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終止對女孩和婦人的暴力
全球善牧 24 個國家的服務調查

 2013 年 1月

 善牧國際正義和平辦公室

 (Good Shepherd International Justice Peace Office, 簡稱 GSIJPO) 



B



1

概觀

這份報告並非針對現今世界上所有婦女和女孩所受的暴力提供一份

完整的說明，而是就善牧會在世界主要地區所提供的服務，分享一

些可能可以帶來洞察的訊息。善牧會目前在超過 72 個國家服務，

正如善牧使命宣言所述：「我們承諾熱情的為婦女和兒童服務，特

別是為那些被人口販運、因赤貧而被迫移民、被欺壓的婦幼。」這

份報告將呈現出「國際正義與和平辦公室」送出的 51 份問卷，收

集 24 個國家「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簡稱 VAWG)」 的調查結果。

介紹

我們希望以這份問卷調查取得一些資

料，幫助我們推薦並分享最好的做法。

問卷的問題集中在了解 :
•  所提供服務的種類

•  預防策略

•  主要挑戰

•  好的做法與未來計劃

送出去的 51 份問卷，我們收回了 27 份，涵蓋善牧在非洲、中東、

亞洲、歐洲、美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這份報告的資料

來自於這 27 份問卷。

對婦女和女孩暴力 (VAWG) 的種類

首先，我們收集預防服務所提供的種類，27 個國家中有 24 個 (89%)
指出他們提供某種預防性的服務，最常見的預防性服務是教育與覺

醒方案、技能訓練以及工作坊。100% 的受訪善牧中心，都有針對

受暴力的婦女和女孩提供服務。

我們提供了 10 種 VAWG 的列表，我們要求受訪中心回應他們針對

的是那些，結果如下 :

善牧公平交易方案中工作的年
輕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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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對婦人和女孩暴力的種類 回應的比例

1. 家庭暴力 100%
2. 性暴力 81%
3. 人口販運 63%
4. 少女懷孕 ( 不必要的 / 非計畫的 / 被迫的 ) 56%
5. 對移民婦女的歧視 44%
6. 女童婚姻 19%
7. 切割女性生殖器官 11%
8. 榮譽殺害 11%
9. 嫁妝謀殺 4%

10. 其他 ( 請說明 ) --

在「其他」項下，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形式有：賣淫、性別與跨性

別基礎的暴力行動、虐待與拋棄都是經常被提到的。家庭暴力位居

表列之首，100% 的報告指出暴力經常由家庭開始，典型的施暴者大

都是受害者身邊的人。這個現象與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2010
年世界婦女趨勢與統計資料」所敘述的現象「在不同形式的殺害婦

女中，親密者殺害是主要的――――即殺害婦女者大都是她的男性

親密伴侶 1」相符合。

提供服務的種類

我們確認了六種服務，每一個中心回答他們提供的服務是哪些種類，

結果如下 :

排序 所提供服務的種類 回應的比例

1. 諮商 93%
2. 教育 89%
3. 安置庇護 85%
3. 技能訓練 85%
4. 醫療 56%
5. 法律 56%
6. 其他 ( 請說明 ) --

在「其他」項下，經常被提到的是 :心理支持，包括靈性發展與支持。

1 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所發表的 2010 年世界婦女趨勢與統計資料。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Worldswomen/WW_full%20report_col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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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工作的影響

為了取得有多少婦女和女孩需要幫助的數據，我們收集了 2012 年 1
月到 6 月期間，各中心所服務的婦女和女孩的數量。數字如下 :

地區 # 所服務的女孩 # 所服務的婦人 總數

1 非洲與中東 218 2,030 2,248
2 亞洲 1,291 5,078 6,369
3 歐洲與美國 196 452 648

4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

地區
1,081 2,356 3,827

# 服務婦女與女孩的總數 12,702

必須在此強調的是服務婦女和女孩的經費有 50% 來自於我們恩人與

志工的贊助，使我們的服務得以實現。

有 52% 的回應單位接受政府資金，

而這個數字朝向較發展的地區傾

斜。例如 :100% 的歐洲和美國中心

回應說他們接受政府的資金，但這

個數字在亞洲下降到 50%，南美洲

43%，非洲和中東只有 20%。而且

許多指出政府的資金是有幫助，但

是不夠，因此需要依靠恩人捐助，

或各中心經營「公平貿易」來支持。 肯亞婦女編織籃子銷售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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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 

