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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  

周邊會議與會總體報告  

萬秀娟、陳麗蓉（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一、背景說明  

    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CSW）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NGO Parallel 

Events）於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在美國紐約市召開為期

兩週的會議，此次共有來自 435 個民間團體的 2,084 位代表參與

本屆相關會議；超過 70 場會議在聯合國的會場召開 (一般稱為官

方會議 )，周邊會議（一般稱為平行會議或概稱非官方會議，會

場多集中在 Church Center 或 Salvation Army）則超過 300 場。

此次大會優先主題為：鄉村女性在消除貧窮和饑餓、鄉村發展與

當前挑戰中的角色及其培力（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role in poverty and hunger erad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hallenges）；回顧主題則為評估第

52 屆會議為性別平等與女性培力籌措資金（ Financ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之結論落實狀況；

新興議題則為促進青少年參與共創性別平等（ Engaging young 

women and men, girls and boys,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今年台灣與會代表包括來自民間團體（ NGO）及公務部門的

成員共 31 人，並分別透過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簡稱 WFMH）、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 Pa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簡

稱  PPSEAWA ）、 國 際 法 律 專 業 女 性 協 會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in Legal Careers，簡稱 FIFCJ）、國際

婦女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簡稱 ICW）、

國際婦女法學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簡稱 FIDA）、灰豹組織（ Gray Panthers）、國際終止童妓組織（ End 

Child Prostitution, Child Pornography &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for Sexual Purposes，簡稱 ECPAT）、國際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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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簡

稱 IRFD）、 國 際 志 工 協 會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簡稱 IAVE）、反對販運婦女聯盟（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簡稱 CATW）、世界青年聯盟

（ World Youth Alliance，簡稱 WYA）以及亞太婦女、法律與發

展論壇（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簡稱 APWLD）等 12 個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報名（本屆成員名單及

其報名組織如附錄一），成員雖來自不同專業領域，但性別議題

卻為成員所共同關注的焦點。  

二、與會概況  

（一）諮詢會議  

  2 月 26 日針對首度參與會議的 ｢新鮮人 ｣舉辦諮詢會議

（ Consultation Day）（議程如附錄二），當日共有來自 1 百多個

國家，超過 1 千 1 百位 NGO 代表參與。會議開始，由來自國家舞

蹈學院（ the National Dance Institute）的兒童舞者以盲人歌

手史提夫‧汪達（ Stevie Wonder）的曲目為音樂背景，在展現

一連串的舞蹈律動後揭開序幕， NGO CSW 主席 Soon-Young Yoon

致開幕詞，緊接著由 UN Women 執行長 Michelle Bachelet 發表

演說。 Michelle Bachelte 強調鄉村婦女在政治參與及經濟賦權

的重要性，並認為｢婦女不再只是衝突下的受害者，而是和平與

民主的領導者｣，同時， UN Women 已取得聯合國同意，由聯合國

撥出 15%的預算幫助災後婦女以確保相關事務的參與，並提供其

臨時的工作機會。  

  Michelle Bachelet 提出 UN Women2012 年的工作重點：  

 推動婦女經濟賦權及政治決策權的相關政策；  

 支援 52 個國家舉辦婦女領導議題相關的活動；  

 將和 20 個國家的國會攜手努力以促其既有法律朝向性別平

等的目標邁進；  

 將在 38 個國家中舉辦政治參與與法律知識的訓練課程，以提

升婦女政治參與；  

 對 27 個國家擬參選的婦女候選人進行相關的培訓；  

 協助 39 個國家進行投票及選舉法規的改革，以落實婦女參政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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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婦女經濟賦權方面，為確保婦女立足點的平等，將透過訓

練協助其取得平等的法律地位、社會保障、平等就業機會及

資源（如：土地及貸款）為工作重點；  

 加強法律對婦女的保障並公正的執行法律以保障婦女權益；  

 在該國政府取得和平的過程中或政治過渡期間，應加強婦女

在政策制定過程的參與；對於受到各種衝突影響的婦女，應

使其獲得更多的就業管道，並取得司法協助以保障其安全；  

 持續和聯合國所屬各會員國合作，以婦女參與的方式深化性

別預算的成效，以期最終達到制度性的變革。  

  此外，Michelle Bachelet 談及公民社會的角色，並指出 UN 

Women 與公民社會必須有更緊密、更積極及更有意義的聯繫。為

此 ， 乃 有 設 立 公 民 社 會 諮 詢 集 團 （ UN Women Civil Society 

Advisory Groups）之舉，以利於 UN Women 和公民社會間的常態

性對話，負起意見交流及政策論壇的功能，並在政策上、觀念上

及重要議題上發揮功能。此諮詢集團將具多元性及區域代表性，

包含全球性、區域性及國家層次，藉以諮詢民間社會網絡並進行

資訊及經驗的交流。同時，集團成員亦將來自公民社會各組織（包

括：性別平等網絡、婦女團體、學術團體、非政府組織及地區性

組織）的提名，並應具有推動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實際經驗者始

足任之。此外，全球層及區域層的諮詢集團將建構網路溝通平台

以有效落實多面向的溝通。在談及 CSW56 優先議題時，Michelle 

Bachelet 重申鄉村婦女應享有的機會與所面臨的挑戰等問題都

應受到重視，並呼籲與會者針對今年的主題及世界永續發展大會

（ Rio+20）的永續發展目標暢所欲言。                     

  諮詢會議中安排了兩場演講。上午場由聯合國原住民族論壇

主席 Mirna Cunningham Kain 進行演說。來自尼加拉瓜和宏都拉

斯邊境原住民族的 Mirna Cunningham Kain 本身是位醫生兼行動

主義者，更是今年 NGO CSW 傑出婦女奬的得主。演說中概述村落

原住民族婦女所面臨的挑戰及需求，內容觸及氣候變遷、信貸管

道不足、土地遭掠劫及受暴（包含體制的不公義對婦女所造成的

侵害）等議題，並盛讚原住民族婦女們運用其獨有的知識及技術

對土地及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其並指出村落原住

民族婦女提供近 60%糧食產量，但信貸數額卻不及總額的 10%，

所獲得的技術支援不到 5%，這些都不利於鄉村婦女脫離貧窮。

下午場則由去（ 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有｢和平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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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稱的賴比瑞亞行動主義者 Leymah Gbowee 發表演說。強調鄉村

婦女在政治改革、經濟、教育及環保議題上所做出的貢獻，特別

在地區經濟及生活上的投入與產出是極需被肯定的，且任何土地、

機械乃至信貸資源的提供都有助於婦女卓越能力的展現。Leymah 

Gbowee 認為：｢鄉村婦女自立自強，因為他們深知唯有行動才能

改變｣，因此鄉村婦女們主動吸收新知，並落實其所習得的觀念

與新知。  

    此外，上午

及下午亦舉辦了

兩場論壇。上午

場論壇從區域觀

點出發由與談者

對實際情況加以

說明，討論範圍

廣泛，從亞太地

區的武裝衝突到

伊拉克婦女的實

際生活現況。該

場次由 NGO CSW Vienna 主席 Ilona Graenitz 擔任主持人，與談

人員包括來自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的 Amat AL Alim Alsoswa、 哈 金 姆 基 金 會

（ Al-Hakim Foundation）的 Layla Alkhafaji、婦女發展權利

協會（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AWID）

的 Lydia Alpizar、基礎研究和婦女研究基金會（Fundación para 

Estudio e Investigación de la Mujer ,FEIM）的 Mabel Bianco、

婦 女 和 平 建 構 全 球 網 絡 （ The Global Network of Women 

Peacebuilders,GNWP）的 Mavic Cabrera Balleza 及 UN Women

的 Lakshmi Puri。與談人一致建議 UN WOMEN 應持續對婦女團體

挹注資源，並確保婦女團體與 UN Women 間的溝通無礙，且彼此

間的溝通管道應絕對透明。  

  下 午 場 論 壇 由 與 談 人 分 享 鄉 村 婦 女 相 關 議 題 ， NGO CSW 

GENEVA 主席 Nyaradzai Gumbonzvanda 擔任主持人，與談人員包

括來自 Rozaria Memoria Trust 的 Hilda Chitsanzara、薩爾瓦

多 的 H.E Carlos Enrique Garcia-Gonzalez 、 UN Women 的

Saraswati Menon、烏干達倡議連線（ PeerLink Initiative）的

Olivia Mugabirwe 及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的 Mari Sesabe。與談人概述

鄉村婦女長期以來所面臨的汲水不便、燃料及農具器械取得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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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土地自主權、負擔過多家庭照護責任導致影響其生產力、信

貸取得不易、醫療資源缺乏及衛生條件未獲改善等問題，即便已

開發國家（如日本）的鄉村婦女亦必須面對程度不等的困境。  

  本次諮詢會議， UN Women 執行長 Michelle Bachelet 針對

優先主題、回顧主題及新興議題分別在 CSW 大會中發表演說，並

強調應加強對鄉村婦女健康的照護、政治的參與、經濟的賦權及

乾淨能源的取得，同時並應認真看待鄉村婦女對自然資源永續發

展所作的貢獻。  

（二）周邊會議  

  由於聯合國主要建物正進行內部整建工程，雖有替代場地，

但空間仍有限，致使 CSW 大會對進出聯合國會場的人員及人數進

行嚴格管控，多數成員在與會前已由 CSW 大會的公告知悉，於是

將準備重點轉向與國際 NGO 共同籌組周邊會議及爭取擔任會議

與談人，共有民間代表 13 人及政府代表 3 人於 10 場周邊會議中

擔任與談人（會議場次及主題詳見頁 7-9 表一，內容參見本報告

後所收錄之與談人報告），其中本會也配合大會優先主題，分別

與聯合國系統學術理事會（ The Academic Council o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 簡 稱 ACUNS ）、 國 際 法 律 專 業 女 性 協 會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in Legal Careers，簡

稱 FIFCJ） 及 外 交 部 駐 紐 約 辦 事 處 （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 Y.，簡稱 TECO）合作，於 3 月 2 日、  3

月 3 日分別舉辦「增進鄉村地區婦女健康」(Improving Health of 

Women in Rural Areas)」及「美國平權行動方案工作坊」 (U.S. 

Affirmation Action Program Workshop 兩場論壇（議程如附錄

三），概述如下：  

1.  增進鄉村地區婦女健康  

  會議開始由 TECO 高大

使振群進行引言並介紹專

題演講講者－前美國勞工

部長趙小蘭，隨後其以｢鄉

村女性賦權｣為題發表演說，

並接受現場來賓提問。趙提

及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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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臨經濟不景氣及失業率上升的影響，鄉村婦女當然不免受到

波及，特別是教育程度較低及缺乏工作技能者更是首當其衝。因

此，有效提升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及工作技能是很重要的。其另

提及美國基金會及聯合國對低度發展國家所施行的微型信貸措

施，皆是希望藉以濟貧及扶貧。但是，所有的方案或計畫皆是利

弊互現，貧窮問題的解決是沒有萬靈丹的，或許大家對微型信貸

投以過高的期待，但保障婦女特別是貧窮鄉村婦女獲得接受基礎

教育的機會，不只得以拓展工作領域、改善生活條件、活得更有

自信外，更進而懂得捍衛及爭取自身權益，這就好比投石入湖總

能激起陣陣漣漪。  

  接 下 來 的

兩場討論會，第

一 場 由 拉 瓦

夫 ‧ 邦 齊 國 際

問 題 研 究 所 的

Dr. Thomas G. 

Weiss 擔任主持

人，聯合國婦女

地 位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及 薩 爾 瓦

多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Carlos Enrique Garcia Gonzalez 亦與會

分享薩爾瓦多鄉村婦女經濟賦權現況。接著由農委會周副處若男

與勞委會孫處長碧霞分別就｢台灣鄉村婦女經濟賦權｣及｢加強台

灣鄉村婦女當地就業及創業｣為題進行報告。第二場討論會由聯

合國系統學術理事會執行董事 Dr. Alistair Edgar擔任主持人，

顧教授燕翎就｢台灣銀髮族的創新活動｣、林醫師靜儀就｢台灣鄉

村婦女健康資源不均之現況｣、張教授玨與温桂君就｢災後農村心

理重建方案之性別與文化敏感度｣、周庭妤就｢促進友善的就業環

境－伊甸經驗分享｣、江鳯英就｢鄉村婦女對台灣社區安全所做的

貢獻｣分別進行報告。兩場內容十分豐富，並獲與會人員的熱烈

討論並給予高度肯定。  

2.  美國平權行動方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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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由嚴教授祥鸞籌備規劃，本會負責執行相關行政事項。

嚴教授從社會學的觀點對種族和性別與平權行動方案作一簡要

說明。緊接著由精通歷史的美籍亞裔羅治弘分享其長期對平權行

動方案的觀察；馬小萍教授則以｢扭轉對美籍亞裔的歧視｣為題進

行觀念的分享並說明歧視現況。馬教授並提及為彌補長期遺留的

種族歧視，平權行動方案應針對下述建議而有所作為：提供更多

樣化的學習環境；提供管道讓少數族裔得以進入主流教育系統；

鼓勵非裔及拉丁族裔之中產階級；提供更廣更多元的族族融合措

施等。下午場除邀請亞裔美國人法律辯護及教育基金會專職律師

Thomas L. Mariadason

就｢平權行動方案近期

發展｣加以說明外，並

進行小組討論及分組

報告。課程內容十分豐

富與實用，有助於性別

平等及少數族裔平權

概念的建立，與會人員

均獲益良多。接下來進

行分組討論，就彼此實

際感受及對平權行動

方案的影響交換心得

並進行簡短的口頭報告。在多位教授的帶領下，與會人員對平權

議題有了更深刻的見解。  

表一  台灣代表擔任周邊會議與談人場次列表  

時間地點  論壇主題  與談人／報告主題  
主辦  

組織  

Feb. 27,  

10:30AM 

CCUN 11F 

Advancing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Through Legal 

Mechanisms 

陳秀峯／Advancing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in Taiwan 

FIDA 

Feb. 29,  

10:30AM 

CCUN 10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mpacting the Mental 

張玨／Gender 

Perspective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WF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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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論壇主題  與談人／報告主題  
主辦  

組織  

Health of Rural 

Women 

Feb. 29,  

6:15PM 

CCUN 11F 

Good Practices of 

Empowering Women 

in Areas 

張明慧／Vulnerable yet 

Powerful: How 

Immigrant Women Can 

Transform Themselves 

and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hey Face In Taiwan 

林怡君／

Taiwan Indigenous 

Women’s Cultural  

Productions: Knowledge 

Production as Activism 

and Resistance 

林碧憶／Capacity 

Building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for Indigenous 

Women 

陳秀峯／Home Service 

Assistant ’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of Taiwan 

FWRPD 

Mar 01, 

6:15PM 

CCUN 11F 

Girls’  Safety in 

Homes, Community 

and Schools  

嚴祥鸞／ Linking 

CEDAW & CRC: A Case of 

School Bullying in 

Taiwan 

PPSEA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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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論壇主題  與談人／報告主題  
主辦  

組織  

Mar 02, 

2:30PM 

TECO B1 

Empowering Rural 

Wome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Hunger and 

Development 

周若男／ The Policy of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in Taiwan 

孫碧霞／ Strengthening 

Local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Rural Women in Taiwan 

顧燕翎／ Innovative 

Elderly Activities in 

Taiwan 

林靜儀／ Imbalanced 

Allocation of Women’s 

Healthcare Resources in 

Rural Taiwan 

張玨‧温桂君／Gender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in Rural Post-disaster 

Mental Health 

Reconstruction 

Programs 

周庭妤／ Enabling 

Employ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Marginalized: Eden’s 

Experience 

江鳯英／Rural 

Women’s Contribution 

to Community Safety in 

Taiwan 

TECO & 

ACUNS 

& 

FWRPD 

Mar 02, 

3:00PM 

UNNLB 

Using CEDAW to 

Advance the  Yan, 

Shang L/Hakka MaMa 

Brewing 

嚴祥鸞／Rights of Rural 

Women Self-Helping 
FIF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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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論壇主題  與談人／報告主題  
主辦  

組織  

Mar 02, 

4:30PM 

CCUN 1F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顧燕翎／Policy 

Innov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Health in 

Taiwa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KIWP & 

ICW  

Mar 03, 

9:00AM 

TECO B1 

U.S.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Workshop 

嚴祥鸞／Race/Ethnicity 

& Gende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FIFCJ & 

FWRPD 

Mar 05, 

10:30AM 

CCUN 11F 

Capacity Build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Women 

張玨（主持人）  

江鳯英‧林瑩茹／

Eco-Friednly Soap 

Workshop：Promo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Well-Being 

胡天香‧周若男／ The 

Many Uses of the 

Pummelo: Creativ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Rural 

Women 

MHAT & 

WFMH 

Mar 05, 

2:30PM 

CCUN 2F 

Employment Service 

for Rural Battered 

Women in Asia 

林靜儀（主持人）  

王月君／ Employment 

Service for Rural 

Battered Women in 

Taiwan 

康淑華／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of TWRF’s Shelter for 

Trafficked Women in 

East Taiwan 

勵馨  

（三）「台灣鄉村婦女生活印記及發展最佳範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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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 CSW 會期間，除周

邊論壇外，本會並配合 CSW

優先主題同步於外交部駐紐

約辦事處（ TECO）舉辦「台

灣鄉村婦女生活印記及發展

最佳範例」展覽，展出內容

包括 ｢台灣農村婦女發展進

程｣，鄉村婦女因識字率與教

育程度的提升，進而得以汲

取相關專業知識發展小農經

濟，同時亦對生態均衡發展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因賦權

而參與政策的作成及決策的

制定等，以及鄉村女性角色全方位轉變的｢女人鄉村前進推手｣

等，透過豐富的圖文展示，讓僑界及外國友人看見台灣女性面貌

與性別平等的成就。  

三、與會觀察  

本屆優先主題為「鄉村婦女在消除貧窮和饑餓、發展與現

有挑戰中的角色及培力」、回顧主題為「性別平等與婦女培力的

財務籌措」。為呼應本屆主題，今年多場 NGO CSW 周邊論壇皆以

協助鄉村婦女開創微型產業為題，分享實務工作的成果與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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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發展中國家或是偏鄉地區的女性長期接受父權體制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刻板分工，導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多屬於家庭照顧者，女性的無償家務勞動仍是一大約束，限

制女性獲得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微型創業所需的資金少，進

入門檻不高，又可幫助女性獲得實質經濟收入，協助家庭脫離

貧困。因此，聯合國不斷鼓勵各國發展微型創貸與微型創業培

力計畫，並視之為降低貧窮與促進社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  

 國 際 職 業 婦 女 聯 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 國 際 婦 女 同 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 國 際 婦 女 理 事 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亞洲太平洋婦女觀察論

壇  (Asia Pacific Women’s Watch)等組織在今年舉辦的周邊

論壇中論及鄉村婦女希望的協助並不是政府給他們錢，而是教

他們如何賺錢。培力原住民或鄉村婦女的過程中，必須使用她

們瞭解的語言，專有名詞對於她們而言太陌生。其實她們不是

沒有技能，而是不知道如何行銷自製的手工藝品或地方特產，

增加微型企業的商機。  

政府應當給予婦女完整的社會保障，並滿足基本生存需求

（水、食物的取得），再來提供微型企業經營的訓練與資金協助。

培力婦女開創微型事業可分為資金協助、技術訓練、行銷通路等

面向，政府須扮演主要輔導者，結合 NGO 與私人企業的力量，在

婦女創業前提供創業諮詢、市場分析、財務管理，建立創業婦女

聯繫網絡，提供創業資訊與諮詢服務。企業亦須配合政府政策，

將促進鄉村婦女進入市場視為企業責任的一環。  

  綜整各論壇討論，可參考的具體措施包括：第一，在協助婦

女創業部分，政府應成立保證基金，協調銀行提供低利率婦女微

型企業貸款資金，解決婦女創業資金取得障礙。第二，開創商機

部分，各地方特色產業應結合休閒觀光，有助於在地微型企業發

展。  

四、與會建議  

  我國參與NGO-CSW會議已行之有年，且近幾年來均獲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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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駐紐約辦事處（TECO）、及多位學者專家長期熱心的參與協

助，外交部國組司更提供行政與經費支援，而與會民間團體亦積

極參與。然，滾石不生苔，期待每年的參與都有所展獲，相信應

是歷屆與會者的共同目標。為達拋磚引玉之效，列出相關建議如

下。  

（一）回歸參與精神、檢討補助機制  

  NGO-CSW 會議的參與不論在民間組織國際經驗之擴展，以

及另類外交之發展上皆頗具成效。惟因每年參與人員不同，建議

未來宜更加強行前各項事務溝通協調，以達公私部門合作之綜

效。  

  另，為提高補助之實質效益，補助原則應回歸參與 NGO-CSW

目的，使與會者認知到應對所屬 INGO 或協助報名之 INGO 做出

具體貢獻與積極參與，擬將其努力程度納入是否公費補助之考量  

（二）連結國際公約、擴大友邦的合作  

  我國對人權公約的推動不遺餘力，民間組織應思考如何將工

作內容與國際公約（如：CEDAW 公約、人權兩公約、千禧年目

標、兒童權利公約等）加以呼應與連結；公部門則可透過國際公

約內涵進行政策與法令檢視，以精進組織內部性別平等的落實。  

  為擴大公部門及民間團體既有政策或計畫方案施行成效，本

會將持續引導與會者於會議期間儘量爭取舉辦論壇，或與國際組

織連繫爭取擔任該場引言人機會；欲籌辦論壇者亦可洽請外交部

駐紐約辦事處（ TECO）協助邀請我邦交國之外賓一起參與討論，

以增進國際合作機會。  

（三）建立資訊平台、加強經驗傳承  

  我國每年度均有公私部門共 30 多位代表參與 NGO-CSW 會議，

惟每年與會人員不同，致使相關經驗無法有效傳承，亦未能策略

性與國際人士建立長久友誼。建議師法｢師徒制｣精神，邀請曾參

與的代表建立 NGO-CSW 聯繫網絡，透過定期會議與交流，溝通與

分享參與策略與心得，加強經驗傳承。  

  另，為提高行政效率，主辦單位宜整理 NGO-CSW 程序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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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完整介紹 NGO-CSW 暨相關國際非政府組織之議題、參與程

序與聯結方式，以協助公、私部門了解參與目的與掌握參與資訊。

並建立資訊平台，定期更新上傳最新區域性或國際性婦女會議議

題資訊，協助國內公、私部門掌握國際動態。  

（四）強化語文能力，建立公私夥伴關係  

  為免民間團體參與國際會議受限於語言限制未能充分傳達

其經驗與想法，建議未來在代表遴派上宜選具基本英文溝通能力

者為佳。若評估有需翻譯人員協助，請事先提出，可先洽外館聘

請翻譯人員或僑界人士協助翻譯，由主辦單位編列相關費用支

應。  

    受限於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NGO-CSW 會議參與仍以民間

非政府組織為主。建議政府部門協助民間組織參與國際會議，並

將良好施政成效及民間推動範例見諸於國際社會。同時，亦可與

民間組織發展夥伴關係，透過民間組織達成實質國民外交，或透

過業務相關之民間組織，以民間身份參與 CSW & NGO CSW 會

議，以汲取國際資訊做為施政參考，同時亦可藉由擔任與談人宣

揚政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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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補助民間代表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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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9 日  

◎張玨（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台大婦女研究

室研究員、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常務監事、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

會委員）  

 

一、前言  

2012 年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United Natio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CSW）會議，今

年主題是「鄉村女性在消除貧窮和饑餓、鄉村發展與當前挑戰中

的角色及其權能增長（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role in poverty and hunger erad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hallenges）」，回顧主題是「為性別平等與女性充

權籌措資金（ Financ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新 興 議 題 是 「 男 孩 與 男 性 參 與 促 進 性 別 平 等

（ Engaging young women and men, girls and boys,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採用各種會議、座談、圓桌會議、與民間

團體互動式的對談去提出建議、或評量過去同意的決議後續落實

情況與過程等。 UN CSW 是由 45 個國家會員國所組成，是聯合國

對全球性別平等政策的決策中心。  

與往年相同，聯合國民間非營利組織婦女地位組織（ United 

Nation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NGO CSW），同時也在 CSW 周邊展開所謂的平

