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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CEDAW 基本概念
一、 CEDAW 是什麼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 ）是一項有關婦女權利的國際
公約，由聯合國第 34/180 號決議通過，並在 1981 年正
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
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我國
於於 2007 年簽署 CEDAW ， 2011 年制定「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自 2012 年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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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視

形式平等

個人義務

禁止歧視

實質平等

國家義務

壹、 CEDAW 基本概念
( 本章節內容整理自「 CEDAW 怎麼教」、郭玲
惠教授、官曉薇教授簡報及行政院性別平等委
員會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簡報 )

二、 CEDAW 三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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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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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CEDAW 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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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CEDAW 基本概念
二、 CEDAW 三核心概念

（二）實質平等
    機會的平等：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機會。
    取得機會的平等：女性與男性有平等獲得國家資源的機會。
    結果的平等：國家確保權利能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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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CEDAW 基本概念
二、 CEDAW 三核心概念

（三）國家義務
    尊重義務：政策法規沒有直接與間接歧視。
    保護義務：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
    實現義務：以積極的政策實現婦女權利。
    促進義務：提倡 CEDAW 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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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條文及一般性建議

    

壹、 CEDAW 基本概念
( 本章節內容整理自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簡報 )

( 詳參閱附錄 )

30 條條文

第 1-5 條：總論歧視之定義與國家應負之責任。

第 6-16 條：女性在各個領域應享之權利：參政、
國際參與、國籍 、教育、就業、健康、經濟、社
會福利、農村婦女、法律及婚姻 。

第 17-30 條：明訂國家報告提交、審查過程及
CEDAW 委員會組成與功能。

一般性建議
對特定條文的解釋及 CEDAW 委員審查締約國報
告時觀察到的問題 可擴大公約範圍使 CEDAW 內
涵可與時俱進。目前已頒訂了 37 個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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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統計—本府公廁配置
一、前言

      廁所，是現代化社會之重要基本設施，與我們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出門在外，每個人皆會面臨如廁問題，公廁空
間之優劣亦是幸福城市的重要參考指標，故公廁之配置、
空間規劃及廁間設計是極為重要之課題。根據世界廁所協
會（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 ）調查統計，女性如廁時
間約 89 秒，男性如廁時間約 39秒，女性如廁所花費的時
間為男性的 2.3倍，若女性孕期及經期，如廁時間則更久
。為落實性別平權，保障女性如廁環境，減緩女廁排隊等
候情形，男、女廁間數比例應設置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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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統計—本府公廁配置
二、辦公廳應置衛生設備數量

 總人數 男大便器 女大便器 小便器

1~15 1 1 1

16~35 1 2 1

36~55 1 3 1

56~80 1 3 2

81~110 1 4 2

111~150 2 6 3

超過 150 人時以人數男女各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 120 人男用增加
一個，每增加女子 30 人女用增加一個。

超過 150 人時，每增加
男子 60 人增加一個。

說明： 
一、本表所列使用人數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公廳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零點一人計算。 
二、依本表計算之男用大便器及小便器數量，得在其總數量不變下，調整個別便器之數量，但大便器數
量不得為表列個數二分之一以下。 

( 整理自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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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統計—本府公廁配置
 三、宜蘭縣政府公廁衛生設備最低表準表

 
居室面積 人數計算

應置大便器
應置小便器

男 女

13,223 平方公尺 1,322 人 7 個 26 個 13 個

計算方式：
一、人數： 13,223*0.1≒1322 。
二、便器數：
（一）男用大便器： 2+(1322-150 人 )/2/120≒7
（二）女用大便器： 6+(1322-150 人 )/2/30≒26
（三）小便器： 3+(1322-150 人 )/2/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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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統計—本府公廁配置
 四、宜蘭縣政府公廁衛生設備配置比例分析

 男大便器 女大便器 小便器

最低標準數 7 26 13

現有設置數量 33 52 55

數量符合與否 符合 符合 符合

辦公廳人數 1390 1390 1390

人數 /設備比 20 13 12

說明：
一、辦公廳人數：總人數 1,322 人，並以人數男女各占一半計算。
二、人數 /設備比為幾人共用一項設備之比例：
（一）男用大便器： 661/33≒20 （二）女用大便器： 661/52≒13
（三）小便器： 66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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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性別統計—本府公廁配置
 五、小結

