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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學習參與聯合國相關之國際會議學習參與聯合國相關之國際會議學習參與聯合國相關之國際會議學習參與聯合國相關之國際會議，，，，擴大國際參與擴大國際參與擴大國際參與擴大國際參與 

限於台灣所面對的的政治及外交現實，對於長期在國內工作的非營利組織來

說，參與聯合國等正式的國際會議機會相當缺乏，因此此次有機會能夠旁聽聯合

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會議及參加周邊會議，對於擴展國際視野相當有幫助。 

對於會員國的非營利組織來說，每年召開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意義，並不僅

只是政府之間的國際會議，同時也是重要的遊說機會，同時跨國的 caucus 也藉

此機會聚會、不同國家的 NGO彼此建立連結，在國際的層次上推動重要的議題，

因此非營利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 NGOCSW在 CSW年度會議期間，也會舉行許

多周邊活動 (side event)，以及針對世界各地前來的非營利組織成員舉行

consultation day、orientation、reception等活動，讓來參與的代表能夠更了解聯合

國的運作。這些活動，也都應該視為是國際會議的一部分，對台灣來說，雖然在

官方會議上沒有發言的空間，但這些周邊的活動，都是我國代表能夠主動參與的

機會。 

以 consultation day為例，下午的 break-up session分組討論中，是 NGOCSW

針對此屆大會主題，依不同面向分成 11小組，讓參與者自行選擇有興趣的議題。

在此小組內，成員經由討論形成三點重要的建議，做為 NGOCSW增補建議文的

依據。這個建議文也將做為 NGOCSW的正式意見，送入聯合國大會，對本屆大

會的結論做出建議。以此運作方式，則大有台灣非政府組織可為之空間，日後我

國之非政府組織，如能夠在行前即針對此屆主題召開會議，形成對此屆主題的意

見，則在討論的時候，代表團成員則更能夠依此意見，積極參與討論，將台灣的

聲音帶入分組討論中，如此即便台灣並非會員國，無法在官方會議中發言、或進

行遊說，也依然能夠讓來自台灣的聲音和意見產生影響。 

此外，在 Side event中，也有許多區域性、或針對特定主題形成的 Caucus，

這些 caucus也是各國 NGO代表交流各國現狀的地方，過去台灣限於各組織人力

的不足，在參與上顯得沒有那麼積極而持續，但既然我國已通過 CEDAW，不論



聯合國是否會批准加入，未來國內婦女團體也需要更積極的組織連結，監督公約

落實的狀況，提出 Shadow report，因此除了學者專家個人的參與以外，建議未

來也可產生專門參與此類 Caucus的小組，透過參與 caucus擴大國際的參與。 

 

二二二二、、、、    交流經驗交流經驗交流經驗交流經驗，，，，提升台灣能見度提升台灣能見度提升台灣能見度提升台灣能見度 

在台灣的婦運組織工作，往往忙於自己組織的事務，這樣的狀況，當然也發

生在其他國家的組織，因此每年的 CSW會議，對於各國的婦運組織而言，也提

供一個國際交流的機會，在 NGOCSW主辦的 side event中，各國際組織有機會

提出組織內有興趣議題，舉辦 panel或工作坊，邀請各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與，

