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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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Ute Scholz 之實地參訪

2022 年 10月/11月

童婚是違反人權最極致的形式之一。
全球有21% 的女孩在兒童階段就被迫結婚，這全然剝奪了他們的童年生活以及接受教
育的權利。

國際崇她自2014年開始大力推動終止童婚惡習，並自2018年起與聯合國UN
FPA UNICEF USA 攜手執行 「遏止童婚全球計畫」。

UNFPA 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UNICEF USA 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基金，其為一非營利單位

國際崇她會長 Ute Scholz 於2022 年 10月/11月間親訪此計畫在印度的執行地點， 而此
份報導是他的行腳紀錄，讓崇她人以及所有支持國際崇她婦女基金會的朋友能獲得第
一手的資訊，了解各位的捐款所帶來的成效及影響。

資料來源: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遏止童婚全球計畫」文件及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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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PA-UNICEF  
遏止童婚全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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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2016 – 2019

崇她參與

2018-2020

第一階段

2016 – 2019

崇她參與

2018-2020

第二階段

2020 – 2023

崇她持續參與

2020 – 2022
2022 – 2024

第二階段

2020 – 2023

崇她持續參與

2020 – 2022
2022 – 2024

第三階段

2024 – 2030

待決定

第三階段

2024 – 2030

待決定

國際崇她自2014年起推動終結童婚行動，並於2014-2018年間投入200萬美金在尼日
共和國推動延遲童婚計畫。

在2018-2022年間，國際崇她提供了350萬美金給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及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所執行的 「遏止童婚全球計畫」。

國際崇她承諾在本雙年度 (2022-2024) 提供120 萬美金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基金
以支持其執行本計畫之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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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加拿大

義大利

荷蘭

挪威

英國 等國政府

歐盟的 Spotlight Initiative 聚光計畫

及國際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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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8 個贊助單位 = 指導委員會

此項全球計畫目前有8位贊助者，他們組成了指導委員會。這些贊助單位都會收到此
計畫的成果報告，並將決定第三階段(2024-2030年)的行動策略。

這8個贊助單位是:
比利時
加拿大
義大利

荷蘭
挪威

英國 等國政府
歐盟 - 透過聚光計畫 ，以及
國際崇她

截至目前為止，國際崇她是這終結童婚計畫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民間贊助團體。 這是
我們的榮耀，而這也彰顯了崇她在提升全球婦女權益及致力賦權女性方面廣泛的服務
及傲人的成效。

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國際崇她即和此世界組織的機構保持密切聯繫，而崇她也
是第一個被聯合國邀請為合作夥伴的非政府組織 (NGOs) 之一 。

指導委員會成員在印度實地參訪時留下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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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重點 訓練少女在童婚盛行的這12個國家內
成為改變的主要驅動者:

孟加拉
布吉納法索
衣索匹亞
迦納
印度
莫三比克
尼泊爾
尼日
獅子山共和國
烏干達
葉門
尚比亞

本計畫的重點是在以上列出的12 個國家內，訓練年輕女孩成為改變的主要驅動者。

在這幾個童婚盛行的國家，其政府也同意與聯合國相關單位及非政府組織攜手合作來
遏止這習俗，為國家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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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一個色彩繽紛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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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有28 邦, 9 個聯邦屬地

快速成長的經濟

多元的文化語言

首先，讓我們感受一下位於次大陸的這個國家:

印度是一個色彩繽紛的國度。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分為28個邦和9個聯邦屬地。
它的經濟成長迅速， 有著多元的文化及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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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一個多元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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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種官方語言; 印地語最普遍使用
(44%)
城鄉差距極遽

2,000 多個族群

多樣的種姓和原住民村落

80% 印度教徒，15% 回教徒，
2.3% 基督徒，以及許多其他宗教信
仰

印度是極多元化的國家。

印度有 22 種官方語言，有44%的人口說印地語 (Hindi)，這是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國內的城鄉差距極遽。

印度有 2,000多個階級制度極為不同的種族以及原住民族群。

有80%的人口為印度教徒，有15%信仰回教。但這10年來印度教徒的人數減少而信回
教的人口攀升。印度是一個有著最多回教人口的非回教國家。

信仰基督教的人佔2.3%，為印度境內第三大信仰。另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宗教信仰 - 例
如錫克教，佛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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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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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13.8億，居全球第二

