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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間婦女團體會議背景說明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間婦女團體會議背景說明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間婦女團體會議背景說明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間婦女團體會議背景說明 

1946年聯合國成立，同時成立了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於 1975年第二屆世界婦女大會宣告「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並且於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s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提供最完整保障婦

女人權清單。 1985 年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上首度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主張，要求各國政府將性別意識廣泛實施於政策、法令。1995

年於北京召開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正式確認「性別主流化為各國政府施政之

準繩。會議中並具體提出十二項重點作為行動綱領之內容，是為「北京行動綱領

宣言」（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BFPA）。。。。 

依據「北京行動綱領宣言」，要求各國政府定期提出工作報告。同時，民間

團體可依「北京行動綱領宣言」持續與各國政府互動、行動和倡議。1997 年開

始，每年於三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開會，陸續討論十二項綱領中的兩個主

題。依慣例，民間婦女團體（簡稱 NGO or INGO）也召開會議。 

第 51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民間婦女團體大會（51 NGOCSW），

2007 年 2月 26日至 3月 9日在紐約召開，會前會則於 2月 25 日召開。主題是：



消除所有對年輕女孩的歧視和暴力（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讓我們重視女孩（Make Girls Visible）」是 51 

NGOCSW的標語。 

晚近二十幾年，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需要藉由 NGO積極的參與，特別是

聯合國諮詢的國際民間組織（INGO）的協助，諸如，提名、報名、以及籌組報

告場次等等協助，才有機會參與。並非你想來，就能來，更不可能發生聯合國發

函邀請中央政府或台北市政府參與。尤其，我們喜好「以 NGO接軌國際」為口

號，卻不編預算，如，編列參與組織的年費，或參與國際會議的預算，正式加入

聯合國諮詢的國際民間組織的 INGO，並參與它們的活動。屢屢等到報名，才請

託報名等等，顯示只有口號，沒有政策。  

自 1999年開始，台大婦女研究室張玨教授（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常務理事），

透過國際 INGO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FMH) 會員申請方式參與 CSW會議。她

先是獨自默默耕耘，開疆闢土，建立人際網絡。國際組織中，以世界心理衛生聯

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為該

INGO的會員，而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又是聯合國民間團體的諮詢委員。因此，可

以世界心理衛生聯盟會員身分而參加聯合國各議題委員會的民間團體活動。中華

心理衛生協會現任常務理事張玨教授自 1999 年起持續至今，經由世界心理衛生

聯盟駐聯合國代表 Nancy Wallace女士規劃邀請參加每年三月在聯合國本部紐約

舉行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暨 NGOs會議。NGOCSW 的主席 Leslie Wright 女士也在

2002年應外交部、2003 年應國際醫學聯盟邀請來台說明 NGO參與國際策略。 

 近三年來，張玨開始號召各婦女團體代表組團赴美與會，回台後並積極與

民間團體分享心得，不只希望打開 NGO 與 INGO 的國際視野，更希望讓 NGO

逐漸知悉如何與 INGO 的互動。2004 年，由台大婦女研究室張玨教授（中華心

理衛生協會常務理事），透過國際 INGO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FMH) 會員申請

方式參與 CSW會議，並號召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中華心理衛生學會、台

大婦女研究室、女學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終止童妓協會、台灣女人連線、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護理師及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及高雄縣原住民婦女

永續發展協會等團體共同出席第 48屆聯合國婦女大會，成果斐然。 

張玨教授也是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長期協助市府性別議

題，不遺餘力。張玨教授長期扮演政府和民間婦女團題的橋樑，深感政府在性別

議題，尤其性別主流化倡導的不足，第 49 屆婦女大會屬聯合國的高層次會議



(high-level) ，旨在檢視國家層級執行北京行動綱領宣言，互動、對話，結果的

成效以及責任。張玨覺得只有 NGO的參與，無法解決目前政府對性別議題的漠

然，政府部門的參與一樣重要，期望政府部門有性別意識首長可以參與。 

2005和 2006年，本人以學者和政府部門首長參與觀察方式與會，就是張玨

教授大力促成。2006 年，我就是透過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IRFD)報名推薦的。這個過程，特別要謝謝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資深

研究員陳麗瑛博士的協助。鑑於「長期耕耘的目標」，2006年回國後，我即加入

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台北第一分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 Taipei，BPW），成為正式會員。十一月即透過 BPW報名，

