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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地    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號)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7  日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承辦 

性別與心理健康：UNNGOCSW的參與 

「性別觀點看 2016-2030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心理健康」 

南部地區婦權平台座談會。 

 

時間：2015/08/07  10:00~12:00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2會議室 

參與人員：如附件  

 

會議內容：  

一、「演講」 張珏教授簡介我國 NGOs與 GO參與觀摩 UNCSW和參與週邊

UNNGOCSW兩週平行會議的歷史、發展、和對我國影響；林靜儀醫師提出 CSW在

北京行動綱領(PFA)到千禧年目標(MDG)，以及最新社會發展目標之內容（post 

2015 SDG）內容與心理健康關係;；謝臥龍教授談心理健康與性別平等，以災難

和性別與暴力為例。(三位都曾參加過三次以上) 

 

二、參與經驗分享 

清玉 

1. 台灣的相關經費有限，婦女團體必須團結。 

2. 台灣資源有限，社工精神，努力做。 

蘭馨協會(美貴) 

1. 台灣的婦女組織很多，但必須走到國際去學習新的資訊。 

2. 外交困難，透過 INGO應勇敢走出去 

雅卿 

1. 參與人員必須將到聯合國學習的知識與工作方式帶回台灣運用，甚至做為

教學。 

芳美 

1. 很好經驗，打開視野，自費都願參加。 

 

三、討論 

姚局長 

1. 台灣團體應該著重在重視資源/資訊/權力分享：目前的資源運用並沒有發

揮最大效益，而團體之間的串連也必須透過種種資訊，團體在參與聯合國

會議回國後卻無法將議題發揚光大。 

介言 

1. 中央對於地方的補助、教育、輔導等等都必須有規劃的進行。 

2. 在地辦國際會議，有機會讓婦團接觸國際。視野拓廣、充權、自信建立。 

 

               高－１ 



梅屏 

1. 台灣團體出走國際，但卻欠缺翻譯資源。 

2. SDG 環保等都有關係，其實可邀更多人參與 

蘇英 

1. 姊妹比較需要政府或團體提供輔助的角色。 

2. 語言障礙是一個滿重要的問題。 

葉副局長 

1. 除了關注聯合國的主題變化以外，也必須注意台灣的在地學習/在地連結。

參與聯合國會議最重要的是必須整合台灣的做法，然後透過代表到國際上

發聲，最後帶回有用的資訊，也就是可以根據所謂的「事前發表，事後回

應」機制來做準備工作及事後成果檢測。 

2. 建議：資訊被帶回，形成過程，參與機會 

3. 其實高雄婦權會有列出可國際參與，只是這幾年都沒有去用它。 

臥龍 

1. 國際接軌，發出聲音，在地回應， 姊妹情誼。 

芬苓 

1. 應考量南北如何連結整合？不僅僅是通知婦女團體，而是讓各團體可見，

本身更應該懂得適時向主管爭取出席國際會議，以獲取擴展「視野」機會 

2. 婦女團體必須懂得利用國家資源，索取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而不是用意識

型態去對抗。 

四、檢討 

1. 與在地社會局合辦，呈現民間團體與政府婦女福利科的互惠。因此活動讓民

間團體瞭解充權過程與行動的可能，也讓政府知悉 NGO的國際參與是值得參考

落實在地。而政府單位也提供不少支持給主辦的 NGO。例如影印資料、公文發

放各民間團體鼓勵報名、現場協助等。 

2. 天候問題導致是否要停辦延期的焦慮。因為颱風，是北部地區，但是不知對

南部影響如何，前二天通知延期，但是前一天還是決定繼續辦理，在這種作決

定通知再通知過程，相當耗時耗人力。 

3. 社會局長官溝通仍待加強。是新上任的局長，希望能因為他的參與更瞭解

CSW對各國各地方婦女發展的影響，未來可爭取經費鼓勵其同仁參與並觀摩，

只是他期待較高，對場佈或出席團體認為應更廣佈大高雄地區，對 NGO遠從台

北來，認為應更早到以俾作報到準備。 

4.婦權會這次經費補助有些拮据，沒有影印費講義和製作海報費用，幸好還有

出席費、交通費、餐費與臨時人力費用。 

5.開會討論熱烈。達到視野拓廣、充權、自信建立目的，也達到婦團彼此交

流。 

6.啟發政府思考補助性別工作人員出國參與 NGOCSW。了解 UN主題變化，世界

關心議題，資訊被帶回國，形成過程，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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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時    間：104 年 8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    點：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段 99號)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14 日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承辦 