       就便器之性別比例而言，相關規則規定男女大便器比例

至少 1:3 ，而本府比例為 1:1.58 ，尚不符標準。但因便器數

量遠高於最低設置標準，故除非舉辦大型活動，又集中使用

某一處公廁，否則鮮少有排隊等候如廁之情形。是以，提高

女廁數量比例並非優先考量，如何改善本府公廁環境及品質

、滿足民眾多元需求、增進優良公共形象、提升民眾滿意度

，才是主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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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一、前言
 

           為打造優質如廁環境，提供民眾及府內同仁潔淨、舒

適之如廁空間及品質，並提升公廁對多元使用者之友善

度。本府遂於 108 年起積極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補助

，分三年辦理府內公廁修繕工程， 108 年已完成 15座公

廁修繕， 109 年已完成 10座公廁修繕，預計 110 年完成

11座公廁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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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二、改善措施
 

  （一）藉由提升坐式（免治）馬桶數量，並廣設蹲式馬桶扶

手、廁間內置物板、坐式馬桶坐墊紙架，進而提升孕婦、

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如廁便利性及舒適度。

  （二）透過充足之照明、廣設廁間內求助鈴、縮減廁間搗擺

下緣離地距離、增設小便斗隔板、廁所入口無法通視小便器

及廁間等方式，以保障如廁安全性及隱私性，杜絕性騷擾

或性侵害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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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三、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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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三、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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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三、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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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三、改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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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一、明顯標示

（一）本府大門入口處導航系統
點擊左下方哺集乳室圖示後會進
行引導，方便民眾快速瞭解其位
置。

（二）方向指引牌
進入本府後，沿路設有哺集乳室方
向指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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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二、基本設備

（一）沙發座椅
設有寬敞舒適的靠背沙發座椅。

（二）加蓋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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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二、基本設備

（三）電源設備
設有電源延長線，以利民眾手機
充電或使用集乳器。

（四）緊急求救鈴
緊急求救系統連線至為民服務中
心。當按下求助鈴後，外部走廊閃
燈提醒並發出聲響，同時為民服務
中心會有專人至現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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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二、基本設備

（五）洗手設施
設有洗手檯，並放置洗手乳、酒精及擦手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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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二、基本設備

（六）可由內部上鎖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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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三、管理方式

（一）訂有「宜蘭縣政府哺
（集）乳室使用規範」，並張貼
於門口。

（二）鑰匙及冷氣卡
使用者須至為民服務中心填寫登記
簿後領取鑰匙及冷氣卡。使用冷氣
需插入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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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三、管理方式

（三）每日清潔維護並有紀錄。專人管理及每日檢查設備可用性並有紀錄。
1.訂有「宜蘭縣政府哺（集）乳室清潔維護紀錄表」，每日清潔人員會針對洗
手檯、垃圾桶、沙發椅、尿布檯、地面等加強清潔，並檢查設備是否故障。
2.訂有「宜蘭縣政府哺（集）乳室設備檢查紀錄表」，每周會測試求救鈴功能
是否正常，並針對空調設備、冰箱、飲水機等設備進行再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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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三、管理方式

（四）哺集乳室供對外開放無償使用
訂有「宜蘭縣政府哺（集）乳室使用登記簿」，使用者須填寫登記簿後
領取鑰匙。另按月統計登記人次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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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三、管理方式

（五）隱密性良好、充足光線、空氣流通、整
體環境清潔整齊，地板平坦乾燥無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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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四、人文關懷

（一）提供擦手紙 （二）有尿布檯，安全穩固不搖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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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四、人文關懷

（三）有置物空間 （四）溫馨哺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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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四、人文關懷

（五）母乳專用冰箱
貼有「只限存放母乳、集乳裝置及待用之空瓶，請勿放置其他物品」之
公告。另設有高溫低溫溫度計及冰箱清潔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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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四、人文關懷

（六）提供母乳哺餵資訊或相關
活動

（七）飲水機
設有飲水機，並訂有「宜蘭縣政府
飲水機設備維護檢修保養紀錄
表」，按月檢修且定期更換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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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四、人文關懷

（八）空調設備
有中央空調、獨立空調及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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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四、人文關懷

（九）嬰兒床
如帶兩名嬰幼兒或雙胞胎，可將一
名嬰幼兒暫置於嬰兒床，以利使用
者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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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溫馨舒適的哺集乳室
 五、獲獎紀錄

107年度宜蘭縣哺乳室特優獎 109年度宜蘭縣哺乳室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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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 CEDAW
       指引及案例（機關版、民眾版）

肆、附錄

一、 CEDAW 及其施行法

二、 CEDAW 一般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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