行會議（ Parallel Events），簡稱論壇，其實是由各 INGOs 所申

請主辦的各種論壇、座談、工作坊、區域小組討論 (caucus)等活

動，今年還增加圓桌對話 (conversation circles)，加強各議題

間聯繫；有近 300 場，第一週甚至一天有高達 40 多場次，若加

上 UN 內部正式大會以及內部各國代表團主辦的平行座談，或不

同大使館主辦相關活動，一天高達五六十場！。整體高達四百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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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所有民間組織的成員一樣，不是政府單位的人員，僅

是 以 國 際 非 營 利 組 織 (INGOs) 報 名 UN-NGO-CSW ， 透 過 參 與

UN-NGO-CSW 進入 CSW 大會旁聽，在正式政府大會舉行時在旁聽

席做觀察員，聆聽各國代表報告該國家執行概況，或參與由不同

國家代表團組成專題的座談或工作坊，有近 70 場。不過有些閉

門會議，我們民間代表也無法去旁聽。與所有的 INGOs 團體代表

一樣，需要有證件才能進入聯合國大廈，我國則因為身份特殊，

非聯合國會員國，目前台灣護照無法換證進入聯合國大樓去旁聽，

這現象已是第四年了，所以參與前也都被告知，大家把主力放在

外場 INGO 的連結，以及大使館主動主辦活動等，而有美國駕照

等證件能進去的人，就去多旁聽一些政府報告。   

今年本人除參與本次團體成員報告的場次、在外交部紐約大

使館主辦的台灣鄉村婦女展、國際座談、嚴祥鸞教授主辦「平權

工作坊」等，也旁聽 UNCSW 正式會議、和 UN 代表團主辦的週邊

座談外，本人也參與紐約大使館主辦的座談、參與 WFMH 主辦的

座談，主持一場由中華心理衛生協會主辦的工作坊，參與週邊

INGO 的婦女節活動，以及與僑界互動情形，茲分述如下：  

二、參與 NGO 周邊會議  

（一）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mpa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Rural Women 

時間： 2 月 29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由 WFMH 聯合國代表 Nancy Wallace 主持，共三位講者，我

是其中之一，第一位 Mandisa Monakali 是來自南非終止暴力對

待婦女與女孩的民間組織，提到南非鄉村婦女在鄉村不被當人看

待，嚴重影響心理健康：第二位 Henia Dakkak，來自聯合國人

口基金會（ UNFPA）的前任國際醫療組發展方案的主任，她提出

聯合國去各地工作發現鄉村婦女的心理健康議題，亟需被關心；

接下來第三位就是我，我則跳脫出疾病觀念，提出心理健康促進

是人人都需要的。只有建構一個人人安心、安全的大環境，人人

可以有可及性的工作、醫療資源，沒有暴力對待的擔心害怕與歧

視，就是全民心理健康。我們的組合很好，來自民間草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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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官方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以及我代表學界和心理衛生國際與

在地民間組織。  

自己長期以來，不厭其煩不斷提出心理健康是人人都需要，

即使慢性病人也需要，鄉村婦女的被培力充權、看到自己能力展

現的信心，建構安全環境，不論是物理環境（吃的安全、行的安

全等），也都是促進心理健康的一環，舉出我們台灣 88 水災前

後心理健康舒緩壓力的行動，甚至在兩年後我們正式自鄉村地區

（六龜）對社區婦女領袖提出網球按摩等團體方式的心理健康促

進方案 24 小時訓練，分享、帶回去與家人、社區聯誼的作業等，

讓他們能覺察自我情緒、人際互動、建立支持網絡，進而推廣到

社區，減少對災難的恐慌，找尋備災抒壓方法。讓在場者看到台

灣的活力，也順便作下週一台灣工作坊的宣傳。  

（二） Capacity Building an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of 

Rural Women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除邀請楓樹腳社區提出環保理念與行動是促進心理健康之

根本外，也邀請農委會選拔出的鄉村婦女創意代表提出柚子的創

新開發成品，減少過度生產拋棄的浪費，又呈現產品的附加價值，

鄉村婦女自信於此展現。最後是一向在推廣心理健康促進方案的

「笑笑功」（或是哈氣養生笑笑操），帶動全場「伸筋、輾氣、

歇喘」的動作，實際體會放鬆打呵欠的功效！讓辛勞的鄉村婦女

以及前來參與 NGO CSW 的各國 INGO 婦女代表學習照顧自己，同

樣深獲好評，會上不少人要求提供未來行動。「笑笑功」在聯合

國員工社團已經建立兩年的基礎了，環保肥皂來帶動社區環保意

識，增加附加價值，則江鳳英理事長計畫作全球性的工作坊，這

都是可以有國際連結功能的行動。  

（三） Improving Health of Women in Rural Areas  

時間： 3 月 2 日  

地點： TECO 

  由紐約大使館主辦與 ACUNS 合辦的座談，我提出心理健康促

進在鄉村地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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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康]圓桌對話   

  關心婦女身心健康的團體代表聚集，一方面提出各團體在不

同國家關心議題與行動，再方面也藉此作連結，這是接續過去都

有小組討論 caucus 外又再增加的一種連結機會，建立信任、發

展未來一起行動的方案。我提出一向主張的「性別主流化」與「心

理健康主流化」理念。  

（五） Transforming Communities through Psychosocial 

Empowerment of Poor Rural Women and Girls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UN 

  採用過去執行多年性別平等教育的方式，擴大到鄉村婦女與

土地接觸，將原本都認為是男性的行動，讓女性參與，表現出她

們能作，也作得很好，增加自信、自尊，是心理健康表現。重點

在去除性別刻板印象。  

（六）鄉村婦女健康議題   Worldwide Organization for Women   

  這場是由目前方才任職紐約的 WHO 代表報告，目前 MDG 八

項、只執行幾項（嬰兒死亡率、母產死亡率、愛滋防治等），相

關指標等，另一位講者則是國際助產士學會理事長提出助產士對

鄉村婦女健康的貢獻。  

  會中我發言質疑為何不將第三項性別平等放入執行目標中，

還有心理健康也缺乏；並提出我國在 2009 年就支持聯合國 CSW

的當年議題：男性參與家務分工，實質邀請一起行動的男性，現

身說法，有一些收穫，也做為其他國家參考。更鼓勵 WHO 將聯合

國幾項行動融入，變成男性參與健康照顧工作，自助助人，而非

等配偶來照顧。  

二、在聯合國內部大會場聆聽各國家代表團主辦的週邊會議，參

加下列幾場，提出兩場心得。  

（一） Sto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by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時間：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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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UN 

（二） Rural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UN 

（三） Girls and the control of their body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

sion-of-csw-side-event-girls-and-the-control-of-their-b

ody.html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UN 

  指出開發中國家對生育計畫或墮胎等的控制，等於控制女性

身體與導致對女性身體健康的影響；在已開發國家，各種醫療化、

媒體報導造成女性節食、或瘦身美容、整型美容，尤其對年輕女

性身心健康影響更大。國際間性與色情、人口販運、援交，透過

媒體美化或扭曲價值觀；需要有管道讓女性提昇其做決定能力。

提出十月 11 日是女孩節，我提出十月十日是世界心理健康日，

可以一併慶祝。  

（四） LAUNCH OF THE WOMEN'S EMPOWERMENT AGRICULTURE INDEX 

(WEIA)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

TH-SESSION-OF-CSW-SIDE-EVENT-WOMEN-EMPOWERMENT-IN-AGRIC

ULTURE-INDEX-WEIA.HTML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UN 

   美國 USAID 與世銀合作，對開發中國家進行農村婦女充權

的資料庫建立，並進行質性量性分析，提出充權指標，頗為實用。

測量農村婦女角色、與投入農村各領域。先用三個國家調查資料

分析（孟加拉、瓜地馬拉、烏甘達）。提出這個對未來各農村婦

女地位的創新評量工具的介紹。其中包括五個範疇十個指標：生

產結果（投入生產作決定、生產自主性）、資源（擁有資產、買

賣交易資產、對貸款可及性與作決定）、收入（可控制與使用收

入）、領導力（團體參與數、公開發言）、時間（時間分配在工作

量、休閒）。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sion-of-csw-side-event-girls-and-the-control-of-their-body.html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sion-of-csw-side-event-girls-and-the-control-of-their-body.html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sion-of-csw-side-event-girls-and-the-control-of-their-body.html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sion-of-csw-side-event-women-empowerment-in-agriculture-index-weia.html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sion-of-csw-side-event-women-empowerment-in-agriculture-index-weia.html
http://www.unmultimedia.org/tv/webcast/2012/02/56th-session-of-csw-side-event-women-empowerment-in-agriculture-index-we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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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出問題，不知美國本土指標為何？主席很汗顏說因為世

銀只補助開發中國家，所以他也很好奇美國狀況。我則提出若台

灣要加入一起分析可以嗎，他介紹給我負責統計研究的工作人員，

我們要用他們資料庫分析應沒問題，要加入台灣資料也歡迎，我

說台灣剛好介在開發中和已開發中間，值得先有我們自己的資料

收集計畫，才有未來合作可能。一本手冊已提供給農委會。網路

上也有語音檔案。  

（五） Empowering Rural Girls: From Invisibility to Agency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UN 

  UNICEF 邀請兩位女孩，與ＵＮ Women 執行長Ｍ s Bachliet 

對談。  

三、旁聽 UN CSW 大會  

    有關 UNCSW 正式大會，本人參加開幕式以及其他幾場議題

座談的旁聽，也聆聽各政府代表發言，由於網站上備有文字檔案，

因此在此不多贅述，只提出一場心得。  

（一） 2 月 27 日  開幕式  

（二）2 月 28 日 Panel1：Priority theme：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role in poverty and hunger 

erad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hallenges 

（三）2 月 29 日 Preparatory panel for 2013：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四） 3 月 6 日  Panel 5：  Emerging issue：  Engaging young 

women and men, girls and boys,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針對這場新興議題「男孩與男性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因為

我國從事性別平等教育從 1982 婦女新知，以及台大婦女研究室

1985 年成立，已經至少 25 年，尤其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4 年通

過，理說這主題有不少可以檢視與反省，並策勵未來。  

四位國家代表在報告時，都提出支持男孩與男性參與性別平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56sess.htm#panel1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56sess.htm#preview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56sess.htm#pane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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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或消除暴力的精神，並提出實質也辦過一些座談會和論壇

等，男性年輕人參與都很投入，但是他們還是會提到，因為中東

文化或習俗，其實有不少困難與挑戰，不斷提到文化和宗教很難

改變，這不就表示效果不佳嗎？甚至在前述 WHO 鄉村婦女健康時，

會提到訓練女性醫師，或女性，他們不只會照顧社區的大眾健康，

也會照顧家人，他呈現的圖畫就是一棟房子，裡面的男人與男孩

都是手交叉在那裡，沒作任何分擔工作的事，這是不對的！我們

應回應到 UNCSW 在 2009 年提出男性參與照顧工作做為依據，積

極安排這方面的訓練才對！甚至智利專家報告，連現在 UN Women

的召集人是智利前總統，他的影響落實很像還是不足！不過這場

討論中，大家也都提出挑戰與解決方向，成立青年人論壇，青年

人議會等等，將性別討論擴大，我國青輔會與教育部，可以被檢

視。  

四、參與週邊婦女節活動  

（一）3 月 7 日亞太地區婦女認為 UNCSW 在聯合國內部召開慶祝

婦女節的座談，但是一票難求，不少婦女無法進去參與，為何我

們不自己來慶祝？因此發起國際婦女節之前夕活動，來推崇鄉村

與原住民女性。  

當天陸續邀請主辦單位紐約合作的先發言，我們台灣則是第

一個團體發言，我們不但發言，也呼口號，更一起唱一首「祝你

幸福」送給在場所有姊妹，發言中提到台灣不該被聯合國排斥在

外，尤其是 NGO，我們只單純進去觀摩，並無政治意涵，我們將

我們努力「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呈現，也謙虛學習各國發展，帶

回台灣落實：此外也讓南洋姊妹念他們錄影帶上的文字：｢We are 

sister not afraid｣，加上｢Make a save and mental healthy 

environment｣。接下來是 Poster of ＂our hands of demands" 

將手印印上要求世界平等。  

（二） 3 月 8 日 NGOCSW 婦女節遊行，有意義也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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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先在 church center 做完前週 CSW 的簡報後，開始

準備披戴的黃布條，寫上你想表達對世界在婦女議題的期待，然

後大家再輪流告訴大家你寫了什麼，不少是終止暴力、和平等等，

我當然會寫 Mental health for all！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for all.WFMH MH in TAIWAN。至少讓大家看到台灣參與。後來

想想， 我在背面繼續寫上｢No exclusion for Taiwan NGO women.

｣後來看到韓國人在寫韓文，我也就再寫上「不要排斥台灣 NGO

婦女參與聯合國觀摩」。   

  遊行路程並不長，一路從 42 

街橫走 1AVE 到 2AVE，接著從 42

走到 47 街，Katherine 公園。一

長串約有上百人，有人帶鼓等擊拍

子步行，感覺不錯，明年來參加也

可考慮帶工具來。在公園中圍成小

圈子、喊口號、擊鼓唱跳等等，公

園旁還張貼  「聽到聲音」hearing 

voices 的海報，不同人講述其期

待，也有記者在旁訪問等。  

五、爭取被大會成員注意到我們的參與，以及 UN 相關民間團體

的訪問，或露出機會。  

在會前會最後發問，除一定要以 INGO 角色提出呼籲大家要

重視心理健康外，順便也帶出我來自台灣的訊息。  

一位自由工作者 Vina Sarkar 不斷在拍攝本次各種活動，放

在 網 站 上 ， 叫 做  voices of women worldwide & VOW-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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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oiceofwomenworldwide-vowwtv.ning.com。很多 CSW 活

動都被拍攝，包括第一天 consultation day，我在最後台下年

長者交棒給台上年輕女性的互動，想帶動他們身體活動較活潑的

行動，也被拍攝入鏡。此外也爭取她能訪問勵馨活動、鳳英的社

區與環保肥皂構想等等，此外大紀元記者來採訪，也轉介他訪問

我們成員，提供相關資訊。   

六、心得與建議：  

這次大會的前幾天本人較多放在內部的各國政府報告或各

國代表團組成的週邊平行會議，較多是這些國家支持其他國家推

動的成果，他們間關係與實現方式都較有其長期合作的關係，當

然如何有經費，如何成為永續發展，當支持的費用不再時，會如

何？ UN 在鄉村女性的工作，社會心理性別平等融入、農村婦女

充權指標建立等，都是我們可在國內落實參考。  

NGO CSW 婦女節活動等方式也可學習和規劃明年參與。 NGO 

CSW 會議在 church center 舉辦，則此次成員不少前往聆聽，分

工理應如此。只是其中有成員安排參觀事宜，又要去支援我們自

己成員的座談，加上週五在大使館又有座談，變成短短幾天能與

國際的連結變成較有限，這也會連結到來參加 NGO CSW 的目的。

有些訓練應是國內先訓練，或先有參與的經驗。需要討論。   

我在參與婦女節遊行時，在披掛的布條上寫上不要排斥台灣

婦女團體參與 UN CSW 的觀摩，UN NGO CSW 大會主席也知悉。未

來還是要爭取，祇是用平和方式。  

（一）  今 年 各 種 主 辦 方 式 增 加 議 題 連 結 的 圓 桌 對 談

(conversation circles) 

共有十個主題：人權、健康、家庭、代間對話、移民、人口

販運、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 RIO 20）、和平及防止暴力對待女

性、媒體、老人。而過去的小組討論，則以各地區為主，亞洲與

西太平洋地區、非洲、拉丁美洲、北美與歐洲、西亞與阿拉伯，

共五地區。聚焦在 UN CSW 對女性議題的解決建議，提出檔案修

正或建議解決的討論。這種形式，我國也可以發展。  

http://voiceofwomenworldwide-vowwtv.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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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NGO CSW 換新主席，

是韓國人 Soon–Young Yoon，

雖說是東方人保守，但是比起

前幾年的 Vivian Pender 是好

非常多，她會去每一場小組討

論或圓桌會談中最後參與，作

回應，手冊中也明顯提出共支

持幾項活動，每天早上的簡報

也認真執行。不過她還是被

INGO 婦女挑戰，認為 UN CSW 進場證件發放過於不友善，她應該

強烈要求而非順服。  

（二）紐約大使館的支援與可以開始單獨辦配合的會議了  

    雖然我們都是以不同國際組織報名，大夥一起齊聚紐約，

對大使館而言，雖是民間國際組織活動，但是也帶動不同國家以

及與聯合國的連結。參加 UN NGO CSW 十多年，看到紐約大使館

從開始的不重視，到開始鼓勵外館工作人員主動參與 UN NGO 的

不同小組，或參與國際組織等等，也發現婦女團體的能動量，從

開始主辦歡迎酒會、補助婦女團體所屬的 INGO 主辦活動的茶點

費，到去年辦台灣婦女百年展、在外館辦座談會，都有不斷的突

破。今年更在去年與大使的討論中，認為應為在地年輕僑民，辦

理涉及性別歧視進展到種族歧視等的平權工作坊，而由嚴祥鸞教

授籌畫等，都是今年又一創新。加上今年辦理鄉村婦女展，也補

助主辦 NGO CSW 週邊活動的租借場地和投影機的費用等。今年也

與婦權基金會一起主辦週邊活動，登在 NGO CSW 週邊論壇手冊中。

大使館還特別在 12 樓保留一間辦公室讓成員使用。也幫忙帶引

無法進去參與的成員有機會以訪客身份參加，這些安排相當用

心。  

不過前述活動也都還需要檢討，例如大使館主辦的座談會訊

息的發放、歡迎茶會的邀請、工作坊的地點與對象、合辦單位選

擇、補助費用投影機租借費用大於購買一台機器的金額等。  

今年會後達到協議，未來大使館聯工小組也開始有其目標，

可以單獨與 ACUNS 合辦 UN 時事的議題座談，我們就不參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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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對訊息傳遞，應對所有 NGO CSW 成員，而非只以我國前

來參與者為主。對投影機方面則建議婦權基金會購買。邀請 NGO 

CSW 成員參與茶會的更大彈性。辦公室仍保留，讓參與成員能使

用。仍可協助 INGO 費用有關場地費與一些點心（可以在離開時

發放）或一點紀念品都可以。與這次參與成員部分訊息與溝通方

式仍要討論。不過提醒大使館我們婦女是參與 UN NGO CSW，我

們不能參與 UN CSW，但是記者發佈新聞還是誤導。  

（三）與國際不同國家婦女團體合作推廣，外交部國合會要能行

動  

今年主題是鄉村婦女的發展，我國鄉村婦女能動量很大，其

實再做國際連結應是會有其成效，國合處每年都會主辦國際訓練，

不妨用環保做為議題，建構友善生態環境。心理健康促進也是被

需要的方案。在防止暴力方面，我國過去有不少努力，國際交流

實質參與有必要。  

（四）今年六月環保高峰會議 RIO+20 永續發展，以及印度將主

辦世界鄉村婦女大會等，我國需要準備與參與。  

（五）明年參與，今年四月就要開始規劃  

針對近年來參與成員反應與表現，以及大使館配合等，在在

反映出需要及早規劃，先召開成員座談提出遴選建議，婦權委員

也一起參與討論，尤其曾參與過的，更能一起來釐清目標。  

大使館繼續其座談，不一定需要有展示活動，去年今年是剛

好有特色。幫忙進去觀摩體驗、國際婦團互動等，紀念品贈送方

式也不是隨便的，參與最重要，建立友誼關係重要。未來一起合

作完成計畫更好，甚至已經可以規劃明年主題。  

平權工作坊的經驗，需要在僑界或 Flushing 主辦，參與度會

較高。  

政府官員要隨團觀摩，因為不是透過 INGO 報名，其身分是自

由的，但是若是以過去參與 INGO 經驗報名，則 UN 對 INGO 的要

求，我們都須遵守，需要釐清參與和觀摩的目標，如何帶回台灣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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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的準備工作與會議進行期間的問題與建議  

即使行前舉辦過好幾場說明會，希望參與者能先上網瞭解，

但是還是有很多需要討論的地方。例如大家的目標為何？生活住

行的討論，這次分散成七、八個住宿地點，如何聯絡？手機與網

路不一定適用於所有成員，未來如何訊息交流？未來也可繪製紐

約地圖、週末或第二週參觀地方等。各個活動如何能吸引國際人

士來參與也需要檢討。題目是否特殊？是與國際團體合作帶來聆

聽成員？婦權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社會司的角色？想學習的是

什麼？要更釐清！  

要學習作宣傳單、如何發放、溝通，參與小組討論方式、發

表當天分工內容（簽名單傳送與收回、資料發放、紀念品、參與

來賓引導座位、拍照（要涵蓋前後角度、整場、座談者、發言提

問者）、錄音等），紀念品的意義，何時發放等，都需再討論。  

（七）展望  

  參與 UNNGOCSW的目的在於與國際 INGO連結和相互支持，學習

如何將 INGO特定議題廣為推廣，也進一步學習如何將關懷性別平

等的特殊議題與政府成為夥伴，或對政策方案如何監督；觀摩

UNCSW則是了解各國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的努力，提出我國還可

以加強地方的建議。我國 NGO代表則往內在自我團體的推動性別

平等，往外則在國內與其他團體的連結與推動性別平等理念，更

進一步在國際組織連結上，也相互學習建立友誼和聯絡網，持續

參與週邊地區會議，或網上討論等。真需要有專人持續在網上注

意各種訊息並轉知大家。  

  對國內未來期許，能在性平處主持下，各地方政府婦權會以

及在地關心婦女發展的社團與學者專家都能一起來聆聽，各地方

政府提出的性別平等的政策方案與行動，也能像 UNCSW 一樣，讓

各縣市政府代表發言，討論解決方案等等，民間團體可以提出建

議遊說等等。未來在台灣應與 UNCSW 同步，大家一起觀看透過網

路播出的 UN 各國政府討論實況，才是真正我國政府與全民一起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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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  

◎顧燕翎（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Women in 

Asia-Pacific— the Korean Saemaul Movement and Beyond 

時間： 3 月 2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ICW(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國際婦女聯盟 )成

立於 1888 年，早在國際聯盟之前，是全球最早的國際性婦女組

織，並在各國推動全國婦女聯盟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NCW)，在聯合國具有諮商位置，是具有領導地位的國際組織。台

灣的 NCW 成立於 1985 年，時任女青年會全國總會會長的嚴倬雲

女士在參加 1985 年於肯亞首都成立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接觸

到 ICW 之後，回台創立本地的 NCW，當時同行的尚有葉叶琴 (立

法委員 )、錢迦明 (台大外文系教授 )，一行共四人，嚴會長與本

人是室友。  

台灣的 NCW 成立之後，一直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現任會長李

芳惠女士努力與各國交流，發展良好互動。這次在韓國會長力邀

下，本人於三月二日下午參加一場以亞洲國家婦運經驗為主體的

會議，主講人除本人外尚有 Cosima Schenk (President, ICW)、

Dr. Jung-Sook Kim(President, NCW, Korea)、 Dr. Young Hai 

Park (formal president, BPW Korea,APWW)等人。地點在 UNCC

一樓的禮拜堂，地方大、參與人數多，來自世界各國的精英女性，

以及各國的 NCW 代表，坐滿了所有座位，所以此次活動亦兼具

ICW 的國際交流功能。韓國婦女團體在國際間展現爭取領導地位

的高度企圖心。本人的報告以台灣高齡女性的健康方案為主，配

以統計圖表和三個自行剪輯的短片，頗受歡迎，很多人來向本人

索取 PPT, 本人也基於宣揚台灣公私部門的努力和成果，樂意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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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是全球經濟發展之後，許多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同

時由於女性平均餘命較長，高齡化對女性的衝擊也較大，因此不

論城鄉，女性和男性如何有健康的老年，如何及早促進健康，個

人及國家如何以最少的經費得到最大的健康成果，減少醫療支出

和病痛，是全球共同關注的議題。中華民國的全民健保是各國稱

羡的制度，台灣民間社團和社會企業的各種健康方案結合了傳統

與創新，也都各具特色，各有成效，都可以做為進行國民外交的

重要工具，健康快樂的人生也是提升世界和平的重要目標。不過

也有與會者表示，今年聯合國內外的各項研討會中，對於高齡女

性的關注太少。  

另一個重要的討論內容是 Busan Joint Plan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大致結論如下，各國應共同追求以

下目標：  

(1) Building the evidence base for action 

(2) Strengthening accountability 

(3) Integrating gender equality in development 

（二） Combatt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Rural 

Women in Africa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主 講 人 包括  Anne Anderson, Irish ambassador to UN, 

Harriette Williams from Sierra Leone, Bernadette Tapsoba 

Zonga from Burkina Faso and Amany Asfour from Egypt，討

論重點如下：  

1.climate justice：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影響食物、水、海平

面、人體健康等等雖受國際重視，對於男女性別的差異影響尚有

等更精確的資料與分析。已開發國家破壞天然環境，坐享開發成

果；開發中國家深受暖化、乾旱之苦，特別是非洲國家。氣候正

義應受到國際重視。  

2.women empowerment and technology：應訓練婦女使用科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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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生產工作，同時發展綠能產業，例如利用太陽能來烘乾蕃茄，

讓婦女掌握生產技術，有經濟自主能力，才能有發言權和選擇

權。    

3.Outcome document of Rio+20—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愛爾蘭駐聯合大使 Anne Anderson

表示，今年在聯合國的討論中，各國已較為接受氣候變遷對男女

造成不同影響的說法，男性較為行動自由，女性則不易離開住所，

為日常生活牽絆，必須尋找能源、水、燃料、食物，也容易成為

危機時期的性暴力受害者。聯合國今年六月的 Outcome document 

of Rio+20是重要文件，但基層婦女的生活經驗卻沒有呈現在此

文件的草案中，因此婦女團體應思考如何用 smart, strategic, 

focused手段設法修改此草案。特別是非洲婦女團體應設法影響

其大使，非洲大使人數眾多，在聯合國很有影響力，應充分利用。  

4.與會者發言重點摘要：  

(1)Rio即使有好的結論，也會面臨執行的問題．可能是無人執行、

沒經費執行或錯誤執行，例如以綠化為目標種樹，卻種錯了樹種，

造成災害。  

(2)本屆會議談到 rural women時一直以農業為主題，但事實上許

多婦女是從事畜養業，她們的處境不應遺漏。  

(3)許多非洲國家有嚴重的貪污腐化問題，說得多，做得少；買了

機器，機器不見了；種了樹，樹被砍了。因此防止貪腐應是當今

要務。  

（三）Building a Stronger United Nations for Women: One Year 

after the Creation of UN Women  

時間： 2 月 29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引言人有兩位非洲女性，一位說英語，一位說法語，有雙語

翻譯，另有一位阿根廷女性及一位來自太平洋群岛的女性，都說

英語，在會場人數以非洲女性為主，沒有歐洲女性。 The GEAR 

campaign 在美國婦運老將 Charlotte Bunch領導之下，集合了各

國、各區域的婦運組織，催生了 UN Women。2009年我來參加ＣＳ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32 

Ｗ年度活動時，亦曾在連署單上簽名。GEAR的目標是：to ensure 

that UN Women is both accountable to and informed by civil 

society, especially women’s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s that include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t headquarters and at the regional and 

country level。它提出的方法包括：  

1.The designation of dedicated UN Women staff/units to 

liaise with civil society at all levels. 

