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聯合國第64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每年三月，聯合國總部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女

性主義者，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CSW）年會及

「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NGO CSW Forum），各會

員國由國內主管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事務的官員組成

代表團，主要任務為參與官方會議的辯論；非政府組

織（NGO）工作者則透過參與及辦理活動，一方面向

聯合國總部內的官方代表遊說，期望大會能產出更前

瞻的決議，另一方面在場外連結友好組織，倡議落實

性別平等對全球永續發展所能發揮的關鍵力量。

今年適逢「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2 5周年

（Beijing+25），其最重要的成果《北京宣言暨行動綱

領》（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BPfA）在過去25年間扮

演著聯合國推動各會員國落實性別平等的指南針。然

隨著時代變遷與科技發展，加上各國逐漸將BPfA的檢

視形式化，皆促使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及紐

約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NY）思考如

何在BPfA的基礎上轉化出新的策略目標與方法，以加

速全球性別平等的進程。因此，兩者分別提出「平權

世代運動」（Generation Equality Campaign）及「女性

主義者與婦女運動行動計畫」（Feminist and Women’s 

Movement Action Plan），規劃在三月的CSW年會後，

緊接在五月和七月辦理「平權世代論壇」（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並將終極目標放在九月的聯合國大

會，要求各會員承諾投入更多資源及建立可檢視的性

別平等落實機制。以世代傳承為核心概念，延續過去

的精神融入創新的做法，在BPfA的基礎上，勾勒出推

動性別平等的新方針。

不料，COVID-19在全球持續擴散，使得UN Women

緊急在2月29日於官網公告：「聯合國祕書長建議第

64屆CSW會議主席將大會縮小規模或延期辦理，並

將於3月2日召集會員國代表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最終

定案。」這突如其來的通知，迫使已在前一天發出

「NGO CSW64 Forum將如期辦理」通知的NGO CSW/

NY不得不重新思考，並開始動員全球NGO連署支持本

屆CSW延期辦理，計畫在3月2日會議上強烈表達「沒

有公民社會參與的CSW不是CSW」的訴求，拒絕聯合

國以縮小規模為由，透過排除NGO與會的方式草率辦

理本屆CSW。此外，婦女權益小組（Women’s Rights 

Caucus）1也積極鼓勵全球NGO簽署支持「女性主義

者宣言」（Feminist declar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2，以壯大公民社會的聲勢，來回應本

屆CSW大會上通過相對保守的「政治宣言」（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3。

3月2日會議當天，經各會員國代表與NGO代表的

折衝，最終決議維持3月9日的開幕式，包含開幕演

說、通過Beijing+25的「政治宣言」等處理程序性事項

的會議（procedural meeting），並呼籲各會員國指派

駐聯合國代表參與即可，屆時將不另核發額外的通行

證給各國首都派來的代表，以嚴格控管總部內的人員

流動。隨疫情持續擴大，UN Women官網顯示，第64

屆CSW似乎不再考慮延期辦理的可能性而採取縮小規

模的形式辦理。新的議程僅兩天，分別是前述3月9日

的procedural meeting以及3月13日的追蹤會議（follow 

up meeting），會議目的為處理完本屆正式議程中待

決議的項目，並為第64屆CSW劃下任務型的句點。

雖然本屆CSW匆匆結束，對照3月9日在聯合國場

內通過的「政治宣言」，以及在場外由婦女權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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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琬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1   由來自全球超過250個婦女團體組成的工作小組網絡，在聯合國內遊說官方代表採取更開創性的行動來推動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 

2  全文詳見：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YPRj9jrnKpwyaMaAdsuqjlVLah2j-xR/view

