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受訪者簡歷 

 
尤美女簡歷 

 

現  任 
 尤美女律師事務所主持人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 

 財團法人婦女新知基金會監事 

 國際婦女法學會中華民國分會理事 

 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度委員會委員 

學 歷 
 台大法學士 

 台大法學碩士 

 西德法蘭克福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資 歷 
 推事、檢察官特種考試及格 

 專門職業律師高考及格 

經 歷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創會理事長 

 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 

 法務部處理性騷擾案件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兩性工作平等法主要起草人及主要推動者 

 勞委會兩性工作平等委員會委員 

 民間團體民法親屬編修正委員會總召集人 

任教經驗 
 東吳大學兼任講師 

 空中大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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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美真簡歷 

 

現  任 
 律師 

 婦女救援基金會董事 

 護持大乘法脈基金會董事 

 菩提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董事 

 內政部兒童及少年福利促進委員會委員 

學 歷 
 台灣大學法律系畢 

 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律師高考、司法官特考及格 

經 歷 
 台灣婦女救援協會創會會長 

 婦女救援基金會第四、五屆董事長 

 護持大乘法脈基金會第一、二屆董事長 

 內政部全國兒童少年保護會報委員  

 淨化社會文教基金會董事 

 佛教觀音線協會理事 

 教育部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參與立法：參與「兒童福利法」、「少年福利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

防制條例」、「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暴力防治法」、「九二一震災

重建暫行條例」、「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他法案之草擬，及推動立法

與修法等工作 

學術論著 
 著有「台灣被害娼妓與娼妓政策」一書 

任教經驗 
東吳大學及慈濟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教授「法律與社會工作」、 

「家庭與法律」(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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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惠容 簡歷 
 

現  任 
 財團法人勵馨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執行長 

 台灣少年權益與福利促進聯盟理事長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行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節目暨廣告諮詢委員 

 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員 

 內政部兒童及少年福利促進委員會委員 

 臺灣省政府中興新村設置 NGO 中心推動委員會委員 

 法律扶助基金會董事 

 布農文教基金會董事、新故鄉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董事 

 中央通訊社董事 

學 歷 
1990/09- 1992/08 美國 Valparaiso 大學碩士（Master of Arts in Liberal 

Studies）  

1980/09- 1984/07 國立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新聞組畢  

1970/09-1975/07 台北市立師院音樂科第二屆畢  

經 歷 
 台北市內湖/懷生國小音樂教師（1975/09-1980/07） 

 中時報系（時報雜誌、時報新聞週刊、中時晚報）任記者、主編、專

欄組記者七年（1983/08-1990/08） 

 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委員（兩任） 

 教育部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兩任） 

 教育部人權教育委員會委員 

 台北市社會福利促進委員會委員 

 華視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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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論著 
 雛妓新聞處理之探討  台大新聞論壇第三期 1995 年 9 月 

 非營利組織間的聯盟－以社會福利組織為例  社會工作學刊第八期 2001

年 12 月 

 非營利組織募款策略  青輔會培力指南 2004 年 

 邁向 21 世紀－淺談非營利組織新挑戰  社會福利聯盟 NGO 論壇 
 台灣少女“性”福嗎  性教育學會季刊 
 把力量傳給台灣少女 

 推介“重要他人”概念－建構倖存者支持體系 全國婦女人身安全會議 2000

年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及法律責任 

任教經驗 文化大學大傳系講師（現任） 

世新大學社心系講師 

公關基金會社會行銷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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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曼麗簡歷 

 

現  任 

 

A.民間部分：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第 3屆）理事長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第 14 屆）常務董事 

 看守台灣協會（第 2屆）理事 

B.官方部分： 

 總統府性別主流化諮詢顧問小組委員 

 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行政院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推動委員委員 