打擊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政府的立場與積極

參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回應中 96% 有國家法律禁止並懲罰所有

形式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 2。可是，有 27% 卻指出雖然有法律，

但是未被強制執行。在我們的評估中，我們觀察到很明顯的挫折，

來自於政府對 VAWG 的態度，有 27% 的政府不實施政策且不執行

VAWG 相關的法律。

覺醒與教育活動 

關於 VAWG 的趨勢，在教育婦女和女孩有關

她們的權力，以及教育男人與男孩有關性別

不平等的不利影響時，提高覺醒的各種活動

是很重要的。大約有 78% 的回應指出提高覺

醒與教育方案是由善牧中心或由政府提供的，

目標是預防 VAWG。這個數字在四個受訪地

區相當均衡，亞洲地區大約 75%，歐美地區

大約 85%。

 
男人與男孩

對婦女暴力的加害者大都是婦女的親密伴侶 3，這個現象可解釋為什

麼所有善牧中心 100% 針對家庭暴力有提供服務。雖然有這麼高的

數字，但是只有 48% 在她們的社區中推廣教育和提高覺醒活動以對

抗 VAWG，包括直接針對男人和男孩的努力。

鑒於許多國家的文化重男輕女，這些男孩子在文化的薰陶下，長大

後會真的認為他們天生比女性更有價值、更優越。由於社會文化不

斷地強化性別的不平等，要扭轉這個趨勢是一場艱苦的戰鬥。

² 只有黎巴嫩報告沒有法律懲罰 VAWG，法律還在制定中。

³ 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所發表的 2010 年世界婦女趨勢與統計資料 .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Worldswomen/WW_full%20report_color.pdf

馬來西亞的婦人與孩子。



趨勢

挑戰、最好的做法以及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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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對於面對什麼樣挑戰這個問題的回應分歧，然而其中也出現了一些

共通點。許多受訪單位回應，他們和受害者在逆轉 VAWG 的趨勢中

同時都面臨到缺乏資源、法律不執行、暴力對待婦女和女孩被視為

正常等問題。

1. 缺乏資源

最常見的挑戰是缺乏資源，特別是缺乏資金，以及缺乏適當的人員、

服務與工具。沒有足夠的資源就無法提供例如覺醒和教育方案，或

者技能訓練與工作坊等服務。當某些地方的政府不願提供資金或服

務來處理 VAWG 的問題，這時便需要其他的方法來為婦女提供庇護

與經濟充權。

2. 法律不執行

「一個建立在永續發展與人權上的新發展典範，需要重新界定國家、文明社會

以及私部門的角色。國家必須在促進永續與福利上扮演主要角色，且必須在民

主法治的原則上，重申其為不可或缺的行動者，制定法律架構、設定公平與人

權的標準…等等。首先最重要的是，這需要再確認普世原則與權利的架構，…」

- 沒有正義就沒有未來 4

不執行預防和懲罰 VAWG 加害者的法律，被報告是第二個一再發生

的大挑戰。96% 回應有這樣的法律，但是有 26% 回應該法律或者

提供不適當的保護，或者未被強制執行。對於政府在執行法律上角

色的重要性，與 2012 年提給「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 在里約舉行，

簡稱 RIO+20 World Conference) 的「公民社會反映團體全球發展

議題報告」(Report of the Civil Society Reflection Group on Global 
Development) 看法是一致的。法律不僅應該到位，還要將施暴者按

法律處以最大刑罰，以防止未來的施暴者，並保障婦女和女孩的人

權。同時應該發展預防策略，予以實施並在過程中加以監測，以確

保人權，這樣的過程將決定結果是否成功、有效益並可被接受 5。

4 2012 年 6 月「公民社會反映團體就世界永續發展的展望，結合世界可持續發展會議」 
 報告，第 21 頁。
5 聯合國人口基金 UNFPA (2006) 基於人權的編製程序 : 它是什麼 / 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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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暴力正常化

有些受訪者回應在他們的文化中，常見到加害人把侵犯婦女或女孩

的身體或性暴力行為當成是懲罰，而她們所犯的罪是由加害者片面

定義的。更糟的是許多受害婦女和女孩接受了這樣的對待，是因為

文化與社會的壓力，或僅僅由於缺乏知識，不知道她們有權免於生

活在這種暴力中。例如某些社會對於結婚與離婚抱持著較為傳統的

性別角色觀點，因此縱使發生了暴力，婦女只能繼續忍受被虐待 6。

來自埃及、印度、緬甸善牧中心的回應都報告說：「社會環境輕易

的接受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將對婦女施暴視為正常，並認為女性劣

於男性」，因此對引入性別平等與婦女人權的觀念提出了挑戰。

來自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的二份報告，

確認「大男人文化」是對婦女暴力的

催化劑，與實現性別平等的障礙。大

男人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

義，它的問題在於要求男人對婦女要

能支配與控制，以展現其男人氣概，

即使需要使用到暴力。

好的做法

我們邀請受訪者提供他們認為好的實施方法，以便深入了解他們在

社區中進行的方案。我們選擇了四項做為範例，以此說明創新和積

極的做法，鼓勵其他單位學習他們。

6 根據 2010 年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門的出版品「2010 年世界婦女趨勢與統計」。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Worldswomen/WW_full%20report_color.pdf