佔有世界上1/6 的人口

最多的青少年人口: 1/5 的人口
介於10-19 歲之間

平均年齡: 28.7 歲

印度人口眾多:

印度的人口 (13.8 億) 僅次於中國， 排名世界第二。

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住在這裡。

在印度，10-19歲的青少年人數為全球之冠， 約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而也就是這年齡層的兒童生活在童婚的陰影下。

印度人的平均壽命是 28.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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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憲法: 

保障所有婦女得以接受教育、學
習運動、從事媒體、選擇工作、
和研究科學及技術等權利並保障
同工同酬

有廣泛的法規和司法規範保護婦
女及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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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婦女

印度婦女的地位隨著歷史發展而變遷起伏。

現今印度的憲法保障所有的女性平等且機會均等，沒有歧視。

憲法保障女性得以接受教育、學習運動、從事媒體、選擇工作、研究科學和技術的權
利，並保障同工同酬。

印度制訂有廣泛的法條和司法規範來保護婦女及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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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根據倫敦湯森路透基
金會2018年發佈的報
導，對婦女來說，印
度是世界上最危險的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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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婦女

然而外界常說，對婦女來講，印度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

例如
總部位於倫敦的 湯森路透基金會( Thomson-Reuters Foundation) 在2018 就曾以基本人
權及婦女權益的角度這樣陳述。顯然在律法執行及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之間，存有極
大落差，尤其在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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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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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決定於家族關係

有階級的父權制度

法定結婚年齡:
女性: 21 歲
男性: 18 歲

婚後新娘搬去夫家

大部分的婚姻是安排的

新娘家提供嫁妝

印度婦女的地位和家族的關係緊密相連。

在印度，家族是極其重要的一環，而在大部分地區，家族以專制和父系制度代代相傳:
長輩對年輕的一代極具權威，而男性權威高於女性。

女子的法定結婚年齡是21 歲，而男子是18歲。這也許令人詫異，印度的法定年齡要
比大多數國家要高。目前他們甚至於在討論提高男子的法定結婚年齡到 21 歲。

一般婚後新娘會搬去和夫家同住。

大部分的婚姻都是安排好的; 雙方家人都在自己的階級和族群內尋找適合的對象。

新娘的家庭必須提供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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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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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婚數世界最高

約 1/3 的婚姻是童婚

目前15-19歲的青少年中, 16% 
的女孩、15%的男孩已婚

印度的童婚數居世界之冠 - 童婚指未達法定年齡的婚姻

在 印度，三分之一的婚姻屬童婚。

目前15到19歲之間的女孩有 16% 已婚，同年齡層的男孩有 15% 已婚。

11



印度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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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妝問題造成極高的隱藏性犯罪行為

然而:

官方資料顯示偏低的離婚率

嫁妝的習俗對婦女及女孩造成極高的隱藏性犯罪行為。雖然數十年前印度就立法反對
陪嫁，但這法律規範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效力。

陪嫁是結婚的必要條件 – 這指女方送給新郎及其家人的家用品，現金或是其它
財物。這些嫁妝將新娘和新郎在經濟及社交生活上連繫在一起。

有時男方會以嫁妝之名來威脅女方，或將新娘視為人質以圖索取更多的財物。 嫁妝
問題導致暴力行為，也牽涉詐騙、殘暴甚至迫使新娘自殺。尤其在印度北方和東部，
因嫁妝引起的謀殺更令新娘自危。

然而，印度1%的離婚率是世界最低之一。這也可能顯示印度的婦女在經濟方面較難
獨立而被迫困在一個沒有感情或甚至於充滿暴力的婚姻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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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經濟壓力來自於:

貧困

饑餓

古老的傳統習俗

文盲

嫁妝制度

13

遏止印度童婚「重要的驅動者」

貧窮、飢餓、古老的傳統習俗、文盲和嫁妝所導致的社經壓力是助長童婚的主要因素。

實地參訪的成員有機會和年輕的女孩聊到他們的經歷。
那些女孩普遍的說法是，他們的父親過世後 – 大多因為感染了新冠病毒，母親就得單
獨辛苦的養活孩子們。把女孩送入童婚是母親和他的其他兒女活命方式。