以其會員參與 51st NGOCSW會議。 

除了報名程序外，政府部門的參與，也有些影響 。主要有兩個部份：第一，

去年台北市政府舉辦國際健康城市會議，首次有兩個「性別主流化」的場次，請

來 NGOCSW 的副主席 Denise Scotto 和世界心理衛生聯盟駐聯合國代表 Nancy 

Wallace。Denise Scotto同時也是紐約女性律師公會兒童人權的主席，離台前就邀

請我，擔任她籌劃今年「國際年輕女孩的人權處境」場次的報告人。第二，由於

參與 UN會議，張玨教授的大力推動，台北市政府 2006年編列參與 2007年 51st 

NGOCSW會議預算，包含社會局的一位同仁和符合主題的一位年輕女孩（十八

歲以下）。 

鑑於參與 2006 年 UNCSW 會議的人，並沒有依 2005 年的建議產生，2007

年參與人選，又有一項新的遴選機制。諸如，籌畫場次者、被邀請參與者、以及

年輕女性（三十五歲以下）等等。參與 2007年 UNCSW會議的成員也有 29人。

有 NGO 代表、有學者，分屬國內 21 個 NGO， 7 個 INGO，還有政府部門以

NGO身份參與（包括經建會一名專門委員、教育部一名常委、新聞局的副處長、

以及國健局的主秘）。 

2007年 UNCSW會議為 2月 26日-3月 9日，2月 25日會前會，台灣代表

團 2月 23日出發，3月 12日回到台灣。 

 

貳貳貳貳、、、、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一如往例，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間婦女團體會議進行方式，包括官

方的 UNCSW、UN相關機構，如聯合國會員國的使館（UN Mission）、聯合國兒

童基金（UNICEF）、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和非官方的 NGO場次。有同時



間進行，也有額外安排場次(side events)；會議進行場地有在總部和教堂中心

(Church Center)。UN Conference room 2 被保留做為NGO參與者開會，Conference 

room C則是發放官方和非官方的資料場地。由於很多 NGO參與者無法參與許多

官方高層會議，因此每天早上九點到九點四十五分在 Conference room 2有簡報

會議。簡報會議，除了前一天會議重大決議報告外，還有當天議程更動宣佈，以

及活動宣導和抱怨。 

會議內容主要著重 BPFA 的 12 項行動綱領和 UN MDG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八大目標，12項行動綱領包括 1.消除婦女貧窮；2.教育和訓

練婦女；3.婦女健康；4.反家暴；5.反武裝衝突；6.婦女經濟地位提昇；7.婦女參

政和決策地位提昇；8.建立提昇婦女地位機制；9. 婦女人權提昇；10. 婦女和媒

體；11. .婦女和環境；以及 12.年輕女性的培育。八大目標則有 1.消除極度貧窮

和饑荒；2.普及女性基本教育；3.性別平等的倡導和女性充權；4.減低嬰兒死亡

率；5.改進孕婦健康；6.對抗愛滋疾病；7.確保生態永續發展；以及 8.為發展中

國家建立全球合作關係。 

 

51 NGOCSW主軸主軸主軸主軸 

為了配合今年的主題「消除所有對年輕女孩的歧視和暴力」，早在去年

（2006）九月 UNICEF在 Florence Innocenti Research Center，已經召開相關議題

的專家團體會議（Expert Group Meeting）。針對今年的主題，專家團體會議對於

聯合國、國家和民間團體，在相關議題的政策執行策略，都有建議。因此，今年

大會主旨除了確認會員國重申達成這些目標的承諾外，還要建立政策執行策略方

案。延續 2005年世界高峰會議，落實千囍年的目標和聯合國改革是會議的焦點，

繼續完成性別主流化，也是 CSW會議的重要內容。 

除了「消除所有對年輕女孩的歧視和暴力」，「年輕女孩」是焦點外，2006

年 9月第 61屆聯合國大會，「移民」被視為現今重要議題。特別是人口販賣，對

女性暴力，對移民健康和有尊嚴的工作環境，也都是此次會議，民間團體必須遊

說和倡導的重要事項。 

針對今年主題，聯合國和民間團體都有相關的活動。「女孩行動：女孩是存

在（Girls on the Move: Girls becoming Visible）」是聯合國的標語。聯合國對女孩

議題的相關行動，始於 1975年世界婦女大會。1995年「北京行動綱領宣言」，「年

輕女孩」是 12項重要領域之一。1998 年第 42屆 CSW會議，第一次在官方會



議，強調「女孩」的重要。2000年 4月，UNICEF發起聯合國女孩教育（the United 

Nations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 UNGEI）。 

UNICEF的 NGO成立「女孩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on Girls, WGG)，

