• 104年及105年已徵求辦理之委託研究計畫計4項。

71



 委託研究計畫（續）

 計畫名稱：新住民之核能與輻射知識宣導(104年)

 執行情形

透過內政部移民署東南亞語系之新住民通譯專業人員編輯、錄音，

另安排龍華科技大學外籍學生（越南籍、印尼籍）觀看，並參採意

見修改影片。

 成果

「核能天地」越南、印尼、緬甸及泰語影片各乙部。

 分析或應用

 影片建置在原能會官網及

「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供新住民

瞭解我國原子能民生應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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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天地越南語影片



 委託研究計畫（續）

 計畫名稱：多元族群輻射與核能教育推廣之研究(104年)

 執行情形

透過台北市、新北市設有多元族群學習體系之中小學，

辦理師資培訓招幕種子教師；另配合參訪、實作等方式，

提升新住民種子教師核災緊急應變民眾防護與醫療輻射

之認識。

 成果

編輯印尼與泰語之「婦女輻射安心」摺頁及

「核子事故發生時怎麼辦」文宣。

培育越、印、泰語各2位種子教師。

辦理20場教學課程及2梯次活動。

 分析或應用

文宣放置原能會官網新住民文宣專區及印製紙本，

供民眾索取或主動透過業務相關活動

分送機關、學校或醫療院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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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認識核災防護課程

「核子事故發生時怎麼辦」越南語文宣



 委託研究計畫（續）

 計畫名稱：開發新住民核子防護與輻射應用之學習教材與活動推廣之研究

(105年)

 執行情形

透過新住民種子教師，共同以中、英、泰、越及印尼文編撰

「學校沒教的課 ─ 輻射防護知多少」繪本；

並以母語試教後修改教材。

邀請原子能及性平領域專家參與教材討論會議。

 成果

中、英、泰、越及印尼文之

「學校沒教的課 ─ 輻射防護知多少」繪本乙冊。

辦理9場教學課程及3場參訪活動。

再培育種子5位教師（男性4位，女性1位）。

 分析或應用

 作為新住民親子共讀的原子能科普教材。
74

邀請原子能及性平領域專家進行教材審查



 委託研究計畫（續）

 計畫名稱：核能議題溝通策略之性別分析(105年)

 執行情形

 專家訪談、調查及民眾問卷方式進行分析。

 含公共政策、行銷傳播及社會弱勢三大領域共16產官學專家（男10位、女6位）及
民眾問卷取樣554位。

註：民眾問卷非依人口比例、年齡或職業別配置(女性62.8%、男性37.2%;30歲以下44.4%;學生及軍公

教占55.7%)。

 成果

 專家部分：民眾科普知識不足，建議建立公共討論平台。

 民眾部分：網路平台為重要訊息傳播工具。

 共同部分：核能議題傳播應善用傳播工具及市場區隔；選擇傳播代言人，女性較
著眼「具專業知識」、男性則以「具溫暖形象及親和力」。

 分析或應用

 成立「公眾參與平台」提供核能公共政策討論溝通管道。

 利用網路平台建立「輻務小站」FB，與民眾溝通、互動及傳播科普知識。

 採分齡、分眾方式辦理文宣製作及民眾溝通。

 邀請親和力及專業性兼具之電視主播為政策說明桌曆之代言人。
75



對內措施

積極營造性別平等工作環境

76

彈性上下班制度

育嬰留職停薪

侍親留職停薪

主管性別統計

內部教育訓練



對內措施 (續)

• 育嬰留職停薪

77

男,1人, 0.10%
男,1人, 0.13%

女,3人, 0.31%

女,3人, 1.3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育嬰留職停薪(以總數計) 育嬰留職停薪(以母數計)

育嬰留職停薪

男 女



對內措施(續)

• 主管性別統計

78



 原能會新進同仁集中實務訓練
• 將業務結合性平概念納入新進人員研習課程。

• 參與同仁需課前研讀、分組討論及分享心得，期使未來執行公務時，

可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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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措施(續)

性平相關之講述與討論



親職假相關人事法規規範

80

•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 銓敘部97年12月4日部銓三字

第0972976015號函。

•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



其他公部門參考資訊

防制性騷擾及防制就業歧視影片

• 台北市政府勞動局辦理【100年職場無歧視拒絕性騷擾】影音專區

HTTP://GOO.GL/BBHZH8

• 【100年職場無歧視拒絕性騷擾】30秒創意短片組 - 第一名

HTTP://GOO.GL/EQRGA0

• 國家教育研究院拍攝【有色狼!公共場所性騷擾-性騷擾宣導短片】

HTTPS://GOO.GL/IZY3L1

• 台中市政府勞工局拍攝【 第一部曲 性騷擾防治、勞工懷孕歧視篇

幸福進行】HTTPS://GOO.GL/ENMMVY

• 新北市勞工局防制就業歧視短片 HTTPS://GOO.GL/9A1HJR
81

http://goo.gl/BbHZH8
http://goo.gl/Eqrga0
https://goo.gl/iZY3L1
https://goo.gl/eNMmvy
https://goo.gl/9A1Hjr


其他單位參考資訊

性別相關影片及新聞報導

• 首位新住民立委林麗蟬台語質詢 同僚喊讚－民視新聞

HTTPS://GOO.GL/XKLSF6

• 【在台灣站起】20150627 - 林麗蟬(柬埔寨) 

HTTPS://GOO.GL/KQLCNP

• 性平新聞 媒體中的性別意識 HTTPS://GOO.GL/U6UQCP

• CQTV:英女王御准同性婚姻法例 即日生效

HTTPS://GOO.GL/EKDEDC

• 性別平等小學堂：斷開習俗歧視鎖鍊 (蔡阿嘎X大頭佛 公益開講)

HTTPS://GOO.GL/LR0U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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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xkLsf6
https://goo.gl/KqLcNP
https://goo.gl/u6UqCP
https://goo.gl/EKDEDc
https://goo.gl/LR0UP5


決定工作靠才能而非性別
請支持職場性別平等
HTTP://GOO.GL/EQRG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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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Eqrga0
30秒創意短片組.mp4
30秒創意短片組.mp4


原能會文宣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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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品的構思

•採分齡、分眾、性別及族群，以滿足不同

之需求

•透過多元管道進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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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深耕

• 配合相關教育活動，培育原子能領域種子教師

 科學巡迴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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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深耕(續)

• 104年「輻射與原子能隱形能量知識深耕」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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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族群

 新住民科學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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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教材

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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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電子遊戲APP

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續)

超級水電工 BINGO!核能知識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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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工作人員

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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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續)

中文版 越南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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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續)

印尼文版 泰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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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續)

中文版

越南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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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與族群的需求(續)

印尼文版

泰文版



未來文宣製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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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行政院性平處文宣

避免落入性別的刻板印象

考量不同國情與文化

導入新媒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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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訊詳請參閱
原能會性平專區 http://goo.gl/5yg0TS
原能會性別統計專區 http://goo.gl/mgS6CM

http://goo.gl/5yg0TS
http://goo.gl/mgS6CM


女生也會發明東西嗎？當然會！
HTTPS://GOO.GL/BVB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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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BvBP69
女生也會發明東西？當然會！[ 中文字幕 - 廣告裁判 ].mp4
女生也會發明東西？當然會！[ 中文字幕 - 廣告裁判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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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需要你我一起努力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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