有些女孩是孤兒。他們說，結婚後進入新的家庭讓他們能脫離孤單。

處於這些情況的女孩們都墜入童婚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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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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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4200萬

鄉村 (83%)

極多的部落 (原住民) 及種姓人
口 (排名第三)

易受風暴、 水災和乾旱的的影
響

遏止童全球計畫的委員造訪了位於 Bhubanehwar，這裡是奧迪沙邦的首府。
奧迪沙邦約有4200萬，是印度第八大邦。

奧迪沙邦的人口大多分布農村: 83%的人住在鄉下，只有13%在城區。

奧迪沙邦有著印度排名第三大的部落(原住民)和種姓人口:
23%的人口屬表列部落，17%為表列種姓，加起來共佔40%。這些民眾通常最受社經
變動的影響。有13個特別弱勢的部落分布在奧迪沙邦。

奧迪沙邦的沿海地區長遭暴風和水患的威脅。在西部的11個縣則常受乾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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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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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69.5% 的女性
84.6% 的男性

能讀能寫

文盲是導致童婚的一項主因，這也是女孩們輟學的後果。

在奧迪沙邦，84.6% 的男性能讀能寫，但只有69.5%的女性能讀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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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沙邦的婦女及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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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33% 的女性和 38.6% 的
男性曾註冊上10年級制的學校

每1,000名男孩相對於894女孩

特別照護病房接受較少女嬰

貧血的問題

只有 2%的人喜歡生更多的女兒

, 而有13% 偏愛兒子

在奧迪沙邦，只有33%的女性和38.6%的男性曾登記去上有10個年級的學校， 但22%的
女孩在中學時就輟學。

男孩女孩的出生比率也有著驚人的差異 –894名女寶寶相對於1,000 個男寶寶。這顯示
女孩的地位較低。

奧迪沙邦的新生兒/嬰兒死亡率居全國之冠 (每1,000名新生兒有32名死亡)， 而城鄉的
差距更遽。

性別不平等待遇也令人關注 – 尤其是一般新生兒的特殊護理病房只收極少數的女嬰。

許多女孩和懷孕婦女因貧血而導致許多女性和嬰兒的死亡，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資料顯示奧迪沙邦的民眾普遍重男輕女。只有2%的人希望多生女孩，而13%偏愛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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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沙邦的婦女和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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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少女懷孕的次數自2005年以來
幾乎減少了一半

童婚數從1995降了至少一半 –
現今女孩童婚數為20.5%, 男孩
13.3%

然而在奧迪沙邦，童婚和少女懷孕的情況都有了改善。

從2005/6到2015/16的十年間，少女懷孕的次數降低了一半，而近五年的情況平穩。

兒童新娘的人數則從1995年的45.5%降到現今的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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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迪沙邦的根賈姆縣
(Ganjam)受熱烈歡迎

我們實地參訪團一行從首府Bhubaneshwar 來到位於鄉間的根賈姆縣( Ganjam)，就是用
紅色標出的地方。

村民們穿著慶典服裝，用歌舞來歡迎訪客。

(左方影片裡看到的是他們以韻律十足的音樂來迎賓)

訪客們被請到一處社區的活動中心來和青少年及村民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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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行動計畫

目標: 2030前宣布本邦為無童婚地區

方式: 與下列合作加強賦權青少年:

政府所有單位

民間團體

部落和村落

家庭及學校

UNFPA-UNICEF
遏止童婚全球計畫

19

遏止童婚策略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UNICEF)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FPA)在2019年與奧迪沙邦政府共
同擬定跨部門的「遏止童婚策略行動計畫」，目標在2030 前完全消弭童婚。

他們如何達到這目標呢?