 行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委員 

 行政院人口政策研修小組委員 

 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監督與諮詢委員會委員 

 環保署環境品質諮詢委員會委員 

 環保署稽核認證公正團體監督委員會委員 

 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台北市環保局家戶廚餘回收再利用監督委員會委員 

學 歷 美國聖地牙哥國家大學環境管理碩士及公共行政管理碩士 

經 歷 
 1980-1991 律師事務所辦公室主任 

 1988 加入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 

 1989-1991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董事  （第 1、2屆） 

 1991-1992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秘書長（第 3屆） 

 1992-1996  出國進修環境管理及公共行政管理  

 1996-1997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秘書長（第 8、9屆） 

 1998 民進黨中央部婦女發展部主任 

 2000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秘書長（第 11 屆） 

 2001-2004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董事長 （第 12、13 屆） 

環保署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   委員 

內政部馬告檜木國家公園諮詢委員會   委員 

台北縣空氣污染防制基金管理委員會   委員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理事    （第 1屆） 

台灣婦女團體全國聯合會副理事長（第 2屆） 

 2005       國民大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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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毓秀簡歷 

 

現  任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董事長 

學 歷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 

經 歷 
 女性學學會理事長 

 台北市愛鄉協會理事長 

學術論著 
 主編《台灣婦女處境白皮書：1995 年》 

任教經驗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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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研究團體工作大事紀 

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成立 1982 1987 1988 1989 1997 

1987 年 1.婦運團體聲援國父紀

念館女服務員，抗議該

館要求女性職員滿三十

歲懷孕須離職的就業歧

視規定。新知即開始草

擬並積極推動「男女工

作平等法」。 

2.婦女新知雜誌社聯合

多個婦運團體抗議選美

活動。 

  1.倡導「垃圾分類、資

源回收」觀念。  

2.促請政府建立保特瓶

回收系統。 

3.發表「兒童人權宣言」

草案。 

 

1988 年 檢視各級教科書的性別

角色，呼籲修訂教科書

內容、重視兩性平權教

育。 

1.結合五十五個婦女及人

權團體，以和平示威方

式，發動「 華西街大遊行」

抗議人口販賣。 

2.變更為財團法人台北市

婦女救援社會福利事業基

金會。 

1.設立「勵馨園」中途

之家，提供不幸少女溫

馨的家園。 

2.舉辦「從雛妓安置看

婦孺保護制度與法令」

座談會。 

1.與其他教育團體聯合

召開「第一屆全國民間

團體教育會議」。  

2.成立「365 家長聯誼」

組織。  

3.出版兒童安全手冊

《孩子，當心色狼！》。  

推動「快快樂樂上學--

八點鐘到校」，進行「早

自習意見調查」問卷統

計分析。教育部隨後發

函取消早自習。 

 

1989 年 1.發表「男女工作平等

法草案總結報告」 

2.公布「增額立委關心

婦女權益之問政評估」

為加強少年保護，在本會

及各界努力下，「少年福利

法」通過正式施行。 

1.舉辦「廓清色情次文

化，不嫖雛妓」座談會。

1.訂定該年為「垃圾減

量年」。  

2.參與反核行動，關心

核能政策。 

3.召開「第二屆全國民

間團體教育會議」。  

4.推動「健全家長會組

織，發揮真正功能」工

作。  

5.出版《家長會面面觀

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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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1990 年 1.「女性學研究中心」

正式成立，每月舉辦書

報討論會。 

2.新知版「男女工作平

等法草案」送入立法

院，正式進入立法程序 

3.六月舉辦「女性藝術

週」系列演講。 

1.舉辦「反色情污染年」

系列活動，推動「反色情

救雛妓」、「不讓台北有色

無情」黃絲帶運動。 

2.「還我們一個平安夜」

活動 

3.「反性暴力週」 

4.成立百合中途之家 

成立短期收容中心，擴

大服務。 

1.成立「環保小奇兵」，

落實國小環境教育。  

2.召開「抵制保特瓶說

明會」，檢舉環保署「廢

保特瓶回收案」之弊

端。 

3.反對舉辦「中國媽媽

選美活動」。 

4.與民間教育團體共同

訂定「家長會章程草

案」。  

5.召開「延長國民教育

座談會」，討論教育部所

提「高級中等學校自願

就學方案」，主張先實驗

三年、評估一年之後，

再決定是否全國實施。 

 

