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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會議背景說明會議背景說明會議背景說明會議背景說明 

    今年聯合國第五十一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正式會議於 2007年 2月 26日至 3月 9日舉行，而我們於當地

時間為 2月 23日至 3月 8日，提前於 23日出發，以能參與 WGG主辦的給 18

歲以下女孩之簡介會議（2/24），以及 NGO-CSW主辦的諮詢日（2/25）。我國今

年組成之台灣代表團成員共計 29 名，分別代表 7 個 INGO 身分與會，其中 15

名來自民間團體、5 名來自學界、8 名來自公部門，其中特別的是，因應今年主

題，團員中有兩名高一與高三的年輕女性與會，為今年我國組成成員之特色。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去（2006）年起提出三年（2007-20091）週期工作模式，

目的使委員會能夠於第一年提出政策，並且於後兩年審查政策落實之工作成果，

例如今年開會期間所訂出對於消除各種形式之女童歧視和暴力之政策決議，婦女

地位委員會將於 2009年審查各國執行狀況，依此類推。 

 

貳貳貳貳、、、、會議經過與主題會議經過與主題會議經過與主題會議經過與主題 

今年大會主題為：消除各種形式之女童歧視和暴力（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同時也檢視 48屆議

題：「男性在促進性別平等上的角色（The role of men and boy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之工作成果，與去年相較之下，今年大會更安排許多不同區域與不

同議題的 caucus會議，每日上午大會簡報時，都會安排時間給各 caucus代表分

享會議之結論，顯示岀 NGO-CSW對於 NGO團體彼此合作串聯的重視，目的為

遊說各政府提供更符合公平正義之政策或方案，這也是此項會議與其他國際會議

                                                 
12007 年（2009 年進行審查）消除對女童的歧視; 2008 年（2010 年進行審查）兩性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力的資金籌措; 2009 年（2011 年進行審查）分擔對家庭的責任，包括對愛滋病毒/愛滋病患者的護理 



最大不同地方之一。 

由於今年主要討論的議題以女童為主，今年會場中看到許多年輕女性與會，

從許多會議的安排上可看出，大會對於 Girls Speak Out的訴求。多場針對 18歲

以下年輕女性的工作坊與座談會，以及每日核心小組會議（caucus），除了讓這

群年輕女性從小關心現今國際重要婦女與女童議題，並且設好舞台鼓勵她們勇敢

發言並爲自身或弱勢處境的女性爭取權益，正是「充權」的最好示範，同時也正

如同 NGO-CSW會議今年訴求的標題-Make Girls Visible，如何讓女童的聲音與

處境被聽見與看見，也是這兩週會議當中一直圍繞討論的主題。抵達紐約的第二

天（2/24），一場由聯合國兒童基金及非政府組織共同組成的女孩工作小組（簡

稱 WGG）主辦，針對 18 歲以下的女孩的簡介會議，我們代表出席，詳情可參

考兩位團員的心得報告2。慣例在 CSW正式會議的前一天，NGO-CSW大會主辦

一場針對所有非政府組織成員的諮詢日。在排隊時，隊伍中有一位女士穿梭期間

並十分熱情的宣傳第五屆世界婦女大會（5WWC in 2010）的訴求，並為我們別

上藍底白字的宣傳徽章。經上網了解，發起者試圖藉由草根性婦女運動，串聯起

全球草根婦女團體，並積極向聯合國爭取於 2010 年舉辦第五屆婦女大會，訂定

出屬於 21 世紀及未來的婦女發展的策略與方向。因為距離上次世界婦女大會

（1995年）已 12年，這十幾年來變化與發展甚巨，例如網際網路與科技之進步

日新月異，透過高科技工具，全球的婦女團體可以更快速便捷的方式使用網路進

行連結與資訊傳遞與意見交流。關於舉辦第五屆世界婦女大會的訴求，請參考網

站 www.5wwc.org。 

 

第五十二屆議題第五十二屆議題第五十二屆議題第五十二屆議題：：：：財務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財務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財務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財務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 

今年大會特別針對明（2008）年第 52 屆議題先行進行討論，共計舉行一場

大型的座談會，幾場小型討論會及核心小組連結會議（caucus）。在此將 2 月 28

日這場大會議廳舉行的座談會心得摘要分享。 

2/28 座談會的題目：籌措財務為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共有六名引言人，分別為：Ms. 

