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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又充實的每一天忙碌又充實的每一天忙碌又充實的每一天忙碌又充實的每一天 

今年聯合國第 51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與非政府組織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是從 2月 26日到 3月 9日召開，

因為有個人美簽疏忽了，第一天(2月 24日)非營利組織的諮詢會議行程，個人

並沒和其他台灣的多數代表一樣參加，不過因為這主要是針對第一次參加者而

舉辦的會議，因此諮詢會議因類似會前會沒參加固可惜，但願對主題學習比較

沒影響。今年大會的主題是「反對一切形式對婦女的歧視和對女童的暴力」，

這次會議中相關議題其實還是很廣泛的，不限於這個範圍，台灣的代表團，同

時又安排有機構參訪和婦女團體的在地訪問，以及大使館安排的歡迎酒會，行



程相當緊湊。由個人公務在身，能參加的時間也不長，從二月 28日到三月 5

日，來去匆匆，積極把握每個參與的時段之外，僅提出一些參與的心得。 

第一天(2-28-2008): 清晨一下飛機，除到聯合國大廈辦理報到之外，即進

行此次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之學習之旅。去聯合國大會堂聽了

briefing，之後很幸運和哥倫比亞大學社工系系主任 Jeanette C. Takamura （她是

老人與社會政策教授）碰到面，除了彼此分享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相關事

務，並且討論一下今年的大會主題與研究發展，同時也提到哥大過去也曾有老

師支援 NGO團體，進行周邊會議的討論並且以學術研究成果與國際 NGO 組織

對話，論及學者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中可以扮演許多種不同的角色，是有

他的正向且積極的想法。其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並不是只有聯合國周邊論壇，

各種 roundtable meetings和 expert group meeting，學者的角色可以更具影響性

的。和哥倫比亞大學社工系系主任 Jeanette C. Takamura 也討論到台大和哥大學

術交流部份，希望經由未來的學術型會議和學術型交流活動，尤其台大正發展

學生海外實習計畫，希望學生有國際社工實習的視野，哥大社工系答應幫忙學

生的海外實習的學校老師督導。這是此行的另一收穫。(註: 後來又和該系的

Moira Curtain (associate Director of Field Education)和 Kathryn Conroy (Assistant 

Dean, Director of Field Education) 聯繫確定了海外實習的方案，該系將再今年協

助學生的美國實習方案。)這一天重要收穫是聽各國相關報告的聽取：這是為了

解各國在反對一切形式的女童和兒童暴力的政策和實施情形。個人對這一類的

國家報告比較有興趣，原因是在台大教授「婦女與社會政策」和「性別暴力專

題研究」，因此在聯合國大會堂旁聽席聆聽別有感觸，茲將重要的幾個令人印

象深刻國家的努力結果做以下的概述: 

1) 土耳其： 

國務院在 2005年通過”honor killing”的介入條款，認為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將會是終身監禁條款，將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來強制介入這不盪的社會習俗。

自 2006年起將在相關的檢視架構之下，閣揆將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來因應不人道

的”以名譽為名”的殺女習俗，將要求公共部門負責相關工作與措施的推動。其

次，另一項重要女性保護措施是「逼婚(forced marriage)」的保護性條款已經通

過，其中最低婚姻年齡是 17歲，同時只要任何逼婚情況出現，受害者有權利

提出保護權益之申訴。此外是有關”強制販運(forced prostitution)”, 違反此項重

要婦女人身條款者，將會以重罪處理。為達成上述之重要措施的目標，警政署



署長簽了一項聲明，將訓練四萬名員警敏於這些女性人身安全的議題，保護女

性的基本人權，免於上述三種傷害。另外，土耳其對家庭暴力的防治政策則有

特殊之處，她們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特別提出性別平等訓練方案，最重要的男性

訓練人口群是鎖定”軍中的軍人”，和國防部合作，將家庭暴力防治的材料發送

給軍中服役的軍人。 土耳其尚發動有” 對抗婦女人身暴力(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運動，全國上下相關組織都努力進行這項活動。除此，她們透過

女童教育來提升女性的能力，並且依 NUICEF 的協助推動兩項運動:一為「女

孩上學去」運動，希望成功提供 22萬女孩的教育機會，另一是「我的家」運動

來教育家庭成員性別平等和兒童權利。 

2) 南非： 

由Ms. Maria Molokomme (Girl Child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legation of 