1991 年 1.四月至內政部抗議將

「婦女節」、「兒童節」

合併成「婦幼節」之不

當作法。 

2.新竹、台中、高雄相

繼成立婦運草根性之協

會籌備會。 

3.「民法親屬編修正委

員會」持續廣納意見，

作修法準備。 

4.因應工作權益受損案

件的發生，呼籲儘早將

「男女工作平等法草

案」立法，並引起各界

廣泛討論。 

展開百合計劃-搶救原住

民少女。 

接受內政委託從事「雛

妓問題大小之推估」研

究 

1.發起「自備餐具運

動」。  

2.推出「芝山岩自然步

道」解說活動。 

3.推展「媽媽讀書會」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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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1992 年 1.提出「婦女憲章─一

千萬女性的心聲」。要求

落實憲法男女平等之原

則。 

2.舉辦「要尊嚴，不要

性騷擾」座談會。 

3.成立「婦女選民政見

連線」，針對年底立委選

舉，提出「婦女十大聯

合政見」。 

成立「慰安婦申訴專線」，

開始展開受害人認証訪查

及協助工作。 

1.推動「讓社會做她們

的母親」系列活動 

2.雛妓防治公聽會 

1.推廣社區生活環保。  

2.參加巴西「地球高峰

會議」。  

3.推出「圓通寺自然步

道」解說活動。 

4.遊說台北市議會儘速

通過「台北市中小學學

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修

訂版。  

5.出版《家長會面面觀

第二冊》，鼓勵家長積極

經營「班級家長會」。  

6.針對台北市政府擬全

市全面實施「國中畢業

生自願就學方案」，與

「國教變局對策聯盟」

舉辦一系列遊說行動，

要求台北市暫緩全面實

施。 

 

1993 年 1.舉辦全年「婦女健康」

講座。 

2.針對「女秘書強暴案」

舉辦「性暴力犯罪與女

性尊嚴」公聽會。 

3.舉辦台灣首度「女性

影像藝術展」。 

4.參加１１１２大遊

行，發起「女性勞動者，

反抗性騷擾」小紅帽大

隊。 

5.配合世界愛滋病日，

發起「民間團體檢視台

灣愛滋環境」公聽會。

 1.推動「反雛妓社會運

動」，舉辦：「反雛妓公約

簽署」「雛菊下鄉行動」

「反雛妓華西街慢跑」等

活動。 

2.積極推動「雛妓防治

法」（後更名為「兒童及

少年性交易防制條

例」），於 1994 年 7 月三

讀通過。 

3.和 7-11 合作「把愛找

回來 － 給雛菊新生

命」活動。 

4.拍製「櫥窗篇：別讓少

女淪為商品」公益廣

告。 

1.推動「物品包裝簡單

化」。  

2.督促政府全面實施資

源回收日。  

3.成立「婦女成長帶領

人團體」，並開辦培訓課

程。 

4.繼續督促台北市政府

修訂「台北市中小學學

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建立「家長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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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1994 年 1.與婦女救援基金會、

晚晴婦女協會、民進黨

婦展會共同聲援因不堪

婚姻暴力虐待、憤而殺

夫的鄧如雯。 

2..結合各婦女團體共

同展開支持民法修正的

萬人大連署。進行 「終

結舊民法種子培訓計

畫」，成立「修法種子

隊」，深入各社區宣揚婦

女修法的重要性。 

3.成立「民法諮詢熱

線」，直接服務婦女，為

婦女解答婚姻、家庭中

的法律問題。 

4.與女學生團體共同發

起「522 女人連反性騷

擾」大遊行。 

 1.成立「蒲公英關懷輔

導中心」關心性受虐的

孩子。 

2.創設第三階段中途之

家：獨立宿舍。 

3.舉辦「桃園縣反雛妓

長美巷夜訪」活動。 

4.和 7-11 合作「把愛找

回來 － 給雛菊新希

望」活動。 

5.舉辦「伊是咱的寶貝 

－ 雛菊受難週」系列活

動。 

6.拍製「拒絕篇：兔女

郎與大野狼」公益廣告

1.與其他環保團體成立

「台灣反高爾夫球場行

動聯盟」。  

2.進行「南陽街、士林

夜市環境清潔維護方

案」。  

3.成立「共同購買」。 

4.在本會多年的努力

下，台北市議會通過新

版「台北市中小學學生

家長會設置辦法」。  

5.本會成立「家長會資

源交流中心」。  

6.與十多個教改團體共

同發起「教育改造 410

全民大結合」社會運

動。 

7 舉辦以生活、環保、

資訊為主題的「婦女成

長歡樂派」課程。 

  

