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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政治參與被認為是國家政治發展和民主和諧的重要實踐標誌，而女性以

候選人或參選人的身份參與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人民議會的表現則是女性政

治參與程度高低的重要標誌。伊斯蘭大國埃及是中東國家中最早從法律上賦予女

性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讓女性進入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人民議會的國家之一。但該

國女性參政情況並不理想，橫向比較近三年來女性在議會中所占席位，埃及在阿

拉伯各國中排名第 12，在世界排名 100 名之後。本文試圖說明自埃及建立共和

國至今（1952 年-2015 年底），女性參與埃及最重要立法機構人民議會時存在的

女性代表比例低、參政具有階級性和女性在議會中舉步維艱的三個問題，深入分

析女性政治參與時面臨的宗教因素桎梏、父權傳統摯肘、多重社會因素制約、經

濟因素阻礙和政治因素羈絆五大困境，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思考，即從充分發

揮公共媒體的政治導向作用、從法律上強化女性參與選舉的權利和義務、充分保

障人民議會中女性配額制的持續實施和充分發揮女性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四

個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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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Egyptia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ts Causes 

 

LIAO JING* 

 

Abstract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symbol of a na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harmony, while women 

votes in parliament elections as well as female representatives in People’s Assembly 

are regarded as vital evaluation standards on judging the performance of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gypt, being a leading nation in the Arab world, is one of the 

first Middle East nations to allow all women to both vote and run for parliament, 

while grant them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as the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 However, it 

is not desirable to see Egyptia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because comparing 

with other nations in the field of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Egypt was 

ranked 12th among Arab nations and went beyond the top 10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ree problems of Egyptia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liament, which are low proportion of women members, class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or performance of women members. Also,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all the negative factors that prevent women from positive 

performance in the political actions, which represents in the fields of Islamic religion, 

traditional culture, multiple social restrains,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political 

complexity, meanwhile, four proposed solutions was giv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which are running public media to adhere to a right political 

direction, reinforcing the electoral obligation of women by law, using quota’s to 

increase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and producing effect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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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思考 

廖靜 

2015 年 12 月 2 日，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公佈了新一屆埃及人民議會的選

舉結果，得益於選舉法給予女性議員配額的優惠政策，共有 73 名女性議員從選

舉中產生，加上總統直接任命的 14 名女議員，埃及新一屆人民議會中女議員人

數達到 87 人，占總議席的 14.6%，創埃及歷史新高。1女性參與政治活動被認

為是衡量一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是國家民主和諧發展的實踐標誌。對於地

處中東，也是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埃及而言，它是中東國家中

最早從法律上賦予女性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讓女性進入國家最高立法機構人民

議會2的國家之一。但一直以來，埃及女性的政治參與狀況並不樂觀，在沒有女

性議席配額的情況下，人民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比例不超過 4%；在有配額的情況

下，也徘徊在 10%，不僅在世界排名位於 100 名之後，在阿拉伯國家中也是倒

數，與埃及這個阿拉伯民主大國身份極不相符。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埃及女性加入伊斯蘭極端組織的現實與女性政治參與度較低，正常

訴求無從表達有一定的關聯。本文試圖發現埃及女性政治參與中的問題，分析

其原因，提出筆者的思考。 

1 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 

1.1 女性議員在人民議會所占的比例低 

女性政治參與水準較低突出表現在女性當選人民議會議員的比例低。回顧

近 60 年來埃及人民議會組成可以發現，從縱向歷史發展來看，除了 2015 年塞

西(Abdel Fattah al-Sissi) 政府和薩達特(Anouar el-Sadate) 執政時期的 1979、

1984 年兩屆人民議會因選舉法特設給女性議員配額，而女性議員比例達到約

10%以外，其餘歷屆人民議會中的女性議員人數均不超過 15 名，所占比例不超

過 4%，介於 0.57%到 3.9%之間。1957 年女性議員 2 人，占 0.57%，1962 年 5

                                                 
1 “12 successful female candidates on individual seats out of 18”.Egyptian Center for Women’s Rights. 

Web. 6 Dec 2015. <http://ecwronline.org/?p=6693>. 
2 人民議會是埃及總統（及其政府）的立法機構，享有立法權、國家預算審批權和監督政府工

作等三大權利，是埃及政治制度中最具重要作用的機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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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 0.83%，1964 年 8 人，占 2.2%，1968 年 6 人3（ʿwạṭf ʿ bd al-rḥmn.2001 :709），

1979 年 35 人，占 9.7%，1984 年 37 人，占 8.9%，1987 年 18 人，占 3.9%，

1990 年 10 人，占 2.2%，1995 年 9 人，占 1.9%，2000 年 12 人，占 2.6%，2005

年 8 人，占 1.6%4，2012 年 11 人，占 2.2%5(Rfyqẗ slym ḥmwd. 1997:84-89)，2015

年 87 人，占 14.6%。 

從橫向阿拉伯各國之間的比較來看，儘管埃及是阿拉伯國家中最早從法律

上賦予女性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國家（1956 年），但與其它阿拉伯國家近年來

新近組建的議會相比，2012 年埃及過渡政府議會中的女性議席僅有 11 人，占

總人數 2.2%，在同期阿拉伯各國中排名第 12。其中阿爾及利亞比例最高，2012

年議會中女性議員比例達到 31.6%，其次是突尼斯，2014 年議會女性比例 31.3%，

接下來依次是 2015 年蘇丹 30.5%，2014 年伊拉克 26.5%，2013 年沙特 19.9%，

2011 年阿聯酋 17.5%，2011 年摩洛哥 17%，2014 年利比亞 16%，2015 年敘利

亞 12.4%，2013 年約旦 12%，2009 年黎巴嫩 3.1%。6 

1.2 女性議員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歷年來，參加議會競選的女性主要來自社會的中上層階級，通常來自如亞