巴拉圭婦女在作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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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資訊溝通科技 (ICT)
什麼樣的資訊溝通科技可以帶來改變 ? 我們對各中心如何運用科技

與他們服務的社區聯結很感興趣。33%指出他們經營一條求助專線。

其中在歐美有 67% 的善牧機構經營求助專線，南美洲 43%，亞洲

29%，非洲和中東 20%。

印度

印度的範例可用來說明科技是如何被用在對抗 VAWG。他們向政府

申請資金並獲得補助，使得他們得以經營求助專線，這條專線特別

針對 18 歲以下的兒童，因此稱之為「兒童專線」，女孩們可以利用

這條專線免費求助。從 2012 年 1 月到 6 月該中心至少服務了 825
位女孩。由於這項服務可以服務許多女孩，我們建議其他中心可以

仿效這項服務。  
 

衣索比亞

根據衣索比亞的報告，該地政府

計劃擴大國營衣索比亞電信公司

的服務涵蓋範圍，增加郊區與市

區間的電信聯繫。因此善牧中心

利用手機與他們服務的婦女與女

孩聯繫。他們提供婦女資金購買

手機與 SIM 卡，這樣他們就能與搬離市中心回到郊區的婦女保持聯

絡，這個方式使得善牧中心得以繼續提供服務給他們所服務的婦女，

以遠距離服務的方式支持並輔導婦女。我們認為這項服務的最大好

處是讓婦女離開善牧中心這個保護環境後，回到日常的現實生活中

也能夠繼續得到支持與協助，有經驗與知識的諮商人員以網絡的方

式提供婦女後續協助，讓婦女獲得支持與幫助，使得成功率大為增

加。

以上這二項服務方式，都顯示出電信科技可以嘉惠 VAWG 的受害者

與倖存者。這樣的創新做法也使得善牧中心得以掌握最新的情況，

讓需要幫助的婦女得到支持與協助。

衣索比亞婦女在上課。



9

2. 男性參與 & 感化

對抗 VAWG 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對男性成年人和孩子的教育，讓

他們了解 VAWG 的不良影響。愛爾蘭善牧中心回覆他們與 MOVE 
(Men Overcoming Violence，男性克服暴力 ) 合作，MOVE 這個機

構處理家庭暴力的案件，幫助那些正在或曾經在親密關係中，經歷

暴力 / 虐待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獲得安全與福祉 7。這個計劃是經由

「促使男性參與一個以周為單位的團體活動，為他們的暴力行為負

起責任，並改變他們的態度與行為 8。」MOVE 直接以教導男性了

解他們在 VAWG 中的角色，並以建設性的態度，帶領這些男性去改

變他們的行為。另外，埃及的善牧中心也提到男性的參與和提高敏

感度是主要的挑戰，進展雖然很慢，但是仍在推動中。

3. 社區導向與充權  
在對抗 VAWG 中，社區參與也能產生正面與充權的效果。問卷的回

覆提到缺乏政府官員的意願與支持，缺乏全國性的策略與法律實施

的一致性。因為婦女和女孩無法依賴法律和政府提供保護和支持，

因此 NGO 組織取代了這個角色，也有些社區站起來面對這個挑戰。

例如印度提到有幾個社區為婦女設立了“legal cells＂，大多面對的

是家庭暴力的案子，他們成立一個法律小組，包含專業的倡議者、

員工以及事實調查小組，每個案子分別考慮文化與家庭關係來進行

解決。雖然有些嚴重的案子必需交付法律解決，但大多數的家庭暴

力個案可以在 legal cells 中解決。透過合作與協商解決社區中的問

題，這樣的創新方法也是一種社區充權。

4. 預防

預防永遠是最好的做法，89% 善牧中

心提供某種形式的預防服務，有好幾

種策略可以合併在工作中，在哥倫比

亞善牧中心，營養與教育就一起合併

在服務中。                   
哥倫比亞的少女活動。

7 MOVE 愛爾蘭網站 . http://www.moveireland.ieIbid.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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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並增加上學出席率而提供午餐給學生，這項服務激勵了許

多學生有規律的上學，從而產生正面的結果。女孩們上學得到越多

教育，就越能增加她們進入職場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在哥倫比亞還有一項創新的服務方法，是主動伸出援手救助處在危