Mayra Buvinic（世界銀行）、Ms.Lydia Alpízar Durán（發展中國家婦女權益聯盟

AWID）、Ms. Audra Jones（聯合國基金會）、Mr. Paul Lupunga（辛巴威財政與計

畫部）、Ms. Rhonda Sharp（性別預算專家）及Ms Guro K.H. Vikør（挪威外交部）。

                                                 
2 請參考本報告中陳皓嬿、陳思宜的心得報告。 



很巧的是，引言人之一的 Sharp教授正好是去年十月底受本會之邀來台進行兩天

性別預算工作坊的講師，因此會後特別前去打招呼；在紐約聯合國重逢，備感親

切與興奮。 

這場由 CSW大會主辦的座談會，主要檢視目前促進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財

務籌措上的機制與過程，並根據各國、區域性與全球性的層次，分享最佳範例與

實務經驗，指出有那些不足與挑戰需要未來特別注意。六位引言人分別代表推動

性別預算中之不同的角色與專業領域，每位只有七分鐘引言。發展中國家婦女權

益聯盟的 Duran 女士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關於促進婦女權益的非政府組織如何持

續募得款項進行婦權倡議工作，提出分享與建議；聯合國基金會的 Jones女士，

說明私部門與公部門如何進行合作以促進性別平等；來自挪威的 Vikor女士與辛

巴威 Lupunga先生，說明挪威、辛巴威基於捐贈國或接受國的立場來看推動性別

預算的經驗；以性別預算專家身分出席的 Sharp教授，則整理她近年來性別預算

研究發現與未來執行及研究的建議。根據幾位精采的演講與現場資料，內容整理

如下： 

1.各國對於達成性別平等之財政資金援助的承諾，岀自於幾場重要的會議結

論：(1) 1995年北京行動綱領(2) 2000年聯合國第 23屆大會結論(3)2002年的蒙

特雷共識（the Monterrey Consensus）(4) 2005年巴黎宣言（the Paris Declaration）。

後兩者我是第一次接觸。據了解，這兩個共識或宣言，均針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

所提出的策略與規範。蒙特雷共識，源自聯合國 2002 年三月於墨西哥蒙特雷市

舉辦的「財政援助發展國際會議（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強調各國進行財務援助過程的重要性，包括發展性別敏感度，

及鼓勵將性別主流化納入各階層及各部門的政策當中。同時，蒙特雷共識也同樣

強調國家致力將性別主流化納入預算發展時能力建構的重要。至於巴黎宣言，則

強調援助效益，因此訂定五項原則，由援助與被援助國家同意遵守：a.所有權

（Ownership）b.結盟（Alignment）c.和諧（Harmonization）d.為成果努力（Managing 

for result）e.共同的責信（Mutual accountability）。關於這兩項共識與宣言可以參

考相關網站3。 

2.北京宣言與第 23 屆聯合國大會結論均指出，為達成性別平等以及女性充

權的財務籌措應該朝向國內、區域與國際三個層次發展。近年來經過行政院婦權

                                                 
3 蒙特雷共識：http://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Monterrey_Consensus.htm 巴黎宣言：http://www1.worldbank.org/harmonization/Paris/FINALPARISDECLARATION.pdf 