歷山大、開羅等富裕的北部省市，具有一定家族背景和經濟實力，受過高等教

育，有經濟基礎。而來自上埃及的農村女性則因為受教育程度極其有限，很多

是文盲7，基本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外。埃及議會中最早的兩名女議員都來自大城

市，舒克萊夫人來自亞歷山大，此前一直在埃及女性聯合會從事社會福利工作；

                                                 
3  ʿwạṭf ʿbd  al-rḥmn. ạl-mmạrsẗ   ạl-syạsyẗ llmrạ̉ẗ ạl-arbyẗ  mṣr  nmwdẖjạ, mạỷẗ ʿạm ʿly̱ tḥryr ạl-

mrạ̉ẗ. slslẗ  ạ̉bḥạtẖ  ạl-mw̉tmrạt 1  ạl-jzʾ ạl-tẖạny ạl-mjls ạl-ạ̉ʿly ạl-tẖqạfẗ, 2001. 
4 Dr. ạ̉ḥmd  ạ̉bw  ạl-ḥsn  zrd. “ạl-mrạ̉ẗ  ạl-mṣryẗ fy  ʿydhạ  ...ạl-wạqʿ  wạl-mạ̉mwl”.   ạl-

hyỷẗ ạl-ʿạmẗ llạstʿlạmạt.  Web. 16 Mar 2017. < http://sis.gov.eg/section/810/4948?lang=ar>. 
5 Rfyqẗ   slym   ḥmwd.  Al-mrạ̉ẗ  ạl-mṣryẗ,  msẖklạt  ạl-ḥạḍr  wtḥdyạt ạl-mstqb 

l.  dạr ạl-ạ̉myn, 1997. 
6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eb.1 Jan  2017. < http://www.ipu.org/wmn-e/classi 

f.htm >. 
7 注: 時至今日，在 2015 年埃及議會選舉的選票上，每個候選人的姓名和昵稱後都加上了

該候選人的代表圖示，此舉很大程度上旨在幫助文盲辨識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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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拉•阿蒂亞來自開羅，在軍隊裡任婦女突擊隊長。8（伍慶玲 2004：103-104）

1995 年以黨派身份參選並獲勝的 5 名議員中的 3 名來自開羅，2名來自亞歷山

大。9(ʿwạṭf ʿbd al-rḥmn.  2001:723)與此同時，埃及總統直接任命女性議員時，

也將女性候選人的教育背景、文化素養、政治活動半徑和建言建策能力作為重

要考量標準10(ʿwạṭf ʿbd al-rḥmn.2001 :722)，而這些素養和能力無疑是中上層階

級的屬性。 

毫無疑問，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思維方式，中上層出身的女

議員難以切實反映下層女性的訴求，代表最廣泛女性的利益，反過來，她們也

難以獲得廣大下層女性的大力支持，從而影響她們的得票。因為對於貧窮階層

的女性來說，溫飽問題是首要問題，爭取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參與機會是次要問

題，至於中上層女性議員大力呼籲的提高女性的權利意識和社會角色意識則更

是可有可無奢侈品。 

1.3 女性議員在議會中舉步維艱 

基於埃及“父權制”國家的傳統，女性議員在人民議會中發揮的作用極其有

限，在主流議題上沒有充分的發言權，一直被擠兌在邊緣的角落。 

納賽爾統治時期，儘管每屆議會都有 2~8 人不等的女議員，但這些議員同

屬同一個執政黨，女性權利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薩達特實行多黨制後，儘管

女性議員分別屬於不同的政黨，可以代表不同的聲音，但缺乏統一的機制和機

構將她們團結起來，採取一致行動為女性同胞爭取合法利益。11(Sullivan, Earl L. 

1986：56) 若追溯這些年來女議員在人民議會中的表現可以發現，在女性權利

問題上，女議員們僅做成了一件事，即促成了關於埃及女性與外籍男子所生子

                                                 
8 伍慶玲著，《現代中東婦女問題》，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2004 年。 
9  ʿwạṭf ʿbd al-rḥmn. ạl-mmạrsẗ ạl-syạsyẗ llmrạ̉ẗ ạl-arbyẗ mṣr nmwdẖjạ, mạỷẗ ʿạm ʿly̱ tḥryr ạl-mrạ̉ẗ. slslẗ 

ạ̉bḥạtẖ ạl-mw̉tmrạt 1 ạl-jzʾ ạl-tẖạny ạl-mjls ạl-ạ̉ʿly ạl-tẖqạfẗ, 2001. 
10  Ibid . 
11 Sullivan, Earl L. Women in Egyptian Public Lif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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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國籍的修訂法案。修改後的法案規定，埃及女性與外籍配偶生育的子女可以

獲得埃及國籍，這幫助了數以千計同外籍男子結婚的埃及女性的子女取得埃及

國籍，過上正常生活。12(Tạmr mḥmwd rạjy. 2006：199) 

2 制約埃及女性議員政治參與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為，問題的背後總是有原因的存在，把握本質可以認

識現象，分析原因可以解決問題。針對埃及女性政治參與時出現的問題，筆者

認為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原因： 

2.1 宗教的桎梏 

埃及是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宗教經典是埃及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

埃及制定法律法規的重要理論依據。一直以來，反對女性參政的埃及政界、宗

教屆人士根據個人的政治意圖詮釋《古蘭經》和聖訓，以此為武器反對同台競

爭的女性對手，獲得宗教極端人士的支持。 

例如，反對女性參政人士援引《古蘭經》中“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

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賢淑的女子是服從的。”（婦女章：34 節），表示有效

地行使政治權利需要擔任一定的政治職位，而許多政治職位是婦女無法勝任的，

因此女性不應該涉足政治領域。又如，根據《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記載，先

知穆罕默德(Muḥammad) 曾經說過：“被一個女士統治的人民永遠不會成功” 13

（布哈裡輯錄 2001：5-59-709）。反對者由此提出，如果一個國家由女人擔任重

要職位，則這個國家永遠無法昌盛富強，更無法讓人民安居樂業，因為“女人在

智力上及信仰上比男人不足”14（布哈裡輯錄，“實錄全集”2001：1-6-301）。2005

年明尼亞省議會選舉時，來自埃及民族民主黨的婦女候選人菲伊宰˙鐸哈乃維

                                                 
12  Tạmr mḥmwd rạjy. Al-mrạ̉ẗ ạlmṣryẗ fy myzạn ạltnmyẗ, ạl-ạ̹sbạnyẗ ạl-mṣryẗ llktạb, 2006. 
13 康有璽譯。《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卷 5，第 59 本，第 709