South Africa) 代表發言，他強調女孩倍力(empowerment of the girl)是打破歧視循

環和暴力循環最重要的因素，同時也是保障人權和提升人權的關鍵因素。進一

步而言，女童倍力(girl empowerment) 需要男性和男孩、以及大社會給予之協

助。他們自豪於自己響應第 48屆的 CSW主題，那就是「男人和男孩共同促成

性別平等」，這是他們的”南非經驗“(Africa Experiences)，確保男性在別平等推

動中的角色之外，也結合政府和公民社會建立一個成一個性別平等工作的夥伴

關係。南非對女童的保護是立法於”兒童照顧法”。南非遵從聯合國MDG目標 3

的”女孩教育”是處女女童人身安全的重要策略。  

3) 古巴： 

該國代表特別強調兒童是維繫社會公平、合理和永續最重要的象徵，然而

今日的小孩卻被戰爭、飢餓、貪婪和並公平所攏照，包嚴重的童工、暴力、性

虐待、被謀殺等，甚至是嚴重的軍事衝突中。該國的代表呼籲聯合國，1989年

通過兒童人權規章以來，1990 World Summit對小孩保護都有明確的宣示，但是

古巴的代表認為這麼多年來對小孩的關注並沒有很多的改善，即使許多的政府

組織和民間組織都有努力。古巴代表甚至提到他們和美國政府之間不愉快的

事，包括戰俘等問題。 

4) 另外也特別聽了一個 有關 ICT session :“ICT is the key: Global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Empowerment &Gender Equality”.主要演講者是 Sibhan 

Bredin,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International Women and ICTs 

Taskforce.目前這個方案在 6大洲 39個國家在運作，由聯合國的 UN Science 



Foundation 所支持，他們設定了五個基本的成功策略 1)運用經驗學習模式、

2)強調一致性、3)強調高期待學習、4)提供角色仿同學習、5)教導 21世紀的

技巧。報告者同時介紹了三個例子，美國、印度和智利。 

第二天(3-01-2008): 去聯合國大會堂聽了 briefing，今天主要是聽各國的報

告，印象最深刻的是埃及。 

1) 埃及： 

埃及是一個最早簽署 CEDAW 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最早簽署聯合國兒童

人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CRC)的國家，在 1988年，成立

了全國兒童暨母親諮詢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ildhood and Motherhood，

簡稱 NCCM)，是該國最高的政府部門用以計畫、協調和督導全國兒童和女性保

護事務之組織。該國同時也是World Summit for Children 的發起人之一，自許

是很重視人權，尤其是女童和婦女人權的國家。在 2000成立了國家婦女事務委

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Women，簡稱 NCW)，採取”人權取向(human right 

approach)之觀點和上述的國兒童暨母親諮詢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ildhood and Motherhood，簡稱 NCCM)共同負責 CEDAW和 CRC。對於女童

的保護方面，近年最重要的法制成就是 1996通過了兒童法，以便和聯合國的

CRC相呼應。在這個法令規定女孩的最低婚姻年齡原為 16歲，最近修為 18歲，

同時對於未婚懷孕下的小孩提供特別的照顧，對於違反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者處以嚴重罪行。在埃及，目前仍在努力女童教育，認為女童

教育是面對所有相關女童暴力等問題的根本因應之道之一，倡導女童教育權、

提供女童教育保障環境，是目前埃及積極努力的策略。2003年埃及第一夫人宣

稱該年為女童年，呼籲大家要重視女童的基本教育和其他相關人權，尤其是社

會權和參與權。最值得重視的是對抗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在覺醒

運動的推動下，一個村莊接著一個村莊宣布他們將放去過去不人道的女童

FGM。她們認為這相當有成效的女童保護領域。最近提出了兒童人權五年計畫

〈2007-2011〉。她們剛完成第一次的全國性失學兒童調查，在 2003更進行一

項”街童(street children)”的保護與服務方案。他們想改變社會觀感:街童不是侵犯

者(offenders)，而是受害者(victims)。在 2005年他們成立了專線服務。最後，埃

及呼籲聯合國重視戰爭衝突下的人權問題。 

2) 冰島： 



各國的女童保護報告之外，下午特別聽了一場相當值得台灣仔細思考和推

動的”男性參與照顧角色:北歐國家之發展模式”，主要聆聽的兩個重點報告分別

來自丹麥的社會事務和性別平等部的Ms. Vibeke Abel以及冰島性別平等中心

Ingolfur V. Gislason。Ingolfur V. Gislason報告冰島「如何將冰島父親帶入親職

假中(Bringing the fathers in Icelandic men and paternity leave」，過去十年來男性

對親職假從百分之三十不到的使用率到 2004年約百分之九十時的使用率，和

2000年相關政策修訂有關。報告人強調，2000年之前的親職假有下列五個缺失:

時間太短、經濟補償太低(低於最低工資)、沒有彈性、沒有和性別平等僅扣在

一起、公私部門沒有一致的權利。2000年修法有重大變革，提升母職假/父職假

為 9個月，其中母親和父親各一定要休三個月，這是不可以相互轉休的假，兩

人共同休假時間則為三個月，若是流產或是多胞胎或是有特殊疾病或狀況等，

可以延長最多 18個月。其次，有關休假的經濟補償方面，以過去一年平均薪資

的 80%作為給予的標準，對於薪資相當低的人有最低給付的規定，而給付的來

源是由特別的基金來支應。另外，休假形式轉為更有彈性，可以和雇主多協商，

例如請假的時長至少一次一星期，休假期間可以一半(50%)休息和一半(50%)上

班，至於父或母是否在一起共同或分開休假，可以自己選擇。實施四年之後，

2004年資料顯示，男性休親職假從 2001年 39天提升為 2004年 94天，女性則

從 2001年 186天降為 2004年 182天，稍微減少了，顯然和男性增加了請假天

數有關，但是變化不大。2003年全國性蓋洛民意調查，85%民眾對男性休親職

假三到六個月的權利持正向的態度，對女性休同樣的親職假則有 99%的人持正

向支持，女性比男性、年輕者比年長者更支持。個人很意外的是:高達 73.7%的

雇主支持上述的親職假。上述專家下結論時說: 親職假(台灣通常講育嬰假)成功

的必要條件是: 經濟補償要和薪水相互扣緊、父親和母親的架式不可互轉的，

休假方式是有彈性的，最重要是要有制度的或機構的穩固支持。最終成功的評

估發現包括了:a.家庭的經濟 b.父親和小孩受益 c.女性和勞動參與 d.生育率。 

3) 丹麥： 

丹麥的社會事務和性別平等部的Ms. Vibeke Abel 主講的主題是「照顧的

父親: 提升性別平等(Caring Fathers: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丹麥的親職

假政策主要目標是朝向性別平等，它有三個實施原則:a.家庭的個別選擇 b.政治

優先和公共聚焦（不是雇主出親職假期間薪水方面的經濟補償）c.平等的法制

化機會（父親一定至少要休三個月）。Ms. Vibeke Abel指出要男性親職假的六



個條件:a.經濟補償（錢在哪裡?）b.角色仿同對象是誰?（假如他能我也能） c.

工作場所的文化（恭喜你且享受你的親職假吧!）d. 另一半（我們一起共同分擔

辛苦共同享受親子樂）e.資訊（我知道我可以有的選擇有哪些） f.權利（我有

身為父親我有權利請親職假）。 最後Ms. Vibeke Abel 提出一個特別的結論：

一個照顧型的父親會是一個沒有暴力的父親(A caring father is a non-violent 

father)。 

第三天(3-02-2008): 去聯合國大會堂聽了 briefing，拜訪 Hunter College.這

是特別安排的行程。拜訪的對象是該學院社會工作系的系主任 Dr. Jacqueline B. 

Mondros和相關的老師 Dr. Mimi Abramovitz。參加的人有嚴祥鸞老師和目前在

Hunter College 服務的馬小萍老師。除學生暑期實習交換計畫是可以發展的方

向之外，老師之間如何進行跨國的研究計畫也是值得開發的。最有趣的是看到

偶遇的個人書中偶像 Dr. Mimi Abramovitz，她在婦女和社會政策領域的著墨很

深，著書立說，是很值得合作學習的對象，尤其台灣最近的移民女性化現象，

若用她過去多元文化觀點加上女性主義思考的觀點，相信研究會相當有趣。 

第四天(3-03-2008)參加並拜訪紐約當地的華人婦女團體會議，地點為台灣

會館 Floushing, New York. 這個活動可以了解到美國的婦女團體，已經由過去

比較室內隱形的互助性的內聚型團體，逐步走向社區取向的外展型(reaching out)

