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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第二次審查 結論性意見 
2014年 6月 26日 
• 性別平等綜合性法制  

• 6.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制定涵蓋 性別平等各個領域的全
面立法，內容包括：  

• (i) 根據CEDAW第1條納入有關歧視的定義；  

• (ii) 解決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視；  

• (iii) 要求執行性別主流化和性別預算；  

• (iv) 有系統地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以加速實現婦女的實質平
等；  

• (v) 分配足夠的人力和財務資源，以有效地執行法律；  

• (vi) 按性別和其他相關標準分類，系統性地蒐集和分析數據；
和  

• (vii)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監測長期趨勢、其間得到的進展
和取得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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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第二次審查 結論性意見 
2017年1月20日 
• 伍、後續行動  

• 78. 再一次，審查委員會對於中華民國（臺灣）政
府接受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下的義務，並自發性將
其落實情形提交由一個獨特而創新的國際審查程序
審查的政策，表達讚賞。由於採取包容、參與及透
明的方式，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已獲得許多正面
結果。審查委員會建議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制定
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訂立明確的目標、指標及基準，
以落實在兩公約及本次審查委員會所提出建議下的
義務。委員會也建議應配置充足的人力和預算資源
以利此一行動計畫的落實執行。 

3 



CRPD 第一次審查 結論性意見 
2017年11月3日  

• 統計與資料搜集 (第 31 條)  

• 國家用以搜集各類身心障礙者相關資料的方法 
(包括人口普查、家庭收支調查及分組資料)，仍
令 IRC 存有疑慮。國家目前採用的方法，並未根
據人權原則，相關條件仍存在阻礙。 

• IRC 建議國家以系統性的方式搜集衛生、教育、
就業、政治參與、司法近用、社會保障、暴力、
鄉村人口等各部門資料，並採用人權原則指標
(human rights-based indicators)，以提供有關 
CRPD 施行情況的正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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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的內國法化 

公約名稱 施行時間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CERD (1965) 1970 

[未有施行法]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 (1966) 2009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CESCR (1966) 2009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  (1979) 2011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公約 CAT (1984) 

? 

兒童權利公約 CRC  (1989) 2014 
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ICMW  (1990)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 (2006) 2014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ICED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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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三重人權義務 

尊重 Respect 
•締約國不得採取 
侵犯人權之作為 

實現/兌現 Fulfil 
•締約國必須採取立法、
財政、政治、社會、
預算、教育和其他手
段來改善人權的享有 

保護 Protect 
•締約國須確保第三人
尊重人權 

權利擁有者  
rights holders 

義務承擔者 
duty-bearers 

兩公約施行法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

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

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

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

各項人權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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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Article 4 sets out a long list of obligations on States Parties.  Further, each provision in the CRPD sets out the various actions that States Parties must take to promote and protect each specific right.Human rights experts and, increasingly States, are relying on the typology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to respect, protect and fulfil:Respect – the State must refrain from taking certain acts that would violate human rightsProtect – the State must ensure that third parties respect human rights (eg the private sector)Fulfil – the State must take a range of legislative, financial, political, social, budgetary, educational and other measures to improv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從人權到指標：測量什麼？ 

• 人權目標 （公約） 
• 原則、相對抽象 

• 權利內涵 （General Comment及其他文書） 
• 較具體 

• 臚列政府的尊重、保護、實現義務 
• 更具體 
• 國家人權報告制度 
• 行為義務 → 測量行為 
• 結果義務 → 測量結果 

• 運用：定期監測 （IBSA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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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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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一般性意見：締約國義務的性質 
(《公約》第二條第一項) 

1. 這一條說明了《公約》締約國承擔的一般法律義
務的性質。這些義務既包括可稱為行為義務的內
容，也包括結果義務。……具體而言，《公約》規
定逐步實現權利並確認因資源有限而產生的侷限，
但它同時也規定了立刻生效的各種義務，其中有
兩項對於理解締約國義務的準確性質特別重要。
其中之一……，即「保證」「在無歧視的條件下行使」
有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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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監測「義務之實踐」？ 

2. 另一項是第二條第一項中「採取種種步驟」的義務，
其本身不受其他問題的限定或限制。…… 因此，
雖然可以逐步爭取完全實現有關的權利，但是，
在《公約》對有關締約國生效之後的合理較短時
間之內就必須採取朝向這一目標的步驟。此類步
驟應當周密、具體、以儘可能明確地履行《公約》
義務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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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工作權」一般性意見＃18 
《具體法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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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指標：定義及目的 