性別與心理健康：UNNGOCSW的參與 

「性別觀點看 2016-2030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心理健康」 

中部地區婦權平台座談會。 

時間：2015/08/14  10:00~12:00 

地點：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參與人員：如附件  

 

會議內容：  
 

一、「演講」 張珏教授簡介我國 NGOs 與 GO 參與觀摩 UNCSW 和參與週邊

UNNGOCSW 兩週平行會議的歷史、發展、和對我國影響；林靜儀醫師提出

CSW 在北京行動綱領(PFA)到千禧年目標(MDG)，以及最新社會發展目標之內

容（post 2015 SDG）內容與心理健康關係;；張菊惠教授談心理健康與性別平

等，以導讀方式讓大家瞭解在性別平等各條文中心理健康的呈現。(三位都曾參

加過 CSW) 

 

二、參與經驗分享 

這次出席曾參與NGOCSW的人，除主講三位外，還有羅鳳恩、陳明媚、林維紅、

林佩秦、江鳳英、陳月霞、吳淑美、陳林雅卿，加上台中社會局的2012賴緣如

科長、科員張娟華、2013社工師粟惇瑋、社工員曾迺婷兩位，總共15人，佔這

次會議參與者約一半。六位是參與民間社團的學者，四位是民間團體，因此分

享時很熱烈。 

 

大家都肯定前往參與的學習、開拓視野、激起愛國心、要將台灣的美好能與外

國人分享。返國後也積極於在地經營，女性環保、也推展國外，三年下來，總

算成立台中女兒館。 

 

也強調不能對國際組織或國家抱持太樂觀的想法，因為政治生態，INGOs有時也

受限於他們組織在聯合國被評鑑的風險，無法為台灣仗義執言，為有我們自己

站穩腳步，將發展成果展現，讓他們刮目相看，才是相互學習的精神。 

 

三、討論 

1.對政府單位而言，首長支持是重要的，社會局副局長能主持並聆聽。而參與

過的科長和其他人也都肯定出國觀摩的機會。 

2.不曾參加過的民間團體，欣喜資訊的清楚，啟發未來努力方向可與國際接

軌，但是也會質疑語言能力的障礙，經費的困難。主講者三位除予以鼓勵外，

也期許大家可先觀摩國內的國際會議，結伴參與國際，讓友伴協助翻譯。也希



望政府單位可幫忙連結經費的挹注。 

 

3.學校單位如中山醫學大學除李佩秦外這次公共衛生系所就來兩位教授，還帶

了多位碩博士生參與，對透過參與 NGOCSW，達到國際互動與觀摩 UN 機會，

甚表欣賞，尤其還能繼續有回國後各婦女團體的聯結，看到 CEDAW 在國內的

深耕，都很感動，也期盼婦權會能多辦一些年輕學生國際參與 CSW 的訓練。 

 

四、檢討 

1. 與在地社會局合辦，呈現民間團體與政府婦女福利科的互惠。因此活動讓民

間團體瞭解充權過程與行動的可能，也讓政府知悉 NGO 的國際參與是值得參

考落實在地。而政府單位也提供不少支持給主辦的 NGO。例如公文發放各民間

團體鼓勵報名、停車公文、現場協助報到、指示牌設立、便當購買等。 

 

2.擴大參與層面：這次共有 40 人報名，其中曾參與過 NGOCSW 有 15 人，民

間團體有 15 個，甚至幾所大學如中山醫學大學教授帶領碩博士生參與，大家收

穫都很大，未來仍須持續將 CSW 資訊讓更多學校師生知悉，鼓勵國際參與。 

 

3. 加強我國在地發展的動力。台中市政府在過去已經有四位曾參與 NGOCSW

的觀摩，也搭配其在地如楓樹腳社區曾參與，返國後一起在在地推動，今年成

立女兒館，未來更期盼繼續鼓勵參與，能爭取經費補助婦權會內外部的參與。 

 