2.The creation of civil society advisory councils at all 

levels. 

3.The establishment of thematic working groups 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4.The appointment of independent thematic experts from 

civil society to act as advisors in examining specific 

issues and situations pertaining to women’s rights. 

5.Dynamic public forums or hearings for UN Women to listen 

to and exchange with NGOs from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the 

CSW and at key regional UN events. 

6.Full participation on the Executive Board governing UN 

Women.  

  不過 GEAR對於成立已經一年的 UN Women並不滿意，認為 GEAR

所創導的事項 UN Women一項也沒達成，而且 GEAR爭取了一年才拿

到 UN Women的組織圖和部門負責人名單， UN Women太過官僚，反

應也太慢。 GEAR希望能夠對 UN Women產生更大影響力，在區域發

揮功能，提升婦女的經濟實力，讓 UN各部門真正達成性別平等的

目標。  

  各區域的引言人大致意見近似：期望 UN Women為婦女喉舌，

做政府和民間團體溝通的橋樑。透過 formalized engagement, 

transparency及 inclusiveness，以 UN Women的高度讓邊緣婦女

的 聲 音 可 以 被 聽 到 。 但 大 家 對 於 民 間 婦 女 今 年 不 易 進 入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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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更見不到 UN官員一事感到不滿。也有人批評各國國內

許多 NGO的成立是為了得到經費，而不是為了幫助偏鄉婦女，所

以 都 設 在 首 都 ， 使 得 需 要 幫 助 的 、 特 別 是 鄉 下 的 女 性 被

excluded。  

二、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Women in Politics: the ICA dimension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UN  

  主講者包括Ｍ argaret Mensah-Williams, Vice-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ambia, Piyoo Kochar, 

Coordinator of iKNOW Politics, Roberta Blackman-Woods, 

Memb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f UK, Maria del Carmen 

Quintanilla Barb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n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2011年國際上發生了許多重大的民主化轉型，如阿拉伯之春

在各地引發的民主化運動，也增加了女性參與政治活動，集體要

求過去由男性主導的國際和國內政治更對女性開放。本場討論除

了探討女性參政的潮流、趨勢與挑戰之外，特別著重於網路通訊

對婦女參政的影響。從阿拉伯之春可以看到，因為 twiter及  

facebook廣泛的跨國界傳播，更多女性可以在行動並不十分自由

的地區仍然發揮政治影響力，甚至可以說，沒有女性就沒有阿拉

伯之春。英國的國會議員 Roberta Blackman-Woods則表示，除了

傳統的發放傳單和選民拜訪之外，她大量使用 ICT，自己操作

twitter及 blog，幕僚則代為操作 website 及 facebook，及時將

最新訊息與選民溝通，避免被媒體斷章取義，扭曲真像。但一位

義大利的國會議員也在現場，她對於選民透過電子通訊要求愈來

愈多的即時服務感到十分困擾，在場人士對她的處境很感同身受，

但也提不出有效的建議，只表示有時候也要讓選民知道，服務也

是有限度的。不過大家都同意， ICT是一項有利的工具，女性參

政者應好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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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del Carmen Quintanilla Barba則指出西班牙國內

數位落差的男女及城鄉之別，政府應立法保障鄉村女性近用新

科技及接受訓練的權利，不但要立法，同時也要確保法律有效

執行，不讓傳統習俗凌駕法律。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今年聯合國因為整修內部，會議空間變小，大量限制進場人

數，必須有兩張通行證才能入內，造成極大不便，也壓縮了所有

參與者的空間，甚為可惜，期望整修完成後能大幅改善，增加參

與的便利。  

  聯合國大樓內的會議和聯合國週邊的平行會議在水準上仍

有差異，平行會議多元活潑，但水準參差不齊，關鍵性的討論

和決策都在聯合國內進行，不能進入參與，甚至無法旁聽的話，

損失很大。    

   

  在紐約短暫的停留中，接觸到經文處及華僑文教中心，發

現二者的辦事態度截然不同，前者注重形式以及與邦交國官方

的關係，（可惜友邦數目太少且太小，國際影響力弱）；後者親

民、具服務熱忱，也有效率。僑界朋友們則普遍懷念過去夏立

言大使的真誠努力與關懷。台灣國際處境艱難，駐外人員更應

深入當地社會，追求實質建樹，發揮實際影響力，可能會更有

成效。  

  至於國家每年花費大量經費，組織龐大代表團到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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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無法像其他國家一樣，可以取得進入聯合國的通行證，只能

參加週邊的民間會議，雖然對個別參與者和個別團體而言，能

夠到國際大都會紐約，能夠接觸到各國人士，能夠參與週邊活

動，仍是有收穫，但國家的整體績效卻應審慎評估。若重視培

養更多國際參與人才，以及增加更多元化的參與，應當有更全

面性的規劃與訓練，或許同樣金額的預算可以更有效益地使用

在更多的區域性國際活動上。  

四、資料蒐集  

（一）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Gender-Sensitive 

Parliaments, 2011 

（二）  Statement from African Women’s Regional 

Organizations to the 56 t h Session of the UNCSW, 2012 

（三）  Statement from APWW(Asian Pacific Regional Caucus) 

（四）  Intervencion sobre Mujeres Rurales y Nuevas 

Tecnologias 

（五）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Women in 

Asia-Pacific— the Korean Saemaul Movement and beyond 

（六）  The Busan Joint Plan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七）  Statement by Hon. Dr. Naomi Shaban, Minister for 

Gender, Childre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ead of 

Kenya Delegation to the 56 t h Session of the 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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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7 日  

◎林靜儀（台灣女人連線顧問、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醫  

師）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  

（一） NGO/CSW Forum Consultation Day 

時間： 2 月 26 日  

地點： Salvation Army 

由 NGO/CSW/NY 主席  Soon-Young Yoon 開場講述今年會議的

重點以及過去一年 UN 婦女相關事務成果。  

  前智利總統  Michelle Bachelet 特別提到女性議題在政治、

經濟、教育領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這些部分 empower women。

讓女性在決策中心。  

  非洲國家婦女的行動重新提醒我們， what is the problem? 

Why is a problem? And how to manage the problem 農村婦女

面對問題時，可能由幾個家庭的婦女一起協助來解決問題，而這

樣的行動，就是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基本模式。  

  必須持續的建立 communication，不論是政府與 NGO 之間，

或者婦女與婦女之間。  

  Rural Women Panel 中非洲國家普遍還是提醒青少女懷孕、

青少女婚姻與生育，以及暴力的問題。日本代表 Mari Sesabe 則

提醒：我們在討論農村婦女問題，但是不要把農村視為不進步、

不好的；日本海嘯之後對於核能的檢視，我們也重新檢視傳統農

村價值，例如珍惜物質，男性對於孩童的生活技能教育等。    

（二） NGO/CSW Forum Conversation Circles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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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組 conversation 方式討論婦女健康議題。包括奈及利

亞、迦納等婦女團體提出多數非洲國家依然面臨多產、胎兒及孕

產婦併發症或死亡、HIV 及多產所致貧窮等問題，且婦女普遍缺

乏相關知識，亦無法跳脫傳統對於｢多子嗣可以協助耕作及照顧

老人｣(與傳統華人類似 )的觀念，且婦女懷孕及生產對於家庭中

的男性是一種控制 (宰制)的手段，因此即使國家給予協助及宣導，

並包括家庭計畫工具如保險套等，依然無法轉變此一現象。討論

中提出台灣政策，以公共衛生護士及普遍教育之下，使農村婦女

具有照護嬰幼兒能力，減少胎兒死亡，並調節生育，減少因多產

導致的經濟壓力，並可提供較好的教育機會。獲得國際婦女組織

認同及稱讚。加拿大婦女團體提出 Generation 的想法，認為生

育計劃的觀念，可以隨著世代的改變，而慢慢改變對於女性生育、

工作與生涯規劃的想法。較為可惜的是主要議題在非洲國家處境，

台灣、日本等所面臨少子女化及老年女性處遇無法討論。  

  主持會議者 Nyaradzai Gumbonzvanda (Zimbabwe) 提醒了

幾個重點 :  

1. 要注意婦女健康計畫的經濟支持來源 --官方是否提撥充分經

費，是否穩定提供等等；  

2. 婦女如何 organize 自己成為溝通時的領導者；  

3. 婦女健康是人權議題；  

4. 婦 女 健 康 不 只 是 ｢ mother health０ ， 女 人 不 只 是 ｢ mother 

women｣；  

5. 要建立 inter-generation issue；  

6. 婦女要能成為 political leader；  

（三）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of Rural 

Women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針對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of Rural 

Women 議題，一樣由 Nyaradzai Gumbonzvanda 主持，邀請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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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CA secretary 分享 YWCA 在不同地區協助農村婦女得到較好的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經驗；另一位是來自哥倫比

亞的年輕女性以其當地經驗提醒婦女為自身權益奮鬥； UN FDA

官員則介紹 UN FDA 經驗與政策。  

  全球化經濟使得許多鄉村面臨更加不平衡的處境而加重其

貧窮與教育差距；其中許多國家均提到該國已經完成 CEDAW 公約

並且在政策面執行，但是鄉村婦女囿於傳統觀念、教育及知識不

足、貧窮、缺乏或遠離醫療機構、避孕知識不良與缺乏避孕工具

等內在因素，而依然存在早婚 (有的只有 9-11 歲)、早生育以及

高胎兒死亡等現況。因此充分經費以提供教育、醫療和避孕工具

等是重要步驟；而充權年輕女性包括在學生成立 speech club, 

leadership club 使年輕女性具有知識並且有能力，是達成鄉村

女性生育與性健康的重要途徑。  

  某些地區存在包括有醫療人員知識不足，或者因為醫療人員

都是男性，而使保守的鄉村婦女裹足不前；不良或貧窮環境致使

年 輕 女 性 以 婚 姻 作 為 逃 脫 方 式 等 ， 因 此 education for 

misconception 、 education physicians 、 and construct 

communication group、give safe social space and live skill 

for young girl 都是可行的重要方法。  

（四）老年化社會除了在已開發國家形成討論之外，開發中國家

鄉村年老婦女面對的更是三重的弱勢 triple discrimination，

此部分由 INPEA 等團體正進行串聯，希望在 UN 官方文件上形成

輿論。這可能也是面對高齡社會的台灣需要積極參與的部分。  

（五） Russia 在墮胎法案的情況與台灣類似，一直有政府及宗

教團體設法修法限縮，即使在周邊婦女論壇上，依然受到保守婦

女攻擊支持墮胎者。去年 Heinrich Boell Fundation of Moscow

在當地舉辦數場遊行，要求改以重視避孕取代限縮墮胎。她們的

行動值得關注，也可與之串連以分享論述與經驗。  

（六） Women’s Burden of Unsafe Abortion: Implications for 

Nigeria’s Development 

時間：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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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Church Center 

奈及利亞 YWCA主辦針對奈及利亞青少女不安全墮胎 panel，

該國墮胎為合法，但青少女 (18 歲以下 )懷孕會因為社會偏見 (未

婚 )、貧窮、知識不足，而採取不安全的流產，這在該國成為產

婦重大死因。許多與會者同是奈及利亞婦女，則強調必須解決年

輕女性受限於貧窮無法受教育、受到性暴力、被迫賣春等因素，

才是導致非預期懷孕與危險墮胎的主因，NGO 與政府組織如何碰

觸此類議題並給予解決 ? 

（七） Employment Service for Battered Women in Taiwan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勵馨主辦的 panel 討論不同

區域的貧窮婦女與移民處遇，紐

約當地律師提到移民者因語言隔

閡，身分問題，可能遭受暴力而

無法求救，這與台灣現狀類似，

而這個特殊族群處遇，又因移民

的孤立環境而難以求助，以目前

紐約這邊的經驗，需積極參與地

區的聚會、宣導，由當地團體協

助讓移民者有機會了解並求助。  

（八）另有數場題目為討論生育健康及母職的 panel，發現其實

是強烈與宗教有關的 NGO，以醫師的演講、影像、圖片甚至現身

說法等，傳達反對墮胎訴求，雖然觀念上與 gender 和 women 

empower 相悖馳，但是也藉此看到團體可以用哪些方式增強自己

的訴求理念。  

二、  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會議中有非常年輕的女性成員，有些甚至不到 20 歲，卻

都能對議題充滿想法、侃侃而談毫無懼色；而幾乎每次年輕女性

發言時，都能得到許多鼓勵的掌聲，這是個非常美好的互動，顯

現女性樂於鼓勵新夥伴的特質，也可以看到對於年輕世代的期許。

而這些年輕女性對於性別議題的敏銳與思考，相較之下台灣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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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較為保守且生澀，問題探討也較不深入，顯見台灣的婦女運

動仍然有很大的向下紮跟必要。又我們如何培養年輕女性有參加

國際會議的機會和能力，是官方與婦團都需要計畫的一個重要目

標。  

（二）許多與會者均一再提及 partn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這是個重要觀念，畢竟只關起門來女性自己談，是不夠的，應該

開啟與男性的對話、與政府組織的對話，並且要建立年輕女性的

leadership。  

（三）一位來自奈及利亞的黑人女性領袖提醒女性要時時問自己 : 

are you in right place?維持自己在 right place 有幾個重要

的態度：  

1. Passion：維持熱情；  

2. Courage：讓自己有站在對的、弱者那一方的勇氣；  

3. Energy：女性習慣把自己放在最後考量，如此累壞自己

就無法成事；  

4. Angry：對於不公義的事情，妳應當憤怒；  

5. Leverage：影響力，在自己的職場發揮影響力；  

（四）周邊組織籌組的會議非常多，單看會議手冊有時難以窺見

全貌，仔細看各團體發的單張可以看到討論題目，會發現一些有

趣的議題。這也同時可以提供打算籌辦周邊論壇的團體思考，如

何在題目上設定引人興趣，可以寫得很清楚讓有興趣的人一看就

曉得，或者以較具話題性的題目來吸引其他團體參與，畢竟真正

目的是達成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連結。  

（五）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Health 一直是婦團積極關注

且持續奮鬥的議題；相關周邊組織論壇聽眾都是爆滿的，但是不

同國家面臨到的困境有的時候差很多，有時候我們從中學習經驗，

有時候則是給予經驗或建議。假如我們自己主辦 panel，健康與

生育議題依然是可能吸引其他團體參與的主題。  

（六）要勇敢加入討論與分享，不論議題與自己團體觀點是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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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分享就是一個發聲的機會，也可能得到同樣立場團體的共

鳴；另外，強調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不只是政治的立場，其實也

因為許多政策、現況是不同的，應該提出來與國際分享。  

三、網路連結 (僅記錄規劃維持合作者 ) 

（一）  Nanaho Terui –  a10177th@gm.tsuda.ac.jp –  日

本 BPW 會員，主修國際合作關係，研究孕產婦健康議題  

（二）  Olga Buomakova – sv.ollga@gmail.com - Mascow

婦女墮胎權利促進相關組織    

（三）  Mary Scott –  mary_scott@shaw.ca –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of Canada 長期參加 CSW NGO 會議  

（四）  Mary Kay Louchart - Grail-IPT@juno.com - Working 

Group on Girls (web: www.girlsrights.org) 該團體定期

籌辦青年 (包括 18 歲以下及 25 歲左右 )進行不同性別間的對

話  

（五）  Mari Sasabe –  marisasabe@msd.biglobe.ne.jp –  

Osaka YWCA 成員，在 Consultation Day 發表日本核災後的

思考  

（六）  Tessa Dale – tessa@allgirlsallowed.org –  在

中國進行協助女嬰被保留的 NGO 

（七）  Susan Yoshihara - susan@c-fam.org – Catholic 

Family and Human Rights Institute 針對全球化性別失

衡有許多出版和論述  (但似乎傾向反墮胎 ) 

（八）  Martin Kuo –  martin_kuo@us.tzuchi.org –  慈濟

美國總會行政秘書室副主任，參加數屆 NGO CSW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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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  

◎楊芳婉（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一、  參與 NGO/CSW 會議周邊會議  

（一） Advancing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through legal 

mechanisms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會議主持人為 Johanna。參與會議報告的有來自奈及利亞的

Mercy、來自印度的 Sheela、來自哥倫比亞的 Angela，還有台來

台灣的陳秀峰：  

    奈及利亞的 Mercy 提到鄉村婦女缺乏資源，接觸醫療、經

濟扶助、農業技術培訓或獲得貸款等機會，比都市婦女差。而政

府的政策是為所有人民而不是針對鄉村地區，鄉村婦女面臨更嚴

峻的挑戰，如鄉村婦女須先有作物，生產的作物又面臨有何市場

性，及如何運到城市去銷售等問題。就政策及法律部份，她提到

透過法案的通過，是有幫助的，而且不只是國家層級的法案，州

(地區)也要有類似的法案，才能執行或落實。而非政府組織 (NGO)

可以作什麼？她說可以要求候選人簽署承諾提出具體的性別平

等政策或法案，讓政府負責。  

  來自印度的 Sheela 指出，印度婦女最早是沒有投票權、財

產權，以前由兒子繼承財產，女兒不能繼承。 1947 年婦女取得

投票權， 1984 年通過婦女財產權利法案，女兒和兒子有了相同

的權利。 Sheela 說女人的權利，是通過法律給與的。而婦女接

觸法律資源或法律服務的機會，是重要的婦女賦權方法。印度最

高法院曾揭示婦女的權利是不能被忽略的權利，法律服務應走到

人民的門前。印度的離婚、家事糾紛案件，法官會強制移請諮商，

也可調解。  

  來自哥倫比亞的 Angela 分享 3 個農村婦女從事農作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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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農村婦女對土地資源缺乏接觸或取得機會的問題。   

（二） Gender and Disast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會議由「日本婦女觀察」（ Japan Women’ s Watch）的代表

Hara kiroko 主持，第一位報告的 Carole 以投影片方式，將氣

候變遷對澳洲天災、作物及經濟之影響，提出相關數據說明，如

澳洲自 1995-2009 年遭受嚴重乾旱， 2011 卻變為洪水災害的改

變及影響。而女性兼差或臨時工作，於災難後更顯困囧，但卻仍

需擔負家人、配偶支持的角色。  

第二位來自斯里蘭卡的 Sepali，以南亞 7 個國家為例，說明

災難對女性的影響與男性不同。但災難後女性倖存者的需求與體

驗卻是被忽略的。  

  第三位報告者也提出婦女和兒童受天災影響很大，婦女在災

後缺乏工作機會及經濟保障，面臨很大的挑戰，但婦女在回復或

重建上仍擔負重要的角色。她提到女性對災難的回應能力以及敏

感度佳，卻長期欠缺關注，尤其媒體對災難的報導，常只見政治

人物到場關懷及女性被視為受害 (難)者的影相，卻不見女性有效

率或務實回應災難的形象，這是個細膩的觀察。  

  來自韓國的 Young 指出氣候變遷引起的災難，已不僅是個

別國家或地區性的問題，而是全球性議題，其他國家或團體面對

重大天災，同有警戒或防災協助的問題，如迅速的金援及災區救

援，而女性團體對天災協助的反應很快、有效率等。  

  報告後的幾個發問或發言頗有意思，如來自巴基斯坦的分享

者，提到政府對救災或重建，總是慢半拍，女性團體參與災後回

復及尋求國際合作上較有效率。來自中國的一位年輕女性，她舉

四川大地震後，其政府高層長官到災難現場，與災區婦女直接對

話為例，表達災後女性災民的聲音被聽到是重要的。另有來自慈

濟團體的提問者，提到鄉村地區，缺乏災難預防系統，平時應有

一個團隊或組織去宣導對災難回應方法 (如往何處去？去廟宇或

教堂避難？應作什麼反應 )，對鄉村地區是重要的。最終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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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個訊息，即 2011 年遭逢海嘯及核災後，日本政府終於願

意正視災難與性別的關係，但主持人說她尚不知具體內容，目前

對老年女性、身障女性仍只被視為受難者，對災前、災難中及災

後女性的角色及對女性的影響，仍缺乏觀察。  

（三）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另參加其他國際團體  (含本

次同行成員提出報告 )籌組的其他多場週邊會議，及參加駐紐約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所辦的會議。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2012 年 3 月 1 日下午參加由『跨國國（議）會聯盟』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IPU)籌組之討論會議 --『具性別

敏感度的國 (議 )會』 (Gener sensitive parliaments)，地點在

聯合國北棟 A 會議室 (UN NLB conference Room A)。  

  會 議 由 跨 國 國 (議 )會 聯 盟 (IPU)的 秘 書 長 安 德 生 先 生

(Anders B. Johnsson)主持並輔以其聯盟自 2008 年起對國會性

別敏感度之調查研究報告作引言。具性別敏感的國 (議)會，是建

立在性別平等原則上，在結構、運作、方法和工作上能回應男性

和女性需求和利益的國會，亦即男性與女性有相同的參與機會，

沒有歧視。這包括更友善家庭的開會時間、兒童照顧設施、育兒

休假及性別敏感培訓方案。國會議事規則沒有排除、限制或歧視

女性，提供性別中立語言等。  

  安德生先生更提出幾個提昇國 (議 )會性別敏感的方法，如：  

 提昇女性議員人數並支持她們進入國 (議)會領導職位；  

 發展或檢視性別平等法律；  

 持性別主流化讓性別平等原則納入國會工作，從組織結構上

作改變，如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或女性議員會前會 (討論會 )，

提昇女性能力；  

 改變文化和舊有刻板觀念，如建立「工作與生活平衡」觀念，

或採行性騷擾措施等；  

 建立策略性伙伴關係，男性必須承擔他們的性別平等責任，

政黨也應改變；  

 繼續支持性別平等原則、 CEDAW 公約，建立評估國 (議 )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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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敏感度的機制。諸如檢視下列問題：  