條。 
14 康有璽譯。《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卷 1，第 6 本，第 3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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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za al-Ṭihnāwī) 就遭到了穆兄會的質疑，穆兄會候選人在其競選演講中以虔

誠穆斯林自居，宣稱投票給婦女是違背教義的，而投票給他們則遵從真主的意

志15。 

2.2 父權傳統的摯肘 

在埃及這個後父權制社會裡，“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不僅深入到本國

人民的價值觀中，還造成了女性的政治心理處於弱勢狀態。 

在埃及這個宗法至上的國度裡，人民大眾普遍認為，女性在身體素質、智

商水準和教育程度上都明顯遜於男性，她們不應該享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

更不應該以議員的身份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反對女性參政的人還指出，

無論西化、世俗化的思潮如何滲透到埃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東方永遠是東

方，人民的根本價值觀不會改變，如果埃及由女性來統治，則女性勢必將她們

特有的細膩、軟弱、好幻想等感性思維帶入理性的政治中，給國家帶來災難。 

長久以來，這樣的觀點在埃及民眾心中根深蒂固，在農村和南部更是有廣

闊的生存空間，甚至影響了女性群體的自我認知，客觀上造成了女性政治心理

的弱勢地位。在參政問題上，無論作為選民還是候選人，大多數的埃及女性更

願意推選男性來做她們的代表，因為她們認為男性較少受到社會的束縛，更能

自由的表達意願，為民服務。因此，大部分埃及女性既不願意參加投票，支持

同性候選人，也不奢望去參加競選，成為人民議會中的一員。即使如賈漢•薩達

特(Jihane el-Sadate) 這樣竭其一生致力於促使埃及婦女獲得政治發言權的女

性，在 1974 年競選曼努菲亞省人民議會的議員時也表示，“我不想競選人民議

會議員”（賈漢•薩達特，1995：312），表達了自己對終身搞政治，謀個有權勢的

職位毫無興趣。  

                                                 
15 dʿạʾ qrny. “brlmạn 2005-2010…nsạʾ ạl-ạntkẖạbạt wsṭ wysạr wạ̹kẖwạn”, Ahram. Web. 17 Oct 

2005. <http://www.ahram.org.eg/Archive/2005/10/17/BRLM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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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重社會因素的制約 

迥異的出生證明登記狀況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埃及選舉法規定，

所有在選民登記表上登記的埃及女性必須出具證明其身份的任何一份正式檔。

然而在埃及，尤其在偏遠的農村或上埃及，女性通常只有在結婚前才會去相關

部門補辦出生證明。據埃及婦女權力中心(ECWR) 2000 年在開羅達爾•色蘭區

(Dār as-Salām) 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在 100 戶家庭的 264 名女性中，有 37%

的婦女沒有身份證，22%的婦女沒有選民登記卡。16由此，許多沒有最基本出生

證明的埃及女性無法辦理和出具任何有效的官方證明，更不能拿到參加選舉必

須的選民登記卡，最終喪失了政治參與的機會。 

兵役制度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埃及實行義務兵役制，但女性沒有

這項義務，也沒有義務為這項男性特有的義務納稅。由此，許多人以此為理由

反對女性參與政治活動。此外，埃及人民議會歷來與軍隊關係密切，迄今為止

阿拉伯埃及共和國歷任的六位總統中有五位出自軍方，軍人一直是歷屆人民議

會當選議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議會中不可忽視的實權集團。穆巴拉克當政時

期，埃及學者對 1995 年選舉產生的人民議會議員進行抽樣調查，抽樣總數為

179 人，其中 9 名前警官，10 名前軍官17(Hala Mostafa. 1997：48-49)。由此，

既沒有服役，也沒有納稅的女性候選人不僅在議會選舉中無法得到軍隊勢力的

支援，甚至難以獲得他們的尊重，致使最終在競選中失敗。 

家庭支持的孱弱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埃及的穆斯林女性從來就不

是獨立於家庭的群體，未婚時，她們依仗父母、兄長，已婚後，她們順從丈夫。

她們無法獨立行事，沒有絕對的自由，一切都需得到家庭的同意。在埃及，大

部分家庭對女子直接參與議會選舉持中立或反對態度。如在 2005 年議會選舉

中，身為監督選舉程式的顧問穆斯塔法(Mustafa) 就被迫對自己妻子胡娃伊戴

                                                 
16  Resources: ạl-jhạz ạl-mrkzy lltʿbỷẗ ạl-ʿạmẗ wạl-ạ̹ḥṣạʾ. 
17  Hala Mostafa. Antkẖạb mjls ạlsẖʿb fy ʿạm fy ʿạm 1995 mṣr, mrkz ạl-drạsạt ạl-syạsyẗ wạl-ạstrạtyjyẗ 

ljrydẗ Ahram,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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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da) 的競選保持緘默18(Abu sẖʿysẖʿ Hassan. 2016)；許多婦女候選人在選舉