這就需要政府各相關部會、縣、部落、村落、民間團體、家庭和學校的共同努力，並
與推動全球計畫的這兩個聯合國基金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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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KA – 「每個女孩都獨特」

20

同儕女領袖 Girls as Peer Leaders 
(Sakhi Sahelis)

帶領女孩團體

生活技能訓練

傳達有關童婚、童工、兒童販

運及兒童性侵的資訊

設置同儕領袖WhatsApp—彼此

聯絡、 提高孩童的聲音、傳遞

訊息

這計畫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ADVIKA – 每個女孩都獨特」。這是在2020年十月
11日國際女孩日開始，與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推動的行動。此
一行動逐步擴展到全邦，由聯合國機構在當地的夥伴 - ActionPlan - 推動執行。他們和
社區及當地行政部門緊密合作。

ADVIKA行動計畫在於向青少男少女宣導有關兒童權益、兩性知識、性及生育衛生、
兒童保護、營養健康等知識。在這照片內，你可以看到青少年分享他們的看法也報告
他們參與行動計畫的心得。

他們選出了同儕女領袖 -當地稱為「Sakhi Sahelis」- 並加以訓練。學員們學習生活技
能以及有關童婚、童工、兒童販運、兒童性侵方面的重要資訊。

在COVID流行期間，女領袖們藉由WhatsApp 群組來互動。他們提醒女孩們遇到特別
狀況時一定要向外發聲。

右上方是ADVIKA 的標誌，處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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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ADVIKA的男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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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接受與以下相關的教育:

生育衛生

童婚

兒童權益

熱線: Child Helpline

ADVIKA app

ADVIKA行動計畫也訓練男孩。
對他們施以有關生育衛生，童婚，兒童權益等方面的教育。

照片中披著黃布條的男孩正在推廣「兒童救援熱線」– 這是專為遭困境和危險的孩
童設立的專線。

這男孩很勇敢的討論童婚的問題，並向訪客說明童婚如何戕害男孩女孩，也談到他參
加服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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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KA app 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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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女孩數位學習平台

專門設計的課程教導數位技能及就業
能力

財經知識

1/3 的青少年擁有自己的手機

學校和部落服務中心提供手機

此外，ADVIKA行動也和IT夥伴合作，以數位方式來指導青少年。他們打造輔助學習
平台來提供特別設計的有關數位技能、就業能力、和財務知識的課程。

在印度手機使用非常普遍，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擁有自己的手機。如果學習一方沒有
手機，可借用學校或社區辦公室的電訊系統來連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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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KA 學員訓練

23

小小年紀就可以開始接受ADVIKA訓練。在圖片中，老師拿著一個有 ADVIKA 標誌的
盒子。
孩子們可以當它是一盛裝痛苦的盒子，或經由它來分享心情。

左邊這位年輕女孩回述他是如何的逃出了童婚。現在他勤練跆拳道也參加比賽。他想
將來當警察來保護其他的女孩。

在奧迪沙邦，ADVIKA 連結了有100萬名少年男女，告知孩子們他們的權益並傳遞
ADVIKA的重要訊息 - 包括每周六的青少年活動。

23



Nirbhaya Kadhi – 無畏的青少年

24

村落委員會提升認知、追蹤弱勢
青少年、支持社工

提供訓練給相關人士、 村內成人
及傳統領導者

表揚 「反童婚領袖」

推廣行動-例如團體承諾

村落內都設有委員會來推動民眾對童婚的認知、追蹤弱勢青少年、並支持第一線的工
作者。
每一個周六都訂為「Nirbhaya Kadhi Day」也就是「無畏領導日」。 在這一天，各級的
委員會負責鼓勵其轄區的少女參與活動並和參與者互動。他們也固定辦理討論會來確
保這計畫的持續性。

領導日的活動包括作文比賽、辯論、圖畫比賽、以及認知接力。活動開始之前，學生
們都得宣誓。

無畏的領導人活動中也鼓勵學生做出集體承諾。

參與宣誓的有中小學學生、婦女自救團體成員、接生護士、以及其他醫療單位的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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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的青少年

25

成功的避免自己淪入童婚的少年和少女被尊為「對抗童婚領袖」。他們也參加討論來
分享自己的故事。

此外，在縣的層級設有常態的傳統領袖論壇，以確保這些年輕領袖能推動遏止童婚的
同時也賦權青少年。

訪客有機會和這些無畏的領袖們談話，也傾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逃
避了童婚。

這些孩子們證明了，他們接受的生活技能的確發揮了功效、幫助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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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弱勢青少年

26

提供獎學金給部落及種姓族群
的女孩

訓練能力並教導他們成為社區
的「改變動力」

提供生活技能訓練

提供弱勢青少年友善的點字學
習工具、有關策略的書籍、以
及影片資料

如何賦權予奧迪沙邦的弱勢少年少女?