• 關於人權規範或標準的事物、行動、或結果的特
定資料，可反應出人權原則或關切，且可被用於
評估/監測人權的提升或實踐 

• 可用於國家政策/策略規劃，以確保人權之(逐步)實
現 

• 明示某項權利之國家義務 
• 將公共政策中的人權概念轉換成具體目標 
• 測量/記錄改變 
• 列入指標，國家定期收集/提供資料，追蹤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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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Human Rights 
資料來源 資料特性 使用時機 用途 

人權指標 
 

政府 
公務統計/ 
全國調查 
例：就學率、
就業率、 

定期收集 
全國代表性 
 
一般人 or 
特殊族群  

定期追蹤 
各項權利
落實情形 
(ICESCR + 
CPR) 

追蹤人權進
/停/退步 
 
國家人權報
告 

人權事件 
資料庫 
 

NGO 主導 
主動登錄 

事件 違反人權
事件 
(CPR 較多) 

國家調查/
行政訴訟/
國會/監察
院 

人權影響 
評估 
 

計畫/法案負
責機關 

依特定目的
收集資料 
stakeholder
s 

施政計畫
規劃階段/ 
補救階段 

阻卻不良計
畫 
救濟評估 

13 



聯合國人權指標 

• UN 人權高專辦為使國家人權報告之審查能夠更
具實效，發展了針對ICCPR, ICESCR, CEDAW, 
CRPD, CAT, CRC等六項人權公約之報告準則 

(HRI/Gen/2/Rev.6, CCPR/C/2009/1) 

 

• 經過多次專家會議，發展成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a guide  
to measur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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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報告撰寫準則：ICESCR 第6條 

15. 請提供資料說明已採取的切實有效減少失業的

措施，包括說明： 

(a) 現有有針對性地爭取實現據認為處境特別不利

的個人和群體充分和生產性就業、尤其是爭取實現

農村及城市貧困地區婦女、青年、老年、殘疾人和

少數族裔充分和生產性就業的就業方案的效力；以

及 

(b) 便利工作人員、尤其是婦女和長期失業工作人

員再就業措施的效力，這些人因為私有化、減員、

公營和私營企業經濟重組而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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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報告撰寫準則 ICESCR Art. 6 

16. 請提供資料說明締約國非正規經濟中的工作情況，
包括非正規經濟的廣度、非正規工作人員比例高的部門、
為幫助他們脫離非正規經濟採取的措施，以及為確保非
正規工作人員、尤其是為老年工作人員和婦女獲得基本
服務和社會保護所採取的措施。 

17. 請說明現有哪些法律保障措施，保護工作人員免遭
不公平解雇。 

18. 請說明締約國現有哪些技術和職業培訓方案，以及
這些方案增強勞動力、尤其是處境不利和被邊緣化的個
人進入或再進勞務市場的信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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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指標的概念架構 

要素 1 要素2 要素3 要素4 

結構指標 
Structural 
indicators 

過程指標 
Process indicators 

成果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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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利 內涵 (公約條文及解釋) 權利要素 attributes 
 

二、結構、過程、成果三類指標 
 
 
 
 
 
 
 
 
 
 
 
 
三、包括人權規範之共通指標 (cross-cutting norms)：不歧
視、參與、課責、救濟 
 
 



三類指標 

• 結構指標（S）： 
• 政府批准相關人權公約、國內相關法律 
• 政府制度、組織、政策 

• 過程指標（P）： 
• 政府為促進或保障相關權利採取之作為 
• 『可測量、具指標性意義』之作為 

• 成果指標（O）： 
• 政府實施相關措施、計畫、行動或方案後，其
所產生之成果 

• 『可測量、具指標性意義』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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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指標的概念架構 

 

權利要素 

過程指標 

結構指標 

成果指標 

人權規範之共通指標 

不歧視、參與、課責、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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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tive Indicators 規範性
指標 

• 指標本身是規範性的 （normative） 

• 指標內容 就是權利內涵 

• 指標本身 就有引導作用 

• 指標進步 就是落實權利 

 

• cf. 中華人權協會之指標 

• 專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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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義「要素」 
舉例：社會保障 