前數天迫於家庭壓力而宣佈退出，或在選舉開始後，無法堅持到最後而提前退

出。即使對於那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女性而言，她們的家庭也更多持保守的

中立態度。前總統夫人賈漢·薩達特在她的自傳《總統與我》中曾提到，10 月戰

爭後不久，當她為競選議員徵求丈夫、總統薩達特的意見時，安瓦爾說：“那也

是天命”。但是他還是告誡我說：“是否參加競選由你自己決定，賈漢，但是要

記住，你越是離家到外面工作，你受到的批評也將越多。”19（賈漢•薩達特 1995：

329） 

知識教育和政治培訓的缺失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教育是女性真正

獲得參與政治權利所必須知識和技能的一個重要途徑。然而，埃及女性受教育

程度普遍偏低，據埃及中央公眾動員與統計局(CAPMAS) 2014 年公佈的資料顯

示，年齡在 10 周歲以上的埃及女性文盲率為 33.1%，遠高於男性 17.8%。20近

10 年來，埃及 10 周歲以上女性文盲率為 27.3%，男性為 14.7%21。這種情況的

產生，是因為在獲得教育機會方面，婦女受到性別歧視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

許多山區的農村家庭，由於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在只能有選擇地給予孩子受

教育機會的情況下，把機會留給男孩是一般家庭的選擇。時至今日，在上埃及

和農村地區，許多村婦們因看不懂選舉時她們要投票選舉的那些候選人的名字，

只好用圖形，如太陽、獅子、棕樹來表示；許多婦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簽名時，只得按手印。不識字的女性不僅難以參加選舉過程本身，更無法認識

她們所擁有的這項投票權的意義和價值，自然也不會慎重投出手中寶貴的一票，

                                                 
18  Abu sẖʿysẖʿ Hassan.  mʿạljẗ qḍạyạ ḥqwq  ạl-ạ̹nsạn fy ạl-qnwạt  ạl-mṣryẗ ạl-ḥkwmyẗ wạl-kẖạṣẗ 

wtạ̉tẖyrhạ ʿ ly̱ ạtjạhạt ạlsẖbạb ạlmṣry̱ nḥwhạ, rsạlẗ mqdmẗ llḥṣwl ʿ ly̱ drjẗ ạl-dktwrạh fy jạmʿẗ ạlqạhrẗ, 

2016. 
19 周仲安、陳寅章 譯，賈漢•薩達特著，《總統與我——薩達特夫人自傳》，上海：上海譯文出

版社，1995。 
20 ạ̉ sẖ ạ̉. “ạl-ạ̹ḥṣạʾ: 17.2 mlywn nsmẗ ʿdd ạl-ạ̉myyn fy mṣr ʿạm 2014”. ALBAWABA. Web.07 Sep 2015. 

< http://www.albawabhnews.com/1486296>. 
21 ʿlạʾ Ahmad. “Al-ạ̹ḥṣạʾ: 21% nsbẗ ạl-ạ̉myẗ fy mṣr .. w46% mn ạl-ạ̉sr ldyhạ lạb twb .. w43% mtṣwln 

bạlạ̹ntrnt”. Ahram. Web. 11 July 2016. < http://gate.ahram.org.eg/News/11661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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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一些政客們有了可趁之機。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參加到政治

選舉中的女性候選人而言，她們大多沒有政治經驗，也無從獲得有組織、有針

對性的政治培訓。因為男性主導的女性機構僅滿足于向女性講授政治工作，提

高她們的參選意識和對選票重要性的認識，並沒有對她們進行具體的參加競選

的實踐培訓。 

選舉過程中暴力事件的發生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近些年來，議會

選舉中的暴力事件氾濫成災，幾乎遍及全國 26 個省。參與選舉的各種政治力量

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暴力。儘管政府一直鼓勵宣傳婦女投身選舉，參與政治，

加入到國家社會的改革大潮中，但是整體的社會環境卻並沒有給婦女一個寬鬆、

自由的政治環境。每當婦女參與選舉的時候，無論是選民還是候選人，她們總

是會為不可預計的災難而擔心，她們害怕會有人打她們，害怕會被抓去坐牢，

害怕在投票過程中被暴力事件誤傷。毫無疑問的是，東方社會的家庭觀不允許

婦女有“犯罪前科”，有過諸如監禁等的牢獄經歷。因此，不僅婦女會因擔心隨

時遭到暴力襲擊而不敢前往投票，大部分的埃及家庭也是不允許他們的女兒、

甚至是妻子、母親去“冒險”投票的。在 2005 年的一次埃及議會選舉中，埃及選

民在全國幾個地區同員警發生衝突，員警先後封鎖了投票站，並且拒絕讓民眾

投票，員警還向人群發射催淚彈和橡皮子彈。許多報導顯示，員警以及武裝暴

徒用棍棒、警棍和刀子毆打投票公民。當地的一個人權組織表示，此次選舉中，

被關閉的投票站有 300 多個。同時，參與這次投票的許多婦女也無故受到毆打

或監禁。在 2010 年選舉死亡 16 人22。而在最近一次 2015 年的選舉中，有的投

票站附近還發現了土制爆炸裝置23。 

 

                                                 
22  “ạl-tqryr ạl-nhạỷy lạntkẖạbạt mjls ạl-sẖʿb lʿạm 2010”. ạl-mrkz ạl-mṣry lḥqwq ạl-mrạ̉ẗ. Web. 26 Jan 

2011.<http://ecwronline.org/arabic/report -the -final -report -of- 2010-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3 劉水明、王雲松、韓曉明。<埃及：民眾對議會選舉熱情不高>。《人民網—國際頻道》，

2015.10.20 。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20/c1002-27720856.html （ 瀏 覽 日 期 ：

20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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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極端勢力的興起制約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自上世紀 70 年代後