除了說明國內的現狀、非政府組織對應的方案以外，更重要的是與各國交流經驗

的過程，會後私下的交流，也是建立關係的開始。 

此次我國代表團主辦兩場 panel 及數場工作坊，兩場 panel 分別以防治對女

童的暴力，以及女童培力的政策為主，由婦女救援基金會、終止童妓協會、台灣

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勵馨基金會等團體，針對人口販運、終止網路色情、女童

教育、女兒節、少女性別營隊等主題，進行發表。五場工作坊則為WFMH(世界

心理衛生組織)主辦，主要為推廣笑笑功。場邊觀察的結果，兩場的互動都相當

熱烈，許多他國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對於台灣非營利組織所設計的方案都感覺印象

深刻，但也提出許多正現行方案困境的問題，會後就有許多交流的機會。另外也

有許多代表對於笑笑功這種以大笑的方式轉化負面能量，促進心理健康的氣功表

示高度的興趣，紛紛希望能夠推廣，也交換了許多醫學上、臨床上對於笑的生理

的正面影響的資訊。 

這次在設計 panel上，代表團依團長嚴祥鸞教授的意見，減少 panel的場次，

並將 panel的時間提早，讓代表團團員能夠有更多時間參加其他國家非營利組織

所舉辦的 panel；另外，在 panel講者設計上，為了突破往年台上台下都是台灣代

表團自己人的狀態，今年的 panel也透過Worldwide YWCA以及勵馨紐約分會邀

請芬蘭、加拿大、紐約等地代表，共組 panel，成效頗佳，未來代表團的進行模

式，或可以也以此進行，使代表團在分享台灣的經驗以外，也能有更多機會汲取

他國經驗，與他國進行交流和聯結。 

    此次主辦之兩場 panel，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兩場的講者分配上，可能

有與主題未盡相符之處，應是一開始團務會議分配時在規劃上的失誤，日後在規

劃講者主題時，應可以盡量調整，使講者分享之內容能夠更切合主題。     



三三三三、、、、    參與與本次主題相關之會議參與與本次主題相關之會議參與與本次主題相關之會議參與與本次主題相關之會議，，，， update 最新進度最新進度最新進度最新進度 

每年聯合國舉辦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的同時，世界各地的 NGO組織代表齊

聚一堂，正是交流各國現狀及經驗的最好機會，因此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

(NGOCSW)在會期之間也會組織周邊活動(side event)，另外，聯合國周邊組織也

會舉辦平行活動(parallel event)， 

A.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 Consequences across the Life Span 

在這場由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以下簡稱 NGOCSW)主辦的 Panel 中，

兩位專家及一位來自印尼的女童分別從不同角度討論暴力對女性生涯的影響。 

Panel 先從 2006 年 10 月出爐的秘書長報告的 review 開始，報告中除談到目

前女性所受的各種暴力的形式及現狀以外，也談到目前婦女所受到的暴力在未消

減的狀況下，並且衍生了許多新的形式，包括約會強暴、毒品、及對於挺身抗暴

的人所施加的暴力等等，且報告指出，女性一旦遭受了其中一種的暴力，遭受其

他形式的暴力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因此秘書長報告中也提出了幾點重要的阻止暴

力發生的作法： 

1. 辨認及命名現存的暴力； 

2. 深入認知文化與暴力之間的關係，包括文化的形式、文化態度、文化如

何被強化，並且認知到終止暴力必須依靠文化的改變； 

3. 辨清不同身份類屬(例如：種族、性傾向、年齡等)與暴力之間的關係，

不同的位置需要不同的對策； 

此外，報告中也提到，雖然法律可能已經修正，但是如何消除女性在近用法

律資源及與法律系統互動時的藩籬可能是更為重要。 

來自印度的女童的則提到，目前印度女童的處境包括早婚、發育不良、受暴、

童妓、缺乏教育等等問題，希望對女童的教育除了知識以外，也包括對女童潛能

的開發，以及鼓勵女童參與公共事務等；除此之外，對於母親的教育也對改善女

童的處境相當重要。 

最後一位學者首先談到，女童所受到的家暴，往往面對無法對母親言說的困

境，這個困境可能源自於母親對於暴力事件存在的忽視、甚或母親有時也是性別

暴力的施暴者，但是目前為止，母親與女兒的關係仍未被系統性的研究過。 

而這樣的暴力帶給人的影響，分為致命性與非致命性的，非致命性的影響包

括生理上的影響，例如性病，以及晚近發現的連續性侵害與癌症之間所存在的關

係；以及非生理(心理上)的影響，這一部分則目前仍不確定是否能夠被治癒，但



可確定的是會深植在受暴者的心中，尤其在許多情況下，兒童本身並沒有認知到

那是一種暴力，則其影響則會更為深遠而隱晦。 

接著她談到對老年女性的暴力，在目前強調 “年輕至上”的媒體環境下，老化

這件事被負面化，致使年齡越大的國民，越失去能見度而退回到家庭中。而根據

調查，即使排除壽命的影響，年長的女性較年長的男性而言，受到更多暴力，有

三分之二的虐老事件皆發生在女性身上。但是這樣的暴力也同樣面臨和其他家暴

一樣，不被認知(覺得只是婚姻不順)與不能言說(醫生和施暴者有親友關係，不願

通報)等相同困境，且家中男性在暴力事件發生時的默許，也助長了這樣的問題。 

此外，女性不僅做為受暴者，在內化父權意識型態的狀況下，也可能本身成

為施暴者，例如由女性長者進行的性別篩選的中止懷孕等。 

對於國內而言，在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同時，我們對於年長者的生活現狀的了

解卻相對的缺乏，尤其對於高齡女性所可能面臨的家暴問題，及因為社會參與的

退出而導致資源取得的困難、結合其性別而形成的雙重弱勢，其特殊的處境，也

沒有進一步的了解，事實上以高齡女性有別於青年、中年女性在家庭中還擔負某

種工作(經濟來源、照護者)的生活型態，在家暴的情境中是否特別危險？容易遭

受何種形式的暴力？應該有如何特殊的防治及處遇方式？這些都有待政府進一

步關切！ 

 