1. 你的國會是否具有性別敏感度？  

2. 有多少女性議員？擔任什麼職位？  

3. 有支持性別平等的法律嗎？你的國 (議 )會是否有性別平

等的目標和執行計劃？工作場所政策是否符合兩性現實

情形？  

4. 性別因素是否融入國會工作？  

5. 國會文化不存在嗎？設備 (施)適合男性和女性嗎？  

6. 男性是否承擔他們的性別平等責任？  

7. 政黨的性別敏感度如何？  

 另一位受邀報告的 Lenita，她分享瑞典國會改革的例子，對

於如何提昇女性議員人數部分，她提到婦女團體對婦女提名

及當選比例向政黨施壓，至 1996 年，有 41%被提名女性當選，

而國會也採納性別平等原則，建立性別敏感的作法，如：  

1. 調整議事開會時間，捨棄晚上時間；  

2. 小孩放假時間會休會；  

3. 請專家來演講女性關切議題，如「金融、經濟危機對女性的

影響；  

4. 訂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方法；  

  對於性別平等原則的執行，她提出幾點挑戰：  

1. 性別平等推動的繼續性及監督機制  

2. 具領導地位者的支持度  

3. 須讓更多人瞭解與支持  

    另一位受邀的 Margaret 報告「改變國會文化」，提到文化

面的挑戰，如慣稱主席為「 chairman」而不是「 chairperson」；

如習慣由男性擔任重要職位；如男性議員常出言不當，可能不是

故意的，但因潛意識的歧 (鄙)視文化，常不自覺的出現貶抑女性

的言語，因而女性須共同對抗性別不平等。  

  開放討論後有幾位提出的意見，也頗具參考性，一位來自蘇

丹的分享者，提到提升女性議員人數的挑戰，她說蘇丹國會議員

90%是女性，但女性議員的意見仍受所屬政黨掌控，因此其他國

家的國會，如何執行性別平等原則值得了解。另一位提到女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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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監督政黨如何執行性別平等原則。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感想  

  此次參加 56 屆 NGO/CSW 週邊會議，有很深的感動。看到來

自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參與者，共同關心婦女地位和婦女權利，分

享各國或區域面臨的困難或待克服的問題，有文化的、有法令的、

有天然資源的，更有尋求理念溝通或解決方法的交流，共同努力

改變女性受歧視或不平等的處境，是頗具鼓舞性的。有些週邊會

議分享或討論的議題，可提供台灣非政府組織 (NGO)倡議或服務

的參考及連結。而台灣政府及民間組織在追求性別平等走過的路，

包括法令及執行的經驗等，頗有值得分享及驕傲之處，雖然受限

於台灣國際地位的現實，無法在聯合國內與其他國家作官方交流，

但仍值得繼續耕耘、交流與傳承，讓台灣落實性別平等原則、

CEDAW 公約的努力被看見、被聽見。  

(二)建議  

1.讓每年參與 NGO-CSW 會議之目的更清楚：如  

(1)賦權(NGO empowerment) 

(2)讓台灣努力的成果被看見 (presentation) 

(3)深化國際連結 (Networking) 

2.公私部門之國內連結宜提前：每年 CSW 主題會預先公告，與預

訂主題相關之部會，如能事先促其了解並參與，參與事先規劃

將會更好，這可透過行政院性平會及性平處與相關部會連繫，

包括主題資料的彙集及政府部門之派員。如這次鄉村婦女的主

題，於 TECO 的展示看板資料、勞委會及農委會的報告、「鄉村

婦女論壇」的資料，同行成員沒有事先取得或交流的機會，有

些可惜，因為公私部門的交流或討論即為賦權的方式之一。  

3.宜強化經驗傳承：雖然每年之主題或有不同，但每年參與

NGO-CSW 人員的經驗與建議，值得傳承，如能於行前詳細說明

或分享，應該有利於次年參加會議的連結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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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宜繼續提供經費，持續培訓國內人員，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

員會非政府組織 (INGO/CSW)會議的能力。   

四、資料蒐集：  

(一)“ Empowerment of Japanese Women Engaging in Farming, 

Forestry and Fisheries-challeng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Disaster＂  Japan Women’ s Watch(JAWW). 

(二 )“Gender-Sensitive Parliaments＂A Global Review of 

Good Practice.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reports and 

document NO.65-2011  http://www.ipu.org.  

( 三 )2011-2012“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in 

pursuit of justice＂UN WOMEN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http://progress.unwomen.org 

(四) COMMITTED TO THE REALIS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WOMEN THROUGH THE PURSUIT OF WOMEN’ S EQUALITY.  “ EQUITY 

OR EQUALITY FOR WOMEN?UNDERSTANDING CEDAW’ S EQUALITY 

PRINCIPLES＂＂ IWRAW Asia Pacific＂(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s Action Watch Asia Pacific.) 

http://www.iwraw-ap.org 

(五)Empowering women to use law as an instrument of change 

and promoting women’s human rights in the Asia Pacifice 

region.“APWLD＂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http://www.apwld.org 

(六) Equal Rights Equal Respon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IAW)＂  http:// www.womenalliance.org 

(七)Women and Law in Southern Africa，

http://www.wlsa.org.mz  

  

http://progress.unwomen.org/
http://www.apwld.org/
http://www.women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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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9 日  

◎  游淑貞〈家扶基金會社會資源處主任〉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  

2012 年的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

會議以：鄉村女性在消除貧窮和饑餓、鄉村發展與當前挑戰中

的角色及其培力（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role in poverty and hunger erad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hallenges）， 及為性別平等與女性培力籌措資金

（ Financ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等兩議題為主要訴求。  

Consultation Day 先發給與會者每人一本 handbook；並

由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主席 Soon-Young Yoon

女士致歡迎詞；也特地安排成立於 1976 年的 National Dance 

Institute的青少年來表演，他們自信而熟稔的舞蹈獲得喝采。

此外， Special gust- Binata Diop 的來自非洲，她的魅力真

的不可擋，現場的掌聲和歡呼聲不斷；尤其談到女性權益的事

務，她總是鼓勵 (自信地陳述 )女性要問自己：Is this what you 

need？  Whom will you talk to? What do you talk about？  

How and what conflict will happen？ What contributions 

to peace movement for conflicting？  

豐碩的 Consultation Day 提到了不丹、桑比亞、賴比瑞

亞、尼加拉瓜、宏都拉斯、斯里蘭卡、摩納哥、突尼西亞、阿

拉伯、依朗、波多黎各、印度、辛巴威、烏干達、日本……等

國家的情形；有些是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問題、有些是貧富差距

問題、有些是戰爭問題、有些是少女懷孕問題、也有些是因氣

候變遷導致土地乾旱而無法耕種…；這些狀況會影響經濟狀況、

導致生活困難。因此，透過各國現存的狀況，讓 2012 年的 CSW

參與藉由不同國家所面臨的情節，學習從 women right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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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mpower 女性的能力和權力。  

兩週會議所出席的場次列表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Feb-27-2012 12:30~14:00 
Open Forum on the 16 Days 

Campaign 

Feb-27-2012 14:30~16:00 
Empowering Women Politically to 

Eradicate Poverty 

Feb-27-2012 16:30~18:00 
Rural Women: Sharing Problems, 

Exploring Solutions 

Feb-28-2012 08:30~10:00 
Women, Spirituality and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Feb-28-2012 10:30~12:00 
Facilitating Human Right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Feb-28-2012 16:30~17:00 觀摩  UN 

Feb-29-2012 08:30~10:00 
Tools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Feb-29-2012 16:30~18:00 
The Human Rights of Rural Women 

of All Ages 

Mar-01-2012 08:30~10:00 

Investing in Girls: Progress 

Made, Gaps Identified, 

Possibilities Ahead 

Mar-01-2012 16:30~18:00 

The Trafficking of Rural Women: 

From Poverty to Bondage to 

Empowerment 

Mar-02-2012 10:30~12:00 

Empowering Rural Women as 

Constructive Intermediaries in 

Poverty Reduction 

Mar-02-2012 14:30~16:00 

Rural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Organizing for 

Prevention 

Mar-05-2012 10:30~12:00 Capacity Building and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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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主     題  

Health of Rural Women 

Mar-05-2012 12:30~14:00 
Rural Women: Learning for 

Empowerment 

Mar-05-2012 14:30~16:00 
Empowerment Service for Rural 

Battered Women in Taiwan 

Mar-05-2012 16:30~18:00 

Economic Justice for Women of 

Color: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Mar-06-2012 10:30~12:00 

Women’s Economic Opportunity: 

A Solution for Trafficking in 

Persons 

Mar-06-2012 12:30~14:00 

Rural Empowerment Through 

Modern Consensus Building 

Strategies 

Mar-07-2012 12:30~14:00 
Women: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Impacts 

Mar-07-2012 14:30~16:00 
The Family: Eradicating Poverty 

and Hunger 

  在這些出席的場次中，擬提出幾場個人參與的資料：  

（一） Empowering Women Politically to Eradicate Poverty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一場的主題在探討女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的議題，提出

很多國家的女性仍然受到歧視，很難有機會從政。尤其提到哥倫

比亞這個國家，她雖然擁有 52%的女性人口，但是女性從政的比

率偏低，同時沒有什麼經濟權力；她們經常自問：  

When women can get into decision-making?  

We are going very painful for advocating women rights.  

    哥倫比亞的女權運動經過 30 年的努力，才增加 13%的女性

從政。因此，為了繼續為女性權益，她們也不斷思考：What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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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or women wrights? 也提出了三項未來努力的方向 : 

1. To work with different national level, regional level. 

2. To coordinate all things and do everything as possible 

as women can. 

3. To support women to develop their women rights and to 

raise money. 

（ 二 ） The Trafficking of Rural Women: From Poverty to 

Bondage to Empowerment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講員們分別從波利維亞、桑比亞、美國等國家的經驗，

分享如何 empower 女性權益及女童就學。  

    15 年前，波利維亞並沒有雙語教學的學校，為了促進語言

的學習，他們設計了  bonus for students 的方式來激勵學童上

學及學習第二語言，每一學習提供 28 美元的獎勵金，每天提供

免費的早餐及午餐。對於女性的學習則著重於提升工作能力，讓

女性能獲得耕種的種子、販賣作物，並能獲取自己所賺的錢。  

    在桑比亞是著重在健康和教育的倡導，他們透過團體討論

的方式，激勵女性及女孩面對自己的未來。因此，桑比亞的家暴

狀況嚴重，時常發生女性被計程車強暴、或女孩被學校老師性侵

的事件，但是都沒辦法獲得保護；所以，透過團體運作的模式來

鼓勵女性及女孩發展自己的能力，尤其在受教育的部分，是必須

再努力的部分。  

    美國在倡導女權運動就顯得非常活絡，尤其從北京宣言之

後，更積極做好保護受暴女性；同時在  Youth consultation for 

girls and boys 的部分更為努力，並以 What can people do for 

girls?  How can we promote rights and needs for girls? 

 What are girls really being expected?為主；同時也就種

族、膚色、性別、殘障、財產…等來探討女性權益。  

（三） Empowerment Rural Women as Constructive 

Intermediaries in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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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3 月 2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場次是分享非洲的奈及利亞、烏干達、加納三個國家的狀

態。首先談到奈及利亞的女性沒辦法擁有土地所有權、以及社會

地位的低落，所以該國女權倡議者努力在促進女性接受教育、

獲得知識和了解法律觀念；增進女性取得土地所有權；強化

女性更有能力對抗貧窮和饑餓。  

在分享烏干達如何實施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方案的時候，真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因為在一個

貧窮的國家裏，仍然有一群認真的女性主義工作努力地充權女性

的職能。他們讓女性思考自己的未來，協助勾劃出自己的生命藍

圖，並教導女性學習自我選擇。所以， ICT 計劃就是透過學習電

腦的知識，學會網際網路的操作，讓女性藉由網絡開拓更多的視

野，其終極目的是 empower 女性技能和潛能，讓她們可以經濟獨

立和提升社會地位。  

在加納的部分，乃以促進女孩就學和增進女性在財產取得所

有權為前提，他們致力於激勵女性要勇於面對自己的經濟權、

政治權；提供財務概念的訓練課程；倡議性別平等。  

（四）Women’s Economic Opportunity: A Solution for 

Trafficking in Persons 

時間： 3 月 6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是一場由律師團所組長的 panel，經驗分享重點是如何創

造雙贏的溝通結果。他們藉由 famer brown 的農場故事，運用各

種動物（牛、雞、鴨）所分飾的角色來說明溝通協調的邏輯思考，

以及贏得勝算的做法。例如其中一項思考說明如下：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54 

因此，此場次的講員非常強調：當我們面對溝通、倡議、或

是談判時，必須從各自的相對角色做為起始點，並就自己的利處、

對方的可讓步底線等來爭取，才能達成自己想獲得的事項。  

（五） Women: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Impacts 

時間： 3 月 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是一場由非洲的 Queen Mother Dr. Delois Blakely 為主

要 speaker 的論壇。 Queen Mother 的魅力相當驚人，雖然是倒

數第 2 天的 panel，人潮依然聚滿整個會議空間； Queen Mother

很懂得激勵現場的氣氛，她表述 40年前的聯合國是男人的世界，

沒有女人立足之地；更在現場提出：  

Who are the women in high level to UN?  

We have to support rural women move to urban and have high 

spirits.  

We need be part of those persons and get into UN women.  

Women are creating of live and participate peace building. 

在 Queen Mother 的演講之後，其他講員再次提到鄉村和都

市聯結的構想；雖然非洲女性生活著重在家務、生養子女，但是

我們必須學習思考，除了家庭照顧之外，還可以學習關心其他事

務。所以，他們倡導教育普及化；性別平等；世界參與等

議題，希望帶領非洲女性擁有經濟權益和自主權，尤其在女性受

教育的事項上，更是不遺餘力。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從 2 月 28 日就開始到 UN 的 CSW 櫃台要辦理第一張 GROUND 

PASS（已有 INGO 協助報名）；儘管持有 INGO 的報名文件，但只

要出示中華民國護照，馬上就被拒絕核發 GROUND PASS。之後連

續兩天都再次到 UN 櫃台等待是否有機會可以核可 GROUND PASS？

最後還是落空了！  

其實，辦理核發 GROUND PASS 的先生非常客氣，雖然沒有很

明確地說明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但他明白地表述：只要持

中華民國護照者，同時也具有美國官方核發的其他文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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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駕照，但不含學生證。），就可以核發 GROUND PASS。  

雖然經過 3 天的努力，仍然沒辦法獲得進入 UN 聽取政府代

表的會議，這是今年最大的憾事！  

三、整體感言  

 

  雖然不是第一次出席國際性會議，但確是第一回參與這麼長

會期的會議。從 2012 年 2 月 26 日的 consultation day 開始就

進入的會議期，不論是官方會議或周邊會議，每天的場次非常多，

每一為參與者可以依自己組織的需求或興趣來選擇擬出席的場

次，這種模式對與會人員來說，是具有選擇的自由度；相對來說，

由於同一時段有好幾個場次，經常會面臨兩難的情境。  

今年的主題著重於提升鄉村婦女的能力、消除貧窮、性別平

等、以及如何籌措婦女培力資金，出席會議的國家似乎以非洲區

域為大宗。從她們些發表的議題中，不難發現非洲國家現階段對

女性存在的 bias。但是，出席 56 屆 CSW 的非洲女性代表卻表現

出非常堅強和果決的行動力，例如 Queen Mother Dr. Delois 

Blakely，她在現場以自己為例，說明非洲女性是可以勇敢而堅

強地追求未來的生活，包括積極受教育、勇於參政、學習法律知

識、增強技能……等。  

此外，有些場次還特別提及，在倡議 women rights or human 

rights 時，必須邀請男性加入，尤其在男性未成年（兒童／青

少年）時期，就須要教育他們平等看待另一性別（女性），等到

這些男孩成年了，他們也學習到兩性平權的知能，以及如何平等

對待女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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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國家或歐美國家今年的參與狀況不及非洲國家來得踴

躍，每一天在不同場次都會遇到來自奈及利亞、烏干達、肯亞、

加納…等人員，她們不但積極參與，也透過會議機會，發表自己

的意見和看法。其中有一位奈及利亞的律師經過一週的會議參與

後，仍然聽到只是有關社會福利服務的方案、非法居留問題的處

理…等事務；她在會場舉手公開的表述，她對 CSW 的會議有很高

的期待，但為什麼聽不到大家討論或分享，如何幫助 Low level

的婦女， empower 這些女性 upgrade 到 High level 女性？換句

話說，她期待能聽到多一些場次在討論提升婦女的知能，讓她們

可以獲取更高社會地位；不是只有在教導做肥皂、耕種等操作性

的技能而已。  

  姑且不論那位奈及利亞的律師意見為何？經過十餘天的會

議參與，讓自己從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未開發國家的代表

身上看到自己原先的 bias，尤其在烏干達分享如何實施 ICT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方案的事項上，著

實見到未開發國家的努力。她們不但極力促成婦女地位的提升，

更是積極地增強婦女運用新科技的技能，幫助婦女具有和男性一

般的職能；她們的努力的確值得肯定。若進一步反思我們的現況，

說實在，比起非洲國家而言，我們的條件實在強太多，so，應該

用心耕耘的事務實在很多，有待我們從『從心看世界來發展我國

的未來！』  

四、國際聯結和參與  

（一）  http://www.ifuw.org 

（二）  http://www.newfuturefoundation.org 

（三）  http://www.nawo.org.uk 

（四）  http://www.citybarjusticecenter.org 

（五）  http://www.safehorizon.org 

（六）  http://www.freedomnetworkusa.org 

（七）  http://www.NYATN.wordpress.com 

（八）  http://www.sexworkerproject.org 

http://www.ifuw.org/
http://www.newfuturefoundation.org/
http://www.nawo.org.uk/
http://www.citybarjusticecenter.org/
http://www.safehorizon.org/
http://www.freedomnetworkusa.org/
http://www.nyatn.wordpress.com/
http://www.sexworkerproject.org/


 

2012 United Nations 56
th

 CSW & NGO CSW 

 
57 

五、建議  

雖然沒有辦法取得 GROUND PASS，進入 UN 聆聽政府部門的

經驗和意見；儘藉由參與周邊會議的資訊來整合今年（ 56 屆 CSW）

出席國家所提出的論點，其實收獲也是滿滿。尤其家扶基金會素

來以幫助經濟弱勢的家庭（尤其是以母親為主的單親家庭），今

年 CSW 的主要內容又以提升貧窮婦女及女孩的職能，幫助她們在

家庭地位、社會地位、財產所有權、教育權的充權為主訴求；透

過不同國家的演講者，分享她們自己服務方案，真的給自己有

REFLESHING 之感，也有不一樣的想法產生，可以給自己的組織

提出新的建議作為。  

除了正面收獲之外，就自己參與今年 CSW 的經驗，或可提出

下列五項建議，供大家參考！  

（一）  加強整合作業的 SOP：雖然我們有行前會議、模擬會議、

諮詢人員（前輩），但今年除了少數成員是去年的代表之外，

不論政府部門或 NGO 代表皆是新面孔，對 CSW 的事務仍然

不清楚。儘管行前會議有說明一些執行事項（例如：籌組

panel、透過 INGO 報名…等。），但對第一次出席 CSW 的人

來說，在報名、籌組 panel、邀請國際友人加入會議的部

分，須要花費較多的精神來了解。）。因此，如果能有參與

CSW 的 SOP，對所有成員而言，應該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就可

以達成任務，可以減少再三地向他人請益的情形，或錯失

籌組 panel 的時機；當然也包括若要取得 GROUND PASS 的

應備文件（除了護照之外），才不會發生到了 UN 擬辦理

GROUND PASS 遭拒絕的挫折感。  

（二）  計劃性籌組周邊會議：雖然每一機構各有其服務宗旨，

也能提供不一樣的資源。不過，若要籌組周邊會議，其實，

婦權會可以充任 coordinator 的角色，以及提早計畫當年

度擬提出的 panel 場數及主題，再由各機構來認養〈包括

費用的分擔、邀約其他國家的講員…。〉。此時亦須主動協

助承辦 panel 的機構，提供必要的資訊〈如何上線報名、

第二階段的場地確認、必須準備的會議資料、可能支出的

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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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建檔與分享：我國出席 CSW 會議已行之有年，如果

能夠將歷年來的資料彙編成檔案或電子檔，就能夠提供給

新加入的參與者閱讀，讓他們了解過去究竟完成了那些任

務？是否有持續 following 的項目？這些對新成員來說都

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四）  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角色：既然紐約設有我國的辦

事處，是否可以建議他們每年的年度工作增列 CSW的事務，

在會議前期、會議期間能主動提供參加者的必要協助與支

援；或極力斡旋進入 UN 的 GROUND PASS 困擾，才能依循正

規途徑取得 GROUND PASS。  

（五）  經費補助：對今年出席 CSW 的 NGO 參與者而言，不論是 8

萬元或 6 萬元，都須要由其服務機構補貼不足額的部分才

能成行。如果其服務機構不能補差額，就可能產生縮減

參與會議的時程、或選擇低廉的旅館、或參與者自行

補差額。換句話說，當總經費是定額時，是否能採取全額

補助〈設定足以擔任 panel 講員的遴選要件〉，讓遴選出來

的每一位代表都能全程參與。  

由於今年的主題為貧窮議題，綜觀所出席的場次之歸納，可

以看出整體的焦點可區分為提升女性受教育權利、增強女性

自主權〈包括經濟權、財產權〉、保護受剝削或受暴力婦女的

生存權、增進女性的政治觀和從政權、兩性平權議題…。同

時也可以發現，非洲國家的代表比較積極、主動、合作，他們懂

得運用國際會議的機會來發聲，尤其希望透過聯合國的扶助，支

援和幫助他們在該國倡議 women rights or human rights。  

感謝外交部提供機會，統籌政府部門及 NGO 一起為參加聯合

國的會議而努力！相信一年又一年地在國際舞台上曝光，必能將

我國的名稱傳送到世界上的許多國家！  

  



 

2012 United Nations 56
th

 CSW & NGO CSW 

 
59 

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  

◎林碧憶（屏東縣馬卡巴嗨文化協會青年幹事）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  

（一） Consultation Day 

日期： 2 月 26 日  

地點： Salvation Army 

  這是由 NGO-CSW 在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大會

開幕前所舉辦的籌備會議，一

大早到會場就感受到震撼氣勢，

來至世界各地的專業婦女齊聚

一堂，從開幕的美國國家舞蹈

機構兒童肢體與潛能開發熱情

開場，到 NGO/CSW 主席與 UN 

Women 的演講，都可以深刻感受

到此會議的專業度。開幕後開

始觀察青年女性參與會議的情

況，與正在研修聯合國婦女事

務課程的美國大學生交流。他們透過參加此會議收集資料，並將

在課堂上進行模擬聯合國會議，

將以不同國家的角度來發表報告

與聲言。在會中也開始觀察原住

民女性參與會議的情形，其中大

會特別邀請到聯合國原住民族常

設 論 壇 (UNPFII) 主 席 Ms. 

Cunningham 女士進行專題演講，

在會後本協會也針對原住民婦女

與 青 年 參 與 聯 合 國 事 務 與 Ms. 

