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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契機
因為什麼開始關注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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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本中發現 從新聞中了解 從劇情中反思

學科知識 社會案件 電影戲劇



1960-1970年

兩次大戰期間

女性發揮重要性

18-19th初期
法國大革命

→帶動公民參政

工業革命

→女性投入勞動市場

1980-2000年 當代

網路串聯爭取法律上的平等 身體自主、性與墮胎權
有色人種及

第三世界女性權利

ex: #MeToo

• 因哈維·韋恩斯坦性
騷擾事件而出現

• 用於譴責性侵犯與
性騷擾行為

學科知識從課本中發現

第三波女性主義

但女性主義者對於

其必要性看法不一



社會案件

藍色女孩之死

影響

她以自焚的方
式表達不滿

自1979年

伊朗禁止女
性觀看球賽

背景 經過

胡黛亞里不治身亡

胡黛亞里女扮男裝觀
看球賽，當局以「沒
戴頭巾出席公眾場合」
罪名遭判刑

伊斯蘭女性仍處境艱難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反思

因伊斯蘭革命
後的宗教主張
男女有別

點燃全球女性的怒火

伊朗有條件開放
女性觀看球賽

從新聞中了解



電影戲劇從劇情中反思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我們不是要罔顧法律，我們是去導正法律

「女人是感性的動物，無法像男人一樣理性思考，

所以不能讓她們參與公共事務。」

這一個可笑的理由禁錮了人們的思想，

百年來剝奪了婦女的基本人權。

在電影中可以看到在父權社會下女性卑微的處境，

只能靠著一系列的抗爭使她們的聲音被人們聽到，

甚至是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看完這部電影我體悟到，

我們現在習以為常享有的各項權利

其實是前人奮力爭取來的。

現在的我更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體悟到民主自由的可貴。

觀後心得



阿拉伯女權大事記

2014 年

女權運動者哈斯洛爾

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取得駕照

2015 年

1979 年

沙國不再給女性駕照

2007 年

女性作家呼籲解除此禁令

2011 年 2018 年

Women2Drive 運動
女性開車禁令正式解除

舉辦首場開放女性參選的選舉



宗教

社會觀念

女性

種族

女性被歧視的原因不只一項，層層的剝削歧視交織
造就伊斯蘭女性不利地位

歧視
原因



人權概念
關於人權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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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人權觀念

寫信馬拉松國際人權公約

國際特赦組織 時事議題

在進行寫信馬拉松這個活動前，我們又對人權與寫信馬拉松作近一步的認識



國際特赦組織

• 國際非政府組織

• 推動國際人權事業

• 宣揚《世界人權宣言》等人權公約

• 工作 • 紀錄、報導人權侵害事件

• 採取行動阻止

• 監督對象 各國政府

國際/非國際組織

武裝政治團體

企業/非政府機構

• 尋求真相→公諸於世→動員全球力量施壓

具體受害者

故事，非僅

有數據資料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人權公約

ICCPR

兩公約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
落實《世界人權宣言》 維護人類基本權利

人身
居住及遷徙
思想、宗教
表意
集會結社

• 參政權
• 禁止 酷刑 or 不人道刑罰

奴隸制
溯及既往
鼓吹戰爭及歧視

ICESCR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自由權

工作環境

工會

• 生存權—生活水準
• 教育權
• 文化權

• 工作權



新疆維吾爾
族迫害事件

為防止中國迫害人權，
禁止新疆棉花產品輸入

制裁行動
確保美國商品不
會被中國政府用
來欺壓少數民族

國會通過
《維吾爾人權法案》、
《新疆強迫勞動法案》

美國作為

梅丹 · 梅帕爾
將再教育營內情
況外流目前失蹤

再教育營
強迫勞動、文化清洗

奴隸制度
性侵、絕育、
酷刑等問題

摧毀清真寺
截至2020年9月25日
止已有16萬座被毀

維吾爾族兒童
被送至寄宿學校，從
小清除維吾爾文化宣傳口號

「新疆從來不是
東突厥斯坦」

慢性種族滅絕時事議題
從新疆的迫害事件讓我們瞭解世界上
還有許多地方正發生不正義的事情



寫信
馬拉松

參加

推廣

聲援

全球超過170個國家與地區的支持
者參與寫信馬拉松的各項活動

動手寫下信封、電子郵件、
推文、聯署書

聲援那些遭到騷擾、威脅、
因不公審判而入獄的人

施壓

打氣

改變

讓改變發生

施壓政府、領導者、決策者

為個案和他們的家人
加油打氣



行動過程
我們做了什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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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聲援活動

分析聲援個案

明信片撰寫上網瀏覽案例

網路連署行動

想改變現況先從自己做起



上網瀏覽案例並分析
在動手寫信前，我們做了各個個案的了解



納斯瑪·薩達（Nassima al-Sada）

納斯瑪一生致力為沙烏地阿拉伯女性爭取自由；

為了讓他人擁有自由，
她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她曾是提倡女性駕駛權和強調女性有權自行處
理日常生活而不用男性「監護人」同意的著名
社運人士之一，卻因此被起訴。

-她是沙烏地阿拉伯應該引以為傲的女性

聲援對象故事



明信片撰寫與上網聯署 對於個案的明信片書寫與網路聯署紀錄



但是！！
我們認為只有自己參與並了解這個活動不太足夠，因此…

發現人手不足

號召同學推廣的念頭

入班宣導



執行推廣活動—化被動為主動

簡報製作

進行推廣活動

整理並寄出明信片號召同學參與

討論推廣方案

不只讓自己知道，也想讓更多人了解這項活動



簡報製作
在正式入班宣傳前我們作了簡報，讓學弟妹們能更快了解我們所要表達的內容



進行推廣活動
除了作簡報，我們還去翻閱了國中部的課本，了解該講些什麼才能引起他們的共鳴

不僅如此，我們還買了明信片來讓學弟妹們和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到了當天，我們拿著自己的明信片到班宣傳，在介紹後我們也邀請學弟妹們一起加入行動，也就是寫信...