會委員的努力與大力奔走，政府各部會開始研擬朝向性別預算工作發展。建議未

來也可以將視野朝向區域性與國際性的層次發展，善盡國際社會的責任與義務。

3.聯合國發展基金會的 Jones 女士提出不同的觀點，她提到公私部門合作推動財

務援助促進性別平等，這種夥伴關係深具挑戰性。其中，她舉出目前由耐吉基金

會與其他 30個 NGO、6個 UN機構以及聯合國基金會合作成立的青少女聯盟為

例，此聯盟共投入 125萬美金，倡議並提出針對青少女之全球政策與青少女方案

之主流化。除了耐吉基金會之外，似乎少見其他商業部門參與類似的合作模式。

Jones 女士提出，促進性別平等的財務籌措過程中，政府資源、外界援助以及私

部門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她舉出私部門可以扮演六項角色，如 a.提供年輕女

性就業機會並且加強訓練與技能發展；b.與公部門合作，並動員更多資源投入；

c.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企業者因投資與財務援助，可影響政府層面；d.成為提升

政府與公民社會共同合作的最佳範例；e.落實勞動核心標準、良好的工作條件、

平等機會政策、遵守與聯合國婦女基金共同訂定的卡爾維特婦女原則（the Calvert 

Women’s Principles）4等；f.致力於性別平等的慈善事業發展，尤其是針對未來世

代方案提供，如女孩存款俱樂部、認識財務方案、非性別歧視的就業方案等。 

3.AWID 的 Ms Durán 報告中指出，過去十年來，儘管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

日益受到社會大眾重視，但是婦女倡議性團體的募款卻越來越不容易。AWID從

研究發現，過去幾年許多雙邊或多邊援助型機構寧願將財源直接給政府，而非給

NGO 組織，儘管這些組織的政策支持性別平等，但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卻非如

此。另外，大型獨立性組織改變領導方式，挪走支持性別平等方案的款項，且越

來越重視績效，於是傾向將大筆經費補助大型組織。然而，AWID也發現，許多

長期支持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的國家5與援助機構或國際型 NGOs，她們仍認為

應該調整策略並加強與婦女運動組織更緊密的連結，同時也有許多新的國家6加

入援助的行列。 

4.澳洲 Sharp教授指出，研究發現透過性別預算的執行，已看見改進以下五

點：a.統計與指標；b.預算的支出；c.預算的收入；d.預算決策過程 e.援助的相關

政策。未來應該持續關心並且進行以下研究：a.性別預算如何使用並且發展成果

導向的方法，期待何種成果且如何被測量？b.公共支出、公共收入與照顧經濟之

                                                 
4 http://www.calvert.com/womensPrinciples.html 

5 如冰島、義大利、荷蘭、紐西蘭、挪威與瑞典。 

6 西班牙、土耳其、韓國。 



間的關係；c.主要的扮演者如何提升政治意願投入性別預算工作？d.性別預算對

於推動性別主流化有何啟示？性別主流化的概念架構、實踐與教訓對於性別預算

推動上有何啟示？ 

北歐父親是否為男性照顧者的典範北歐父親是否為男性照顧者的典範北歐父親是否為男性照顧者的典範北歐父親是否為男性照顧者的典範？？？？ 

另外一場印象深刻的座談會，於三月一日在下榻飯店二樓舉行一場名為：北

歐父親是否為男性照顧者的典範？會議談北歐男性在家務之分工，尤其是照顧者

角色的探討，並談到北歐各國親職假與津貼等政策的對於兩性參與家務分工的影

響，對於父親親職角色的影響與對於社會發展兩性平等的成效。當天的主持人為

NIKK研究中心主任Mr. Øystein Gullvåg Holter，致詞者為冰島社會事務部的Mr. 