 

1995 年 1.三八婦女節，婦女團

體發動數百位女性罷

工、罷課或罷煮，集結

立法院門口，將超過三

萬民眾連署支持的「新

晴版」民法親屬編修正

草案正式送進立法院要

求修法。 

2.「男女工作平等法」

公聽會，提出第五次草

案修正版本，增定工作

場所性騷擾防治相關條

文。 

1.推動「兒童身體安全方

案」。為避免童年時期性侵

害，對國小學生進行系列

預防教育宣導。 

2.屏東潮州救援行動。 

3.。「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公布實施。 

4.制定九一九為「雛妓救

援日」。 

1.成立全國性「少女希

望網絡」台中站。 

2.舉辦「陪她，走出疑

雲」系列活動。 

3.盛大舉辦「搶救少

女，雛菊行動」。 

4.因應立院通過「兒童

及少年性易防制條

例」，立即邀約相關團體

成立監督小組。 

5.拍製「純真篇：應酬

不找小女生」公益廣

告。 

6.拍製「小珍和她們」

宣導短片。 

1.承接「台北縣環境衛

生燈號評估系統行動計

畫」。  

2.參與主辦「第一屆全

國民間生態保育會

議」。 

3.新會友舉辦迎新課程

「認識主婦聯盟」及讀

書會。  

4.與台北市政府合辦六

場「台北市家長會分區

研討會」，闡明新版「台

北市中小學學生家長會

設置辦法」的內涵。  

5.參與「709 教改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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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 

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1996 年 「婉如行動」-抗議全國

治安會議行動，並提出

婦女十大訴求。 

1.「純淨的青春」研討會-

打擊色情分類廣告。 

2.完成「平平安安救援

案」，揭開公娼館合法掩護

非法的真相。 

3.協助「泰北六大一小」。

4.協助劉承武檢察官破獲

「劉維匯人口販賣集

團」。 

 