專注於倡導女孩人權，諸如，2000年北京宣言 （Messages from Beijing），2002

年實踐對女孩的承諾（Keeping Promises to Girls），以及 2004年充權女孩打擊愛

滋（Empowering Girls to Beat HIV/AIDS）。「女孩工作小組」為紀念創組者，Mary 

Purcell，提供 10女孩參與第 51屆 NGOCSW。「女孩工作小組」成立報紙，分送

各國，建構女孩國際網絡。2006 年，報紙改為 E-letter。「女孩工作小組」發起

「女孩說出來（Girls Speak Out ）」，倡導女孩積極參與，過去幾年，成效顯著。

以今年為例，約 200名的女孩參與，台灣二名。她們會自己發言，自組會議，發

展自己的策略，返國後可以使用。 

 

52 NGOCSW的主軸的主軸的主軸的主軸 

除了 51屆 NGOCSW的「年輕女孩」外，第 52屆 NGOCSW的主題是「性

別平等的財務（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也是此次會議的討論，包括議

題規劃和小組籌劃。此外，去年獨立報告具體建議，最晚 2010 年，必須召開第

五屆世界婦女大會。今年，會場 5WWC的標語到處可見。他們還有一個籌畫小

組，除了滿場搜集意見，還拍攝紀錄影帶，我是偶然被找到，一個從學界，參與

民間團體，又進入政府部門，再回學界，「我正是他們要找的跨界者」Kim說。 

 

參參參參、、、、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今年原本有 30人參與，開啟這趟聯合國之旅的張玨，由於健康原因，選擇

今年暫時不參與。事實上，她出發前，到回來，很多事情，如果沒有她的幫忙，

也無法這麼順利。由於前二次參與，我是公費隨團，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不

像今年，臨危受命，擔任團長，接任後，方知「瑣碎事多，經費困境」。如何在

此情況，完成使命，全團平安回來，的確是「藝術」。第一感謝張玨，第二感謝

紐約外館同仁的協助，國際 INGO的友人，Nancy Wallace和 Denise Scotto，紐

約的台灣朋友Weishan，Weiting，張埩夫婦（張玨的姐姐和姐夫），還有 Simply Help

的朋友。當然，全團好朋友的齊心協助，更是功不可沒，沒有他們，我們無法完

成這項使命。整團參與會議經過，可參考附件：新聞稿。 

個人參與此次會議有幾項心得，茲分述如下：  



 

1.「「「「婦女議題應包括兒童婦女議題應包括兒童婦女議題應包括兒童婦女議題應包括兒童，，，，兒童議題應包括性別兒童議題應包括性別兒童議題應包括性別兒童議題應包括性別」」」」 

大學唸法律，碩士主修青少年犯罪，博士研究勞動市場和法律社會學，特

別是性別議題。上學期上兩門兒童保護課程，談到家暴，有些同學反應「談兒保，

不要談家暴…」。當時，我感到錯愕！「兒虐不是家暴之一」？如果不談問題，

如何談保護？回朔過去，討論「青少年犯罪」，女性議題似乎不在主流框架。當

我提出此項質疑，「兒童議題何以無性別？」研究兒童的學界朋友反駁，「婦女議

題也無性別？」細究現行體制，不管地方或中央，兒童和婦女分屬不同部門，談

兒童是中性，談性別僅限於婦女？！再看民間團體，也是「兒童」和「婦女」境

界分明。 

第 51屆 NGOCSW主題「消除所有對年輕女孩的歧視和暴力」，使我們重新

聯結「婦女和兒童」，特別是「女性孩童（girl child）」。「女性孩童（girl child）」

係指 10-14 歲的女孩。今天的女孩，是明天的女人。UNICEF 出版 2007 年世界

兒童處境（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7），即標明女孩在人生過程常遭受

「雙重歧視（Women and Children: The Double Dividend of Gender Equality）」。換

言之，體制分屬不同部門，資源和社會服務是可以整合，倡導更是可以聯結。除

了「女性孩童」外，將男性和男孩一併納入，也是今年的主要行動之一。 

今年台灣有兩位年輕女孩（18歲以下），一位是青輔會補助，一位市台北市

補助。從甄選、行前會議以及後來的表現，她們都有覺察到「性別」，是有效的。

只是，如果不能延續「女孩工作小組」發起「女孩說出來（Girls Speak Out）」，

倡導女孩積極參與運動，仍是「空談」！ 

 