Magnus Stefansson，而引言人包含冰島性別平等中心研究資訊部主任Mr. Ingólfur 

V. Gíslason、丹麥社會事務及性別平等部Ms. Vibeke Abel、挪威兒童與平等部部

長Mr. Arni Hole以及挪威 Reform經理Mr. Per Kristian Dotterud。 

近年來北歐的生活型態、家務分工模式、照顧政策，在台灣成為各界的熱烈

討論與關注焦點，成為社會福利政策理想的典範。這場座談會將焦點放在男性參

與家務分工上，各國制定親職假相關政策後，落實情況與影響。來自冰島社會事

務部的 Gíslason先生表示，冰島於 2000年 5月頒布親職假政策（產假與父親假

期規定、彈性工時、津貼），目標為：1.增加父親在兒童照顧的參與 2.增加婦女

在勞工市場上的地位 3.增加生育率 4.家有兒童的家庭擁有更好的經濟狀況。 這

四個目標，除了第二點還未確定是否達成之外，其他都是肯定達成的。冰島社會

事務部也預告，將於今（2007）年 9月 21日於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Reykjavik）

舉行國際男性性別平等研討會（ International Men’s Conference on Gender 

Equality），相關的會議資訊可參考 http://www.yourhost.is/ 

另外一位來自丹麥社會事務及性別平等部的 Abel 女士，分享丹麥父親使用

親職假的情況，並認為將父親納入擔任照顧者角色，將可帶來家庭、勞動市場以

及社會上兩性平等的影響，此外，擔任照顧者的父親將會是非暴力的父親。 

這場座談會我也看到，北歐國家已經開始認真思考男性在家務分工與性別平

等上應該扮演的角色，各國也進行了許多相關研究與倡議方案。在現場看到少見

的高男性比率參與 “性別議題”的討論（台上引言人除了一位女性外，其他都是

男性，台下也看到不少男性），讓我不僅想問，是否北歐國家的兩性平權運動，

已經進步到讓更多男性關心並願意投入性別議題工作？或者，當越來越多男性參

與，或當男性主導性別平等工作時，是否會有複製父權體制思考邏輯的危機？ 



除了三位政府代表外，其他包含來自北歐性別議題研究中心或相關機構代

表，在此將這些機構的聯絡方式整理如下，提供參考： 

1. NIKK, Nordic Institute for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Research 

北歐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1995 年由北歐部長理事會成立，是唯一進行性別研

究的跨國性研究單位，目前位於挪威奧斯陸大學。http://www.nikk.uio.no 

2. Reform, Resource Center for Men 

男性資源中心，目的為提供性別觀點於男性，提供各項諮詢與直接服務，位

於挪威。http://reform.no 

3. FOCUS-Fostering Caring Masculinities 培養有愛心的男性（暫譯） 

為歐盟支持的方案，目前有五個合作國家：德國、冰島、挪威、斯洛維尼亞

共和國、西班牙。http://www.caringmasculinities.org 

此外，norden北歐部長理事會於 2006出版「北歐經驗-親職假對於男女平等

的影響（Nordic experience with parental leave and its impact on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之報告書，可至以下網站下載：

http://www.norden.org/pub/sk/showpub.asp?pubnr=2006:531。 

 

叁叁叁叁、、、、未來建議未來建議未來建議未來建議 

本會今年為第兩年辦理「婦女團體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 NGO會議」

業務；經過兩年的參與經驗，我認為參加此項會議最大的意義有兩：第一，與國

際組織連結，並持續發展良好的關係，以作為未來與國際資源連結之重要窗口。

第二，了解各國、各地區及全球所關注之重要婦女議題，並了解各組織與 CSW

大會針對該年議題所做的努力與解決方法，以作為國內相關工作之執行方向與策

略。然而，參與國際事務並與國際組織連結，需要投入相當的專業人力與時間經

營，並非一蹴可及。未來如何持續參與聯合國婦女議題會議，並發揮最大效益，

在此整理各團員與本人想法，提出幾項建議，作為未來參考。 

 