4. 培訓年輕學子參與 NGOCSW。因為這次有幾位大學碩博士男女學生的參

與，因此也要求未來是否不只培訓年輕女學生的參噢，也能帶動男性參與反暴

力和促進性別平等的行動。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承辦 

性別與心理健康：UNNGOCSW的參與 

「性別觀點看 2016-2030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心理健康」 

北部地區婦權平台座談會。 

時間：2015/09/09  13:30~16:30 

地點：桃園市婦女館 102室 

參與人員：如附件  

會議內容：  
 

一、主講部分  

張珏教授簡介我國 NGOs與 GO參與觀摩 UNCSW和參與週邊 UNNGOCSW兩週平行會

議的歷史、發展、和對我國影響；林春鳳委員提出 CSW在千禧年目標(MDG)與我

國的努力，並簡介最新社會發展目標之內容（post 2015 SDG）內容與性別平等

關係；嚴祥鸞教授談心理健康與性別平等，以性別平權與國際參與，讓大家瞭

解在 CEDAW與性別主流化下於職場、教育、經濟、暴力防治等的現況與問題，

提出打破性別框架概念。(三位都曾參加過多次 CSW) 

 

二、參與經驗分享 

這次出席曾參與 CSW成員仍很多，除原定主講與主持人５位外（有兩位後來請

假），報名參加共８位，臨時加入 2位，其中一位是台北市政府代表，一位是現

任行政院性平會委員，其他多位也是桃園市婦權會委員等。所以整體仍有 13人

出席。 

每人都很踴躍發言，從個人理念在地的落實經驗，談到出國分享與學習，也有

助方案推動的啟發，以及在個人生活，或組織，或政府部門的協同推展，都有

一些成果，大家都肯定以團體去參與的見識和國內外聯結，會後還請他們將發

言文字寫下，共三位見附件。 

美美 

第一次有機會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親身參與的經驗就是最寶貴的人生經歷，個

人也因此對於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多些認識與了解，也帶回男性參與家暴防治

的構想，製作短片宣導。 

而台北市婦權會自 2007年第 51屆起臺北市政府每年派員參加 NGO-CSW會議，

至今年第 59屆已參加 9年，因應每年不同主題遴派適當人員與會，前 8年遴派

人員為市府 1人及補助民間 1人，第 59屆則為市府人員 2人及補助民間 1人。 

台北市政府婦權會在臺北市在 2014年 3月 7日成立性別平等辦公室，也可謂參

與ＣＳＷ的成果。 

雁琪 

參與 NGOCSW是十年前，帶給我很大的動力，回首到今年這二十年參與婚姻暴力

的工作，剛好也歷經台灣在這個議題從下而上的草根運動、到上而下的制度建 

              



立的變化過程。如何正視性別問題也是權力議題十分迫切，女性處境是人權議

題不是福利議題。 

雅卿 

ＮＧＯ：Never Give up Opportunities。 個人實踐，並全國走透透，不只關

心原鄉，也關心工程界男士壓力，與家人相處議題。學習臉書。 

菀菁 

對個人是打開國際視野、肯定過去努力、了解國際公約與國內法規的重要性與

接軌性，也幫助組織內部工作人員看到ㄧ線的保護服務和性別議題的關連性，

提升組織內工作人員認識CEDAW、性別相關法律政策與直接服務的關聯性，鼓勵

組織辦理內部人員的性別意識教育訓練。 

桂君 

持續在做性別與婦女心理健康工作，近年來因為八八風災也與幾位老師一起投

入山上災後心理重建，看到人的需要，也看到重建力量就在在地受在居民的身

上，要足夠理解在地文化才能彼此支持，復原力包括個人和地區環境。而有機

會在聽了ＣＳＷ很久後，總算能在 2012年參與，更看到使命，與婦女團體聯結

的重要。 

資華 

1995年是國內少數人去北京參與世界婦女第四屆大會，2008年能參與 NGOCSW

團隊，也因此在爾後能去英國一年研習，2014年再度參與，更明確知悉個人與

組織都要與在地草根民間團體合作，打擊犯罪，減少對女性傷害。 

謝園 

長久以來都在做婦運，在擔任婦女新知董事長任內參加 NGOCSW，協助釐清已經

在做的和未來可再加把勁的地方。以女廁議題，過去多年一直在把關公部門，

營建署修法，公部門負責人的概念釐清，婦運絕不只是口頭說說倡議，需要實

質修法、評估、修正等一系列過程，要持續把關的。此外對遊樂場所兒童設施

也極度關心。 

 

三、討論 

這次與桃園社會局合辦，目的也再從婦權委員會擴大到在地組織的培力，所以

參與團體甚多，都表示這種互動是經驗分享與行動說明，非常有收穫。 

 

四、檢討與建議 

1.希望婦權會繼續協助外交部辦理前往 NGOCSW的培訓與遴選，並能爭取更多補

助。 

2.希望在地政府能有各自特色，也能找尋經費，補助府內與府外關心性別平等

議題者參與，好比台北市政府等。 

3.中央到在地，各地婦權會都需要如本平台的宣導與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