1.成立全國性「少女希

望網絡」高雄站。 

2.拍製「小敏的故事」、

「寶貝，我愛你」宣導

短片。 

3.推展「雛菊散播行

動」。 

4.推動「一人一信」民

間行動監督媒體上所刊

登的色情廣告陷阱。 

5.聯合相關團體舉辦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施行一周年總體

檢」系列活動。 

1.主辦「環保隨餐包設

計比賽」。 

2.舉辦「婦女保健養生

研習營」。 

3.推動「親子數學」。 

1.彭婉如遇難 

2.「女權火照夜路」

大遊行 

1997 年 1.舉辦「全國婦女政策

高峰會」。 

2.「家庭暴力防治法」

公聽會。 

3.發表對白曉燕被 

綁架撕票案婦女團體聯

合聲明」。 

4.「為婦女保障名額請

命」，不得低於四分之

一。 

1.開立專線，正式投入婚

暴婦女協助工作。 

2.「婚姻有愛、暴力遠離」

系列座談會。 

3.「被騙赴日賣春」記者

會。 

4.「義助慰安婦-李敖百件

珍藏義賣活動」。 

1.舉辦「遠離兒童性侵

害-找到ㄊㄚ、保護ㄊ

ㄚ」系列行動、「海闊天

空-飛越色情陷阱」宣導

工作。 

2.推出「尋找迷失的羔

羊」街頭外展系列行

動。 

3.出版兒保教材：「我是

自己的好主人」，並至中

小學校進行舉辦教育人

員研習會。 

4.開辦童年期性受害者

治療團體。 

5.持續進行「兒童及少

年性易防制條例」監督

系列行動。 

1.成立「主婦聯盟網

站」，與七個婦女團體共

組「台灣婦女網路論

壇」。  

2.承接「台北市環境衛

生評量計畫」。  

3.參與主辦「第二屆全

國民間生態保育會

議」。  

4.舉辦「928 環保新生

活博覽會」。 

5.參與「927 教改行

動」，搶救教科文預算。 

1.社區治安方案起

跑。 

2.舉辦「1997 避夏充

電活動」婦女領導人

暨工作夥伴避夏充電

活動。 

3.「女人安全值幾

分？從偵查犯罪績效

配分標準談警政社區

化與婦女人身安全」

記者會。 

4.「從受害共同體至

警民共治，以五常社

區觀點看 白案槍戰」

座談會。 

5.「女權火 1997」紀

念婉如遇難週年系列

活動。 

6.成立「社區兒童及

少年認輔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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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1998 年 1.「女人獨立運動」：爭

取女性獨立的財產權、

投票權、身體自主權，

以及女人獨立造家的基

本權利。 

2.「女性監委不得少於

四分之一」記者會 

1.「關懷印尼受暴婦女」

系列活動，發揮人道關

懷。 

2.拍攝「阿媽的秘密-台籍

慰安婦的故事」記錄片，

首創受害人現身見証。 

3.組日本義務律師團，展

開台籍慰安婦對日訴訟行

動。 

1.成立「蒲公英治療中

心」，並舉辦「治療傷痕、

乘愛而飛」系列宣導行

動。 

2.持續進行「兒童及少

年性易防制條例」監督

系列行動。 

3.響應國際兒童人權

日，發起「雛菊散播行

動」。 

1.推動「使用不漂白再

生衛生紙」運動。  

2.進行「廚餘做堆肥」

計畫。  

3.出版《辦公室做環保》

手冊。  

4.出版《與大自然有約

--環保休閒旅遊手

冊》。 

5.與台北市立圖書館合

辦「環保 DIY 冬令營」，

共三梯隊。 

6.與景興國中合辦父母

成長課程「瞭解台北、

認識台灣」。  

7.於永春國小舉辦「親

子數學種籽媽媽班」。 

1.「趕出電視怪獸」

記者會，呼籲拒絕媒

體的色情及暴力污

染。 

2.「打造婦幼安全島」

記者會，喚醒大家重視

婦幼安全。 

3.社區照顧福利服務

系統-發展在宅保

母、課後照顧人員。 

1999 年 1.「抗議歧視未婚媽

媽，終結軍校單身條款」

公聽會。 

2.萬人連署男女工作平

等法街頭活動。 

3.全女聯公佈校園性騷

擾申訴管道調查報告 

強化公共安全維護，保

障女學生學習權益！ 

4.婆婆媽媽民法宣導 

巡迴講座(講述民法 

夫妻財產、結婚離 

婚、家庭暴力、外 

遇、通姦、贍養監護 

等相關法律知識)。 

5.「台灣女人民法五問」

五年接線報告。 

6.發表「台灣女權報 

1.推動「強姦罪告訴乃論

改公訴罪」及「若罰娼亦

罰嫖」相關修法工作。 

2.「台灣慰安婦報告」一

書出版 

3.協助前台籍慰安婦啟程

到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

政府為大戰期間強徵慰安

婦行徑正式道歉,並求償

九千萬日幣。 

1.開辦「未成年少女懷

孕服務方案」，並設立

「春菊學舍」中途之

家，提供未成年懷孕少

女安心休養、思索未來

的靜謐處所。 

2.舉辦「99 出色新世代

- 拒絕色情廣告」宣導

活動。 

3.拍攝「重要他人」「我

的爸爸是馨爸」公益宣

導廣告。 

1.執行「台北市公共場

所女廁之環境清潔管

理、數量、設備、安全

及區位調查宣導」 專案 

2.舉辦媽媽治城公聽會

-「公共場所女廁問題知

多少？」。 

3.關心教育部「國中小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議

題。  

4.成立「親子數學經驗

交流中心」，並出版《良

質教育面面觀──親子

數學父母陪伴手冊》。  

5.與其他教改團體共同

推動教育改造活動，以

建立友善的學習環境為

目標。 

1.「讓媽媽安心跨入

二十一世紀」座談會。

2.921 地震災後，台新

銀行捐出一千萬做為

「認真的主婦、有福

的社區」的「學童托

育及課後照顧計畫」

公益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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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回顧了 1995 –  