險中的婦女和女孩。善牧修女們走上街頭主動接觸街上或酒吧中從

事賣淫的妓女，邀請這些婦女到中心參加技術訓練課程，使她們得

以在職場上找到工作，修女們說那些婦女信任她們，信任是重要的

因素，使那些婦女和女孩願意與善牧中心往來。有許多中心提到缺

乏資金使他們面臨挑戰，哥倫比亞的這個做法需要的是時間而不是

金錢，且能在她們服務的社區產生很好的影響，因此我們希望推薦

給大家。 

5. 公平交易 
善牧在開發中國家幫助婦女克服貧窮，達到經濟獨立的一項做法，

就是給她們另一選擇。年輕女孩和婦女學習手藝、技能以及工藝，

透過公平交易將她們的產品賣到較開發的國家，使開發中國家的婦

女和女孩得以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中，特別是透過公平交易方案，例

如美國的 Handcrafting Justice9、歐洲的 Sharing Fair10 以及澳洲的

Trading Circle11。我們看到這樣的方案對這些婦女和女孩產生巨大

的影響，因此，我們有很大的把握說，消除貧窮可以使暴力對待婦

女和女孩的比例降低，特別是有些地方的經濟壓力強化了暴力的發

生。

透過 Handcrafting Justice 販賣的工藝品。

9 www.handcraftingjustice.org
10 www.sharingfair.org
11 www.thetradingcircl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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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我們請每一個回覆的單位就他們未來 VAWG 的工作計劃，給我們一

段簡短的說明， 最常見的答覆如下 : 
1. 教育 : 
主要為提高覺醒與敏感度的倡議，訓練課程主要是提供給婦女和女

孩，但也包含男孩和男性成年人。

2. 建立網絡：

擴展服務網絡並增加合作的 NGO
團體與單位，提供他們所服務的婦

女和女孩有更多的選項。

3. 資金募集與社區參與 : 
需要有更多的資金與人力投入服務

中心，以期工作更有效率並更完

整。 Handcrafting Justice銷售的玩具。

我們從挑戰、最佳做法以及未來

計劃中評估常被提到的議題，我

們得出一些結論。教育是對抗

VAWG 最重要的元素。目前，

缺乏對於婦女和女孩的人權有所

認知、文化允許並縱容對婦女和

女孩有害的做法以及導致性別不

平等的父權系統，都會削弱消除

VAWG 的努力。透過對兩性實

施的教育，更多的婦女與男人、

男孩與女孩能夠起來挑戰甚至譴

責目前的狀況，因此得以帶來改

變。性別平等的觀念能夠在男孩

和女孩年幼時透過教育教導給他

們，讓他們成長後可以成為尊重

人權並確認兩性平等的男人與女

人。 

而男人不情願或拒絕參加性別平

等的教育課程，使得扭轉暴力正

常化這件事更具挑戰。如果要終

結 VAWG，就必須克服文化、

宗教以及社會中允許暴力對待婦

女和女孩的現象，並在女性、男

性、男孩、女孩之間創造出夥伴

關係。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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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缺乏資源，特別是一

些必要的經濟，造成我們面對

VAWG 最大的挑戰。換言之，貧

窮是造成 VAWG 的最大原因，

也是消除 VAWG 最大的阻礙。

我們細看 VAWG 的每一種類型

都可直接連結到經濟因素，例如

大多數陷入人口販運的受害婦女

和女孩，都是因為想要逃離貧窮

的狀態。在某些文化中，鼓勵貧

窮的女孩從娼，有些文化有女童

婚姻，這些女孩結婚大都是為了

她們家庭的經濟利益。

 

整體而言，這份報告呈列的資

料， 顯 示 出 VAWG 是 一 個 廣

布的現象，也列舉了成功對抗

VAWG 的做法。增加教育與資

源是成功的主要關鍵，為了更

有效、更有包容性、更全面的

改變，需要社區、NGO 團體以

及政府之間的合作。 在社區層

面，需要社區參與評估需求、設

計、計劃、實施與評估方案，這

樣的過程必須同時包含女人與男

人，並考慮女孩與男孩的聲音。

在 NGO 層面，必須站在尊嚴與

尊重的立場對個案提供服務與

支持。最後，在政府層面，應該

要有核心政策來支持對婦女權利

的保護與促進，並強化法律的實

施。總而言之，這樣的夥伴關係

將可中止暴力，保障人權，特別

是女孩和婦女的權利。 

Handcrafting Justice
銷售的墨西哥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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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訊息請聯絡

Good Shepherd International Justice Peace Office
211 East 43rd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Tel/Fax: 1 212 599 2711
E-mail winifreddohertyrgs@gmail.com

http://www.buonpastoreint.org/jp-en

特別感謝 Marie Guessou 準備本手冊

本冊中使用的所有圖案都屬於善牧國際正義和平辦公室所有，由我們的網站、電子出版品

以及正義和平聯絡群 (Justice Peace Contacts) 寄來的 PowerPoint 檔案中擷取出來。

( 鄭聿明翻譯，劉宏信校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