一一一一、、、、針對明年議題及組團相關事項建議針對明年議題及組團相關事項建議針對明年議題及組團相關事項建議針對明年議題及組團相關事項建議 

（一）針對明年議題提前進行讀書會或議題研討會，並統整我國對於明年議題的

建議與提案，可以於會議期間與各國代表分享。 

（二）我國性別預算發展的層面，建議多培養區域性與國際性的視野，並可朝向

兩方向發展：1吸取國際經驗以落實於國內 2.由我國對外援助方案中納入



性別主流化觀點，促進受援助國的性別平等工作。 

（三）依照團員不同的專業領域分小組開會並參與當地的會議，加強小組間的心

得分享與討論，並且可以達成管理或學習上的效益。 

（四）建議於當地會議結束前，聽取大家對於開會的整體心得感想，與參與前之

期待有何不同，同時分享回國後如何落實於國內工作。 

（五）未來組團成員之新舊比例應該維持一定比率，培植新人並鼓勵願意持續參

與國際連結並落實國內工作的成員，並針對不同身分賦予不同的責任與義

務。例如分配房間時可考慮將新舊成員同間，幫助新人儘早進入狀況。 

（六）成員中政府代表與非政府組織代表的學習目標不同，如何照顧不同需求並

達成共同學習的目標，並鼓勵彼此由不同觀點進行議題討論與分享的環

境，是未來組團必須安排與思考的部分。 

（七）積極邀請國際友人擔任我方主辦之 panel 引言人，或擔任其他國際組織

panel的引言人，以達成國際交流互動。 

 

二二二二、、、、進行國際婦女相關組織進行國際婦女相關組織進行國際婦女相關組織進行國際婦女相關組織、、、、會議與議題研究會議與議題研究會議與議題研究會議與議題研究 

（一）針對具聯合國諮詢地位身分之婦女議題相關組織，進行研究與了解。 

至 2006年 8月 31日止，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下具有特殊諮詢身分之非

政府組織組織，共計 1784個團體，而具一般諮詢身分之團體共 138個。建議未

來本會可針對婦女議題相關之團體進行了解與研究，了解 NGO團體在聯合國如

何發揮影響力（例如 CONGO工作模式與機制），以及其對應之國內分會運作與

工作情況。 

（二）蒐集婦女區域性會議資訊，加強了解各國及各區域之婦女處境現狀。 

了解區域間婦女相關會議與各國婦女處境，並與我國婦女現況進行比較。 

（三）持續針對今年度議題，進行台灣地區的調查與研究，以作為未來工作或宣

導依據。例如外籍婦女與兒童保護、兒虐、人口販運、墮胎與乳癌的關係等。 

 

三三三三、、、、加強國內加強國內加強國內加強國內 NGO與國際與國際與國際與國際 NGO互動互動互動互動，，，，落實參與國際相關會議與組織落實參與國際相關會議與組織落實參與國際相關會議與組織落實參與國際相關會議與組織 

（一）積極加強與各區域、各主題 caucus 的連結工作，並且針對亞洲各國共同

關心的議題，成立聯盟，例如亞洲防暴聯盟；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或互訪交流方

式，連結亞洲各國共同關心防暴議題的 NGO組織。 

（二）建議國內 INGO分會，持續派員參加 CSW會議，以關心及了解性別相關



問題，並更加落實國內工作。 

 

四四四四、、、、建立婦女權益監督機制與工作小組建立婦女權益監督機制與工作小組建立婦女權益監督機制與工作小組建立婦女權益監督機制與工作小組，，，，落實我國婦女權益相關法律落實我國婦女權益相關法律落實我國婦女權益相關法律落實我國婦女權益相關法律 

我國已於今年立法院通過，並於二月總統簽署加入 CEDAW公約之遞交書，

未來不論是否能夠成功於聯合國遞交存放書，政府與婦女團體都應該持續發展我

國婦女權益工作，並檢視我國是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建議未來應發展 CEDAW工作小組，持續監督我國婦女權益相關

法律之落實狀況，並關心各國 CEDAW 執行狀況與聯合國 CEDAW 會議時間與

議題。 

 