Cunningham 女士進行交流。下午

參加首次參與 CSW 大會之新人訓練 (orientation)，與多位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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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與研究生進行交流，受益良多。大會介紹 CSW 大會時也展現

對於台灣的友好態度，提到最初公開簽屬 CEDAW 草案的四個會員

國其中一個為中華民國，並特別指出中國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

之不同處以展現 NGO/CSW 之政治敏感度。此訓練也指出參與 CSW

大會的重點，例如每天上午的會議簡報 (briefing)和與會的輔導

機制 (mentoring program)。NGO/CSW 另外也在 Consultative Day

時舉辦青年女性培訓，參加的幾乎為美國的高中學生，透過模擬

CSW 會議更加了解女性議題的政策發展與行動。大會的結束用團

體大會歌凝結與會婦女的團結共識，看到張玨老師在台上歡欣鼓

舞的合唱著，也同時看到他在 CSW 常年的耕耘與努力。在會議中

的提問時間，聽到了許多台灣代表團主動站出來提出問題與訴求，

也激勵了我行動力與主動性的覺醒。國際事務的長期耕耘讓我在

第一天的會議中就奠定了基礎，也讓我對接下來的會期更充滿期

待與信心。  

（二） Conversation circle-leadership 

日期：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是由 NGO/CSW 大

會所主辦的溝通圓桌會，

其中討論議題涵蓋人權、

健康、和平與反婦女暴

力、老化、移民、媒體、

家庭、跨世代議題、與

永續發展。我所參與的

是領導者的培訓。這個

溝 通 圓 桌 會 議 (Circle 

Connections)的啟發是

一種古老的精神啟發模組，透過正面思考的力量讓每個人都能成

為領導者，並藉由共同的心智與意念來解決問題和建立共識，是

一種婦女培力訓練的範例。在圓圈中有跨三世代的女性代表，每

個人先用一個字形容參與會議所得到的感受，許多人分享了在會

議資訊爆炸下的衝擊感，也有人提出看到專業行動的感動。接下

來大家再用一個字形容自己心中領導人所需要的本質，每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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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讓我都有新鮮感受。我用綠色形容領導者，因為領導力是要

永續經營，領導人需要不斷成長與學習，並有包容與進行光合作

用的能力，像大樹一樣提供一個主幹給更多的枝葉成長。  

（ 三 ）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Impact on Rural Women in Conflict/Post- 

Conflict 

日期： 3 月 1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 個 由 世 界 女 性 和 平 聯 盟 (Global Network of Women 

Peacebuilders)與 世界 基督 衛 理教 會聯 盟 (General Board of 

Global Ministries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所主辦的平行會

議，分析女性經濟培力之機會與所面臨之挑戰，討論如何強化鄉

村婦女在面臨各種暴力的脆弱性。會中邀請到國際婦女聯盟中心

(International Women's Tribune Centre)代表菲律賓籍 Mavic 

Cabrera Balleza 女士、世界基督衛理教會聯盟代表 Beatrice 

Fofanah 女士與 Eli Gashi 女士進行分享，另外也安排美國

Project Girl 進行歌舞表演。 Project Girl 是一個青年女性所

啟發的藝術潛能計畫，希望透過大眾媒體宣傳女性在社會與文化

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會中他們的表演展現了青年女性的自性

與活力，他們也應用現代科技與快速社群網站發表身為年輕女性

如何能創造的正面影響力，並提出避免受到暴力脅迫之女性培力

方案。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第 56 屆 CSW 大會約有四千名與會代表參加，聯合國在大會

開始前一周即開放現場註冊。 2 月 25 日星期六一抵達紐約我即

前往聯合國總部辦理通行證，因為有透過 Gray Panther 組織註

冊並使用美國駕照，在辦理通行證時一切順利。近年因聯合國內

部整修，會議場地受限於較小的會議場地，所有 CSW 官方會議都

必須取得特別第二通行證才方得進入，此第二通行證又限每 NGO

組織發放一張，因需先與小型會議主辦單位通信要求索取通行證，

或透過網路視訊會議觀察會議進行。3 月 1 日星期四本人參加蒙

古 代 表 團 主 辦 之 鄉 村 婦 女 平 行 會 議 (Rural Women: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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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ing on our commitments?)，此小型平行會議邀請到蒙

古婦女代表與聯合國 UN Women 代表討論蒙古地區婦女經濟情況，

會議中提到蒙古鄉村婦女目前經濟產業以小型手工藝品代工為

主，與台灣原住民婦女情況類似，但因為行銷管道與策略不足因

此無法順利提升婦女經濟情況。蒙古婦女代表指出希望透過較大

財團讓蒙古鄉村婦女所製作之商品得以行銷國際。  

下午大會討論議程為議程四─國際機構與多方發展合作計

畫中金融性別平等之現況，邀請到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Patti O'Neill 女士、哥斯大黎加籍女性權

益發展聯盟 Lydia Alpizar 女士、聯合國婦女會 UN Women 代表

Saraswathi Menon 女士、世界銀行代表 Jeni Klugman 女士、與

德國海恩瑞希鮑爾基金會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代表

Liane Schalatek 女士針對金融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與性別平權

議題做專題討論。  

    觀 摩 CSW

大 會 發 現 與 會

情 況 並 不 如 想

像積極，也許是

需 要 第 二 特 別

通 行 證 之 限 制

過於嚴謹，現場

還有須多空位。

參 與 大 會 議 程

四 看 到 女 性 在

金 融 界 扮 演 越

來 越 重 要 的 角

色，在會議中大會發表了女性金融性別平等與婦女培力提升報告

書 (“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報告書書提到性別平等的良好範例，並指出有待解決

之挑戰與落差，其中較急迫的議題包括開發中國家政府的金融資

源存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各國家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也非常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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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有些國家針對女性提供良好的經濟援助，因此也協助提升女

性的政治參與，在其國家的預算與長期計畫中也將女性性別平權

觀測納入重要指標，充分顯示出性別平等的成果。報告書中也點

出必須制定經費流動觀測方式的標準模式才能比較各國之間金

融平等之情況。聯合國系統內與國際經金融組織也努力達成性別

平等的目標，例如 2010 年聯合國祕書處與其會員國協商指出其

七項工作要領應該將聯合國掌控預算其百分之十五用於針對女

性需求、性別平等、與女性培力之工作上。目前女性經濟平權不

斷往正面發展，但要為更符合聯合國千禧年發展計畫，婦女地位

委員會應持續監督各聯合國相關組織在性別平等上的落實。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文化若沒有實踐是會漸漸被遺忘而其傳承的工作將變為不可

能 。 2012 年 聯 合 國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暨 民 間 婦 女 團 體 會 議

(CSW56,NGO/CSW)針對鄉村婦女培力為特別主題進行討論，馬卡

巴嗨文化協會目前在屏東地區正致力於農場之經營與開發，利用

自然耕作方式進行環境之運作，因為氣候變遷所引發的地球災難

是全人類之壓力，人類過度利用地球資源產生的失衡和失序現象，

已促使我們必須面對真相，尊重土地與所有生命才有機會見到未

來復元的生機。鄉村婦女與原住民婦女不是弱勢，而是基層的供

應鏈，面對氣候變遷時傳統的智慧更需被應用。本協會期許在會

後透過內部組織的強化持續進行環保與傳統生活方式的推廣，讓

鄉村婦女的重要角色被凸顯與應用。  

對於聯合國婦女會議的參與是原住民族婦女的溝通機會，在

會中本協會很高興有機會用實際經驗與各國代表對話，應用實際

行動力量建置原住民族生存的機會，在會中分享我們每一步實踐

文化的經驗，獲得許多能量活化與外界的指導。在 CSW 大會中更

加奠定了本協會持續為原住民文化與婦女與青年培力的目標。教

育可讓婦女擁有知識的力量，編織夢想的勇氣，自信的提升也強

化行動力的付諸。行銷與說故事的能力會增加一個團裡的渲染力，

組織串聯可集結更多的能量也可以有更宏大的作為。  

國際事務是必須長期參與，與會期間看到許多青年女性的投

入，也提醒了早期接觸與長期經營的重要性。雖然台灣並非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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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員國，透過非政府組織模式讓年輕學子學習國際議事型態、

認識國際專業用語並訓練意見表達管道與技巧，培養新一代的領

導人，可注入更多新血與朝氣。建議透過輔導模式帶領青年女性

參與會議，讓前人努力得以延續。會前的縝密計畫與預期效果架

設可讓參與會議更有價值，建立長期與會的團隊，將每個人的專

業分工，期許未來可持續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

織周邊會議 (CSW NGO/CSW)，讓此台灣在聯合國的參與不間斷也

持續汲取刺激，讓國內婦女權益爭取更上一層樓。  

四、其他文件  

編著者  文件名稱  日期  出版單位  照片  ISBN 

Susann

e S. 

Paul 

and 

James 

A. Paul 

Humanity 

comes of 

age, the 

new 

context 

for 

ministry 

with the 

elderly 

1994 

WCC publicatio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2-8254-1048-

9 

UN-HAB

ITAT 

The 

global 

urban 

economic 

dialogue 

series—

Gen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

ent 

2011 

UN-HABITAT 

電子檔下載 : 

http://www.unhab

itat.org/pmss/ge

tElectronicVersi

on.aspx?nr=3169&

alt=1  
978-92-1-132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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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者  文件名稱  日期  出版單位  照片  ISBN 

UN-HAB

ITAT 

Adolesce

nt girls 

creating 

safer 

cities: 

harnessi

ng the 

potentia

l of 

communic

ation for 

developm

ent (C4D) 

2012 

UN-HABITAT 

電子檔下載 : 

http://www.spark

healthgroup.ca/w

p-content/upload

s/2012/02/Adoles

cent-Girls-Creat

ing-Safer-Cities

-Harnessing-the-

Potential-of-Com

munication-for-D

evelopment-C4D.p

df 

 

Princi

ple 

writer

: Nikki 

van der 

Gaag  

Because I 

am a 

girl: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Girls 

2010— Di

gital and 

Urban 

Frontier

s: girls 

in a 

changing 

landscap

e 

2010 

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 Ltd 

 

電子檔下載 : 

http://plan-inte

rnational.org/gi

rls/static/docs/

BIAAG_2010_EN2.p

df 

 
978-0-956521

9-0-3 

Cather

ine 

Bertin

i 

Girls 

grow: A 

vital 

force in 

Rural 

Economie

s—A 

girls 

count 

2012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電子檔下載 : 

http://www.thech

icagocouncil.org

/UserFiles/File/

GlobalAgDevelopm

ent/Report/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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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者  文件名稱  日期  出版單位  照片  ISBN 

report on 

adolesce

nt girls 

GrowReportFinal_

v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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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  

◎康淑華（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本會長期關注國際議題，今年參與會議目的，除了代表台灣

發聲外，也期待在會議中認識更多國際夥伴，亦秉持著學習及交

流的精神，對於鄉村婦

女的經濟參與有更深的

認識，作為本會業務推

展的參考。  

  筆者於 2 月 25 日抵

達美國後，隔日即參與

NGO Consultation Day。

隨 後 便 展 開 一 連 串 之

NGO 周邊會議及聯合國

官方會議的觀察。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 Growing sustainable projects in rural communities. 

women to women 

日期：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在這一場座談，  有下列組織參與方享：  

1.The Sound Essence Project in Mongolia--The Sound Essence

總會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該組織是以尊重各地文化、期待建立國

際夥伴網絡及支持跨文化學習為要旨。於此會議上時，該組織分

享了在蒙古的一個學習方案，包括獎學金方案 --以支持有才華之

青年上大學，及微型貸款方案 --（ Blessing Bakery）。其中

（ Blessing Bakery）是一個在 Erdenet 的方案，他們支持五位

蒙古婦女接受了來自 The Sound Essence Project 的財務支持，

並使用其中兩位婦女的廚房，建立了 Blessing Bakery，她們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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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蒙古點心，並販售給當地的餐廳及商店，成績相當不錯，而得

以經濟自足。   

2.Center for Wisdom & Character Excellence (CWaCE)， The 

Hope Project，報告人： Ms. Merly Barrete-Barlann. 

  Center for Wisdom & Character Excellence (CWaCE)是一

個在紐約及新澤西州的組織，該機構的 H.O.P.E.方案是一個針

對菲律賓 Montesunting Carmen 的方案。  

  Montesuntin 是一個貧窮的村莊。H.O.P.E.是一個結合教育

與永續環境給婦女及兒童的方案。在教育部份，由於全菲律賓有

150 萬的文盲，故此組織相信，對兒童教育的投資是解決貧窮相

當有效途徑之一，因此該方案在兒童教育上投注了許多努力，並

於該村莊建立了學習中心，提供多樣的學習方案，其中包括提供

青年領導力訓練課程給該村莊兒童及青少年。   

  此外， Ms.Merly Barrete-Barlann 表示，在該村落發展鄉

村的觀光事業時，其實大多數的鄉民並未從觀光事業中獲利，但

卻讓環境遭到破壞。以該村莊為例， 47%的居民仍處於貧窮線之

下，婦女及兒童獲得教育及能力發展的機會也非常有限，因此

HOPE 方案也建立了一個多功能的遊客服務中心，企圖建立一個

支持環境永續的村莊，包括發展多樣化的農業來提升居民收入，

並能達到維護自然環境的效果。  

  在此論壇中，另外一位主講人也介紹了海地的鄉村狀況及如

何在美國提供的經濟協助下，使用海地的農業資源去發展經濟，

農村婦女的衛生教育方案，以及如何協助地震災後的兒童進行心

理重健。   

（二） Rural supply/ Urban Demand: How male buyers drive the 

global sex industry 

日期： 2 月 29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本場論壇以反人口販販運及反性產業合法化為主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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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s.Jean Enriquez ， Coalition Against Women in 

Trafficking-Asia Pacific，談論菲律賓的人口販運議題，包括

人口販運的供給面，  鄉村的婦女如何在社會文化層面下成為人

口販運被害人。此外，戰爭也造成人口販運，如 : 菲律賓棉蘭老

島 (Mindanao) 的戰爭，造成該地區嚴重的貧窮問題，包括缺乏

工作機會，也加深該地區的人口販運現象。因此，該組織成立了

人口販子監看方案 (Traffiker-Watch-Project)， 一個以社區為

基礎的方案，希望可以終止人口販運。  

2.Mr. Victor Malarek: The Johns: Sex for Sale and the Men 

who buy it 一書的作者。此名講者反對性交易合法化，以男人

的角度批評男性買春的行為，認為買春是對社會正義的諷刺，也

違背女性尊嚴及人權。  

3.Ms. Malka Malcovich: Coalition Against Women in 

Trafficking， Europe。Malcovich 女士提到在歐洲鄉村地區，

女性被販運至都市賣淫，她們是被害人，但在一些國家卻被當成

罪犯處理。也提到在東歐地區因為軍隊的需要，鄉村女性被販運

至性產業以及此現象對於女性的傷害。也提到商業性產業對女性

的剝削狀況。    

（三） Rural women，s economic rights & empowerment: 

implications of MENA transitions on economic policies  

日期： 3 月 1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場論壇介紹歐盟在 MENA(含北非及中東 )地區提升婦女社

經濟參與的方案，實施地區包括阿爾及利亞、埃及、黎巴嫩、摩

洛哥以及敘利亞。大體而言，阿拉伯國家女性的經濟參與率是所

有開發中國家最低的。女性的薪水比男性低很多，工作條件及環

境 亦 不 佳 ， 且 大 部 份 的 女 性 仍 都 是 以 處 於 非 正 式 的 產 業

(informal sector)為主，如：家務，這些工作的價值不被重視。

Sustainabl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SEOW) 正是

在上述五個國家希望能創造及提昇婦女的經濟參與。包括提供訓

練，個案服務等。與談者也提到｢阿拉伯之春｣後，政治伊斯蘭

(Political Islam)雖然不至於直接侵害婦女的經濟參與，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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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強調婦女應待在家中等私產業，強調女性要照顧家庭，有可能

會惡化婦女的經濟參與。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參與了兩場 CSW 官方會議，包括 2 月 29 日上午  10:00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UN Women: LESSONS LEARNED FROM 

JOINT PROGRAMMES ON GENDER EQUALITY  以 3月 1日下午 Japan， 

National Women’s Committee of the UN NGOs in Japan ，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 Liaison Group Japan， and Japan 

Women’s Watch (JAWW): DISASTER AND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其中第二場日本的報告讓我印象深刻，包括日本的官方代表，

民間 NGO，以及日本的 JICA 都有很精彩的報告。報告提到社會

服務及醫療團隊如何介入，民間 NGO 如何參與重建，以及福島

的婦女及兒童如何從災難重生。此場會議是爆滿的，國際友人紛

紛發問並詢問可以參與及協助的管道。此外，我也參與了由挪威

政府所主辦的 --女性，。戰爭，與和平  (WOMEN，WAR AND PEACE)

影展。在 3 月 1 日下午參與揭開面紗的和平 (Peace Unveiled)，

討論阿富汗女性如何與塔利班 (taliban)政府周旋，爭取婦女的

權 利 。 之 後 的 映 後 討 論 包 括  Anne-Marie Goetz， Peace and 

Security UN Women 的 顧 問 ； Sameena Nazir ， the Potohar 

Organization for Development Advocacy 的創辦人 ;and Cora 

Weiss，聯合國代表，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 (Nobel 1910) 

and 董事長。參與這場座談會讓我有機會瞭解阿富汗女權狀況以

及她們的爭取過程，如何以非暴力的行動，有毅力及信心去面對

該社會非常強悍的父權政治。在座談會中，Weiss 女士也提到，

我們應讓女孩及男孩接觸和平教育，讓和平的種子提早萌芽。  

http://www.pbs.org/wnet/women-war-and-peace/full-episodes/peace-unveiled/
http://www.pbs.org/wnet/women-war-and-peace/full-episodes/peace-unveiled/
http://www.pbs.org/wnet/women-war-and-peace/full-episodes/peace-unve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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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CSW，印象深刻的地方有許多，包括在 NGO 

Consultation Day 有機會聽到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對於爭取

女權的努力，包括利比里亞專欄作家 Leymah Gbowee 和葉門婦女

權益倡導者 Tawakkul Karman，她們的勇者精神令人動容。而多

場的 NGO 周邊座談，讓我有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瞭

解平常在台灣較少接觸的國家，同時也介紹台灣讓大家認識，並

進而思考可以如何改善及拓展我們現有的服務，收穫良多。  

  這次， 我亦有幸代表本會

做報告，與勵馨及來自其他國

家的夥伴交流婚暴婦女的服務

及人口販運被害人的保護工作，

收獲很多。此外，有機會與其

他台灣的 NGO 及政府代表交流

及相處，是個難得的經驗。  

  筆者建議台灣的主辦單位

未來可思考如何讓整體台灣代

表發揮更大的綜效，可思考有

類似老手帶新手的方案，讓第

一次參與 CSW 的夥伴可以有充

份的準備及學習。另外，如何提高台灣座談會的外國友人出席率，

亦是台灣各個 NGO 未來出席 CSW 之前可事先有因應對策，包括

如何與其他國家 NGO 合作籌組論壇、宣傳策略的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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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6 日  

◎王月君（勵馨基金會國際專員）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 Conversation Circles： Peace & Securit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我選擇的主題為如何在社區執行反暴力運動，尤其是在面對

社區的文化衝突時。  

  首先每個人先分享他們來自的國家與社區，在他們的社區裡

面臨哪些暴力的存在，本組共有 7-8 人，他們分別來自迦納、肯

亞、賴比瑞亞、中亞及加拿大與台灣，在討論當中，發現非洲的

國家，在許多的社區裡面，有許多的傳統觀念本身就容許對女性

的暴力與不尊重，因此要改變他們的觀念是非常的困難，因此本

組的結論為必須喚起女性內在的自覺，並且要與男性一起工作才

能夠消弭暴力，透過教育與心理治療打破沉默，並且要結合社區

的每一個人來共同為反暴力一起努力，不論男生女生大人小孩都

必需一起參與，且要與父權主義工作而非打破它，才能終止暴

力。  

（二） Intersection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Militarism 

時間： 2 月 29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主持人開宗明義即說明何為 [戰爭 ]，現今的戰爭已不限只有

武器的戰爭叫戰爭，而是有各種形式的戰爭，例如：爭奪資源的

戰爭，包括糧食戰爭、石油戰爭及土地的戰爭等，以及氣候變遷

對各國所造成的影響也是一種戰爭，還有種族屠殺，宗教戰爭等，

在現今傳統的社會價值已蕩然無存，也是一種文明與傳統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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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思想的戰爭，因此在現今到處都有戰爭發生，所以如何透過教

育讓人們清楚知道他們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女性。根據

資料顯示，每年有 300 個女孩因著政治的選舉而被賣，候選人透

過此籌措現金以支持他的政治選舉，亦透過此干擾其他的候選人。

因此當戰爭發生時，女人常成為戰爭的犧牲品，被士兵們強暴，

這對一個國家社會文化的團結有什麼影響與目的是我們今天這

個主體所要討論的，而在戰爭發生中如何保護女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必須向政府施壓，邀請全球關注在戰爭中軍人對女性的施暴

行為，這不只是國與國與族群與族群之間權力的問題，而是一個

男人將他的情緒向世界呈現，這就是戰爭，一種權力的展現。軍

權對女性的施暴，不只是一種政治的暴力，而是利用對女性的施

暴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因此我們主張女性必須成為國會的議員，

成為一個能改變政策的人與參與決策的人，如此才能保護女性在

戰爭中不被施暴，不會成為國家的犧牲品。並且在國會中關注政

府的預算，尤其在教育性別平等及人身安全的預算與軍事設備的

採購與國防預算的比例，即可監督政府對反暴力的執行與用心。

在此提到，從過去的戰爭經驗中，至今仍無任何一個政府或國家

對戰爭期間所造成的集體強暴案做任何的道歉或賠償與懲處，個

人認為因結合國際組織尋求他們的支持，共同為台籍日本慰安婦，

積極爭取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與賠償，使之成為一個國際範例，

以此要求及約束，開戰國必須避免此一不人道之事，並履行及遵

行此義務，若有施暴發生時，因以國家為整體訴求對象，要求賠

償及接受國際間的抵制與制裁。  

（三） Re-thinking Development Frameworks 

時間： 2 月 29 日  

地點： UN 

    在 2015 年千禧年目標即將到期之前，我們現在就必須思考，

2015 年之後的目標將會是什麼，我們認為應將女人的權利列入

未來努力的目標之一，此邀請亞洲 9 個國家女性團體代表，分享

他們如何在自己的國家，推動性別平等，分享如下：  

1.菲律賓：以前菲律賓之少數民族的婦女沒有任何權利決定你今

天要摘種的植物，你只能種甘蔗，以協助國家生產糖，但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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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決定他們想到摘種的植物，因此開始教導他們的婦女，讓他

們知道與了解一個女人的權利與義務有哪些 ?尤其是有力量去掌

控土地及擁有土地對原住民婦女是很重要的。  

2.泰國的少數民族：自從泰國被開發後，原住民住在森林變成是

一種違法的行為，他們沒有擁有土地的權力。但他們仍舊住在山

區，所以警察常常來驅趕他們，當警察發現村莊的男人出外工作

時，就會對留在家中的女人強姦，雖然他們報警透過法律程序進

行訴訟，但是過程冗長，不但浪費時間且必須經常到法庭，因此

受害者最後都放棄。因此少數民族，開始用他們的方法對付警察，

例如；警察來時，就放信號通知全村的人躲起來。又泰國政府對

少數民族實施租地制度，將山地租給少數民族的社區，若你沒有

錢付地租，少數民族就會失去這個土地，但通常他們都沒有足夠

的錢支付地租，因此他們最後都將失去他們的土地。當他們失去

土地時，由於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與土地農業有關係，因此

他們的生活就被迫改變。  

3.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女人 70%都在鄉村且靠農業生

活，但他們使用大量的農藥種植，而這些農藥對女性的健康傷害

極大，有 80%的女人受到農藥的損傷，因此他們透過宣導提供有

關農藥的資訊，讓他們知道農藥對他們所造成的傷害，使他們有

知的權利，以至於他們不會被農藥傷害，因為大部份的農婦，他

們的教育水準是低的甚至是不識字。  

4.結論：在千禧年目標即將到期之際，我們所要強調的是女人擁

有像樣有尊嚴的生計是他們的權利，即他們的人權，這包括：  

(1)他們擁有食物的權利，即對食物的安全與對擁有食物的財

產；  

(2)他們擁有自然資源的權力，包括對土地與取得自然資源及氣

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  

(3)他們擁有工作的權力，進入工作職場，當女人在工作職場上

被賦權，他們不但學會技術，更重要得是他們得到自信。  

二．  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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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是第一次參加，不論是 NGO /CSW 或 CSW 的官方會議都