期以來，在伊斯蘭極端勢力興起和大力鼓吹下，許多其它的埃及政黨也受到影

響，即便在聲明中支持女性參政、鼓勵女性加入人民議會，但在提交的候選人

名單終稿上卻鮮有女性代表出現。以穆兄會為代表的埃及伊斯蘭保守派直接要

求女性回歸家庭，反對女性與男性同台競選議會席位，甚至宣稱女性直接參與

政權違背了伊斯蘭教宗旨。2012 年，由穆兄會推舉的莫爾西總統領導的埃及過

渡政府議會中女性代表僅有 11 人，占總人數 2.2%，為歷年來較低值。不僅如

此，莫爾西政府還取消了 2010 年選舉修訂法案中給予女性候選人的 64 個席位

配額，僅要求每份候選人名單上有一名女性。 

2.4 經濟因素的阻礙 

高失業率阻礙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埃及就一直

沒有擺脫出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經濟轉型的陣痛，深受通貨膨脹、青年失業、嚴

重的貿易赤字、沉重的公共債務和時有發生的國內動亂的困擾。絕大多數的埃

及女性在經濟上處於困境，缺乏社會公共福利的保障，缺乏基本的醫療和教育，

就業機會少，失業人數持續增長。埃及中央公眾動員與統計局(CAPMAS) 公佈

的 2015 年埃及適齡人口（15-64 周歲）失業率為 12.8%24，其中女性占 24.9%；

2014 年為 13%，女性占 24%；2013 年 13.2%，女性占 24.2%25；而與此同時，

世界銀行公佈的埃及近三年來失業率則高達 25%以上26，大大超過經濟學家要

求的 4%-6%自然失業率標準。這直接導致埃及女性不得不為獲得基本的生存資

料而勞碌，也迫使她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參與那些無關生存的政治活動。許多女

                                                 
24  “ạl -ạ̹ḥṣạʾ:  12.8% ạ̹jmạly  mʿdl ạl -bṭạlẗfy mṣr kẖlạl 2015”. Tahrir. Web.  15 Nov 2015. <http://ww 

w.tahrirnews.com/ posts/336912>. 
25 ạ̉ sẖ ạ̉. “ạl-ạ̹ḥṣạʾ: 13.3% mʿdl ạl-bṭạlẗ fy mṣr kẖlạl ạl-rbʿ ạl-tẖạny mn ʿạm 2014”. Al-masry Al-youm. Web. 

16 Aug 2014. < http://www.almasryalyoum.com/news/details/502746>. 
26 “ m ʿdlạl   - bṭạlẗfymṣrytjạwz 25%”.  Al-jazeera. Web.  9  Mar 2014. 

<http://www.aljazeera.net/news/ebusiness/2014/3/8/%D9%5%D8%B9%D8%AF%D9%84-

%D8%A7%D9%84%D8%A8%D8%B7%D8%A7%D9%84%D8%A9-%D9%81%D9%8A-

%D9%85%D8%B5%D8%B1-%D9%8A%D8%AA%D8%AC%D8%A7%D9%88%D8%B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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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選舉箱前投票時，既不瞭解候選人的情況，也沒有興趣關心這些，他們中

許多人是去尋找工作的機會。 

昂貴的競選開支阻礙了埃及女性競選議員。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金錢在

歷屆議會選舉中的作用越來凸顯。許多候選人的競選開支都數倍於法律規定的

1500 埃磅參選標準，平均開支為 7 萬埃鎊，有的甚至高達 20-50 萬埃鎊。27(Amira 

ạlmʿạyrjy. 2010：132) 面對節節增長的競選開支，2015 年埃及最高選舉委員會

大幅提高標準，規定：以個人身份參選的候選人，二輪競選開支不超過 70 萬埃

鎊；以黨派候選人身份參選，人均開支不超過 23.3 萬埃鎊。28昂貴的競選開支

相當於普通埃及民眾 10~30 年收入。29面對如此龐大的開銷，許多有為的埃及

知識女性打起了退堂鼓。且通常情況下，參選女性募集到的金錢資助相對較少。

總體上，各政黨不願意推選女性，籌集給女性候選人的資金通常不足 5000 埃

鎊，就連最有能力支持女性候選人的埃及最大黨——民族民主黨，也一直在推

選女性候選人問題上不置可否，給予的支援也多以提供包括書寫標語牌的書法

家、即時追蹤競選情況的工程師等技術支援為主，少有為競選的金錢支出買單。 

2.5 政治因素的羈絆 

政黨內部的運行機制限制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首先，政黨內部推選議

員的標準就在各個層面上對女性的參政作為做了相當大程度的限制。其次，在

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各政黨大多拒絕提名女性，也不願意培訓女性幹部來推動

女性參與選舉。這是因為由男性主導的各政黨執著於傳統，認為女性參政只是

民主政治的點綴。近 20 年來，各黨派推舉的女性候選人數量有限，大大低於女

性獨立候選人。穆巴拉克領導時期的執政黨民族民主黨 1995 年推選了 7 人，

2000 年 11 人，2005 年 7 人，2010 年 69 人。埃及革命後 2012 年執政黨穆兄會

                                                 
27  Amira ạlmʿạyrjy. tmtẖyl ạl-mrạ̉ẗ fy ạl-mjạls  ạl-nyạbyẗ, drạsẗ nẓryẗ  mqạrnẗ. dạr ạlnhḍẗ ạlʿrbyẗ.2010. 
28 “ạ̉sỷlẗ sẖạỷʿẗ ʿn ạl-dʿạyẗ ạl-ạntkẖạbyẗ”.  ạlmwqʿ ạlrsmy lljnẗ ạlʿlyạ llạntkẖạbạt. Web.1 Jan 2015. 

<https://www.elections.eg/candidates/campaign-faq> .   
29  < 阿 拉 伯 埃 及 共 和 國 GDP 資 料 及 經 濟 發 展 狀 況 2015-2016 年 > 。《 世 界 經 濟 網 》。

http://www.shijiejingji.net/countries/aiji/（瀏覽日期：201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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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選了 13 人，2015 年議會選舉第一大黨自由埃及人黨僅推選了一名女性候選