B. Legal Mechanisms to Protect the Girl Child from Neglect, Abuse and 

Punish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本場 panel的講者以分享個案的方式討論防止女童受遺棄、侵犯和懲罰的法

律機制運作上的現狀。講者討論到荷蘭、紐約的現狀，指出的許多的問題，往往

甚至是存在與法律之外的。 

    例如以荷蘭的經驗，對於兒童受到家暴和侵害的問題，社會上仍存有「休管

他人瓦上霜」的觀念，因此家暴、性侵等等問題出不了家門，法律的保護當然也

就進不了家門，家暴的受害者也往往會覺得孤立無援。此外，法律僅在於行為後

的處罰犯人，如何在犯罪前偵嗅出徵兆，儘早預防，需要更多的討論、更多的注

意力，才能發現更多的徵兆。 

    來自紐約的講者則討論到校園性侵害個案的現狀，依據現行法令的規定，性

侵害個案必須要通報主管機關、且必須要有 special agent處理個案，但是學校往

往隱匿個案不通報、special agent也未依規定派遣，甚且出現對個案證人不友善



的舉動，對先前曾有性侵害記錄的老師也如常錄取，凡此種種，除了使的校園性

侵害的個案無法得到適當的處理以外，也讓校園成為一個性別不友善、不安全的

環境，此外，法律對於體罰規定認定嚴苛，以及司法系統體制性的對原告不友善

及不便，也都是現存的問題。 

    聽在台灣代表的耳裡，這些現狀都有似曾相識之感，本場 panel雖名為討論

法律機制，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目前雖然校園性騷擾、性侵害的處理已有法律

規範(性別平等教育法)，但過去數年，婦女新知基金會在接到校園性騷擾個案的

求助電話，個案的情況往往反應了申訴體制的不健全，處理人員的生疏，以及對

當事人的不友善，例如任意曝光當事人、申訴流程進行緩慢、校方企圖掩蓋事實、

輿論污名化當事人，亦常常未受到校方妥善處理，凡此種種，往往造成當事人在

申訴過程中二度受創，也造成校園中的寒蟬效應，受到性侵害及性騷擾的當事人

不敢進行申訴，這些現狀，卻不是徒有法令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法令如何落實，

處理機制的健全、以及處理人員的訓練，是各國都相當重視的問題。 

目前看來，各國也都還多倚賴非營利組織及個人做個案上的努力，但是這樣

的做法終究不是一個健全的體制，也不是終極的解決之道，可見這是各國都在努

力的課題，我國政府絕不能認為只要通過一部法律，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必

須要加強推行和落實，並且定期檢討落實的狀況，重新擬定政策推廣。 

 

四四四四、、、、    與在地與在地與在地與在地、、、、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NGO 組織參訪交流組織參訪交流組織參訪交流組織參訪交流，，，，汲取不同國家實務工作經驗汲取不同國家實務工作經驗汲取不同國家實務工作經驗汲取不同國家實務工作經驗 