2.「「「「我們重視被忽視我們重視被忽視我們重視被忽視我們重視被忽視、、、、受虐的女性孩童受虐的女性孩童受虐的女性孩童受虐的女性孩童？」？」？」？」 

聯結「婦女和兒童」，我允諾擔任三月一日下午四時由國際女律師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FIDA）籌備之「世界各國保障被

忽視、受虐的女性孩童的法律管道（Legal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 Girl Child from 

Neglect, Abuse and Punish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會議報告人。這個場次的

報告人包括主持人 Johanna Sterbin，她是 FIDA駐聯合國代表， Ati Bloom 是荷

蘭退休資深法官，Paula Colbath 是紐約兒童法律師，Marian Nauta 是加州退休

資深檢察官，以及我。我準備報告的資料，主要介紹台灣在法律管道，由無性別

到性別概念的立法過程；以及「被忽視、受虐的女性孩童」的部份，從最早由民



間倡導的「反雛妓運動」到政府委外「未婚懷孕」。只是，進行過去中，「法律管

道」被引到「take action and solution」。我隨機談到一個台北市高中案例，僅管有

通報系統，由於「不能說」，通報系統等於零。「說出來」是目前最需要的立即行

動，不僅台灣如此，荷蘭和美國也一樣。 

由於場次標榜「世界」，我代表了亞洲，少了非洲（觀眾席雖有非洲代表），

有人當場抗議，主持人立即要非洲代表報告，同時宣佈「明年一定會包括非洲的

報告人」。由於「行動」是結論，隔日在另一場會，我即被告知「明年再一起報

告行動結果」。 

以「女性孩童」籌組的相關議題，不勝枚舉。主要以人口販運、性剝削、

以及早婚為主。相對於聯合國的議題，台灣在此議題，仍有努力的空間。例如，

「未婚懷孕」，具體的政策是什麼？方案又是什麼？去年年底，教育部通過「未

婚懷孕可以留在校園」，實際作法如何？兒童局和教育部可以做什麼？才符合今

年聯合國的「女性孩童」人權？ 

 

3.「「「「性別預算性別預算性別預算性別預算」，」，」，」，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了？？？？ 

第 52 屆 NGOCSW 的主題是「性別平等的財務（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2 月 28日下午 CSW舉辦的「性別平等的財務和婦女充權」，為 2008

年預備會議。預備會議旨在檢視各個層級的既存性別平等的財務機制和程序，指

出好的方案和學到的教訓，強調差距以及需要注意的挑戰。這項會議延續 1995

年「北京行動綱領宣言」，2000年大會第 23次特別會議結果， 2002年Monterrey

共識 (the Monterrey Consensus)，以及 2005年巴黎宣言 (the Paris Declaration)個

項承諾。 

主要議題包括性別敏感預算 (gender-sensitive budgeting)、發展合作 

(development cooperation)、補助女性運動 (funding of the women’s movement)、以

及私部門的角色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為達到第 52屆 NGOCSW的主題目

標，陸續在 2008 年  7 月召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展合作論壇  (ECOSOC’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um)， 2008年第 3季在 Ghana召開巴黎宣言執行

的檢視會議，以及 2008年底在 Qatar召開Monterrey共識執行的檢視會議。 

「性別預算」在台灣才是開始階段，某種程度，仍在婦女預算。小額信貸

（micro-credit），在今年三月才正式起跑。我們準備好了？ 

 