團體，慢慢的關懷華人社區需求為主體的協助模式，似有要跳脫過去比較內聚

型取向濃厚的互助團體的框架的趨勢。這些當地婦女領袖，努力於跨國的調適

之餘，努力於社區中女性移民問題的解決，有新的發展趨勢，尤其 Garden of 

Hope, New York在當地是一個重要的民間組織，對家庭或受暴女性問題的解決

尤其有其文化意涵和性別意涵。 

第五天(3-04-2008)周日。 

第六天(3-05-2008)參關紐約 Family Justice Center.主要拜訪對象是 Safe 

Horizon，這個組織是這個中心的主要合作對象。 此行收穫相當豐富，是最有

意義的一部分，感謝青琬的安排。 

 

總心得總心得總心得總心得: 

 去年個人有機會到UN, 很期盼有機會將台灣的成就在UNNGO 論壇中將台

灣行銷出去，將台灣對女性權益的努力有發聲的可能，以參加台灣自己主辦的

場次和提報論文的場次為主。幾次一早九點多捨棄參加早上例行在聯合國大會



堂舉辦的晨間短訊時間，協助 panel場佈，因為是由我規劃申請世界和平教育

者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ors foe World Peace)註冊主辦的

panels。今年比較放在學習，尤其是各國之典範實務(best practices)，因此有比

較多的時間是參與學習而不是發表。究竟一個 UN-NGO 的代表應該如何扮演

相關的角色，似乎相當有彈性的，今年似乎被認為不要組織太多的 panel，可

能也是一種轉換。不過今年 panel少，想報告其台灣經驗的人多，似乎也可能

是另一個問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parental Leave) project participants 

（這是個人上網查到演講者的可能議題研究夥伴） 

Germany –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ituated in Berli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xpectant and nursing mothers, as well as for 

child benefit and parental leave. The Ministry considers the reconciliation of family 

life and employment for women and men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olicy 

tasks.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ris is a transnational partner in the project.  

Contact: antonia.griese@bmfsfj.bund.de 

Website: www.bmfsfj.de 

Norway –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at the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ted in Trondheim, has family, 

work and welfare society as one of its priority research areas. The institute has for a 

number of years been very active within the field of family research and parental leave 

has there been one of the main areas with Berit Brandth and Elin Kvande leading many 

projects and studies.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s a 

transnational partner in the project. 

Contact: beritb@svtntnu.no 

Website: www.ntnu.no/svt 

Spain – Department of Labour Law at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University of 

Valencia, h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family as on of it´s main research 

areas. The University of Valencia has several programs (Ph D, masters, post graduate 

and specific courses) dedicated to sex discrimination at work place in which special 

atention is given to the coordination of family life and work. The department of Labour 

Law has a work team specialized in these subjects that permanently research, 

periodically publish and frequently colaborate with spanish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Department of Labour Law is a transnational partner in the project. 

Contact: mercedes.lopez@uv.es 



Website: www.uv.es  

Iceland – The Centre for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Iceland, Reykjavík is a research institution. It´s purpose is to encourage and carry ou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within the area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and to suppor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e Centre is committed to gender equality and regards 

th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life as a crucial poin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gender autonomy. The Centre for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is a national partner in 

the project. 

Contact: irma@hi.is 

Website: www.hi.is/fem 

Iceland – University of Akureyri Research Institute undertakes contractual research 

carried out for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ministri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as well as 

basic research financed by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unds. Emphasis is placed 

on research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local government, and on communications 

within regional and rural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Institute is a local partner in the 

project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oject progress and the results. 

Contact: kjartan@unak.is 

Website: www.unak.is 

Iceland – Centre for Gender Equality, located in Akureyri, is a national bureau and 

is in charge of administering the Act on the Equal Status and Equal Rights of Women 

and Men passed by the Icelandic Parlament in May 2000. The Centre provides 

counsell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gender equality, for the governmental and 

municipal authorities, institutions, companies, individual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The Centre´s experts have worked actively to promote the new Parental 

Leave Act through arranging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as well as work-shops and 

introductory material for employers. The Centre for Gender Equality coordinates the 

project. 

Contact: kristin@jafnretti.is 

Website: www.jafnretti.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