非常的豐富與多元，在此非常謝謝張老師在會議這段期間不斷的

給予貼心的提醒與引導，幫助我節省許多摸索的時間，讓我有機

會參加不同形式的會議，例如； Conversation Circles 可以與

不同的組織提出自己想要討論的主題，並與其它對此主題有興趣

的組織一起討論，在這裡可完全自由發揮，也是可以展現台灣與

自己的機會，可以主動爭取成為小組的主席，帶領大家討論，只

要你夠勇敢及英文夠好。值得一提的事，你必須要對你所要討論

的主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認識，如此在與大家分享時，你才能

貢獻相關的經驗及組織的作法，當然你也可在當中提出在你的國

家或你的組織所面臨的問題，激發大家一起去思考及分享，各組

織在面臨此問題時如何解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互動平台。

關於 Morning Briefing，由於前一天剛好在紐約連續參訪亞裔

婦女中心、Connect 組織及紐約勵馨等三個組織，因此參加此會

議剛好幫助我了解前一天因參訪而錯失聽到的議題，且幫助我整

理與了解昨天哪些議題被討論及討論的結果為何？  

  在參加 NGO/CSW 會議幾天後，

發現在 CCUN 2F 發表的主題與內

容，都非常的精采，且參與聽講

的人都非常的多甚至爆滿，感覺

像是那個時段的主場，而此次勵

馨籌組的研討會剛好就在此，在

求好心切及加上是本人第一次

在如此大型的會議公開發表，因

此格外的緊張，真的非常感謝台

灣團員的到場支持與協助，使得

我可以安心的發表。  

（二）建議  

1. 由於此次勵馨籌組的研討會，共邀請 6 位講者，其中 4 位為

國際講者，因此除有許多的事務須與國外講者連繫外，還需

製作宣傳單及當天議程，尤其是發宣傳單，須要更多的人力

與時間去執行，也因此花費許多的時間在準備此而無法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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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加會議 CSW，個人覺得有點遺憾，希望下次來參加時，可

以有更多的時間參加外部的會議外，更希望台灣團員除在研

討會當天支援外，亦能夠有更多額外的時間幫忙支援發傳單

及其他相關籌組研討會事宜。個人建議因在確認團員後即要

開始成立各個研討會的工作小組，一起協助完成每一場台灣

籌組的研討會，而不是只有主辦單位籌組的研討會，才可獲

得較多的資源與協助。個人認為主辦單位應該更有效的組織

大家並且分工，並且讓所有團員清楚明瞭主辦單位及團員的

權責與義務，且不論團員的位階或來自公部門或 NGO 組織，

所有團員的權利義務及工作都應平等，除了團長以外，應盡

量避免強調長官之職銜，如此團員才能互相合作，使台灣的

團隊發揮更大的效益，否則這麼大的團隊，有些單位拿了補

助卻只是參與會議而不用作任何的發表，而籌組研討會的單

位，要當講者還要兼倒茶水掌控現場會議，個人認為不論主

辦單位是鼓勵大家在別的研討會發表或是鼓勵大家自籌研討

會，主辦單位應對自籌研討會的組織，給予更多的協助，不

論是在人力上或器材設備上或是經費上的補助 (今年非常感

謝 TECO 在籌組研討會及租借投影機等經費上的支援 )，如此

才能鼓勵台灣的組織籌組研討會，使之台灣 NGO 組織的實力

能在 CSW 的場合有更多的展現。另建議包括研討會所需要用

到的器材設備，例如；投影機、錄影機及腳架，都可互相分

配攜帶後互相支援，以減輕彼此的重量。  

2. 關於補助經費的運用，勵馨很努力準備此次出國的報告，非

常感謝獲得全額補助，但在經費的使用上仍舊與部分補助的

補助相同，個人覺得有些不合理，個人認為全額補助者除機

票與住宿外，應該還要含括交通費及每日的餐費，否則將是

變相鼓勵全額補助者搭乘較貴的航空及住高級的飯店，這樣

有違 NGO 的精神，畢竟此次是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的

會議，主角是非營利組織，應該要以 NGO 的思維與情況思考，

如何才能讓 NGO 精省，又可替國家省下經費，尤其是在現今

政府債台高築的情況下。  

3. 此次 3/2 日在 TECO 舉辦的研討會，實在是非常的精彩，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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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的事，參與的人大都還是台灣的團員，如何有效邀

請外國團體或國外友人來參與台灣的研討會，是值得我們去

探究思考的。以勵馨此次主辦的研討會為例，即使我們已很

努力爭取到很好的場地與時段，甚至到會場發傳單，但相對

於同時段同場地的其他研討會參與的人數爆滿來看，參與勵

馨研討會的人數約 50-60 位，仍舊是偏少，歸咎原因不論是

在宣傳單的製作或發放，或一開始設定的題目是否應該更廣，

或是與國際組織連結上的強度與深度，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更

進一步學習與有待加強的。  

4. 個人覺得台灣團本身的活動已很多，加上自己本身要準備一

個研討會，更是無較多的時間參加台灣以外的國際研討會，

個人覺得台灣的發表若在出發前就有一個正式的發表，如此

到了 CSW 就可專心的聽其他國際組織的研討會，而把台灣的

場次，留給更多的國際友人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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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9 日  

◎張明慧（南洋台灣姊妹會榮譽理事）  

 

一、 NGO 周邊會議參與  

（一） Gender and Disast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一場論壇邀請了 WOMEN’s WATCH ，Thai、Fiji、Korean

三個國家的講者以及 JERA（ International Justice, Equality, 

Right, Access）， Women and Media Collective, Sri Lanka，

Isis International GM member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從各個不同的面向來討論在災害中的性別議題，尤其是農村婦女

在社會經濟弱勢的情況下，災難一旦發生，她們能掌握的資源又

更少，這群無聲的女性若要得到的關注與協助，更是需要有計畫

的去提升。在行動上要掌握住一些重點，包括生活脈絡的理解，

處境與狀況的分析，能更有效的協助這些在自然災害中的農村女

性。  

（二） Women’s Burden of Unsafe--Abortion : Implications 

for Nigeria’s Development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一場論壇是由 YWCA 舉辦，YWCA 奈及利亞與當地組織為合

作關係，關注女性健康與權益。由於設備的狀況，一開始呈現混

亂的狀況，但是大家還是努力的從電腦螢幕中親眼看見了這些在

奈及利亞的年輕女性（在我眼中還是孩子）的醫療與生育的狀況。

由於相對台灣來說生育年齡相當低，再加上醫療礙於資源不足的

問題，這些年輕的媽媽們常常無法得到好的醫療照顧，再加上生

育的風險，造成了許多生命的消逝。這個說法是從主流的觀點來

看待這些女性所以採取的策略是節育或是避孕，這也引發了激烈

的討論，醫療與女性權益的部份反而是較沒有被提及的，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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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女性生育的狀況視為問題，以解決問題的態度看起來較明確，

對於相關社會環境的檢討與改變較無明顯的分析。也讓我回想在

新移民女性的議題上，早期台灣社會將新移民女性視為問題，而

發展出許多解決問題的方法，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必須能分

析她們的處境來尋求進一步的協助而不能抱著解決問題的心態

來面對，在性別平等的路上，應該也是要能協助女性不因性別而

受到限制的發展，並非解決女性不平等的問題，視角應當是有所

不同的。  

（三）Strengthening Voices, Search for Solutions：Women and 

Climate Justice Tribunals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在所有的論壇中，我對於黑人女性的倡議有著一定的興趣，

在學習過程中所提的女性權益，多是由白人女性所提出的，在文

化、階級處於弱勢的非洲或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所要表達與

思考的，是否有所不同？這個論壇分享了她們在亞洲、非洲及拉

丁美洲關於性別正義及環境（氣候）正義的組織經驗。她們的訴

求是終結貧窮的性別平等，在追尋女性權益的同時，其實有種族、

國家、經濟各個面向需要涵蓋，她們鼓勵多方面的 SPEAK OUT，

讓更多的聲音跟更多的可能性出現，向聯合國提出她們的想法。

2011 從博茨瓦納、烏干達、奈及利亞、尼泊爾、巴基斯坦、印

度，巴西幾個國家開始，特別專注於在氣候變化之下，在農村生

活的人遭遇到非常大的衝擊，尤其是農村婦女。且不論作法與成

效，從這次的會議中，感覺非洲女性非常的活躍。                                         

    這次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主題是農村婦女，從各個不

同的論壇中，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共同的問題，經濟、土地、健康；

而在第三世界國家，則情況又更複雜，國家政策與社會發展不利

女性發展，再加上生育與醫療資源，讓農村女性的權益更受到嚴

格的挑戰，從這些議題中許多組織及講者還是將議題回到婦女的

人權、性別的面向，從農村婦女的困境像是暴力、災難 1、戰爭，

                                                 
1
 本次由 Japan  women’s  Watch 報告日本震在震災時，女性的觀察與處境說明，並透過文本與

照片說明讓大家了解當時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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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看出女性在人權的議題上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部份。反觀

台灣由於 NGO 的努力以及政策的逐年調整，有許多經驗是可以分

享給 INGO，以及一起討論更多的可能性，對於台灣的 NGO 來說，

有機會跟許多 INGO 交流與分享，有助於拓展新視野以及從其他

觀點來看到自己所做的服務。  

    台灣這次的報告人所呈現出豐富多元的內容，也是令人非

常驚喜的，透過交流，也提醒我們的 NGO 以更不同的視野來看待

我們所做的事，有些是非常值得反省，能夠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

來評估與反省，可以更進一步的發展，是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二、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明（ 2013）年籌組論壇  

    明年的會議主題是婦女與暴力，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姐妹會

對於新移民女性的議題長期關注，在實務上以及實質召開會議討

論，在明年的會議中可以與 APWLD 合作，在 UN 舉行論壇，分享

姐妹會長期協助新移民家庭及家庭暴力問題的分析與討論。邀請

紐約勵馨分享服務華人移民之家曓經驗，以及本次談到家庭暴力

議題的泰國講者、柬埔寨講者，針對家庭暴力的議題進一步討論

與分享經驗。  

（二）心得感想  

    剛來的時候因為不太清楚聯合國的婦女會議及 NGO 會議，

去 UN 排隊換證件，懷著忐忑的心情跟著大家排隊，很幸運的遵

照工作人員的指示，在排隊一個半鐘頭之後，換到了 UN 的證件，

順利的參加了 APWLD 舉辦的會議。  

    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會議中，雖然每位主講人說的

時間很短，但是一次看到各地的狀況，也是一種刺激，有一些國

家我真的要花一些時間去看地圖一下，在很短的時間內稍為理解

一下，再去跟一些主講人連結，並進一步討論，感覺上是要長期

經營的工作，建立各種組織之間的了解與連結並進一步發聲。  

    在空檔之中我們也去參觀紐約勵馨，以及紐約的 AC（ The 

children’ s aid society founded）是 NGO 承接政府家曓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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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家庭、寄養安置等工作。有趣的是勵馨在美國做的移民協助，

跟我們協助姐妹的工作好相似，好多類似的故事只是主角變成了

台灣人，這裡的移民家曓狀況也牽涉到身分的問題，而不敢報警，

還有身份的取得以及相關的關懷照顧，但不一樣的是這裡是一個

隱匿的地方，在台灣只有安置機構需要匿名跟保密，這裡是勵馨

所在也是保密的。總之，單就國際連結來看，這裡應該是個好的

平台，也有一些倡議的組織，甚至有些時候我覺得我們的經驗可

以讓其他地方的組織工作者看到不同的工作方法，真的，我覺得

我們真的做的非常好，可以與國際分享台灣經驗。  

（三）建議  

    由於 INGO 組織眾多，建議可將每年認識的團體，簡單介紹

並做成資源提供大家使用，在參與論壇時可以有基本的認識與了

解，簡單知道組織的工作可以讓大家在聽講者的說明時較容易理

解講者的脈絡，有助於提問跟討論，在簡短的報告中通常講者的

說明有限，必須透過有效的提問或是進一步的跟組織建立關係，

透過進一步的討論跟合作，對於婦女工作及組織串連有相當大的

幫助。參與經驗的分享有助於參與者對於運作方式的理解，讓大

家可以較容易進入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以及週邊會議的運作

方式。  

    臺灣的 NGO 要能成為 INGO 除了國際連結之外，自己本身內

部的組織亦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透過台灣 NGO 之間的合作分享並

協助串聯的工作，在拓展視野以及國際串聯時，會更有效益。本

次都集中在某些論壇，建議下次可以依組織屬性以及相關的議題，

參與特定的論壇，並可以有會後討論針對論壇及之後的聯結做簡

單討論，在舉辦論壇時亦可做小組合作，以本次勵馨為例，若能

提早協助，將可降低主辦工作的壓力，並可提供其他成員籌辦論

壇的學習經驗。 INGO 的工作需長期經營，透過團體的力量將有

助於發展及降低困難度，也希望明年有好的經驗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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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  

◎江鳯英（楓樹腳文化協會理事長）  

 

楓樹社區用環保議題前進聯合國，憑一股熱忱和信念參與

2012 年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在各項周邊會議出

席，不斷交流互動，視野更寬闊。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2 月 26 日晚上參加 ICW 會員的聚會，互相了解出席的會員

國代表。  

（一） Advancing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through Legal 

Mechanisms 

Food Security in the Midst of Global Change: 

Empowering Rural Women Through Resource Efficiency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2 月 27 日上午十點半參加國際婦女法學會辦的 Advancing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through Legal Mechanisms，緊接

在康淑華的邀約下，參加下午二點半至四點由 Buddhist Tsu Chi 

Foundation 舉辦的 Food Security in the Midst of Global 

Change: Empowering Rural Women Through Resource Efficiency，

在這個會場中談到安全的食物在非洲是相常需求的，缺少確定的

安全食物，過重的家務和糧食生產工作，造成婦女的健康危機及

暴力問題。晚上參加駐紐約辦事處 TECO 為大家舉辦的晚宴及內

部會議。一整天下來，寒冷的天氣已讓我們沒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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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Grassroots Women: Solutions to Empowerment, Land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2 月 28 日晚上六點十五分參加 Huairou Commission:UNDP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辦理的論壇 Grassroots Women: Solutions to 

Empowerment, Land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聯

合國的代表很正式的與談，讓我們

感受到他們的誠意。會議上提出保

護農村基層婦女賦權，創造永續生

計和維護土地正義是平行的事件，

是脫離貧困的關鍵，在跨越農村和

城市社區的鴻溝中，努力把主要的

貧困婦女做訪視，並改善土地和其

他核心的生產性資產（如信貸和市場空間）。婦女的困難在保護

土地和維持他們的生計機會，但生活的挑戰如：氣候變化、食品

不安全、愛滋病毒、大規模的土地遭劫掠，卻是需國際力量來解

決。小組討論的目標是：  

1. 建構有效的機制和干預措施，增加婦女在決策過程的領導

力和影響力，以解決正式和非正式的土地不公和習慣制

度。  

2. 加強基層組織和決策者之間的對話，協助基層婦女充分參

與方案的設計，實施  在促進性別敏感的政策和預算的爭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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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討論有來自巴西、尼加拉瓜、坦桑尼亞和甘比亞，討

論的議題如下：  

1. 在土地正義方面引導婦女，了解什麼是決策者之間的成功

合作夥伴關係。  

2. 未來需要採取什麼樣的步驟，確保和加速行動支持農村基

層婦女，充分行使公民權？  

3. 婦女是如何倡導有利的政策和方案的變化，確保變更的法

案正確執行。  

4. 影響基層婦女組織而做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有更公平

嗎？哪些支持是必要的？  

5. 我們要如何才能促進投資，努力加強婦女的所有權和進入

關鍵的生產資源（土地的投入、工具、信貸、信息等）並

享有平等的權利（財產、繼承）？  

參加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案例討論，體認到台灣的政府如果

特別重視並支持農村婦女在土地上的所有權，如今晚的議題所述，

民主的種籽才能在自由土地上生根。  

（三） Rural Women Speak Out 

時間： 2 月 29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2 月 29 日下午 4:30 參加 UN Women 及 NGO CSW 的 Rural Women 

Speak Out 活動。 Part 1:小組討論，非常巧合有蒙古、日本、

柬埔寨、越南、泰國及台灣三位代表 (春鳳、瑩茹、鳳英 )分別提

出我們看到的問題，我們提出台灣面臨的是過度工業開發影響水

汙染和土地安全問題，日本、蒙古都有相當大的回應，決定要在

報告上重點提出台灣島嶼的問題，第一次的發聲非常有成就感，

在 Part2 和 NGO 及 UN Women 的圓桌會議，除交換名片互相邀約

參加 3 月 2 日及 3 月 5 日台灣的議題討論。晚上六點半再到 CCUN

十一樓參加婦權基金會辦理的 Good Practices of Empowering 

Women in Rural Area，和各國關心鄉村婦女議題的前輩們交流

也是一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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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Empowering Rural Women 

Women’s Role in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Women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3 月 1 日上午十點半參加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egro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s Club, Inc.的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Empowering 

Rural Women，類似台灣的扶輪社

社團，他們幫助 Negro 鄉村婦女辦

理貸款脫貧計劃績效成長，他們覺

得很光榮想和大家分享，三位教授

輪流上台報告，其中有一案例的績

效被印度的社團代表提出質疑，看到互相溝通中找到交集，我想

很多的議題在不同的國境裡有不同的操作模式、非洲國家的風俗

信仰、生活習性，不是生活在亞洲的我們可以了解。  

3 月 1 日中午 12:30 參加 Rural Women Empowerment and Life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的 Women’s Role in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Between R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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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Women，日本婦女提供有機農園為教育農場及設立地方產

業的陳列店案例，幫助地方農民提供銷售管道，類似台灣目前蓬

勃發展的里仁取貨站和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的設立，不同的是他

們相信地方產業的優質，任何一個生產者將提供可靠的物品在架

上，在地生產、在地銷售，減少食物的哩程是他們的目標，中央

政府補助房租和些許設備費，所以推動上是比較容易的，這是台

灣要學習的地方，提供農民乾淨的展示空間有助於提高農產品的

價值，生產者消費者直接受益是最好的補助。  

 

 

（五） Empowering Rural Wome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Hunger and Development 

時間： 3 月 2 日  

地點： TECO 

3 月 2 日我們的重頭戲到了！每個團員很盛重的準備參加，

前勞工部部長趙小蘭女士的演溝，緊接著是我們台灣經驗分享，

主題是 Improving Health of Women in Rural Areas，參加者

有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張珏教授、台灣銀領協會顧燕翎女士、台灣

女人連線林靜儀小姐、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温桂君、伊甸基金會周

庭妤及楓樹腳文化協會分享的環保肥皂經驗。台中文化麻芛牛軋

糖倍受歡迎，外國友人不斷的索取，台中市政府贊助的牛軋糖扮

演了好客角色，可愛的環保肥皂被搶光光，嗯～對著牆上的麻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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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掛圖，不禁讚嘆上帝幫了大忙，竟然在潔白的牆面上有一根

釘子，可懸掛精心設計的掛圖，為國爭光的麻芛地方產業將是台

中市由社區出發的新伴手禮，晚宴很豐富，媒體採訪讓我侃侃而

談，因為這都是我的生命經驗，台灣的社區自民國 82 年實施社

區理事會轉為發展協會、 83 年文建會實施社區總體營造、緊接

著環保署的環境改造運動、行政院的六星計劃、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新風貌、衛生署健康營造到農委會的漂鳥計劃家政班推動、水

保局農村再生計劃，這些方案培養台灣鄉村婦女參與生活環境的

改造能力。  

 

 

（六） Capacity Build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Women  

Empowerment of Finance Poverty: Challenges for 

Rural Women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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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上午 10:30 台灣主辦的 Capacity Build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Women，重點是將土地安全、水的安全

與環保肥皂、設置環境教育中心，串連成健康的環境過程與來賓

分享，而本會分享的環保肥皂講師團由台中市政府頒發聘書的案

例，楓樹社區以環保的議題為主軸，深耕社區拓展到台灣各地，

協助在地居民自發性，設立環境教育中心的運作概念，可發展成

台灣與國外連結的模式，將有助於減少政治面的干擾並產生環保

經濟效益，參加論壇的各國代表踴躍發言，回饋單遞交給服務人

員申請進一步的了解並有意願和台灣連結，這樣的分享是我們對

環保外交的初步模擬，一切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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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下午 2:30 到 4:00 參加 ICW 舉辦的 Empowerment of 

Finance Poverty: Challenges for Rural Women，這樣的議題

在台灣已經進行很久，雖然發表的案例國家很落後，但鄉村和城

市之間的依賴，世界都一樣。因為；食物的安全建立在人的誠信，

來自南太平洋的案例，雖然鄉村婦女努力生產，但缺乏交通工具、

冷藏設備，若非動用國家資源，靠一般地方性的非營利組織是很

難達到經濟效益，相對於農村婦女勞力的付出，要由非營利組織

提出金錢的補貼，募款對工作人員來講是很大的負擔，如何讓鄉

村與城市的婦女聯合提升生活能力，產銷需要有共識，非必要生

產的物品將造成消費的困擾，所以鄉村婦女必需學會和城市消費

者討論，契作生產將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如何尋求行銷管道是

NGO 組織要上的一門課程。  

 

3 月 5 日下午 4:00 會後參加勵新基金會的 Employment 

Service for Rural Battered Women in Taiwan 會後座談，邀

請東南亞的各國代表及台灣的團員做一次咖啡座談會，針對婦女

社團各項活動的資源聯結和環保肥皂教學國際交流可行性討論，

來自東南亞的各國代表有的旅居在紐約，就近參加，有的從國內

帶手工藝品在活動期間義賣籌措旅費，一點一滴突顯出要婦女參

加國際會議，經濟力的許可是最大的原因。  

晚上六點十五分參加 Asia Pacific Women’s Watch(APWW)

談論亞洲婦女代表在大會期間所談的議題，能否聚焦送交大會報

告，針對農村婦女經濟改善的培力計劃大部份都能達到共識，但

台灣在 APWW 上所提的問題及方案往年都沒有被重視，請現任的

祕書長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會後台灣的議題及發聲也獲得澳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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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代表及與會者的關注與聲援，透過環保肥皂教學活動及推動

的想法在會場獲得不同國家的聯結，這樣奇特的推動方式及願景，

在晚間接受大會特派攝影師錄製我們的想法，並將影片放在網路

上，協助放送。張珏教授不斷鼓勵帶領我們是激發本會努力參加

各項會議的動力。  

 

 

（七）參與東南亞代表舉辦慶祝世界婦女節活動  

Situation of Rural Women Affected by the Great Japan 

Earthquake and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時間： 3 月 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3 月 7 日參加由東南亞代表舉辦的慶祝世界婦女節活動，地

點在聯合國對面的廣場，台灣有 15 位團員蒞臨參加，協助佈置

會場、發放傳單，南洋姐妹會的張明慧老師也將她帶來的旗子掛

在會場，我們合唱｢祝你幸福｣的歌曲，在活動中表達台灣婦女的

善意，對東南亞婦女所遭遇的問題，台灣不會忽視，活動中還有

Speak-Out，各國代表拿起麥克風講出她對國家面對的問題、需

要被支援、需要被聲援，希望世界各國尊重台灣對食物安全的自

主權，不好的食物、不好的動物肉品不要勉強台灣人接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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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糧食的安全應跳脫國際貿易利益的交換，在太平洋沿岸的

所有婦女都要團結起來，要求政客、企業財團尊重，婦女對食物

安全的標準，不要為生產而生產，浪費地球的資源。  

 

 

 

下午二點半參加由 Human Rights Now 組織舉辦的 Situation 

of Rural Women Affected by the Great Japan Earthquake and 

Nuclear Power Plant Accident， 311 是日本核災滿週年，住在

紐約的日本婦女在會場上穿梭接待與會來賓，豐富的資料提供參

與者了解這一年來日本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救災運作情況，會上有

二位媽媽帶著她們的孩子在會場做報告，一個十歲、一個七歲的

小男孩在鏡頭下不斷的談論地震核災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以及未

來的期許，二位年輕的媽媽不卑不亢的敘述政府災後的措施，會

中談到學校食物的安全危機、大量的土地被汙染重災區中心點外

擴三百公里，所以她必須帶著孩子到另外的城市生活，先生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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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做重建工作，另有一位災民報告，謝謝各國的援助，但也希

望各國繼續施加壓力給日本政府比他們災民的抗議還有效，而台

灣本島在 311 也要舉辦廢核歸零抗議活動。  

 