4.「「「「政府和政府和政府和政府和 NGO」」」」和國際接軌和國際接軌和國際接軌和國際接軌 

聯合國婦女會議或亞太經貿會議之女性領導網絡會議參與經驗，不同於過

去參與國際學術會議。雖然，學術的積累對於這些政治性會議絕對是加乘效果。

回到校園，以 INGO參與，又是不同的經驗。特別是今年籌組三個場次，報告人

不同於過去，一半是國際人士。更重要的是，參加其他 INGO籌組的場次，擔任

報告人，較往年要多，這樣的現象反映邁向「國際參與」的另一階段，更接近「國

際接軌」。 

有意思的是，台灣不斷喊「要以 NGO和國際接軌！」不僅是國內政府部門

不知道「how」？連在海外負責「外交」的駐外單位，也蠻陌生！「國際接軌」，

更非一年一次，她應是持續性的。我們和 INGO的朋友，也是「保持聯絡」，而

且是誠意的。外交部實應徹底思索：「『外交部』的工作是什麼？」受限於少數的

邦交國，無法進行第一軌道的外交事務，第二軌道的外交，成為僅存的管道。換

言之，化口號無為實際行動，即透過 NGO和 INGO與其他國際社群，建立機制，

進行第二軌道的外交。同時，台灣婦女民間團體不介意扮演「國際接軌」的角色。

但是，我們應受到「夥伴關係」的對待，不是「臨危受命」，卻無任何資源的支

持。如果外交部認為此為重要「國際接軌」會議，即應正式編列預算，持續參與

並培訓國際參與人才。根據今年的議題，呼籲政府應更積極培育年輕的國際參與

人才。 

值得深思，「聯合國改革」緩慢，卻持續進行。3 月 2 日 FIDA 和 

WUNRN(Women’s UN Report Network)合辦「聯合國改革，聯合國特別報告，人

權委員會，NGO性別網絡」，就是持續檢視聯合國在性別改革的努力。3月 8日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木在他就任第一個國際婦女節致詞，喊出「強化聯合國的性別

結構（to strengthen the UN’s gender architecture）」，我們是否也應「強化台灣的性

別結構」？ 

 

肆肆肆肆、、、、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相關資料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台灣婦女舉辦三場聯合國台灣婦女舉辦三場聯合國台灣婦女舉辦三場聯合國台灣婦女舉辦三場聯合國 CSW 周邊會議周邊會議周邊會議周邊會議，，，，五人擔任國際會議引言人五人擔任國際會議引言人五人擔任國際會議引言人五人擔任國際會議引言人 

 



    台灣婦女團體、學者專家及十八歲以下女孩共二十九人，在聯合國婦女地位

委員會（ 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CSW）第五十一屆委員

會議十二天會期間（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九日），旁聽觀察 CSW 官方會議，了

解各國推動婦女權益情形，並舉辦三場周邊會議（Parallel Events），五人擔任國

際會議引言人發表演說，積極與各國 NGO對話交換意見，另參與聯合國婦女地

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委員會（NGO-CSW）義賣、活動，與僑界座談。此外，該

團並積極與各國 NGO洽談及遊說，推動台灣成為簽署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的第一百八十四個國家。 

今年 CSW會議重點討論消除對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視和暴力問題，台灣代表

團的三場周邊會議與工作坊也是以女童為主題，第一場「拯救女孩就是拯救世界

（Saving girls, Saving the world: Beyond gender equality, Moving toward girls 

right）」會議於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舉行，由台南市婦女權益促進會常務理事

陳秀峰女士主持，引言人有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國際部主任王淑麗、台灣終

止童妓協會國際專員顏維震、芬蘭 YMCA 秘書長 Pirjo-Liisa Penttinen、加拿大

YMCA 執行長 Paulette Senior。第二場周邊會議主題「女童培力策略（The Girl 

Empowerment Strategy）」於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舉行，主持人為實踐大學社工

系教授嚴祥鸞，引言人為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婦女救援基金會社工督導王

青琬、科學工業園區實驗中學高一學生陳皓嬿、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 

Adolescents代理執行長（Interim Executive Director）Lauren Heller、研究及社區

服務協調人聯盟（Reach and Outreach Coordinator Connect）Krittika Gosh ，以上

二場會議吸引許多各國 NGO代表參加，會場座無虛席，討論熱絡。第三場「為

女童建立一個有益身心健康的環境，以促進性別平等」工作坊將於三月五日上午

十時舉行，由世界心理衛生聯盟駐聯合國代表，Ricki Kantrowitz 教授主持，引

言人為衛斯里學院教授Peggy Mcintosh、紐約布魯克林Town中學英語系教師Eric 

Chapman、台大婦女研究室召集人林維紅副教授、台北一女中三年級學生黃致

綺。引言之後將有互動活動，反思成長過程之性別養成。此外，「笑笑功」執行

長林玉華舉辦十場笑笑功示範活動，說明其對增進心理健康的功效，極受歡迎，

幾乎是場場客滿。 

    受邀參與國際會議擔任引言人的有：台大社工系教授余漢儀於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十時參與世界心理健康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簡稱

WFMH ）舉辦之「Violence and the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for the Girl Child」



會議，中華民國法官協會法官高鳳仙與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協會秘書長李萍共

同參加同日中午十二時 World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舉辦之

「Stopping Violence Against Migrant Girls in Asia」會議，李萍秘書長於三月一日

下午三時應邀於第二屆國際「Helvi Sipila Seminar」中擔任主講人之一，此研討

會主題為「女孩型塑我們的未來（Girls Shaping Our Futures）」，主辦單位包括

UNIFEM、YWCA、NCW、University Women等。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嚴祥鸞於