1999 年以來的台灣 

婦女權益保障的進 

展，深刻檢討了國內 

婦女人權保障的缺 

失及應改善之處。 

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2000 年 1.「女人逃家手冊—婚

姻暴力篇」改版發行

2.婦團聲援長庚護士 

提出侵害人格權之民事

訴訟

3.體檢電視綜藝節目座

談會 

4.引進離婚破綻主義前

應先保障家庭主婦財 

產權！ 

1.完成婚姻受暴婦女義務

法律諮詢之「義務律師授

證記者會」 

2.婚姻暴力防治實用手冊

─新版「飛手冊」完成，

並發放三萬本至 365 個地

方鄉鎮市區公所為 921 災

區婦女心理重建提供資

源。 

3.辦理『2000 年東京大

審』的第七次籌備會─「國

際公法下戰爭犯罪責任國

際論壇」，共有 12 國 60

名關心慰安婦及婦女人權

議題人士參與。 

 

1.舉辦「夢想 2000 兒

童 "馨" 樂園」系列活

動，並發表「兒少資訊

紅皮書」。 

2.出版「復原路上我和

你」輔導專書。 

3.接受資策會委託，設

立「公益入口網站」（網

址：

http://www.col.org.t

w）。 

4.開設「婦幼堡」服務

方案，關懷未婚懷孕少

女。 

5.聯合相關團體舉辦

「兒童及少年性易防制

條例」立法五週年系列

行動。 

1.參與主辦第四屆東亞

婦女論壇。 

2.拜訪日本「生活者俱

樂部」。  

3.主辦「2000 年台、

日、韓亞細亞姊妹會

──合作共創新世紀研

討會」。 

1.「好保母哪裡找」

記者會，做保母與家

長間的橋樑。 

2.行政院勞委會委託

推動「促進婦女積極

就業專案」，幫幫專線

080 058805（你我幫

幫你我）正式啟用。 

3.社區照顧福利服務

系統-發展出家事管

理員。 

 

2001 年 1.台灣本土首部反性騷

擾紀錄片－「玫瑰的戰

爭」首映會 

2.「女性的生命,束縛的

圓圈」電影特映會 

3.爭取子女從母姓權利 

公聽會 

4.『兩性工作平等法』

再度難產，婦團抗議失

能國會 

5.愛妳愛到殺死妳？！

－「分手暴力調查報告

1.「台灣論」事件因應系

列活動─「日本、財團、

慰安婦」記者會，「為勇敢

的阿媽加油！」台北車站

街道連署….要求許文龍

及小林善紀為不實刊載慰

安婦史實道歉。 

2.活力自主 女人無畏」婦

援會 14 週年慶系列活動

開跑。辦理兩性成長講

座，婚暴防治宣廣。 

3.「台灣少女、色情市場、

1.09.03.07「橄欖石少

女成長中心」成立，提

供少女學習與成長空

間。 

2.「愛馨家族」幼稚園

專講開跑，解說幼兒自

我保護的觀念。 

3.台中站舉辦「勇敢小

媽咪~美麗"馨"家園」募

款餐會，以便於中部地

區推動完整之未婚懷孕

輔導工作。 

1.執行 「添加物的迷思

～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信

心指數」計畫。 

2.舉辦「女性自立與環

境政策之推動」論壇。 

1.「台灣連鎖店．聯

手牽台灣」博覽會，

與台灣連鎖暨加盟協

會合作，邀請協會的

會員門市一萬多家加

入成為「安全愛心

站」。 

2.承辦高雄市單親家

庭服務中心。 

3.「安全愛心站，給

台灣宛如媽媽般的守

護」記者會，總統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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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記者會」 

