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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時間：會議結束後三週內請內繳交中文心得報告電字檔（中文-12 號標楷體， 

行距固定行高 20pt，約 1500 字）及英文心得摘要各乙份(A4 一頁）。 

請寄至：林慧芬 jennifer@wrp.org.tw；               趙佳音 adline@wrp.org.tw 

  

名稱 出席「第 52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間婦女團體會議」出國報告 
與會時間 2008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7 日 

撰寫人 楊資華 (Helen Yang) 

服務單位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代表（報名）單

位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聯絡電話/ 

Email 

093005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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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英文，A4 一頁)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to gi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the 2008 CSW in New York. 

In the past two years (2006 and 2007), I spent a lot 

of time to study and survey on “The Difficulties of 

Taiwan Women NGOs Participa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rote a research report on it. 

Therefore, I was fully prepared to attend the 52sd CSW. 

 

My CSW report has listed down six points: 

 

1. First time for Taiwan CSW Delegates has involved in 

Panel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Nation Building, and not 

just in the side building (Church Center). 

 

2. How Taiwan NOG or INGO to apply for a panel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Nation Building? 

 

3. How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of Taiwan Region to 

apply for a panel discussion in the Side Building 

(Church Center)? 

 



4. How Taiwan CSW Delegation to arrange a good and 

wonderful panel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Nation 

Building or at the Church Center? 

 

5. How Taiwan CSW delegates can transfer their 

experience to new delegates in years coming?  

 

6. Taiwan CSW Delegation has to integrate its 

functions, and fully use each delegate’s talents. 

 

Suggestions:Suggestions:Suggestions:Suggestions:    

1. To select 2009 Taiwan CSW Delegates in coming August 

(2008). Therefore the delegates could apply their panel 

discussion earlier, and prepare the discussion 

earlier. 

2. Delegates selected shoul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arrange; to participate; or to handle a panel 

discussion by their own. 

3. Select Local NGO delegates with INGOs’ resources, 

or INGO delegates with local NGOs’ resources, and give 

them fully support. For local NGO delegates or INGO 

delegates, give them half support. 

 

會議內容 

 

 

 

Gender Budgeting 

Meetings and Panel Discussion 

感想與收穫 

結論與建議 

 

 

感謝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的補助，使我從今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5 日期間得以參加於聯合國舉行之第 52 屆婦女地

位委員會的世界大會。參與此次大會的前兩年，我已連續參

加 CSW 會後分享會。同時，於去年 (2007) 5 月撰寫一篇《台台台台

灣婦女組織參與國際會議的困境灣婦女組織參與國際會議的困境灣婦女組織參與國際會議的困境灣婦女組織參與國際會議的困境》的研究報告，詳述台灣婦

女組織自1995年參加於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歷屆APEC

及 CSW 會議所遭遇之困境，及其解決之道(建議性)。 



  這次實際參與 CSW 會議，更是百感交集，茲將感想，彙集

整理，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輕叩輕叩輕叩輕叩 CSWCSWCSWCSW 於聯合國舉行的研討會大門於聯合國舉行的研討會大門於聯合國舉行的研討會大門於聯合國舉行的研討會大門    

  感佩張玨團長及熱心團員们，於過去十年參加 CSW 會議的

努力與貢獻，使得台灣婦女組織今年，得以在 CSW 會議於聯

合國外圍(場邊)的 Church Center 舉辦及主導四場研討會，

每一場都可圈可點。然而，更難能可貴的是台灣的兩個 INGO 

(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國際蘭馨交流協會及女青年會，突破

重重難關，輕輕地小扣 CSW 會議於聯合國內舉行的研討會。 

  首先，在 2 月 28 日下午由國際蘭馨交流協會(Sorptimist 

International)協助澳洲政府長駐聯合國代表團，舉辦《透

過微型貸款提昇婦女經濟地位》研討會，首先由 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的 Patricia T. Morris 博士講述如

何藉由微型貸款提昇婦女經濟地位，及其應注意事項，並引

述 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在非洲數個成功案例。

接著，聯合國 UNIFEM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Ms. Letty 

Chiwara 報告該基金會針對微型貸款，採取之策略。 

  最後，由 Sorptimist International 的四大聯盟理事長，

一一報告各個聯盟從事微型貸款的案例，台灣是美洲聯盟底

下的一個專區，照理說沒有資格報告或述說有關台灣的案

例，然而 Sorptimist International 的國際理事長 Ms. 