同日下午四時參加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FIDA舉辦之「Legal 

Mechanisms to Protect the Girl Child from Neglect, Abuse and Punish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會議，擔任報告人。 

    在交流活動方面，台灣代表團透過我國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安排，參加泛

太平洋及東南亞婦女協會執委會及新年餐會，與歐洲代表團會談，邀請各國 NGO

代表參加紐處舉辦之歡迎酒會。另透過新聞局駐紐約新聞處安排，與 Euro 

American Women’s council主席會面。與僑界交流活動將於三月三日上午十時三

十分在Flushing的Taiwan Center舉行。此外，該團將拜會Safe Horizon及New York 

Asian Women  Center。 

    台灣婦女自一九九九年開始組團參加 CSW活動，今年由實踐大學社工系教

授嚴祥鸞擔任團長，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協會秘書長李萍及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擔任副團長。因本次聯合國議題焦點為女孩，全世界有二百多名女孩參加

這次聯合國會議。台灣有兩名十八歲以下女孩北一女中三年級學生黃致綺，與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實驗中學高一學生陳皓嬿參加。二位學生在參與的座談會中以英

文發表經驗與看法，並與各國人士頻頻交換意見，表現非常出色。 

經過婦女團體及政府多年的努力，今年二月台灣的立法院通過簽署聯合國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由陳總統公布實施。嚴祥鸞團長表示，雖

然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台灣婦女團體仍將積極與各國 NGO洽談及遊說，推

動台灣成為簽署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第一百八十四個國家。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REMARKS AT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TER-AGENCY EVENT ON ENDING IMPUNITY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New York, 8 March 2007 

Madam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Mr.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happy to be with you to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 my first as 

Secretary-General. I hope you will all come to know me as a firm ally in the cause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On this day, let me add my voice to the tributes to Ms. Angela King -- a great 

champ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an inspiration to women and men everywhere. Let 

us resolve to build on her legacy. 

This year,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s an occasion for all of us -- men and 

women alike -- to unite in defence of women and girls who live with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It is a time to focus on the concrete actions that all of us can and 

must take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 Member 

States, the United Nations family, civil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And it is a day to 

celebrate th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s of women, who, as agents of change, 

continue to lead the struggle to expose and end gender-based violence to ensure that 

girls and women enjoy their full human right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makes it hideous imprint on every continent, 

country and culture. It doesn’t care about your income, class, race or ethnic 

background. It takes a devastating toll on women's lives, on their families, and on 

society as a whole. It is a threat to all women, and should be unacceptable to all 

humankind.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seen some progress in the struggle to end the pandemic 

th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resent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norms have been 

agreed.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strategies and passed laws. Partner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women’s group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And at the 2005 World 

Summit, world leaders pledged to redouble efforts to eliminat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ut much more remains to be done if we are to end impunity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ost societies proscribe such violence -- yet the reality is that too often, it is 

tolerated under the fallacious cover of cultural practices and norms,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home. Or it is used as a weapon in armed conflict, condoned through tacit 

silence and passivity by the State and the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The time has come to break through those walls of silence, and turn legal norms into 

reality in women’s lives. That means society as a whole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for enduring change in values and attitudes. It means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ust operate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social services, 

voluntary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broader public. 

And it means we must all -- women and men --- work for a transformation in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We must work together on several fronts:  

•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tools such as 

microfinance;  

• closing the ga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national law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 strengthening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embracing all parts of society, 

coordinated nationally and locally;  

• and allocating adequate resources and funding for all these efforts.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endeavour. In this, I believe 

we can draw support from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the UN’s gender architecture, as 

presented by the High-level Panel on United Nations System-wide Coherence. I 

encourage Member States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of replacing several current 

structures with one dynamic UN entity. Such a new body should be able to call on all 

of the UN system’s resources in the work to empower women and realize gender 

equality worldwide. It should mobilize forces of change at the global level, and 

inspire enhanced results at the country level.  

Through an integrated and holistic approach, we can determine what strategies 

work, and we can support and replicate them.  We can help put in place measures of 

accountability that emphasize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e can ensure that efforts for both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btain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And we can bring the scourg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ut into the open, by discussing it openly at the United Nations.  

Today, I propose that the General Assembly devote an agenda item every year to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 urge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establish ark of resolution 1325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 call on every one of us to take this issue with the deadly seriousness that it 

deserves -- not only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but every day. 

I thank you for your commitment to that mission, and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the years ahead. 



Thank you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