人30。第二大黨華夫脫黨 1995 年 4 人，2000 年 8 人，2005 年 0 人，2010 年 23

人31，2015 年 9 人32。其它在野黨推選的女性候選人更是鮮有突破個位數。總體

來看，2005 年各黨派推選的女性候選人不及女性獨立候選人總數的 20%，2010

年占 60%33，2015 年占 26%34。再次，即使有些政黨在選舉名單中將女性候選

人列入其中，也是裝飾意義大於實際意義。35(mḍbṭẗ mjls ạl-sẖʿb. 1983：21) 因

為排在名單最末的女性候選人，很容易被政黨根據當年的資金和參選情況隨時

刪除，即使不被刪除也因排在末尾而被選民忽視。 

禁止女性結社和組建政黨的法律條文限制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早在

1956 年建國時，納賽爾總統就宣佈解散當時唯一的女性組織埃及婦女聯合會。

1977 年，薩達特頒布政黨法，在第 40 號法律中，規定任何女性活動都不得結

黨營私。2000 年第 90 號法律宣佈建立非政府組織埃及全國婦女委員會，但婦

女委員會的一切活動都應該嚴格遵循埃及的國家政策，在政府的框架內行事。

由此，女性組織變身為政府組織，埃及女性的利益必須服從當局的利益，活動

範圍也必須得到政府的默許。因此，儘管現代埃及婦女廣泛的參加了社會生活，

接受教育，參加工作，甚至在人民議會中擔任議員，在國家內閣中擔任領導工

作。但是她們仍被排斥在男性權力中心之外，許多情況下都被迫放棄了自己的

權益。 

繁複的參政手續限制了埃及女性的參政行為。根據埃及 1956 年選舉法第

73 號第 4 條規定，達到法定選舉年齡的婦女可以提出書面要求，將其名字列入

                                                 
30 “tqryr ḥạlẗ ạl-mrạ̉ẗ lʿạm 2015”, ạl-mrkz ạl-mṣry lḥqwq ạl-mrạ̉ẗ. Web. 17 Feb 201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sERZCDkJWYa1U4blZuMXJpTVU/view>. 
31  ạ̉mnyẗ ṭlạl. “mn  ydʿm ạlmrạ̉ẗ fy ạl-ạntkẖạbạt ạl-mqblẗ?”, Aswatmasriya. Web. 8 Jan 2015. <http:/ /www. 

aswatmasriya.com/news/details/18410>. 
32   “tqryr ḥạlẗ ạl-mrạ̉ẗ  lʿạm 2015”,  ạl-mrkz ạl-mṣry lḥqwq ạl-mrạ̉ẗ. Web. 17 Feb 2016. <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0BwsERZCDkJWYa1U4blZuMXJpTVU/view>.  
33 ạsrạʾ kạẓm  ṭʿmẗ. “ạlmrạ̉ẗ wạnt kẖạbạt mjls ạl-sẖʿb ạlmṣry 2010:qrạʾẗfy ntạỷj tṭbyq nẓạm ạlkwtạ”, 

middle east online. Web. 15 Dec 2010.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id=101737>. 
34  “tqryr ḥạlẗ ạl-mrạ̉ẗ lʿạm 2015”, ạl-mrkz ạl-mṣry lḥqwq ạl-mrạ̉ẗ. Web. 17 Feb 2016.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sERZCDkJWYa1U4blZuMXJpTVU/view>. 
35  Mḍbṭẗ mjls ạl-sẖʿb. ạljlsẗ 86 ạl-mnʿqdẗ fy tạrykẖ ạlywm 20 ywlyw ʿạm 1983. ṭbʿẗ mw̉qt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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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名冊。36(Tạmr mḥmwd rạjy. 2006：156) 而公民參加選舉，履行政治權利必

須同時出示選民登記卡和身份證，並在身份證上所顯示的固定住所所在的選區

內參加選舉。這樣的規定看似簡單合理，卻為婦女參與選舉設置了重重障礙。

一方面，沒有出身證明的婦女難以拿到選民登記卡。前文中已經提到，許多埃

及女性在出生時沒有辦理出生證明，她們必須返回出生地補辦出生證明，然後

才能辦理身份證和選民登記卡。這對那些從農村或上埃及地區到城市打工的女

性而言既費時又費錢，無疑從客觀上造成了這些女性無法拿到選民登記卡，更

無從享有政治投票和選舉權。另一方面，即使有身份證的婦女也難以參加選舉。

這是因為選舉法規定，選民必須到身份證上所示住所所在選區投票。由此，婚

後搬離原住地與丈夫同住的女性必須同時完成如下兩點才能在新居地行使投票

權。一是在有丈夫陪同的情況下去相關部門修改身份證上的住所；二是證明她

們在原居住地所在的選區有選舉權。若女性在原居住地所在選區有選舉權，則

她們必須向登記部門提交一份申請，要求將她們的名字從原居住地所在選區的

登記表上刪除去，並在新居所的選區選民登記表上錄入，登記部門在核實她們

的居所變更屬實後會予以辦理。而若女性沒有在原居住地選區的選民登記表上

登記，情況就更為麻煩，她們必須首先向登記部門提交申請，要求補辦登記，

把她們的名字列入原選區選民登記表上；然後再提交申請，證明居住地已更改，

要求把她們的名字轉移到新選民的選民登記表上。37（Amira ạlmʿạyrjy. 2010：

127-128）這樣繁複的程式給大量女性參與選舉帶來巨大困難，1975 年，女性選

民僅占總人數的 16%，1986 年略升至 18%。近年來，埃及政府和學者都關注了

這一問題，政府也在部分地區逐步推行改革，將參加選舉的條件改為只需持有

身份證，無需另外登記，38(Tạmr mḥmwd rạjy. 2006：143) 並取得了一定成效。

2000 年女性選民比例提升到 35%，2005 年達到 38.4%39，此後逐年持續增長，

                                                 
, 2006.bạllkt ẗryṣm-lạ ẗnyạsbạ̹-lạ, ẗltnmyạn ạfy myz ẗryṣlmạ ạ̉ẗmr-Al. jyạr mwdḥmmr ạT 36 

37 Amira ạlmʿạyrjy. tmtẖyl ạl-mrạ̉ẗ fy ạl-mjạls ạl-nyạbyẗ, drạsẗ nẓryẗ mqạrnẗ. dạr ạlnhḍẗ ạlʿrbyẗ. 2010. 
38  Tạmr mḥmwd rạjy. Al-mrạ̉ẗ ạlmṣryẗ fy myzạn ạltnmyẗ, ạl-ạ̹sbạnyẗ ạl-mṣryẗ llktạb, 2006. 
39  mṭbwʿạt ạl-mntdy̱  ạl-fkry ạl-tẖạny llmjls ạlqwmy  llmrạ̉ẗ ḥwl ạl-msẖạrkẗ  ạl-syạsyẗ 20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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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為 40%40，2015 年是 45%41。政策修訂前後女性登記選民數量的顯著變