推廣成果

最後我們收集到29張明信片

右邊這張是活動後還有三個學妹看了其他案件後，寫了明信片送到我們班上，希望我們能幫他們

一起寄出



好消息是！！
2020寫信馬拉松個案之一
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權捍衛者納斯瑪．薩達
也就是我們所聲援的對象
在今年已經獲釋！！
儘管他們根本就不該被監禁
但我們依然對於這個好消息感到開心



學習反思
其中我們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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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難道我們一路上都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我們的回答是：有！

問題一 問題二
學弟妹們表現得興致缺缺報告方式的改變

• 提出當地可能發生的不公平 (引發同理心)

• 介紹成功的例子

• 在旁協助

• 提供範例信

讓同學了解手上的一字一句

有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 大家開始願意動手寫信

• 開始有人願意加入自己的想法

• 有同學很快地用他自己的想法寫完後，

又引導其他同學一起完成寫信

從念稿變成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

• 翻閱《一聽就懂的重點表達術》這

本書→讓說明淺顯易懂，並且轉換

成對方能理解的說法

• 更多的練習和孰悉

• 順利且完整的報告完了

目標

做法

成效



伊斯蘭女性

嚴守教義

男性監護人

監禁社運人士

雖然我們的聲援對象為納斯瑪

但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的是全體伊斯蘭女性現在所面臨的歧視與困境

伊斯蘭社會受到教義的影響女性地位極低

阿拉伯甚至設有男性監護人制度

雖然近幾年正逐步放寬限制

卻依然有許多像納斯瑪這樣的和平社運人士遭到當局監禁

我們希望聽者可以更加感同身受

自己也好奇為什麼想這樣在我們看來不合理

並且剝奪女性權益的法律在當地卻是合法的

所以我們在事前準備時

也特別去了解了伊斯蘭當地的文化



那台灣呢？

性別平權教育

法律保障 傳統觀念深植人心

因為了解伊斯蘭的文化

也讓我們反思到台灣現在是否也正在接受性別平等的挑戰

台灣雖然致力於推動性別平權教育以及積極修法保障女性的權利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

像身邊有很多職業

例如家事類的工作以及護士等等

還是以女性為多數

這些正是因為我們傳統觀念

依然影響著每個人的想法所導致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如何避免這種狀況

打破傳統，落實性別平等

是我們大家需要面對並且努力的議題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美國貧窮與

不平等問題惡化，對黑人、拉

丁裔和原住民族造成不成比例

的影響。有色人種—尤其女性

和移民—持續不成比例地從事

低薪服務工作，因此陷於更高

的風險。

貧窮與不平等

每年至少會有一萬六千名

的童工被迫前往非洲象牙

海岸的可可農場工作

童工問題

死刑與冤案

後續行動—放眼全世界

邱和順，台灣被羈押最久的

死刑犯。因為一件沒有做過

的事，遭到許多不人道的酷

刑。直到現在還在等待著還

他清白的那天…

種族歧視
中國為同質化新疆維吾爾族，

建立了再教育營，對他們實

行不當的酷刑、監禁及強迫

失蹤等違反人權的手段



後續行動—結合SGDs議題



納斯馬的案例，讓我們知

道能夠透過寫信馬拉松去

改變當地政府的判決，也

希望未來當地不靠寫信馬

拉松的聲援，也可以實現

兩性平權，賦予婦女權利

性別平權優質教育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寫信馬拉松每年都會有不

同的案件，也代表著世界

依然有許多不符合公平正

義的事情發生。當事件發

生，我們思考其背後問題

所在時，也成為終生學習

的一種

寫信馬拉松是由國際特赦

組織所組成，而他們的宗

旨就是希望全人類都能受

到公平的待遇，透過大眾

的力量，促進和平且多元

的社會



後續行動—協助辦理寫信馬拉松

保障人權及伸張正義
需要持續地關注行動
因此
我加入國際特赦組織
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在捍衛人權的路上持續前行…



後續行動—兌現期許，擴大參與

在二年級的活動結束時，我曾給自

己一個期許：希望未來也能持續參

與並擴大推廣規模

所以在12月10日、也就是國際人

權日當天下午，我們一起前往夢時

代，向陌生人募集明信片

即使有不少人拒絕了我們的邀請，

但也有許多人願意停下腳步、加入

我們



後續行動—傳承理念，延續薪火

而身為「前輩」的我們，也抽空到

高一學弟妹的課堂中、分享我們的

經驗，不只希望我們自己能感動他

們，更希望學弟妹們能延續我們的

精神，帶領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個人的力量真的很小很小，但如

果我們願意為了相同的目標而凝聚

那我們的影響力就能變的強大



https://www.amnesty.tw/news/3588• 【2020寫信馬拉松】報名開始：

• 平凡女性也能改變世界！…：

• 寫信馬拉松|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 國際人權公約概要：

•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on Twitter：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1025/

https://www.amnesty.tw/take-action/writeforrights/2021

https://www.humanrights.moj.gov.tw/media/12747/6492004141450b

4b94.pdf?mediaDL=true

https://www.amnesty.tw/news/3597

https://twitter.com/amnestytw/status/1409700777635975175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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