6.『女人三要三不要，

性別意識最重要』記者

會 

7.『十一年來的蓽路藍

縷 『兩性工作平等法』

終於三讀通過 

男性買色客之研究」研討

會，辦理國內首次由法律

界、婦運界、社工界、醫

療界菶專業學者及實務工

作者就國內少女色情市場

問題作探討。 

4.推出「紅羽毛少女保

護行動」系列活動，喚

起大眾對少女人權的關

心。 

吳淑珍、葉樹姍、江霞

及平路為「每天 10

元，支持彭婉如文教基

金會」DM 代言人。 

4.「安全愛心站，給

台灣宛如媽媽般的守

護」記者會（北、中、

南共四場），與信義房

屋合作。 

5.社區照顧福利服務

系統-發展出坐月子

人員、到府保母。 

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2002 年 1.女人戲法․作夥玩

「Walking Women 劇團」

表演暨法律講座巡迴活

動 

2.「要錢不伸手」自由

處分金民意調查大公開

3.追悼愛情暴力犧牲者

--情人節記者會 

4.兩性工作平等法 關

於性騷擾之條文以及罰

責 

 

1.展開「溫暖受傷天使的

心」關懷目睹兒童電影義

賣活動，並進行宣導工

作，呼籲大眾重視目睹兒

童問題。 

2.日本交流協會抗議，要

求日本政府正視慰安婦求

償問題，拒絕國民年金私

了。 

3.參加北韓 COCOPA 國際

會議，討論慰安婦及太平

洋戰事受害者求償問題及

終止發放國民基金及發後

之因應行動。 

4.「女性與殖民地—臺灣

慰安婦關懷展」--  慰安

婦十週年紀念系列活動，

以老照片，實物展覽及歷

史現場重現等方式呈現，

於台北市政府中庭及台北

市文獻會展出。 

5.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宣判

前台籍慰安婦要求日本政

府賠償訴訟案敗訴 

1.舉辦受家暴中國新娘

個案研討會暨記者會。

2舉辦「家暴法實施三

週年－在地的花蕊司法

困境」記者會。 

3.「性別議題」在職訓

練。 

4.舉辦「尋人啟事－落

跑小爸爸在哪裡？」台

北市未婚懷孕服務成果

分享。 

台灣組成「2002 地球高

峰會台灣行動聯盟」

(TANGO)參加在南非舉

行。 

1.社區照顧福利服務

系統-發展出居家服

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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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展開「慰安婦議題校園

宣導」活動。 

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2003 年 1. 是誰讓改從母姓如

此困難？－單親媽媽要

求內政部依法行政 

2. 婚姻、愛情、法律--

夫妻財產新制巡迴說明

會 

1.目睹兒童音樂治療團體

開始。 

2.百合嚮陽婦女支持團體

開跑。 

3.「來不及長大」悼念受

家暴致死婦女及兒童記者

會。 

4.前臺籍慰安婦「心理治

療工作坊」首度發表論

文。 

5.「死亡之旅，人蛇泯滅

人性」記者會，將大陸女

子被迫來台真實面貌向社

會大眾。 

6.臺籍、韓籍慰安婦就「慰

安婦問題解決法案」訪日

本政府特別集會活動。 

7.「染色的青春-十個色情

工作少女的故事」出版記

者茶會，並邀請排灣族盲

詩人「莫那能」與婦援會

董事沈美真與黃淑玲參與

記者茶會。 

1.完成「迎向曙光的女

人」個案故事、「社工員

一天 」紀錄片。 

2.宣導預防家暴暨性侵

害工作研習活動。 

3.舉行未婚懷孕校園研

討會及全國兒少性交易

聯繫會報。 

4.促成「紐約華裔受暴

婦幼希望花園」設立登

記。 

 