• 第19號一般性意見 

• Para. 2: 社會保障的權利包括在沒有歧視的情況下
獲得和保留現金或實物津貼的權利，以保護人們免
於； 
(a) 因疾病、身心障礙、分娩、職業傷害、失業、
年老或家庭成員死亡而喪失工資收入； 
(b) 無法負擔醫療； 
(c) 無力養家，尤其是扶養兒童與成年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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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權 What to measure? 
 → Attributes! 
• 勞工收入保障 (Income security for workers) 

• 社會保險、就業安全  

• 可負擔的健康照護 (Affordable access to health care) 

• 健康保險 

• 家庭、兒童及成人眷屬補助 (Family, child, and 
dependent adult support) 

• 福利服務、社會津貼 

• 特定社會救助制度 (Targeted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s) 

• 社會救助與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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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指標 

• 結構指標 (structural indicators) 
• 批准國際公約、國內法律 

• 國家政策(例如白皮書) 

• 政府編制、經費、人力 

過程指標  
(process indicators) 

結果指標  
(outcome indicators) 

義務來源* Obligations of conduct Obligations of result 
工作權 就業輔導 就業率 

*根據經社文委員會 General comment 3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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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權的要素 

就業機會/ 
職業訓練 

工作條件 失業保障 
強迫勞動 

集體勞動權 

結構指標 勞動基準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過程指標 安全衛生檢查率 

結果指標 工資 
工時 
職業病/傷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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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依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第六、第七、第八條 



新增要素：集體勞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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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與產生機制 

 

事件紀錄 
社經與公務統計 

行政資料：就學率、失業率 

統計調查：全國家戶可支配收入調查 

人口普查 

認知與意見調查 專家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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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於人權指標之資料形式 

• 原則：各類資料可以互補 

• A, C 優先、B 次之、D 少用 

 
基於事實 (客觀) 
 

 
基於判斷 (主觀) 
 

 
量性 

 

就業率 
就業輔導人數 

A 

專家研判工會運作 
(分數) 

B 

 
質化 

 

我國法律與國際
公約符合程度 

C 

專家研判社會對話之
進展 (敘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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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選擇 

• 緊扣 國際/國家人權標準 (規範性) 
• 測量國家的承諾、努力、與結果 

• 將資料分組呈現(disaggregate) 以監測歧視 
• 就業率依性別、身心障礙、原住民族… etc. 
分組  

• 平衡在地特性與普世標準 
• 資料特性：可靠、有效、客觀 
• 資料收集：完整、倫理、隱私 
• 資料來源：可靠、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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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責信 
隱私 
透明 
自我認同 
   種族、宗教、性認同 

分組分析 



代表性：代表誰？ 

• 全程參與：Participation in the entire 
proces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data needs; selecting and 
testing an appropriate collection 
methodology; data collection (interviewers 
from communities); data dissemina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 主動構思、邀請：Data collectors should 
proactively consider participation options 
and groups to be represented，尤其是權利容
易被忽視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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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分析 Data disaggregation 
CEDAW/C/GC/31-CRC/C/GC/18  

• 資料加以分組分析即呈現權利落差 

• ¶ 36.定期全面地採集、分析、傳播和使用定量和定性數據，
對確保政策有效、制定適當的戰略和規劃行動以及評價影
響、監測實現消除有害做法目標的進展情況，以及識別重
新出現和新出現的有害做法具有重要意義。有了數據，就
可以審查趨勢，在國家和非國家行動者政策和有效的方案
執行之間，以及在態度、行為、做法以及普及率方面的相
應變化之間建立相關聯繫。按性別、年齡、地理位置、社
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和其他關鍵因素分列數據，對識別
婦女兒童中的高風險和弱勢群體十分重要，將為政策制定
和解決有害做法的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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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ggregation 資料分組 

• 顯示 權利實現 在族群之間不平等 
• 根據各項禁止歧視之理由 

• 性別、種族、語言、財產、其他身份（性傾向、身
心障礙） 

• 資料可得 （availability）、如何比較？ 
• 公務統計資料 
• 大規模調查 

• 能否比較不同調查？ 
• 如何改變抽樣策略？如何的「代表性」？ 

• 需要更深入的資料收集：新的抽樣、資料收集法 
• 隱私權保障、資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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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分析之資料來源 