3  全文詳見：https://www.unwomen.org/en/csw/csw64-2020/session-outcomes



發布的「女性主義者宣言」，仍可協助我們具體描繪

出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在目前立基的成就上

勾勒出未來路徑圖，以加速達成性別平等的願景。

挑戰：結構性的阻礙、持續的反挫
與資源的不足

近兩年的CSW大會中，無論是官方會議或NGO

活動，幾乎都會提到「反擊與反挫」（Push back and 

back lash），可說是全球性別平等工作者目前所面臨

最普遍且頗具威脅的挑戰。今年，在3月9日的開幕演

說中，聯合國祕書長便表示：「我們必須反制反挫勢

力」，以提醒各會員國代表，過去25年來雖有不同世

代持續加入性別平等運動，但BPfA的願景尚未達成。

而這些反挫勢力的根源，在「女性主義者宣言」前言

中有比較具體的說明，可分別從社會、經濟與環境層

面切入，同時亦點出數位時代下的新興挑戰。

從社會層面切入，阻礙民主與人權的各種意識

形態，例如：集權主義、仇外民族主義、任何形式的

至上主義或任何宗教的基本教義派，近幾年在全球各

地死灰復燃，這類意識形態除了戕害民主與多邊主義

的發展外，亦煽動了父權主義、種族主義、新殖民主

義、恐同等不合時宜且壓迫人權的思想復辟，直接衝

擊婦女與女孩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在經濟層面，「新

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某種程度是阻礙「平等」的最大

絆腳石，當全球政權皆信奉新自由主義規則，無論

國與國間的平等或不同性別間的平等皆受其害；更甚

者，這種線性經濟模式也間接加速了上述各種有害意

識形態的蔓延，擴大了全球貧富差距，並導致自然資

源與環境的崩壞，而女性或其他弱勢群體在面對環境

浩劫時是相對脆弱的。這些結構性的阻礙可謂環環相

扣，且隨著科技發展，這些阻礙除了出現在實體社

會，亦已滲透至虛擬的數位空間，例如網路性別暴力

便是父權制度的產物。

過去25年，聯合國BPfA及相關人權公約督促各會

員國政府落實性別平等；然而，至今仍未有任何國家

達成全面的平等，且根據UN Women預測，假設持續

以目前的速度推動相關工作，性別平等恐怕還需要

99.5年的時間才能達成。這意味著，要趕在2030年達

成「永續發展目標」目標五，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的

工作勢必得加速，而這仰賴更前瞻的策略目標與配套

的工作方法。拜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之賜，留下BPfA

這樣寶貴的資產，讓我們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

接將BPfA轉化成為符合目前時代趨勢的新工具。

後2020的具體行動計畫

為了更有效檢視各會員國在落實BPfA上的成果，

UN Women遂將BPfA的十二項關鍵領域轉化為六個主

題，並要求各會員國具體簡要說明這五年來推動的具

體成果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分別是：（一）包容發

展、共享繁榮與尊嚴工作；（二）消除貧窮、社會

保護與服務；（三）免受暴力、汙名與刻板印象；

（四）和平與包容的社會；（五）環境保存、保護與

復育；（六）參與、問責與回應性別的制度。

然而，在聯合國的「政治宣言」中，呼籲會員國

採取的行動，皆是籠統地以促進會員國推動性別平等

與婦女賦權的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為目的，僅點

出各會員國應如何促進性別平等的大方向，例如：廢

除具有歧視性的法律與政策並扭轉具歧視性的社會規

範及刻板印象、提供資金與資源以落實性別平等與婦

女賦權、強化性別統計以縮小性別落差。其中比較新

興的行動建議，是針對近幾年科技與數位發展為性別

平等帶來的助力與阻力，呼籲會員國運用科技提升婦

女地位的同時，也不能忽略網路性別暴力的問題。

反觀由公民社會主導的「女性主義者宣言」，除

了比聯合國的「政治宣言」更明確說明消除任何形式

的歧視與尊重每個人的自主權是國家本應盡的義務，

亦鉅細靡遺地就前述六項主題提出當前必須採取的行

動，同時亦強調議題的交織性，並開創性地將「非常

規性別者」（gender non-conforming persons）的權益

全面涵蓋在這份宣言中。在經濟賦權上，指出經濟賦

權不應只單純討論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而應當

使其能平等享受社會進步與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並充

分行使其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權利。在社會安全

系統與公共服務面，強調普及的社會安全系統是落實

人權的關鍵，特別是對於落入貧窮、弱勢與遭受暴力

和歧視的人，而政府應該主導公共服務（例如教育與

公共衛生）之規劃與執行，確保可以永續且穩定地提

供人民所需。在消除暴力上，性別暴力仍持續發生，

無論在公領域或私領域甚至是網路數位空間，都需要

公權力的積極介入，國家必須透過制訂或修改法律，

落實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同時提醒男性的參與至關重

要，徹底扭轉父權陽剛性，消除具性別歧視的社會慣

例。在和平維持上，重申聯合國安理會1325號決議，

各國須更積極推動女性參與和平談判，同時，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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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fA的建議，減少軍事國防預算並將其重新分配至公