限於經費關係，婦女團體與她國組織的交流往往不是非常頻繁，因此趁此次

參加 CSW會議的機會，由婦援會安排，與紐約在地的 Safe Horizon Foundation

聯繫，於 3月 5日進行機構參訪，Safe horizon foundation於 1984年成立，初期

的主要工作在於防治家庭暴力，發展至今已有 80 餘個相關的工作計劃，包括家

暴防治、防治人口販運、家暴、人口販運受害者處遇計劃、法律扶助、熱線等等，

亦與布魯克林市政府合作成立 Family Justice Center，對家暴事件當事人進行個案

服務，是紐約相當大型的非營利組織。 

本次參訪的方案主要有五：家暴警察計劃 (Domestic Violence Police 

Program，簡稱 DVPP)、反跟蹤計劃(Anti-Stalking Program)、反人口販運計劃

(Anti-Trafficking Program，簡稱 ATP)、家事正義中心(Family Justice Center)、以

及 24小時熱線(The 24-Hours Hotline)。 

家暴警察計劃(以下簡稱 DVPP)於 1984 年開始，當時還沒有家庭暴力的觀



念，但是在 1994年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通過及當時市長朱力安尼訂定強

制逮捕政策(must-arrest policy)的重視下，逐漸受到重視。目前 DVPP主要與紐約

各轄區警局合作，由個案管理員(case manager)駐點，針對個案提供包括法律資訊

提供、危機評估、庇護、轉介、申請保護令等等服務。此外，DVPP的工作內容

也包括了進行社會教育、警員在職訓練，以及提供辯護人及律師相關諮詢等。 

反跟蹤計劃(anti-stalking program)由美國持續出現的影迷槍殺名人案件開

始，處理跟蹤、騷擾信件等等造成受害者恐懼的行為，對個案提供法律諮詢、危

機評估、安全計劃諮詢等服務，同時，因為跟蹤(stalking)這個概念在美國還是一

個相對上較新的概念，各州對這樣的概念也有定義不同、認識不清的狀況，因此

此計劃也包括了社會倡議的工作，除了倡議政府認知到此問題的重要性並採取防

治和處理的措施，也包括教育社會大眾認識跟蹤(stalking)、自我保護以及可以採

取的相關措施等。 

在台灣，跟蹤(stalking)這樣的概念還沒有被真正重視，社會普遍還不認知到

這個問題的存在或重要性，僅有婦女新知於 2006年 9月在網氏女性電子報上以

「愛我就不要纏著我：反過度追求」專題介紹這個概念，因此代表團成員亦與專

案負責人討論倡議的策略以及目前面對的困難等等問題，專案負責人 Michele 

Archer提供了許多目前美國已整理的統計資料，並將跟蹤這樣的問題視為是家庭

暴力的前奏(有 3/4 被伴侶殺害的女性在遇害一年前皆曾受到伴侶的跟蹤騷擾)，

這樣的觀點也相當有啟發性。目前在台灣，並沒有針對這樣的現象進行有系統的

討論，固然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在台灣，stalking 可能並不是以「跟蹤」的形式

發生，但可能是以騷擾簡訊、電話的形式發生，在家暴已有法律規範的此刻，台

灣也應該開始正視這個現象，從進行研究開始了解，並且制定相關的防治跟處遇

計劃，畢竟如果能夠將家暴防治的陣線提前，及早預防，也才能有效防治。 

反人口販運計劃 (以下簡稱 ATP)則是目前美國唯一多重功能

(multi-disciplinary)的反人口販運計劃，與聯邦調查局、刑事系統等單位合作，針

對大紐約地區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提供社工及法律層面的服務，此外，也進行教育

和倡議工作，以及針對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在職訓練及種子教師的培訓，另外，因

為人口販運是一個國際問題，ATP也積極與輸出國在地 NGO合作，進行防治。 

在 Safe Horizon Foundation辦公室介紹過三個計劃後，代表團前往位於家事

正義中心(以下簡稱 FJC)進行參觀，FJC 是由市長辦公室主導成立之打擊家暴計

劃所成立的單位，由 NGO、市政府、健康局等單位共同負擔經費，統一社工資



源以及警政、檢察系統，針對家暴受害者提供個案服務，Safe Horizon在中心裡

有兩位個案管理員，統一窗口轉介之個案提供各種相關服務。這個計劃的特別之

處在於各種資源的統合，中心裡除有各相關 NGO的社工員以外，還有警員及專

任的檢察官駐點，除了便利當事人能夠以單一窗口的形式獲得各種服務(例如：

可請警員協助進行筆錄、依當事人意願可以轉介檢察官進行法律訴訟)以外，各

個系統共同在同一辦公室工作，也有助於各機構之間彼此的了解，例如警員可因

此而更了解家暴的本質等。 

此外，這個計劃以人為本的出發點也相當重要，FJC對於個案當事人的保密

與保護工作進行的相當徹底，例如：門口有嚴格的過濾機制確保當事人不會與被

告相遇、社工與檢察單位轉介過程的保密、女性檢察官等。此外，依當事人的需

要，也建立 one juduge - one family制度(由同一法官審理同一家庭內所有家事案

件)、創傷諮詢、完整的托育中心(包括助理教師、護士)、以及多語的個案管理員

等服務。這樣的單一窗口且以個案為本的精神相當值得台灣學習。 

最後則參觀 Safe Horizon的 24小時熱線，這個由政府部分補助成立的專線，

主要有三個部份：家暴熱線(The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犯罪受害者熱線(The 

Crime Victims Hotline)、強暴性暴力及近親相姦專線(The Rape, Sexual Assault and 

Incest Hotline)，24 小時提供服務。家暴專線提供包括法律諮詢、轉介、安全計

劃；犯罪受害者針對搶劫、跟蹤、人口販運、殺人案等犯罪被害者提供諮詢；、

強暴性暴力及近親相姦專線則提供資訊、轉介、心理支持等服務。除了有接線員

以外，也有三位專家針對強暴部分提供較深入的服務(包含後續追蹤)。 

除了服務內容的介紹外，熱線負責人 Christine E. Vargo也與代表團成員分享

接線員培訓計畫、熱線宣傳等行政執行上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