化充分證明瞭埃及原有的選民登記制度嚴重妨礙了女性參政。 

3 提高埃及女性政治參與的對策思考 

加快女性政治參與的步伐，提高女性參政、議政的深度和廣度是現代民主

國家的客觀要求和發展趨勢。面對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這些情況、問題及

其原因，幫助她們走出困境，促進她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和有序化，需要從以

下四個方面著手： 

3.1 充分發揮公共媒體的政治導向作用 

公共媒體對社會主流輿論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領作用，解讀伊斯蘭經典則對

埃及政治導向具有舉重輕重的指導作用。通過在廣電媒體上開設有利於女性參

政的經學堂，在紙質媒體上發表溫和派宗教學者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組織由

學者和民眾廣泛參與的對話和討論，埃及政府可以有效回應宗教保守勢力強調

真主不喜歡女性參政的誤導，推行溫和的宗教經典闡釋。 

例如，埃及著名宗教學者穆罕默德對《古蘭經》中女性問題的解釋有獨到

見解，他的思想在埃及影響深遠。這突出表現在他對“一家之主”的看法。反對

女性參政的人們常以“男人是維護婦女的，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又因

為他們所費的財產。······賢淑的女子是服從的”（婦女章：34 節）的論述為武器，

而穆罕默德認為，“維護”局限在家庭內，男人是維護家庭的，他們是家庭的主

人，承擔家庭的更多責任。而且，只有當妻子不履行性義務時，男人才應該以

                                                 
wzạrẗ ạl-dạkẖlyẗ - mrkz ạlmʿlwmạt, 2005. 

40  Dr. ysry ạlʿzbạwy. “mn Gamal Abdel Nasser ạ̹ly̱ Mohamed Morsi ạl-mrạ̉ẗ fy ạlmjạls ạlmntkẖbẗ”.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 Studies. Web. 19 Dec 2013. < http://www.acrseg.org/2271/bcrawl>.  
41 Dr. ʿạdl ʿạmr. “nsẖạṭ ạl-mrạ̉ẗ syạsyạ mn kẖlạl ạl-ạ̉ḥzạb wạl-mnẓmạt”. almesryoon. Web. 9 Oct 

2015.<http://almesryoon.com/%D9%88%D8%AC%D9%87%D8%A9-

%D9%86%D8%B8%D8%B1/636053-%D9%86%D8%B4%D8%A7%D8%B7-

%D8%A7%D9%84%D9%85%D8%B1%D8%A3%D8%A9-

%D8%B3%D9%8A%D8%A7%D8%B3%D9%8A%D8%A7%D9%8B-%D9%85%D9%86-

%D8%AE%D9%84%D8%A7%D9%84-

%D8%A7%D9%84%D8%A3%D8%AD%D8%B2%D8%A7%D8%A8-

%D9%88%D8%A7%D9%84%D9%85%D9%86%D8%B8%D9%85%D8%A7%D8%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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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為名教育妻子，甚至允許宗教員警介入。針對《古蘭經》關於“她們應

享合理的權利，也應享合理的義務；男人的權利，比她們高一級。真主是萬能

的，是至睿的”（黃牛章：228 節）的說法，穆罕默德認為，高一級並不是指男

人比女人優越，更接近天堂，高一級也是針對家庭的，對家庭的“維護”，男人

要比女人高一級，因為家庭就如同一個小社會，也需要妥善的管理和領導，而

男人承擔家庭責任，支付開支，相對於女性，他們更適於擔任這個領導。42(Tạmr 

mḥmwd rạjy. 2006：143) 

3.2 從法律上強化女性參與選舉的權利和義務 

權利和義務歷來是雙生體，相輔相成。埃及政府在努力提高女性政治參與

權利的同時還應該從法律法規上強化女性的選舉義務，對拒不履行此項義務的

人予以重罰。 

首先，國家權力機構應當真正明確公民選舉義務的作用。它不應該停留在

認識選舉本身的階段，即僅認為選舉是選民的權利，選民有權決定是否行使他

們的權利；它應該過渡到另一個更高級的階段，即認為選舉是每一個公民的責

任和義務，他們必須完全行使這個權利。同時還應該讓所有的埃及公民都深刻

認識到參與議會選舉投票是他們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應完全的切實履行。 

其次，法律應當更確切地、更實效地規定公民的選舉義務。儘管埃及法律

早就明文規定每個埃及公民都有投票的義務，並在 1956 年第 70 號法律第 40 款

規定對不履行投票義務的公民給予不超過每人 100 埃鎊的罰金，2015 年罰金數

字漲到了 500 埃鎊。但民眾歷年來對選舉的熱情不高，2015 年兩輪選舉後總投

票率僅為 28.3%。43（馬岩 2015）這其中有公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

因為政府往往疏於及時有效的更改選區選舉名單上符合條件的選民，讓許多人

有機可乘。 

                                                 
42  Tạmr mḥmwd rạjy. Al-mrạ̉ẗ ạlmṣryẗ fy myzạn ạltnmyẗ, ạl-ạ̹sbạnyẗ ạl-mṣryẗ llktạb, 2006. 
43 馬岩。<埃及議會選舉總投票率為 28.3%>。《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 

m/fortune/2015-12/05/c_128500750.htm>. （瀏覽日期：2016.6.11） 



當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思考 39 
 

 

 