共建設與服務上；另外，人權捍衛者（human rights 

defenders）的人身安全也必須獲得保障。在環境永續

上，採取本於人權且能回應性別的氣候行動以落實環

境正義。最後，在機制參與及可問責上，則強調提升

年輕女性的公共參與及決策權，以及公民社會之於

CSW的不可或缺，以回應近年來聯合國逐漸限縮公民

社會參與聯合國場內會議的政策。

從以上對照不難看出，公民社會總是能更貼近實

際發展狀況提出治本的解方，然而諷刺的是，要加速

推動性別平等的發展，以現階段來說，最重要的兩個

條件──執政者的政治意願以及資金的投入，皆掌握

在政府手中。

我國未來參與策略：女性主義外交

CSW與NGO CSW Forum做為全球最大的性別平等

議題交流與倡議的空間，對我國而言，不啻是一絕佳

展現軟實力的舞臺，今年原訂以「臺灣：亞洲性別平

等領導者」為主軸舉辦一周的廣宣活動，企圖凝聚政

府、公民團體與青年的力量，在CSW會期間主動出擊

展現成果，可惜最終因疫情取消。然而，要每年都能

在短短的兩周會議期間有外交上的突破，勢必得發展

出一套有效率且能永續的工作方法。綜觀近五年各國

在參與CSW上的策略可發現，採行「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國家（2014年瑞典首先提出，加拿大、法國與

墨西哥相繼跟進）某種程度透過參與CSW在整體外交

上有所斬獲。

瑞典在2019年取得UN Women副執行長的位置，

亦持續在國際間倡議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成功打造瑞

典成為世界的女性主義者之形象。加拿大則在2017年

宣布採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其總理持續透過參與

公開活動或在社群媒體中發表女性主義言論，儼然成

為男性領導者支持性別平等的表率，亦在2018年擔任

「七大工業國組織」（G7）主席期間辦理第一屆「女

性外交部長會議」，成功博得全球媒體版面。法國和

墨西哥則分別在2018與2020年宣布推動女性主義外交

後，密集與UN Women合作，取得攜手辦理「平權世

代論壇」的機會。此外，墨西哥做為拉美第一個提出

女性主義外交的國家，亦野心勃勃地計劃運用這波女

性主義浪潮，成為拉丁美洲地區推動性別平等領導的

角色，協助拉美國家擺脫長期為人詬病的性別不平等

印象。

焦點拉回亞洲，目前仍未有亞洲國家公開

採納女性主義外政策，我國應把握目前仍居區域

性別平等領導者的地位，參考國際婦女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倡議

主任Lyric Thompson所彙編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架

構》4，發展出一套適用我國且能推展至其他亞洲國

家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例如先依架構中提出的5R原

則──權利（Rights）、資源（Resources）、代表性

（Representation）、政策評估（Research & Reporting）

及政策落實（Reach），梳理出我國推動性別平等之國

內政策與國際合作計畫的現況與挑戰，並提出對策，

以發展出具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再者，由於我國特殊的國際政治地位，長期下來

在國際參與上發展出獨特的公私夥伴關係，NGO在我

國外交工作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以CSW為例，每年與

會的NGO代表，除了在會議上透過展現我國性別平等

成就打造正面的國家形象外，亦須同時保持監督政府

的批判者視角，敦促政府採取更積極的做法促進性別

平等。如此複雜又繁重的任務，除了依靠NGO長期耕

耘性別研究與對外交流外，亦有賴政府提供正確的政

策資訊與充足的資源，才能達成預期的外交成效。

最後，在過去五年UN Women的倡議及今年的平

權世代運動後，可預見「青年參與」將更趨常態化，

我國也應投入更多資源，系統性培養具性別觀點的

國際事務人才，組織青年在CSW期間辦理實體倡議活

動並透過社群網絡發聲，以游擊的方式在CSW與NGO 

CSW Forum周邊場合及線上社群曝光，展現臺灣青年

推動性別平等的熱忱與決心，並拓展和他國青年交流

的廣度與深度。

總之，目前在參與CSW上仍缺乏一套對內檢視、

對外展現的方法，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架構》或許

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更是一

個獨立國家鞏固主權與強化體質的重要手段，以我國

特殊的處境，唯有透過緊密的跨部門、跨世代夥伴關

係，以及共同的外交方針，將大家置於同等資訊上，

才能有效地在國際場合上群策群力、分進合擊，展現

臺灣在協力全球推動性別平等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4  Thompson, L. (2020).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 Framewor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