• 公務統計資料： 

• 串檔（勾稽）：（例）身心障礙者/家戶之收入 

• 收入、健康、教育、就業 vs. 性別、原住民、新移民、
身心障礙身份 

• 調查 surveys 

• 比較不同之調查（調查法：頻率、訪問法、問卷結構） 

• 身心障礙、原住民、一般人 

• 增加「身份變項」 

• 核心題組 

• 外加題組（例如全國家庭收支調查） 

• 如何針對禁止歧視對象加強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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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第二次審查 結論性意見 

• 就業與經濟機會 

• 26. 雖然男女薪資差距由 2009 年 18.1%縮小至 
2012 年 16.6%，審查委員會表達對薪資差距持
續存在的關切。  

• 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收集不同性別、技術程度、
部門、職業、年齡及族群的薪資比較資料，制定
具特定目標的具體措施和實施機制來解決薪資差
距和其他無法實現同值同酬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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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第二次審查 結論性意見 

• 身心障礙婦女  

• 32. 審查委員會確認身心障礙婦女經歷多重歧視
之痛苦，尤其是智能障礙之婦女。委員會關切缺
乏全面性身心障礙婦女資料，包含區分年齡、身
心障礙類別、族裔、農村或都市及其他相關類別
資料，來完整 評估身心障礙婦女的處境。  

•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收集身心障礙婦女現況資料，
區分一切相關類別 (disaggregated by all 
relevant criteria)，據以制定全面性的政策及
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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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ization 在地/脈絡
化 
• 方法：專家、相對弱勢群體 

• 檢視 attributes 

• 檢視 indicators 
• 定義 

• e.g. 工會、歧視、就業、充分就業 

• 適用性 
• 反應最需要反應的族群、他們的需求 

• 資料可得性 
• 資料來源 
• 分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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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社文委員會  
第14號一般性意見 ¶58：IBSA 

• 58. 在提出適當的健康權指標(indicator)後，締
約國應確定相對於每一指標的適當的國家基準
（benchmark)。在提出定期報告過程中，委員會
將與締約國一同加以全面審查。審查包括締約國
和委員會共同審議指標和國家基準，然後定出下
一個報告期應實現的目標(scoping)。在以下的五
年裡，締約國將採用新的國家基準，幫助監督第
十二條的執行情況(assessment)。之後，在下一
個報告程序中，締約國和委員會將審議基準是否
已經達到，以及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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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A 循環：benchmark 基準 
• B: Benchmarks 

• benchmarks are used for measuring the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under the Covenant.  

• benchmarks must take account of resource 
availability, the level of deprivation in 
the country, policy options open to the 
State Party and should clearly identify 
rights that are neither subject to 
progressive realization nor to resource 
availability 

• 三類指標都可定，主要是 outcome indicators 
• 不應 太高 or 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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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ing & Assessment 

• S: Scoping 範疇界定 
• 為了定出 5年後可達成的合理目標，進行
constructive State Party/Committee 
dialogue  

• the expertise of specialized agencies, 
（例如 FAO） NGOs, and 國家人權委員會 
should be engaged 

• A: Assessment 評估 
• the relative attainment or nonattainment 
of benchmarks will be evaluated through 
human rights indicators （例如，隔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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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A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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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指標的優缺點 

• 聯合國指標的優點、缺點 
• 經專家討論 (例如，符合公約、一般性意見) 
• 規範性 
• 確立各「權利」之範圍及政府之義務 
• 方法學有效、經過確認 
• 操作複雜、行政負擔 

• 收集分組分析所需之資料及變項 
• 但權利內容原本就很繁複，指標本身有重要性 

• 問題：是否建立針對特殊族群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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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權利項目下 如何選擇指標 
• 成立工作小組（以主責政府部會為單位） 

• 應包括政府、學者、NGO 

• 工作小組選擇 attributes 和 indicators 
• 根據公約和解釋、參考聯合國人權高專辦 
• 參考其他國際公約 （例如 ILO） 

• 專家會議  
• 政府部門： 

• 業務單位：指標定義、指標意義 
• 統計單位：資料可得性、資料限制 

• 學者、專家 
• 焦點座談：該權利項目最容易受影響之族群 

• 工作小組修正 

• 部會定案，指定負責單位，送國家人權委員會 
 49 



結論 

• 人權指標＋IBSA循環，可監督各項權利之
落實 

• 分組分析可以反應不同族群的權利落差 

• 收集資料（尤其是分組分析）需要檢討/
研發新的資料收集/分析方法 

• 敬請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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