Margaret Lobo卻讓我在 Patricia 與 Letty講完，以發問方

式短暫三分鐘時間，講述台灣專區與勵馨基金會在台東地

區，以租賃工作場地及設備方式，幫助受暴、原住民、單親

家庭及獨自擔負家計婦女，製做手工琉璃珠產品，再幫忙建

立銷售管道。Morris 博士認為就建立銷售管道這一方面，

是微型貸款事業最為困難之事，台灣專區能做到這一點，實

屬難能可貴。 

  另外，女青年會的代表莊聖妮於 3 月 3 日 11:00am to 

12:30pm 在聯合國 Conference C由女青年會舉辦之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Creative Partnerships with 

Diverse Organizations》擔任記錄工作，並在海報上印上

台灣女青年會莊聖妮，實屬難能可貴。 

((((二二二二))))    台灣要如何申請於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台灣要如何申請於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台灣要如何申請於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台灣要如何申請於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    

我一直納悶為何在過去十年間，台灣 CSW 代表團，都無法

籌辦在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 這次到了紐約，見到了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國際總會長，這才知到原來要

在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必需要透過聯合國會員國，長駐聯

合國代表團提出申請。譬如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今

年在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就是因為國際理事長 Margaret 

Lobo為澳洲人，她透過澳洲長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申請的，

而研討會實際的操作，則由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負

責。 

  建議台灣 CSW 代表團，可以透過我們友好邦交國，請他們

的長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申請，實際操作，由台灣 CSW 代表

團負責。當然，這要請外交部幫忙了! 筆者與史瓦濟蘭駐台

灣大使桂布閣下熟識，也可以看看是她能幫忙。另外，可以

藉由國際性大型 INGO譬如 YWCA 或 Soroptimsit 

International，Rotary 或 Zonta International 來參加。 

((((三三三三))))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台灣如何申辦場邊研討台灣如何申辦場邊研討台灣如何申辦場邊研討台灣如何申辦場邊研討

會會會會？？？？ 

            到了紐約，才知道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台灣要

申請辦理場邊研討會是非常容易的，只要透過 Soroptimsit 

International 四位駐聯合國代表申請就可以了! 她們四

位在意的是，提出的研討會主題是否符合當年 CSW 的主題?

內容是否豐富而精彩？主講人是否資歷完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

點是必須盡早提出申請，譬如明年(2009) CSW 的場邊研討會

就得在今年(2008) 8 月或 9 月提出申請。 

((((四四四四))))台灣如何辦好一場台灣如何辦好一場台灣如何辦好一場台灣如何辦好一場 CSWCSWCSWCSW 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    

        台灣無論是在聯合國內或在場邊舉辦研討會，都需要一些

技巧。如果說要在聯合國內舉辦研討會，除了高度的技巧之

外，還得看看我們的友邦國是否有能力幫得上忙，除此之

外，可以寄望的是 INGO，譬如說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or YWCA，不過只能安排一位重量級且具有國際性高知名度

代表，同時這位代表最好有雙重國籍，避免政治打壓。 

  至於場邊研討會的代表、主講人或主持人的要求，沒有那

麼嚴格，但是首要條件必須發音正確而清晰、用詞恰當、條

理分明及善於表達。 如果是年輕新秀，是否可以比照 APEC

代表，行前有模擬訓練，這樣，可讓年輕人累積經驗，相信

到會場上的表現更好，才不辜負贊助者(機票及旅館住宿費) 

的期望。 

((((五五五五))))    台灣代表的傳承性與持續性台灣代表的傳承性與持續性台灣代表的傳承性與持續性台灣代表的傳承性與持續性    

  我認為今年台灣代表的甄選是面面顧及，資深代表譬如

張玨團長、顏祥鸞副團長、葉德蘭教授及自費前往的陳金燕



教授都有參加 CSW 的經驗，可以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功能。

很可惜地，我們台灣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傳承方面

的機制沒有建立好，紐約行前，我三番四次地向曾經接受補

助以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身份參加 CSW 代表，詢問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U.N. 代表名字及聯絡方式，

答案是【到紐約會場就認識了！】，我想可能是英語溝通方

面的問題，好在我這次做了完整的聯絡方式，相信往後台灣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的參加者就有跡可尋了！ 