屬表列部落和表列種姓約100萬名少女曾獲得獎學金來持續接受教育。

部落少女接受指導訓練成為「改變的動力」，在他們的地區來推廣生活和事業的提升。

為了協助身心障礙的少男少女獲得有關性及生育健康及相關權益的資訊，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研發了一套方便使用的學習工具和訓練材料、點字工具、有關策略的書籍、和
附有手語說明的影片及字幕、以及其他溝通的資料來分發給特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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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日

27

一月、四月、 七月、 十月的第
14日

縣和村級的兒童保護委員會召
開會議

討論與兒童相關的議題、強化
兒童保護措施以及執行的方案

青少年領袖也參與來分享他們
的問題

一月、四月 、七月、 十月的第14日是「兒童日」- “A Day for Children”。

在這一天，各縣和村裡的兒童保護委員會都會召開會議。大家會檢討與兒童相關的議
題、以及如何加強兒童保護措施和計畫的執行。

青少年領袖被鼓勵來參加會議並討論他們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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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童婚村落

28

以下各方共同執行策略來消弭童婚並宣佈
他們的家園內已無童婚的存在:

部落和村落

成人、父母

學校

村領導人

部落領導人

青少年

動員社區和青少年來推動成為「無童婚村」的行動始於2019年。

這個計畫最先是由一個村落創始，他們的行動傳到了別處!

不久後許多村落起而效之，也宣佈了自己的家園已沒有童婚存在。奧迪沙邦認定這是
一套最有效的作法，也指示各縣採取類似行動並動員各社區主動創造一個對孩童有利
的環境 -尤其對女孩- 來達成終止童婚的目標。

在這張圖片裡，村裡的幹部和老師正在說明「無童婚村」的達成會給他們帶來甚麼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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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無童婚村落

成為「無童婚村」的宣言和佈告在街上到處可看到，上面還註有
# ‘SayNoToChildMarriage’

29



無童婚寺廟

30

宣佈為無童婚的寺廟也在外張貼者:

「未達法定年齡結婚要受懲罰。本
寺廟不接受違法婚姻」

同時，村內的寺廟也宣佈成為無童婚寺廟。
這真是極大的成功，因為通常婚禮都在寺廟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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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童婚寺廟

31

這幾位宗教領袖非常驕傲能支
持他們的村落終結了古老的童

婚習俗並轉向兒童保護。

訪客有機會和村內的宗教界領袖會談。他們很樂意付出心力，也為他們的寺廟遏止了
童婚而感到驕傲。

邁了這一大步後，將這古老的習俗轉化為對兒童保護的成功將指日可待。

31



32

無童婚村落及寺廟

在2020年1月3日, 根賈姆縣當局宣
佈根賈姆已成為無童婚的地區。

法務部命令: 禁止宗教處所舉辦童
婚。

如今有 1萬個村落已終結童婚。

在2022年 1月3日，根賈姆縣的政府終於宣布該縣已終結童婚。
此外，奧迪沙邦也通過的一項法令，在各宗教場所及機構張貼禁止童婚的告示。

現在所有寺廟都要求結婚前雙方必須提出年齡證明。

如今，有1萬個村莊已宣佈消除了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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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沙邦現況

33

10萬名有技能的同儕領袖

30萬名有技能的少男

社區訓練和改變措施提供予:
• 1,156,429 名女性

• 109,047 名男性

• 239,086 名少女

• 61,067 名少男

• 3,000 名傳統領導者

有10萬名女孩已被認可為具有技能的同儕領袖。

有30萬名男孩接受了ADVIKA 的訓練。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和它的夥伴 行動協助(Action Aid) 提供奧迪沙邦內15個縣政府技術
支援，藉以提升認知動力和能力培育來改變社會行為。