二、參訪  

2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參加紐約亞裔婦女庇護中心，執行長

高小帆完整介紹紐約對於亞裔婦女的人身保護工作在業務的規

劃特別重視人權，由其在司法權的介入令我們大開眼界，原來法

院還可以開辦受害人緊急保護站，還有協調人員的編制，從保護

站的硬體設施均考量到婦女的生活需求，只是感覺缺少心理層面

的關懷，試想一個剛被家暴過的婦女在這樣的空間裡，對後續的

親子關係、人際關係，心理的調適都必需有陪伴制度，靠少人輔

導是較辛苦的。  

   

中午我們嚐到第一頓紐約的異國餐點中東菜，並提出輔導庇

護站婦女學習製作環保肥皂，透過餐廳提供的回鍋油作成的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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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檢測。學員製作環保肥皂可提供地鐵站清洗，減少石化清潔

劑、漂白水的使用，這樣的計劃將可提供學員自力更生，未來回

歸人群時重建社會尊嚴，是一種力量，用環保肥皂講師的名義，

由執行長協助派任教學，執行長也希望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能提

供協助。這樣的對談，讓我們想到台灣書院也許可以加入環保經

驗分享的課程，讓環保署了解，推動環保小學堂與世界分享，環

保肥皂團講師是未來的外交生力軍，在建國 101 年的春天，外交

部讓台灣環保經驗出現在紐約的國際婦女會議。  

三、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2012 年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台灣與會成員

林瑩茹小姐特地從芬蘭赫爾辛基大學飛來紐約參加會議，協助溝

通翻譯及上台報告，因在芬蘭讀書憑著芬蘭身份證取得旁聽 CSW

官方會議的資格，共參加三場，其中在三月七號的國際婦女節論

壇中，聯合國執行長及各會員國代表在台上說出針對貧困及食物、

土地取得資源困難及危機進行討論及未來目標方向確立，幾個案

例故事的分享，接近了台上報告者及台下許多實際執行者的距離，

在國際婦女節的這天，也有幾位男性站出來為女性們聲援（也有

被砲轟），整個氣氛討論份外熱烈。  

 

四、整體感想與建議  

在三月二日於 TECO 辦理的論壇活動及晚宴，讓所有的團員

才有真正的互動，紐約辦事處細心安排，但不太了解民間婦女團

體的自主性，我們來自非營利組織占大多數，且未曾參與國際接

待工作，外交部雖然促成這樣的國際參與機會，但在國內的行前

訓練是要嚴謹的磨合，翻譯部份雖有安排聯工小組在聯合國會場

內服務，但我們到三月七日才知道這個訊息。出門在外，整體上

我們都是自家人，會議中互相支援，對彼此的業務不太清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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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是協助國內婦女走向更健康的人格。台灣鄉村婦女的第二代、

第三代子女因繼承將擁有的是土地資源，但國內經濟發展以科技

為重，農村生產技術將逐漸消失，糧食安全的危機除土地汙染、

水汙染外，對國外農產品的過度依賴，我們將失掉農業研發的世

界地位。  

WTO 下的台灣農產品也被資訊不透明的國外糧食所替代，鄉

村婦女的經濟培力、經營行銷能力是應重視。在此提出綠色企管

的建議，將農業導入企業管理誠實的經營理念、農村社區變環境

教育中心、農田變成營養午餐蔬菜專業區，有傳統耕種技術的農

民轉為環保教育講師，無毒農業的擴充、多元化生產將建構新的

農夫市集，回歸到台灣人的價值核心，仍然是誠正信實、保護環

境，台灣在世界的政治圈裡是沒有會籍，在聯合國裡台灣的議題

也不會被提出來，兩岸之間關係的曖昧在和平中尋求獨立自主權

還有一段努力的空間，但在這樣的時空裡，政府高層應重視並加

強打開台灣婦女及年輕女性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主動尋求國際

婦女非營利組織的連結，在這次的會議中，我們來自台灣的身份，

收到所結識的國際友人名片、Email 是很重要的感情記憶，這對

鄉村婦女來講，這些資料都要回到主辦單位手上統整，做為下次

國際參與的重要人脈資源。  

記得在民國一百年十一月

十三號至十七號之間，外交部

補助二萬五機票費在中華民國

婦女協會李芳蕙理事長帶領下

到斐濟參加 ICW 的年度會，我

們也用環保肥皂與南太平洋的

島國婦女做經驗分享，鼓勵她

們用楓樹社區的模式整合在地

婦女的力量，內化自已的實力，再申請政府的資源。民國一百零

一年的二月二十三號，我們收到來自斐濟的 E-mail 報告好消息

（如附件），當地政府願意補助一千美元讓該協會從事環保肥皂

講師團的訓練工作，希望未來能透過中華民國國合會的外交資源，

讓台灣的環保肥皂講師團能夠以環保教學的名義到斐濟設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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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資源中心，這樣的三個月聯結，一次的教學讓斐濟婦女了

解自已存在的目的和價值，楓樹社區自一九九六年推動這項環境

保護運動到今天在紐約參與國際會議和國際友人分享，這一步走

了十五年，這樣厚實的經驗移植到國內外三個月就具成效。  

在參加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後，只要讓世界了解到孤懸在太平洋裡的台灣婦女獨特的環境保

護運動，是有益於地球的未來，我們更確立婦女環保外交可行性

是活化外交的方法之一，在此謝謝所有支援的系統及姐妹，相信

我們重新連結在台灣的教育宣導活動，是外交部幫助婦女參與國

際會議最有效的人文資料庫，蓬勃的非營利組織就是台灣最大的

外交資產，請相關單位自行思考，接受補助的單位有能力與國際

聯結了嗎？承辦規劃單位，你了解國際聯結的意義嗎？在聯合國

與世界各國代表互動，台灣的國旗已經沒有象徵了，國旗代表國

家，終有一天台灣的國旗將因為環保教育外交而遍插全球。這一

天，我們相信一定會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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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  

◎周庭妤（伊甸基金會專員）  

 

前言  

   NGO-CSW 於 1972 年在紐約設立，另分別在日內瓦及維也納設

有總部，其針對與聯合國婦女議題相關之政策、研究與方案，提

供一個資訊交流、教育、意識覺醒及問題討論的平台。  

    每年三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召開同時，NGO-CSW 也在場

邊針對當屆會議主題，邀請非政府組織舉辦周邊會議。此次會議

主題「鄉村女性在消除貧窮與飢餓、鄉村發展與當前挑戰中的角

色及培力」。  

    伊甸代表 -周庭妤，參與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婦權基金會 ) ─「 2012 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NGO-CSW)」國際事務代表甄選，以全額補助的民間團體代表身

分，連同政府代表、學者專家及其他民間團體代表，於 2012 年

2 月 25 日到 3 月 7 日赴美國紐約參與會議。  

  以下就參與其間之行程，簡述如下：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  

（一） Empowering Rural Girls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紐約  UNICEF House 

  論壇參與者包括：Ms. Michelle Bachelet（Under-Secretary 

General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UN Women）、 Ms. Marta 

Santos Pais （ U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這場由聯合國女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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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UNGEI)主辦，聯合國婦女 (UN WOMEN)、聯合國兒童發展基

金 (UNICEF)、 PLAN INTERANATIONA 共同合辦的論壇。由兩位聯

合國的代表和三位參與 PLAN INTERNAITONAL 計畫的鄉村少女代

表，共同探討鄉村女孩所面臨的複雜現實狀況和挑戰。  

    這三位女孩代表，分別來自馬拉威、獅子山共和國、巴基

斯坦。他們陳述在第三世界的鄉村地方，女孩大多數仍沒有辦法

去上學。 UN 代表回應：要改變鄉村地方情況，教育女性、母親

是重要的方法，所以各國政府必須確保提供免費的教育機會，並

開放給所有人。  

    此外，各與會者也強調，將女童的聲音，納入關乎他們未

來的討論和決策之中，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讓女孩可以從被忽視

的角色，到為自己權利爭取。也承認女性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充

權和能力建構上，仍有好長一段路需努力，呼籲與會者，在各自

工作領域上投資女孩。  

（二） Financial abuse and inclusion—United Kingdom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場由 The Haven Wolverhampton 主辦的論壇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財務包容計畫，第二部分則邀請了 WAVE(Women 

Against Violence Europe)代表，讓與會者理解婦女庇護機構在

歐洲的現況。  

    財務虐待是家暴其中一種的形式—經濟施暴者利用經濟控

制，讓婦女身體雖然自由，但卻在生活上無法獨立。  

    英國成立的婦女庇護機構 The Haven Wolverhampton，提出

財務包容方案，希望能克服婦女對家暴者經濟上的依賴。計畫包

含教導婦女如何與財務機構打交道，預算指導和金錢管控詢問，

婦女也可從此方案中獲得小額補助。此外，計畫也提供財務機構

人員訓練課程，增進他們對於財務虐待的理解，以求能提供此類

型的受虐者，更好的財務支持。並透過媒體，喚醒社會大眾對此

議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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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VE— 歐 洲 婦 女 反 暴 力

聯盟，在 44 個歐洲國家有 95

個據點，共有 400 個婦女組織

加入。其代表指出在歐洲共有

2,000 個婦女庇護機構，需滿

足 80,000 安置量，但僅能提

供 27,000 床位。其中高達 87%

婦女庇護機構集中在歐盟內，

在 15 個舊歐盟的國家就高達 97%，有 1727 間庇護所。相較而言，

17 個非歐盟國家，僅有 202 庇護所、 12 個新加入歐盟的國家，

僅有 63 庇護所。婦女庇護機構所分佈極度不均。目前在經濟危

機下，有越來有多的庇護所被關閉。2011 年，在西班牙就有 100

間庇護所關閉，讓需求未被滿足的情況，更顯嚴峻。  

（ 三 ） Rural Women, Economic rights & Empowerment ：  

Implication of MENA  Transitional on Economic 

Policies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場座談主要談到 MENA 區域婦女的經濟權利，尤其指獲得

穩定有給薪的工作； MENA 區域指涉的是中東和北非的國家。透

過持續的婦女運動，已逐漸讓此區域的婦女，在法律地位、教育

上取得較好的地位，如目前大學生的比率女性高於男性，但仍有

一些挑戰，如婦女有限的被納入正式的經濟部門；就業率僅有

26%，且有較高的失業率。  

  而近起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由於後續帶動伊斯蘭復興運動，

政治上伊斯蘭入侵到主流政治，強調婦女在私領域家庭中的角色，

降低婦女經濟部門的參與，讓傳統對婦女的壓迫擴大，後續情況

需被持續關注。   

（四）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時間： 3 月 2 日  

地點：台北駐紐約經貿辦事處 (T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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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灣鄉村婦女生活印記展｣為主題，外館舉辦一系列活動。

包含研討會、歡迎酒會、台灣農村婦女生活印記展覽，以呼應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議題。  

  3 月 2 日的研討會，伊甸有幸能和政府、學者、其他非政府

組織，共同就社會不同面向，提出台灣婦女權利發展近況，讓國

際參與者更理解台灣。  

  伊甸在此場次以性別和身心障礙者的觀點，發表推動友善就

業環境的心得，並提供內部弱勢就業員工比例和性別比例，期待

在不久的將來，台灣就業環境能更友善；並邀請國際參與者能來

台灣參與，伊甸針對身心障礙工作議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WI 

2012 Conference)。  

當天研討會議程如下：  

13:35-14:30 主題演講：鄉村婦女充權—個人觀點  

           發表者：前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  

14:30-15:45 第一場論壇 :鄉村婦女充權—從發展角度  

           主持人 : Dr. Thomas G. Weiss 

           主講人 : 薩爾瓦多駐聯合國代表  

                  行政院農委會副處長—周若男  

                  行政院勞委會處長—孫碧霞  

15:45-16:35 第二場論壇 :促進鄉村婦女健康 (上半場) 

           主持人 : Dr. Alistair Edgar 

           主講人 : 布吉納法索婦女發展部代表 , 

                  行政院婦權會委員—顧燕翎  

                  行政院勞委會處長—孫碧霞  

                  台灣女人連線顧問—林靜儀  

16:35-16:35 第二場論壇 :促進鄉村婦女健康 (下半場) 

           主講人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張玨教授、温桂君   

秘書長  

                  伊甸基金會專員—周庭妤（伊甸發表題

目：促進友善的就業環境 -伊甸經驗分享） 

                  台中楓樹腳文化協會總幹事—江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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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  

（一）紐約亞裔婦女服務中心  

    二月二十七日的參訪，由 NYAWC 中心主任高小帆介紹，高

主任過去亦曾擔任婦女救援基金會的執行長  

   亞裔人口是目前紐約市成長最快速的族群 ,至 2010 年底占紐

約全體族裔的 32%,其中又以 QUEENS 華人區所在地 ,所佔 51 萬人

口為分佈最多地區。目前亞裔人口中又以華人、印度、韓國為最

大族群。  

    目前全紐約市針對亞裔婦女提供服務的機構只有四家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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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紐約勵馨 )，而紐約亞裔婦女服務中心 (NYAWC)算是規模最大者。

NYAWC 和紐約勵馨互動密切，其過去曾協助紐約勵馨的發展，透

過兩年的時間從表格製定到志工及工作人員的訓練，建立起一套

屬於當地文化的服務架構。  

    中心主要服務對象為受虐婦女、受虐或曾目睹暴力的孩童，

及受性侵犯之女性，也透過社區教育推廣，針對社區團體、醫護

人員、警察、托兒中心、學校及其它協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  專

業人員提供教育及訓練講座。  

（二） CONNECT 

    美 國 當 地 家 暴 服 務 機 構 。 當 天 參 訪 由

Quentin Walcott 主任分享，機構的創新服務方案，

有別於其他機構的家暴服務， CONNECT 服務範圍含

蓋男性。  

    這項創新方案著眼於 90%的家暴施暴者為男性，然過去服務

著眼於受暴者婦女及兒童，他們希望透過一連串的方案，讓男性

理解自己的行為及態度，以預防暴力產生。  

    此外他們提供男性家暴防治訓練課程，希望將男性的角色

納入家暴服務中，除了是施加暴力者或是對方案漠不關心的路人，

轉變為服務方案的盟友，共同終止家暴。 10 年來大概有 300 人

接受這樣的訓練，透過社區培力讓更多男性參與其中，目前 10%

可成為穩定的服務提供者，包含神職人員、學校、社工人員。  

三、整體感想  

（一）女性身心障礙議題  

    女性身心障者，身為女性、身心障礙者雙重弱勢身分，需

求常常被忽視。在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未考量性別概念；在女

性權力倡議中，未著眼身心障礙群體。近起，在國際身心障礙領

域，身心障礙女性之獨特性，已逐漸被關注。  

  在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中的第六條，已點出女性身心

障礙者在所有社會中遭受多重歧視，締約國應提供一切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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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婦女全面發展。  

  在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一般性建議第 18 號：

需提供身心障礙女性相關資訊；針對就業、醫療、教育，社會安

全補助必須有特殊處理措施，以確保全面平等社會參與機會。  

（二）未來參與 NGO CSW 方向  

   此次參與 NGOCSW 會議場上，發現身心障礙者的議題鮮少被

注意到。除 3 月 1 日，在 UNICEF 舉辦的座談，是少數有融入身

心障礙概念的會議。硬體上：提供手語服務；內容上：開場影片

中，包含一位來自第三世界國家，鄉村地區身心障礙女孩，透過

鏡頭告訴與會者，教育權利受到的壓迫；會場上，有身心障礙朋

友參與其中。然絕大多數會議，未見婦女服務方案，納入身心障

礙概念。  

   此次透過參與會議，也拜會國際女性身心障礙團體。彼此共

同認知到，非政府的婦女團體，是第一線實際服務推動者，希望

未來可以在非政府組織會議上舉辦論壇，凝聚女性身心障礙者、

組織的觀點，讓參與者注視到女性中的身心障礙族群；也透過論

壇舉辦，達到各組織彼此交流與合作之目的。  

（三）伊甸可執行部分 --性別統計分析  

    女性身心障礙者需求被忽視，除了文化社會結構影響，沒

有性別統計資料，也常被各學者點詬病。台灣本土女性身障者在

就業、照顧、健康等領域，和男性差異的需求研究，可從服務機

構實際調查著手。伊甸身為台灣最大的身心障礙服務機構，每天

服務八千人次的身障者，也應對個案作分析，發展本土論述。  

  再者， 101 年行政院設立「性別平等處」，專責處理我國婦

女及性別平等相關政策的走向。伊甸應替女性身心障礙族群發聲，

檢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提供身心障礙女性相關資訊，讓政府分

配資源時，不要遺漏身障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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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7 日  

◎楊巧鈴（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社工督導）  

 

一、參與 CSW 暨 CSW-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Empowering rural women: What role for Parliaments? 

Rural women’s 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時間： 2 月 29 日  

地點： UN Headquarters 

    討論農村婦女如何透過賦權在政策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地位

與發表自己的意見，國會在農村婦女權益上扮演的角色？在農村

組織或農村婦女組織與國會間之合作關係，以及如何藉由教育策

略增進農村婦女對於性別平等觀念之增進。  

(二)Gender and disaste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透過泰國、斐濟、澳洲、菲律賓與韓國代表報告天災對農村

婦女所產生之影響與其政府解決與救災方式，增進大家對於各國

婦女現狀有更多的認識。  

(三)Employment service for rural battered women in Asia 

  透過台灣婚姻暴力婦女實務服務經驗與紐約、泰國、東帝汶

等國家經驗交互報告討論，增進了解婦女培力的策略討論。  

二、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感想  

 美國紐約對你來說是什麼？慾望城市或金錢帝國？我想我

在這裡找到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看待生命的方式，或者來自

UN 這個看似世界大同的夢想舞台也或者來自台灣這群有相似背

景來台的一群人身上。  

來紐約第二天參加 NGO Consultation Day 活動，一開幕就被

不同族裔小孩充滿生命力的舞蹈所感動，我們感受著音樂與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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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悅，持續的掌聲或許也建立起孩子的希望感與自信。這讓我

想到，我們在台灣是否給予我們的孩子足夠多的機會去展現他自

己？還是抱著保護之名或是怕孩子表現不好丟臉，而阻斷他向外

展現的路？俗諺說要有快樂的孩子就要有快樂的媽媽，我們在期

待下一代活出自己的樣子時，我們有沒有給自己更多的自信與機

會？  

不同族裔的人來討論農村婦女議題的座談會也很有趣，雖然

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婦女的很多情境卻是類似的，面對的社會挑

戰也因為故事闡述而給予我們對當地國家多一份了解與認識。但

15 分鐘的介紹與表達，卻不會是一個國家所有的樣貌，透過這

樣的眼睛看世界，雖然開一扇窗，卻未必等於瞭解世界，這是一

個對自己的提醒。  

農村婦女議題因著不同國家、地方而有很大的差異，很多非

洲國家的農村婦女在經濟貧窮、治安環境差的狀況下，連人身安

全都是很大的問題。有的農村發展小農科技、男女平等的狀態下，

發展環保與建立合作機制，如瑞典。透過參與聯合國內部座談會，

對於國際上的狀況有很多的學習。也因此看到台灣在農村發展上

的進步以及農村婦女展現出的創意與生命力。雖然台灣也有屬於

自己國家城鄉差距的問題，但透過國際視野回頭來看台灣的現況，

台灣在農村發展的光譜上，雖然不是落後也未必到達先進與男女

平等之目標。但台灣社會環境的自由與民主，仍是提供農村地區

新的產業復甦之機會，也創造農村婦女更多自我實現的可能。因

此，透過 CSW 會議，實需要持續培力農村婦女的自信與領導力，

提供其國際發表之平台，方能有助農村婦女議題之合作與教育的

功能。  

這次台灣代表團組織的座談會也很精采，透過座談會的報告，

將台灣勞動現況與農村婦女、原住民等議題討論結合。但美中不

足的地方在於邀請了實務工作上很有表現的代表人物，如家政班

班長胡天香、楓樹腳協會江鳳英，但卻因為語言的限制，讓他們

無法表達完整的服務狀況。但反觀泰國與布吉納法索之代表因搭

配了即席翻譯，反而更讓參與者感受到他們服務的熱誠與實際投

入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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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參觀機構也是收穫豐富的經驗，感謝高小帆老師協助介

紹與翻譯，對於紐約家庭暴力與兒童保護機構的介紹與工作人員

座談，給予我很大的幫助，也反省到台灣強調通報下，反而讓一

般非家暴領域社工或是學校老師、社區工作者，除了通報之外卻

忽略提供家庭其他支持與保護，沒有透過家庭脈絡討論家庭真正

的需求，反而一昧撇清自身工作與家暴的關係，如此反而增進家

庭暴力隱藏於黑暗角落。  

紐約勵馨的參觀，也讓我看到一些移民華人在美國的生活處

境。當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大、沒有足夠家庭背景與經濟支援，

卻抱著美國夢來台的華裔移民，面對這個資本主義的環境，求生

已格外困難，種族歧視與家庭關係不穩定或破裂，也是個人必須

面對的重大挑戰。在美國因經濟衰退而限縮移民或社會福利的現

況下，受暴女性在美國勢必也面臨更辛苦的處境。而探究為什麼

不願回台灣？傳統文化的面子觀念給予華人過多要光宗耀祖、漂

洋過海賺美金的錯誤刻板印象，也導致在台灣家人無法給予適當

的同理與關心，反而限縮了受暴婦女離開受暴環境的機會與可

能。  

參觀 CONNECT 這樣的倡議機構的經驗也很有意義，機構的服

務方式非直接提供案主個案服務而是透過家庭暴力相關問卷，了

解社區需求以發展計畫，透過教育訓練來教導社區人士面對家庭

暴力並學習防範，並學習如何與被害人互動，並讓被害人透過批

判性思考看到法律的不足。但在台灣現行家暴防治工作上，卻將

責任放在專業社工及司法體系身上，反而導致被害人無法在服務

上感覺自己的能量與激起其改變的動力，我們實在有必要重新反

省服務的提供是賦權抑或案主的削權。  

另外在家庭暴力防治上，機構研究發現家暴現象是複雜且世

故的，加害人因為心中的正義而做了暴力的選擇，在「暴力就是

不對的」這樣的線性思考下，施暴者成為了社會眾矢之的的罪人。

但美國也同樣發生受虐母親因社會地位較施暴父親為低，在照顧

上得不到支持同理的困境。另外，身為移民大熔爐的紐約，非法

移民因為身分關係而不願通報，也讓家庭暴力產生很多犯罪黑數。

這樣的狀況與台灣新移民女性的困境有類似的情況，因此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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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改革以落實 CEDAW 公約，也是我國未來重要的挑戰。  

在 CONNECT 機構裡討論到由男性觀點來看待家庭暴力的狀況。

美國也發現許多黑人男性在目睹暴力下日後也會成為加害人，但

也有男性在接受教育與社區培力後，重新建立正向男性角色模範，

了解施暴不是必然而是一個選擇，並透過自主思考、情緒管理、

性別角色認同，建立起新的模式。機構作為一個倡議的非營利組

織，也開發相關教育的電動玩具軟體來教導青少年男性學會負責

與選擇的重要，帶來新的角度與學習的機會來看待防範家庭暴力

的工作。  

The children’ s aid society founded 的參訪也是重要的

紐約經驗，透過機構負責人及相關寄養部門、兒保部門及預防服

務部門單位主管的簡介，讓我了解紐約在寄養家庭服務上可以針

對小孩的不同狀況安排三類寄養家庭，一類為小孩親戚家或是一

般寄養家庭服務，一類為特殊需求兒童服務之寄養家庭還提供護

士到宅服務，一類為治療式寄養家庭，會有治療師提供一周一次

之服務。個案管理者之案件量也因案件情況嚴重程度而給予增減，

比較台灣南部社工個案動輒三四十名載案量，美國社工是較為專

業且工作量較小的，而社區工作也自然較為深入與精緻。  

另外在美國司法體系中，兒保的個案上了法院，兒童也有自

己專屬的律師。但在美國與台灣相同走殘補式社會福利的制度，

社工還是認為子女若能返家，仍是對於子女日後健康發展有較大

的助益。因此，優勢觀點與案主中心也是社工服務的重要策略，

與家庭工作也是社工不能避免的重要策略。  

在保護性業務進行上，因為美國有槍枝氾濫問題，社工人身

安全的保護策略成為焦點。社工督導強調在美國其實並沒有加強

社工的防身術等保護措施，但社工若隨時都害怕也不會讓自己的

處境變得安全，因此強調社工於服務中須學會問問題的技巧，以

打動案主的心，讓它形成自我改變的動力，而非與案主形成對立

的狀況。另外，於服務中相信自己的直覺且不激怒案主，與個案

維持工作關係而非緊張關係，也是維持社工人身安全的重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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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個場域欣賞台灣 NGO 的生命力也是有趣的經驗，從原先