1.舉辦「化妝品使用、

消費教育研討會及推廣

學習會」。 

2.舉辦「主婦學苑──

新世紀主婦學」課程 

1.社區照顧福利服務

系統-發展出照顧服

務員。 

2.92 學年度教育部正

式全面推廣國小課後

照顧之兒童福利措施

是其結合其它婦女團

體共同推動的成果。 

2004 年 1.「性別平等新校園  

亟待立法來成全」性別

平等教育法推法座談會

2.教育新里程—性別平

等教育法三讀通過 

1.目睹暴力兒童國際交流

工作坊。 

2.參加韓國舉行「V-DAY」

女性會議。 

3.花旗集團「青少女理財

觀教育系列活動」-全省校

園巡迴宣導。 

4.全區前台籍慰安婦心理

治療工作坊。 

1.榮獲 2004 亞太最佳

NGO 首獎。 

2.正式推出內在小孩-

第三代勵馨娃娃。 

3.台中未婚媽媽之家春

菊馨家園完成立案。 

4.台灣女兒節「工作日」

首度登場。 

5 舉辦全國未婚懷孕種

子教師研習營。 

6.舉辦 93 年度全國兒

1.舉辦婦女成長活動

「展藝生命互助學習

會」。 

2.舉辦「婦女福利學院 

婦女人才培訓多元成長

學習計畫」。  

3.舉辦「第三屆（2004）

非營利組織女性領袖培

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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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性交易防制工作聯繫

會議。 

年度   
單位

婦女新知基金會 婦女救援基金會 
勵馨社會福利事業

基金會 

主婦聯盟環境保護

基金會 
彭婉如文教基金會

2005 年 1.年度家庭暴力防治宣

導巡迴座談活動 

2.「性別平等 教育多

『原』」原住民地區校園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座

談活動 

1.「淘金者?受害者!」人

口販運受害者記者會。 

2.美國防制人口販運參訪

活動。 

3.花旗集團「青少女理財

觀教育系列活動」-全省校

園巡迴宣導。 

4.至美國「反人口販運自

由聯盟會議」發表台灣關

懷訪視受害者發現。 

5.「阿嬤的臉」攝影展系

列活動 

1.執行長紀惠容女士獲

世界兒童獎章首獎。 

2.7-11「把愛找回來，

送愛到台東」募款活

動。 

3.女兒節系列活動。 

4.TAIPEI V-DAY。 

 

1.舉辦「校園裡的大嚐

津──學校午餐之營養

教育座談會」  

2.舉辦「校園裡的大嚐

津──學校午餐之營養

教育體驗營」  

3.參訪台北縣深坑國小

校園午餐。 

4.舉辦「婆婆媽媽來開

講」座談，整理出版「婦

女新聞台」手冊 

1.性別萬花筒-托育

政策大家談。 

2006 年 1.廢除美麗「統一」綱

領，台灣女人需要新的

選項 一萬元徵一句話 

2.「多元的美、彩色的

身－身體政治與美女經

濟」的系列座談 

1.花旗集團「青少女理財

觀教育系列活動」-全省校

園巡迴宣導。 

2.「目睹家庭暴力-兒童的

隱形殺手」記者會 

3.2006V-DAY 系列活動 

4.草擬民間版「反人口販

運行動綱領-起訴篇」。 

1.「兩性關係及未婚懷

孕諮詢處遇網絡」研習

會 

2.蒲公英治療中心-「女

人不獨白」自我成長團

體 

3.大手牽小手─高關懷

兒少個案研討會   

4.戲劇治療團體 ~ 探

索母女心世界 

1.邀請深坑國小駐校營

養師至本會分享「學校

餐飲衛生及營養教育」

之議題。  

2.參訪台北市麗山國小

校園午餐。  

3.參訪高雄市政府公辦

公營校園午餐執行現

況。  

4.舉辦「校園午餐，如

何監督？」家長研習

會。  

5.舉辦「別讓校園午餐

品質開倒車」記者會，

且完成校園午餐相關訊

息網頁建構。  

6.與雅虎民調中心合

作，針對〝您是否贊成

學校有駐校營養師？〞

議題投票。  

7.舉辦「家長如何把關

校園午餐？」家長研習

1.台南保母達人活動

展開。 

2.台中市居家陪伴員

培訓班招生。 

3.台北市第二期居家

陪伴員培訓

4.放心您的高齡父母

獨處嗎--居家陪伴員

上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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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8.舉辦「婦女身心健康

開講」系列講座  

9.舉辦「企畫力如何讓

工作更有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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