  另外，YWCA李萍秘書長因事無法成為台灣 CSW 代表之

一，甚為可惜，今年 YWCA派出代表為美國賓州大學生及一

位義工，當然兩位的表現都很好，但是相信如果由李萍秘書

長來參加，效果會更好。 

  相同地，主辦單位—婦權基金會也是一律新人參加，這

在傳承性及持續性方面，沒有發揮最大的功效。在政府單位

方面，有些單位派出的代表，層級過低，我懷疑只是讓這些

代表，有見見世面的經驗而已，對政府資訊收集及政策釐訂

功效，可能沒那麼大。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筆者認為只要求與當年筆者認為只要求與當年筆者認為只要求與當年筆者認為只要求與當年 CSWCSWCSWCSW 議題有關的政府單位議題有關的政府單位議題有關的政府單位議題有關的政府單位

出席即可出席即可出席即可出席即可，，，，例如今年的例如今年的例如今年的例如今年的 Gender Budgeting related micro Gender Budgeting related micro Gender Budgeting related micro Gender Budgeting related micro 

creditcreditcreditcredit，，，，由勞委會代表參加由勞委會代表參加由勞委會代表參加由勞委會代表參加，，，，就非常恰當就非常恰當就非常恰當就非常恰當。。。。同時政府單位代同時政府單位代同時政府單位代同時政府單位代

表參加表參加表參加表參加 CSWCSWCSWCSW，，，，往往要向往往要向往往要向往往要向 INGOINGOINGOINGO 借牌借牌借牌借牌（（（（借會員身份借會員身份借會員身份借會員身份）））），，，，是不太恰是不太恰是不太恰是不太恰

當的做法當的做法當的做法當的做法，，，，盡量少為之盡量少為之盡量少為之盡量少為之。。。。    

其實其實其實其實，，，，CSWCSWCSWCSW 代表團回國之後代表團回國之後代表團回國之後代表團回國之後，，，，向有關政府單位做簡報說向有關政府單位做簡報說向有關政府單位做簡報說向有關政府單位做簡報說

明明明明，，，，可能效果更好可能效果更好可能效果更好可能效果更好。。。。    

（（（（六六六六））））加強整合功能加強整合功能加強整合功能加強整合功能    

                這次台灣 CSW 代表團的團員都非常優秀，每一位也都願

意為國家盡自己的力量，我的觀察是，似乎沒有充份發揮每

一位團員最大的功效。如果能在出國之前，讓大家自願地彼

此整合，成為數個小團隊，因才、因擁有的資源，互相搭配，

相信能達到事半功倍，功效彰顯的境界。 

資華不材資華不材資華不材資華不材，，，，野人獻曝了野人獻曝了野人獻曝了野人獻曝了!!!!    

 

特別建議 張團長特別叮嚀能就組團及甄選團員方式及甄選時間有建 

議，茲將筆者私人建議，分述如下： 

1.1.1.1. 甄選時間必需提前至上年度的甄選時間必需提前至上年度的甄選時間必需提前至上年度的甄選時間必需提前至上年度的 8888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例如 2009 CSW 台

灣代表團甄選時間最好在 2008（今年）8 月份舉辦。這是因

為 CSW 會在今年 8 月份公怖，可在網站上申請主辦 Panel 

Discussion 的場次、時間及地點。 



        如果團員盡早得知被甄選上，可盡快申請主辦 Panel 

Discussion，同時，有較多時間準備辦理好 Panel Discussion

了！ 

2. 2. 2. 2. 甄選團員人盡其才甄選團員人盡其才甄選團員人盡其才甄選團員人盡其才：：：：經費補助有限，甄選時可否要求提

出是否有能力申請主辦 Panel Discussion，其詳細內容說明

及構想。團員是否在當年議題上，有其專業的研究與素養。 

3. 3. 3. 3. 齊頭平等補助齊頭平等補助齊頭平等補助齊頭平等補助：：：：筆者研究結論，出席 CSW最佳方式是 INGO

與草根 NGO 一起合作。筆者認為草根 NGO俱備 INGO身份，

且有能力申請主辦或幫助 Panel Discussion：或者 INGO身

份俱有草根 NGO 的資源，且有能力申請主辦或幫助 Panel 

Discussion，毫無疑問，可享有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其他不論是 INGO

或草根 NGO 一律半額補助半額補助半額補助半額補助。。。。 

    

資料蒐集 

 

 

提供您在會議中所蒐集到的宣傳單張、簡報等資料 

有困難有困難有困難有困難    

1.資料太多（若影印太浪費紙張，貴會對那些議題資料有興

趣，再提供。） 

2. 無法 Scan 成電子檔 

網絡連結 

 

 

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識的國際友人名片、email等聯絡方式 

有困難有困難有困難有困難    

因名片太多，無法 key-in，可否用影印方式，用紙本繳交。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