再次，法律可以完善對拒絕履行選舉義務行為的處罰機制。對未參與選舉

的選民處以懲罰的任務，是由內政部官員的責任，這是一項費時、費錢的辛苦

而浩大的漫長工程。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收集資訊，更新符合選

舉條件的選民名單，並跟蹤、監督這些人適時有效而安全地參與選舉；對拒不

履行政治義務的公民處以懲罰。內政部應委派專人實施懲罰工作，對違法者進

行暫時關押或罰款，並保證做這項工作的官員秉公執法，不以公謀私，公報私

仇，更不能被別有用心的候選人所利用，幫助他們贏得更多的選票。還有學者

建議，提高罰款的限額可以促進埃及公民參與到管理國家的公共事務中，並以

此讓埃及婦女意識到政府對切實提高她們參政權利的決心和態度。 

最後，加強對選舉過程的監督和管理。最高選舉委員會(HEC) 可以仿效埃

及地鐵專設女式車廂的成功案例，特設女性投票專場，並在候選名單上附上候

選人的照片或性別標誌，因為有時僅憑姓名無法辨認性別，會讓別有用心者利

用女性配額張冠李戴。此外，內政部應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監督和管理官員

們完成並完善每個選區的選舉名單並幫助官員促使廣大選民參與選舉投票。同

時，機構下設獨立的法律機構，每個選區內的選民登記，選民投票都必須在法

官的全程監督下進行。事實上，這一措施在 2000 年選舉時就已經首次賦予實

踐，但尚需進一步完善。另外，一些埃及學者也提出簡化參選條件，年滿 18 歲

的埃及青年不再限定每年的某個月到相關部門登記，而把此期限延長到 3 個月

44(Tạmr mḥmwd rạjy. 2006：186)，給予公民充分的準備時間。而公民在參加投

票的時候，也不再需要同時持有身份證和選舉證，公民是否具有參選資格以其

是否名列於選舉名單上為准，在場投票時只需手持身份證即可，如此可以節省

大量的人力、物力，避免重複操作。 

 

 

                                                 
44 Tạmr mḥmwd rạjy. Al-mrạ̉ẗ ạlmṣryẗ fy myzạn ạltnmyẗ, ạl-ạ̹sbạnyẗ ạl-mṣryẗ llktạb,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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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充分保障人民議會中女性配額制的持續實施 

因為前文所述的各種原因，女性的參政實力和參政經驗遠不及男性，為切

實幫助女性更公平、更迅速地參與到議會工作，在爭取女性利益問題上有發言

權，埃及選舉法堅持貫徹人民議會中女性人數的配額制，由此保證女性議員比

例與女性占總人口比例的相稱。 

實踐證明，在實行配額制的 1979 年議會，女性席位 35 人，占 9.7%，1984

年 37 人，占 8.9%，2015 年 87 人，占 14.6%。除此以外，其它幾屆議會中女性

代表的數量都極其有限，介於 0.57%到 3.9%之間。不僅如此，在 1979 年頒佈

比例配額制後，全國政府部門工作的女性增長 5 倍，女性從事農村政治的人數

從 7 名增加到 30 多名。45（賈漢•薩達特 1995：37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阿拉伯革命後，包括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在內的多個北非阿拉伯國家

都高度重視女性賦權，並在法律條文上明確規定給予女性一半議會議席，不僅

實質性提高了議會中女性議員比例，還在排名上居於阿拉伯國家前列。46 

當然，從法律上給予女性議席配額制的做法應當是女性參政初期的一個鼓

勵性的過渡政策，它能激發女性的參政願望和信心，讓女性參政儘快走向正軌，

待她們精通政治藝術，瞭解政治鬥爭經驗，懂得如何在政治競技場上角逐，再

取消配額制，讓她們和男性一起“公平、公正”的參與政治選舉。 

3.4 充分發揮女性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 

1990 年埃及官方認可設立的民間組織——國家婦女委員會主要定位在提

高女性的參政意識，並沒有在幫助女性參政的政治支援、經濟援助和輿論導向

上提供實質性説明。針對這一現狀，該委員會可以更好地發揮其教育和培訓的

作用。即針對女性候選人，該委員會可以開設系列講座，甚至特設學堂教授女

性議員和候選人政治工作基礎和民主實踐方法，從而為女性候選人創造一個長

                                                 
45 賈漢•薩達特。《總統與我——薩達特夫人自傳》（周仲安、陳寅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社，1995。 
46 “tqryr ạlmrạ̉ẗ ạlmṣryẗ lʿạm 2012 ʿạm ạl-kẖrwj ạl-kbyr”. ạl-mrkz ạl-mṣry lḥqwq ạl-mrạ̉ẗ. Web. 08 

Jan 2013. <http://ecwronline.org/arabic/the-status-of-egyptian-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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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舒適的參政環境，並在適當的時候建立群團組織快速推薦通道，以期更好

地將學習理論轉化為實踐。針對女性選民，該委員會可以提供的培訓有：增強

選舉參與意識，瞭解選民登記的時間和程式，簡化女性選民登記卡獲取流程，

培訓選民評估和甄別候選人的施政效能等。 

不僅如此，埃及國家婦女委員會對提高埃及女性參政地位的工作還可以延

伸到幫助女性參加到激烈的議會選舉戰鬥中，通過金錢，政治、輿論等任一可

行的積極手段幫助她們參與選舉。而政府也應該下放給婦女委員會更多的實權，

其中包括讓婦女委員會參與國家的重大決策討論，允許她們涉足媒體，並定期

撥給婦女委員會資金。同時，婦女委員會應該廣納社會上自行成立的女性組織，

和這些社會組織共同合作，推動女性參政地位的提高。此外，最重要的還是要

保證女性候選人有穩定的經濟資助，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她們持之以恆的參與

選舉。 

4 結論 

埃及女性參與人民議會選舉和被選舉的表現，是埃及女性參與制定國家大

政方針的一個重要標誌。近年來，受埃及政治選舉制度、父權社會傳統、女性

教育程度和經濟地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埃及女性議員比例落後於同時期的其

它阿拉伯國家。從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高漲和國際社會對第三世界女性如何

賦權的高度關注來看，在埃及政治實踐中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選舉制度，充

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是相當重要而值得深入探討的。 

本論文的研究途徑是通過回顧自埃及建立共和國至今人民議會中女性在政

治參與時遭遇的困境，深入分析女性政治參與時面臨的宗教、政治、經濟、社

會與文化方面的制約因素，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考。這樣的研究希望拋磚引玉，

讓更多人瞭解埃及女性政治參與的現狀，為學者們瞭解中東女性權益、中東民

主政治的發展提供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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