總括來說，如同這幻燈片上的數字所顯示，這項計畫已推廣給了許多婦女及男性，無
數的青少年少女，和,3000名傳統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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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沙邦現況

34

生活技能教育計畫在 1,157 所原住

民學校進行

155 所學校備有給特殊學生使用的

工具

30,343 名青少年獲得助學金進入高

等教育

100 萬名原住民及種姓少女獲頒獎

學金以持續就學

在1,157所原住民學校，約有15萬名女孩參與了生活技能教育計畫。

他們吸收知識、學習技能和健康的生活態度、以及如何面對困境，例如童婚和少女懷
孕。

有155所特殊學校提供特別的學習工具給有障礙的青少年。

有3萬多名少年男女獲現金贊助而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訓練。

約有100 萬來自表列部落和表列種姓部落的女孩獲得獎學金來持續接受教育。

34



心得

肯定

交流

問/答

35

與縣和邦的代表開會

參訪團和邦及縣層級的代表會談，聽取他們的心得並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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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德里政府: 
衛生及家庭福利部

回到了印度首府新德里，贊助單位的代表被邀請到印度的衛生及家庭福利部來分享他
們的參訪心得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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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斐然 – 感謝各方鼎力合作

37

童婚數下降

少女懷孕減少

2022 年一到八月: 奧迪沙邦防

阻了1,855 件童婚(相較於2019
年的 657件)

成功祕訣:

將終結童婚轉成為村落自己的議

題

參訪人員非常樂於看到在邦、縣和村各級所有相關單位所發揮的能量及參與。將青少
年納入計畫的執行更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也讓他們成為夥伴。這過程有助於孩子們成
長為有韌性、有自主性的大人。

在這裡我們看到這團隊正在慶祝 -

- 奧迪沙邦的童婚數字相較於過去數十年將會大幅度的降低
- 而且少女懷孕的數字有可能減半

在2022年一月至八月間，有1,855 件童婚被防止。相較於2019年的657件，這行動計劃
的確有極大成效，這要感謝各方的鼎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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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成功之道

38

從邦的層級設定目標推動綜合的

賦權方案

將方案融入村落本身的計畫來改

變傳統的習俗和行為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遏止童婚的行動從原本是邦層級的目標轉為村落自主的議題和策
略。村級的計畫也引入了多方的支持 - 例如青少年友善的醫院，同時也獲得來自邦政
府的獨立預算。

這些行動從邦的層級開始推廣，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他們在
各村的工作夥伴執行。村民將這納為自己的計畫，來共同終結這有害的習俗以永續保
護兒童的權益。

這項策略可能就是成功的關鍵 – 將古老的習俗轉變而能持續下去。

參訪團員非常佩服各方合作夥伴所展現出的遠見和發揮出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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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於新德里聯合國辦事處聽取簡報

這次實地參訪的最後一站是在新德里的聯合國辦事處 (UN House)，我們聽取了當地聯
合國人口基金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代表的計畫執行報告。

對所有的參與工作者來說，消弭全球童婚是極重要的目標。這是聯合國所訂在2030年
前應達成的17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之一。

這也就是這計畫的贊助者提供善款之目的。

國際崇她不同於其他贊助者的是，我們會員不僅慷慨捐款到國際崇她婦女基金會來支
持這項計畫。

全球的崇她人更是在各地宣導終結童婚，這不限於這計畫所涵蓋的12 個國家，只要
有崇她人的角落就有我們的聲音。因此，崇她更能深入參與也更有效的為本計畫付出。

在歐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亞洲，崇她人呼籲消弭童婚，並要求各界採取行動。
我們也見證了童婚不再被視為一項傳統習俗而被容忍，而被視為違反婦女及兒童權益
的真實議題。

攜手合作，我們崇她人能推動改變而為婦女和女孩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39

感謝各位對崇她的熱忱、推動的服務、付出的時間和提供的意見、以及大家對我們國
際崇她婦女基金會慷慨的捐贈。各位的奉獻讓我們得以提高崇她在全球各地的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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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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