五五五五、、、、以以以以 CEDAW公約及安理會公約及安理會公約及安理會公約及安理會 1325決議案為基礎決議案為基礎決議案為基礎決議案為基礎，，，，展開與中國婦女團體代表進展開與中國婦女團體代表進展開與中國婦女團體代表進展開與中國婦女團體代表進

行和平議題對話之空間行和平議題對話之空間行和平議題對話之空間行和平議題對話之空間。。。。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 2000年通過 1325決議案：婦女、和平與安全（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2000），其與 CEDAW公約均為保障婦女人權的有力架構，同

時所有政府與國際機構都必須要保障婦女免於受到戰爭、暴力威脅，且讓女性參

與和平建立機制。也許根據此架構之下，以和平議題建立與中國婦女團體對話空

間，可作為彼此發展之突破。 

 

六六六六、、、、針對本會未來發展建議針對本會未來發展建議針對本會未來發展建議針對本會未來發展建議 

（一）業務角色上應逐漸轉型。 

本會經過兩年主辦統整各婦女團體參與 CSW會議之團務工作，已逐漸建立

一套參與機制，並受到政府與民間團體的重視。建議本會未來可漸轉型為議題研

究發展以及國內落實推動、促進國內與國際組織連結、建立國際議題討論平台機

制等角色發展，組團行政角色建議委外或與團體合作辦理。 

（二）針對參與 UN NGO-CSW舉辦說明會，並編印宣導手冊。 

針對每年不同的主題邀請相關婦女團體或政府部會參與會議，提供會議相關

訊息；包括如何報名、會議介紹、議題討論、補助款項申請方式與來源、INGO

介紹等，並且編印手冊。本會擔任訊息提供者、諮詢者與協助各團體進行國際參

與之平台角色。 

（三）深入了解與本會性質或使命相似的國際 NGO，及亞太地區活耀的組

織，並了解其工作性質與組織功能。 



持續了解與本會性質與工作目標相似之國際 NGO，並關心亞洲重要組織之

發展與活動，例如婦女權益發展聯盟 AWID（The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亞太婦女觀察 Asia Pacific Women Watch、亞太婦女政治中心

Center for Asia-Pacific Women in Politics等。 

 

肆肆肆肆、、、、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自從張玨副教授 1999年來首次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議暨非政府組織

會議至今，今年已經是台灣婦女團體參與此會議的第九年；經過多年來張老師與

許多婦運前輩及婦女團體的努力，這幾年來參與此項會議已成為婦女團體每年參

與的盛會。感謝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及內政部的支持與指導，感謝外交

部、台灣民主基金會多年來的經費補助，以及我國駐紐約外館夏大使多年來對此

項會議的重視，並於 CSW開會期間用心接待與辛勞。此外，能夠參與聯合國會

議著實不易，從報名、爭取 panel發表及所有行程安排，過程中有賴許多友人幫

忙與協助，才能夠突破困境順利完成任務。特別感謝兩名在紐約進攻博士班的台

灣女生：NGO-CSW財務長/Simply Help秘書長黃維珊，與 Simply Help伍維婷 ，

並藉由她們多年來活躍於 NGO-CSW 執委會、幫幫忙基金會及與紐約僑界的良

好聯繫，一路上協助台灣婦團參與 NGO-CSW 大會及安排僑界座談會。此外要

感謝WFMH駐紐約代表Ms Nancy Wallace、Dr. Ricki Kantrowitz、NGO-CSW副

主席 Denise Scotto、協助舉辦僑界座談會的紐約勵馨基金會主任劉元芬與台灣會

館執行長黃怡妙、接待我們團體參訪的 Safe Horizon機構。還有要感謝勞苦功高

的團長嚴祥鸞老師，與兩名副團長李萍秘書長、紀惠容秘書長，以及各團員與會

期間大家彼此互相協助與加油打氣，成就今年婦女團體參與會議十分順利，任務

圓滿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