的陌生與相互競爭，到後來因皆來自台灣的相濡以沫，在台灣因

為不同服務領域，或許沒有交流的機會，但來紐約的這樣的機緣，

讓我們有機會相互了解，擴展不同的生活領域與感受不同社會運

動或工作的活力，建立起新的聯結管道，創造不同的姐妹情誼關

係。和公部門的交流也是如此。作為一個非官方組織的 NGO，與

公部門期待的是合作的夥伴關係，但是在法令、核銷的限制下，

往往關係變的對立，但是在與國際交流的機會下，我們放掉過去

的合作經驗，重新建立國際連結之經驗，溝通看到的國際現象與

台灣經驗的落差，也增進了彼此同理的機會，創造日後合作的契

機。  

這次美國行，我學習到不管是孩子或成人皆要尊重人之所以

為人的個體，強調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CSW

會議的討論，也讓我看到農村婦女這樣的議題，因為國家、文化、

語言與法令、習俗的差異，帶來了不同的生活面向，但卻不該有

優劣或比較的心態，反而更該抱持沒有愛即死滅的心情去相互關

懷了解，建立合作的新方向而非因為短暫接觸而形成更僵固的刻

板印象。在機構參訪中討論到暴力議題與子女最佳利益的行動，

也反思到台灣責任通報的弊病，如何建立起對被害人權利之重視，

提供責任通報者更多社會教育與大眾社會責任之建立，方有助於

終止暴力，達到家庭與環境和平的世界。  

(二)建議  

1.合作團隊與默契建立：本次參與團體成員來源豐富，但因工作

或時間關係於出發前缺乏聯繫與溝通管道，因此在參與會議過程

中無法快速形成合作團隊。但在活動中觀察到日本團隊，其成員

於會前會時即四處發送座談會單張與名片，有效將座談會訊息廣

為周知，座談會參與者也較有機會多元與擴張。  

2.即時的經費補助：身為非營利機構，籌措經費已有很大的困難。

雖然國際倡議與連結也是重要的發展項目，但身為草根性的非營

利組織，出國是很大的經濟負擔。本次承蒙外交部提供半額補助，

但得等回國後通過核銷手續才能墊付相關機票住宿等費用。在出

發前，工作人員只能依賴借款或募款方式籌措旅費方能成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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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於在地草根組織之實務工作者建立國際連結與學習之機

會。  

3.翻譯人員的陪同：本次活動邀請了實務工作上很有表現的代表

人物，如家政班班長胡天香、楓樹腳協會江鳳英，但卻因為語言

的限制，讓他們無法表達完整的服務狀況。但反觀泰國與布吉納

法索之代表因搭配了即席翻譯，反而更讓參與者感受到他們服務

的熱誠與實際投入的心血。因此，後續建議提供實務工作者在座

談會中提供即席翻譯者，也將有助培力女性領導人之產生。  

4.老幹新枝的團隊組織架構：作為第一次前往紐約的新人，對於

紐約的一切都感到新鮮有趣，但也多所陌生。後續出國團隊若能

結合不同時期參與聯合國會議之成員，共同參與活動與陪伴會議

討論，相信更能增加團隊合作與擴展新成員之眼界，達到傳承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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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  

◎林雅卿（展翅協會監事）  

 

前言  

  本次共有 31 位來自不同領域社團  (學者與社團代表 )有資

深 (10 年以上的張玨教授 )到好幾位第一次參與年輕的的婦女姐

妹們；在不同的時間或相同的梯次分別前往紐約參加 UN/NGO/的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國際活動。 筆者繼續一本初衷以學習和

觀摩的心前往，盡一點心力 -分享台灣婦女的努力更把握發聲的

機會。實踐 I come, I learn & I share 的敬學與樂願。  

  首日 (2 月 26 日 ) Consultation Day 的開幕式由國際舞蹈協

會安排青少年上台表演，舞藝表演仿若前進百老匯的雛形 ! 非常

敬佩主辦單位對青少年的重視的教育宏觀–未來性的高瞻遠矚  

(值得一題是這近幾年重視青年議題 )。舞蹈者來自不同膚色、族

群，舞群透過在舞動中呈現多元活潑的生命，從中學習族群與性

別平等、愛與和平、健康的精神。 Q&A 時，筆者提出重視全球核

電廠所在均位於 Rural Area 的安全議題，呼籲全球 (特別是科技

界婦女 )一起尋求更安全的新能源。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   

（一） KALAMAH’ S Education (伊斯蘭婦女充權計畫案 )  

  與談內容就三方面與談和接受回應， Islamic Law 由與談中

的男士就伊斯蘭父系文化背景談法律面的演進。女性與談人則談

關於傳統文化與現代畫帶來的衝突和因應，法律的教育是當務之

急。顯出婦女仍是受到傳統文化的壓制而且來自於婦女族長輩的

古老觀念，綜合所見伊斯蘭婦女常呈現憂鬱的神情。會後筆者與

一位能說中文的代表交談體會到她的同伴仍然謹慎小心；不忍之

餘，就以台北也有清真寺邀請她們有機會到台灣來與婦團一起交

流。才見到她同伴的笑容，開心地一起合照並交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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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MERICAN MOTHERS ( Since 1935-)  

“ strong Mons strengthen Families “ Peace Building and 

motherhood 

Art, Culture, and Faith Promoting Peace in Rural 

Families 

  居住海外時，已知每年都

有 所 謂 的 "Mother of the 

year＂，接到這個邀請的傳單

後隨即上網了解該組織更多

的訊息。“美國母親們＂是由

一群美國母親和以宗教信仰

和家庭和新價值更推展到社

區共同福祉的非營利組織，當

今的國務卿希拉蕊女士在阿肯色州曾經被選為當年＂年輕的

母親 The Mother of Year“1965 年的秋天，美國母親委員會，

Inc.關注上升的罪案率，家長和青少年犯罪有助理的社會問

題，和支援的犯罪委員會主席詹森，闡述了《母親宣言》。  

  母親宣言是公共的意向，使這些母親承諾聲明：  

支援每個本地機構的強制執行法律，在我的社區  

提醒我的國會議員、 參議員、 州長和市長我深切關注和促請他

們的説明 ... 

為阻止飲酒和吸煙之間我們的青春 ... 

為打擊銷售及分銷毒品的 ... 

到報攤和其它機構的色情材料工資行動，嚴厲對付恐怖份子 ... 

支援創建青年積極程式的所有本機群組織 ... 

要設置一個例子，我的孩子們通過遵守交通法規和類似的規

則 ... 

要知道在我的孩子，而與誰 ... 

要鼓勵我的家庭出席 ...教會和社區會堂  

要問  上主  的説明，認識到通過指導  在  祂  凡事都能。  

全國成千上萬的母親，簽署這項  10 點的承諾。  

  他們有一個內置協助工具，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在自己

家裡。他們有了空前的機會加入把父母的約束和青少年犯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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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酒精和毒品成癮、色情和一般無視法律和執法的行列。這些

母親都認為我們不能責怪面臨社會的現象，今日的青年。他們覺

得父母一直那麼自私，更專注于自己的重要責任培養孩子們的言

教和示例，社會不會面對當前的趨勢。  

  1966年美國媽媽的一年，期間分發這份宣言的超過 5000冊，

超過 3,500 簽名的承諾被返回美國母親委員會總部。事實上，

簽名共收到來自超過 40 個國家。詹森總統打發人去美國的母親

委員會，他個人欣賞的專案和對美國的意義。簽署這份宣言的母

親的清單中被送總統及其犯罪委員會主席。  

  儘管這些根深蒂固的這些婦女棘手的問題，保持我們青年的

大多數是比任何的上一代有較大潛力很大。因此，微妙的 "道德

滑坡 "潮流所形容的前總統德懷特‧艾森豪能不能腐蝕其期貨。  

  美國母親的宣示：  

對上主  我承諾...為鼓勵誠實、正直、愛國和道德價值觀在美國

的生活  

開始在我自己的家中的每個領域中的應用  … …  

為加強我家的精神基礎言傳身教 ... 

若要愛，培育和教育我的孩子記住的電源和快樂的家庭的影

響 ... 

若要看到機會，以加強我的家庭的工作、玩、服務和一起禱告 ... 

為促進個人責任和尊重我的家中和社區 ... 

我的家庭和社會通過作為個人的個人發展、父親和公民，為服

務。  

支援和促進兒童和家庭的積極的程式 ... 

到工資的行動，嚴厲對付濫用和各種形式的暴力行為 ... 

要記住，在上主  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資料來源 American Mothers Inc. ) 

  1965 宣言映照本年更是呼應 2013 主題的前奏曲，今日讀來

歷久彌新。彰顯女性 (母親 )在家庭的重要與價值，誠然  推動搖

籃的手，其影響力推動著當代的世界。  

（三） Gender Budgeting(奧地利的報告 )性別預算(2 月 28 日) 

  性別預算議題登上國際舞台 vs.台灣國族的非常待遇，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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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讓我要勇敢，個人以 UN 基本的人權精神和 NGO 邀請函 (繳費

單 )、已經取得 Ground Pass 等詢問北翼廳弄是否應該也是 UN 整

體建築的一部分，來自台灣的婦女像恐怖份子嗎？何況手無寸鐵，

持續地爭取而非乞憐。  

  經過不斷的交涉，取得 2 月 28 日當天的兩張入場證，進入

警衛森嚴的北翼廳。許多同時進行的場次已經開始，先到管制解

除的場所聽取關於如何打擊色情犯罪與愛滋問題正在進行做結

論的場次。感想是  台灣可以對國際社會更有貢獻，所以沒有台

灣的聯合國是損失了國際聯結環狀中一股向上提升的力量。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美國政府的 Trafficking 白宮會議與政策摘要    

  Obama 政府 Trafficking meeting at White House 由一個

擬定的 Dream Team(夢幻團隊)主持，與會者中有公部門的委員，

友邦大使 (芬蘭、拉丁美洲國家兩位 ) 

主持人報告  (政府 Internal System 要負起的責任 )  

  Light Ahead (照亮前路 ) 的工作目標與行動方案；橫向部

門的聯繫為日常工作／與民間團體為夥伴關係／社區與學校透

過教育方案一起關心／通報系統聯結 /打擊犯罪的跨國合作；友

邦 國 家 大 使 的 建 言 和 NGO 的 回 應 與 詢 問 ／ 面 對 全 球 化 的

Trafficking。 如 何 運 用 現 有 資 源 與 國 際 夥 伴 關 係 (Network  

Power )。 NGO 團體督促政府切勿流於口惠，而建立夥伴關係是

政府要積極主動。  

  類似圓桌會談，一群民間團體代表 (其中 ECPAT/USA 的代表

也在 Q&A 時發言 ) 。三邊和誇國際的對話，可以互補與相輔尤其

結語中公部門一位委員特別提醒：所有的行動方案無論是官方和

民間，在落實行動中最實際是財務來源。聞之心有戚戚焉 !平日

筆者聽了許多立意良好的社會福利，無論官方或民間版之後；總

是烏鴉般地問 : 落實這麼好的政策請問財源從何來 ?無意潑冷水

而是回到現實生活面，或許是身為家庭主婦持家時最關心的事。  

  現代奴隸 (Modem Slavery)本世紀最違反人權、最迫切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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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一，據統計：約有兩千七百萬受害者／色情產業龐大利潤的

背後是貧困／跨國人口的買賣／愛滋問題 (案例 :柬普賽某處魚

村的 3 位男童失蹤，而後在泰國港口被發現 )。  

    今年聯合國對 NGO 的關卡異常嚴峻，最特別的是限制場次

的人數。雖然在台灣上網報名時沒有得到回應 (網址有.tw？以致

被忽視或不以處理，至今無法得知。無法順利取得入場券進入北

側的議場，但得以進入時，在來往的空間裡友善地和接觸的人士

打招呼。一位路過的 Go 人士得知我關心關於 Trafficking 議題；

善意地提醒我可以在 YouTube 上取得遲來但已完成討論更 po 上

網的資料，或可彌補了受到阻攔的遺憾。向這位友善的紳士感謝

之餘也勇敢的提出；當今聯合國背離最基本對「人權」的實踐 !

尤其是參加 NGO 活動的精神。無視於最初的宗旨，而且 Go 

opposite to against the human right“感嘆｢人權」對於台灣

的差別待遇且公義隱晦 !這位紳士表示非常同情且了解台灣的處

境，或許也是他願意停下來聆聽也提供建議的緣由。雖然筆者人

微言輕，但深信耶穌基督教誨的兩個比喻 --不斷地向那沒有公義

的法官持續地敲門，他總要夜裡起來開門 (路加福音 18 章 /馬太

5 章)實踐著個信念就是身體力行。  

三、分享  

（一）我見我聞 (華盛頓州之行 ) 

  環境的永續發展：華盛頓州

之行所見 -美國西北的鄉鎮如何

讓現代化與原貌並存因為有微軟

公 司 帶 來 現 代 文 明 的 大 改 變 使

Redmond 一個小鎮躍上電腦科技

與國際的大舞台。最難能可貴的

在於這裡的居民在享有豐富的現

代化生活中沒有忘記並努力 (為

環保多繳一點稅 )來保持環境的原貌人與美麗的大自然共存共榮，

受到保護的動物可以和平安全地在社區裡喝水、吃草。當地的居

民分享看法：這裡原屬於牠們生活的地域，人類因為需要來此；

原有的自然資源不應咨意強取，所以蘋果掉下就是動物當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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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公路隨時可見到有提醒｢小心鹿群｣的交通標誌。  

（二）傳承就會永續  年輕婦女的影音  

  在新世紀的現況極端氣候與

金融危機之下：省視台灣的國際

困境更面對寰宇新局勢，思考如

何 創新 、 永 續 ， 回 顧筆 者 自 地

CSW-47 屆開始參與，在聆聽許多

場次時深覺台灣社團或婦團推動

的許多社運經驗與成果其實是領先，且可以有所貢獻 (如救援雛

妓或跨國合作打擊網路犯罪的成果 )，台灣不是 UN 的 Member 

State 只能盡量把握機會勇敢地分享，藉著交談的機會介紹如何

上網去閱讀已有的成果資料或報告。  

  國際政治的現實面雖然冷峻，然而台灣人民愛好和平、重視

人權、保護婦女與兒童的努力，更要勇敢地發聲。以愛和智慧讓

世界聽見、看見台灣 !台灣可以貢獻更多。只要不放棄希望就會

看見方向與美景。今年參加 (共有 31 位 )學界與全國的各社團姊

妹們都很優秀，交談中或是在紐約兩次的討論會都可以了解；大

家平日非常投入自身的工作領域，在當地參與時都能自動積極地

去收集資料，雖然有好幾位是第一次參加也能勇敢發言，非常樂

見她們鮮明、活潑勇於發言的身影。  

（三）聯結婦女的力量  城鄉無國界  

  3 月 5 日前往美國西岸，

國際友人繼續以 e-mail 寄來

各項活動訊息 (如通知 3 月 8

日的國婦女節集結地點 )，或

有向代表們徵求關本次大會

總結論意見的草稿函 (隨即轉

寄給仍在紐約的張教授與嚴教授等人 )，也得以在網路上聆聽

CSW-56 大會結束的愛爾蘭代表感人的演說。提到鼓勵來自 70

國家的代表／注意 (MDG had been belated)綜觀千禧年原定的目

標的執行已落後 (如副件 -氣候變遷下 :What NGOs should do？呼

籲 NGO 代表們回到本國繼續敦促 (GO)政府部門…鼓舞與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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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福祉努力的精神，感謝主辦單位所有的付出。｢珍重再見 )

時更朗誦愛爾蘭的詩為遠行祝福： Irish blessing“  may the 

Lord keep you＂《愛爾蘭頌歌》 (中文如下 ) 

願道路為你興起    願微風常吹著你的背  

溫暖陽光照在你臉上   雨水滋潤你的草原   直到我們再相會  

願  上主扶持你在  祂手中   並願  上主賜福保守你  

四、結語 --願力與身體力行   Power of Spirit & Practice 

  台灣政府與人民不該是捏麵人，

一群被捏來捏去的現代世界公民群體。

UN／ CSW 或任何一個國際團體，朗朗上

口的都是｢人權｣。但是台灣卻在這個

光譜之外。無所不在的｢人權｣語音令

人聽來十分聒噪，看見結群有力的韓

國 婦 團 也 省 思 自 己 ｢當 所 學  當 所 聞  

當所言 ｣不亢不卑地盡一份台灣子弟

的本份。多年來參與 (NGO )國內外活動，來自一個簡純的願力 --

永不放棄。願望能讓我有勇氣克服現實的磨難、更得到許多的仁

愛與支持。  

五、後記—感謝 當掌聲響起  數算恩典歲月  

  生命成長中有多樣角色：職業婦女 (當過老師 )且身為人妻

(太太)已經升格｢姑婆、姨婆｣(老 .太 .婆)。感謝多年來提拔給我

機會的長輩、老師和家人、企業、工程界朋友、更有國際社團 (INGO)

的友人。筆者出生於農村 (Rural Area)輾轉海外現流浪到淡水 --

有機會走出家庭走入人群，走出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和許多人權

者一起關心婦女與心理衛生、健康環境等議題，透過學習與實踐

真正豐富了筆者的歲月。更感謝外子多年的支持，每年三月可以

暫時放下家務無後顧之憂地出國與會（男性參與推動婦女的福祉

在背後無私地支持）。更有我尊敬的醫界長輩與其團隊在我最需

要時，給我身心靈的醫治、支持。任何掌聲響起，諸多的仁愛令

我心滿懷感謝。容或前路遙遠或險惡 -永不放棄 ! 數算恩典歲月 

我真確不虛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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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  

◎陳秀峰（台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理事長）  

 

前言  

  非常幸運地可以獲得補助參與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

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我於 2 月 25 日晚上出發，由於時差的

關係，到達紐約國際機場時，同樣是 25 日晚間。因正好有多位

同伴搭乘同一班機，於是就共乘一輛計程車到旅館，展開一週左

右的會議行程。  

    先是參加 26 日在 Salvation Army 舉行的 Consultation 

Day，從上午 9： 00 進行到下午 5： 00。由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

府組織的主席 Soon-Young Yoon 致歡迎詞，另 UN Women 代表

Michelle Bachelet、UN 原住民論壇主席 Mirna Cunningham Kain、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Leymah Gbowee 等發表演說，  都強調不論在

國內、區域或全球層次，都需 NGO 與 GO 合作，並有策略促進文

化、習俗的改變，讓草根社區發揮作用，促使女性（尤其是農村

女性）有與男性同樣的機會接受教育及訓練，才可能改變社會，

及使性別平等落實於社會。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 Women, Spirituality and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2 月 28 日上午在 Church Center 有一場由 Women of Spirit 

and Faith 主辦的 Women, Spirituality and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工作坊，講者強調女性經常是沒有頭銜、組織的領

導人，因此不僅是傾聽別人的聲音，更需練習傾聽自己內心的聲

音，瞭解自己的想法、經驗，確信自己的特性，將本身的智慧發

揮出來，讓自己看起來就是領導人，進而成為真正的領導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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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工作坊，主辦單位安排有相當的時間讓在場各國代表分成小

組互相交流，將自己內心的聲音發出來，這樣的立即體會經驗與

學習（被 empower），令人印象深刻，並覺得非常有意義。  

（二）Facilitating Human Right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同樣 2 月 28 日上午在 Church Center 另一場由 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主 辦 的 Facilitating Human 

Right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會議，從女性主義觀點

看女性所需的人權，例如要求乾淨用水的權利、健康醫療的權利、

財產權等，須透過政策來解決，讓女性有同等的機會接觸使用資

源，同樣地受到保護。人權議題在開發中國家，更顯得重要，經

由社會網絡可以創造出許多可能性，讓女性走向市場、改善其經

濟問題，也同時進行整體的改變，以使世界更和諧。  

（三） Rural Women: Learning for Empowerment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3 月 5 日 中 午 在 Church Center ， 由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所主辦的 panel ＂Rural Women: Learning for 

Empowerment＂，會中提到什麼是 empowerment？誰將 empower

你？如何 empower？ empowerment 就是使農村女性增加能力，其

方法是透過對話等非暴力方法、教育使農村女性獲得知識、技術、

態度、智慧、健康、安全，減少飢餓、農業問題。關於 empower

的挑戰為支持這些作法的政策是否完整？其落實程度如何？教

育的資源是否充足？各方的努力是否整合？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時間： 3 月 1 日  

地點： UN Headquarters 

    3 月 1 日在 UN 會議室舉行的一場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Gender-Sensitive Parliaments 會 議 ， 是 Inter- 

Parliamentary Union 與 UNDP-Parliamenta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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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 in the Arab Region 及 IDEA in Latin America 合

作的 Gender-Sensitive Parliaments 計畫之報告會，該計畫藉

著增加女性國會議員人數及其在國會中的重要職位、發展性別平

等的適當法制架構、發展國會的性別意識政策架構並執行之，以

達到在國會之運作及在制度層面加強性別意識、提供性別意識與

性別主流化之工具予國會及相關者，並建立其能量之目的。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由於本年度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的重點議

題為 「農 村婦 女 」， 所 以 CSW Handbook 所呈 現的 主題 即 為

EMPOWERING RURAL WOMEN，又論壇議程也都以 Rural Women 為主

題，而從教育、文化、政治、健康等各層面述說農村女性之所需、

如何被 empower 及其成果。

參加過此盛會，對各國的政

策及實施情形有所瞭解，更

認知農村婦女議題存在於各

國，並有其共通點—接觸資

源、資訊的管道不如都市婦

女，這非常有努力的空間。

此行不僅對主要議題有更多

的認識，也有與國際有人更

多交流的機會，確實收穫良

多。  

    雖然大家都努力各盡本分，但仍有改善的空間，例如在出

發前已經知道搭同一班機者，即可先用 e-mail 方式預定到機場

接駁的車子，以減少在機場等車的時間；在會期中的聯繫，除了

e-mail 之外，在各旅館負責聯繫的夥伴，須更積極地將即時訊

息傳遞給住同旅館的夥伴，讓她們不會錯失良機，及補足有人無

法或不便上網之缺憾；在自組 panel 方面，今年成果不錯，只是

在安排講者時，須注意國籍的多元化，否則在較不理想時段或地

點舉辦的 panel，會出現只有自己人捧場的情形，這樣就太可惜

了。  

四、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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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會期除了台灣所主辦論壇場次的資料以外，還收集到

很多論壇宣傳單及簡報資料，僅舉出部分如下：  

（一）  RURAL WOMEN AND WIDOWS IN AFRICA: ROADS TO 

EMPOWERMENT,MONDAY, FEBRUARY 27,2012, 

12:30P.M.-2:00P.M., 8 th FLOOR, UNITED NATION’S CHURCH 

CENTER( BOSS ROOM),WIDOWS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二）  APWW Workshop on “ Gender and Disaster in Asia and 

Pacific＂, Feb.28, 8:30-10am, Boss Room, the 8 t h Floor, 

CCUN. 

（三）  Traditions as a barrier to rural women’ s access to 

justice in Central Asia and Caucasus, Tuesday 28 

February 2012 2:30-4:00p.m. Downstairs room at The 

Salvation Army, KARAT Coalition. 

（四）  Women, Power and Peace: Leadership in a New World, 

Wednesday, February 29, 2012, 10:30-noon, CHAPEL UN 

Church Center Bldg., Women’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undation, US Women Connect, Restorative Justice 

Association, Alliance for Peacebuilding. 

（五）  ＂ Disaster/Recontruc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The 

Great Earthquake and Tsunami in Eastern Japan, Thursday, 

March 1 1:15-2:30 pm, UN NLB Conference Room A, National 

Women’s Committee of the UN NGOs in Japan, 

International Women’ s Year Liaison Group Japan(36 

organizations), JAWW( Japan Women’s Watch). 

（六）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Impact on Community Well-Being, Friday, 

March 2,2012, Boss Room-8 th floor, Church Center, The NGO 

Committee on Mental Health Affiliated with the 

Conference of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CoNGO) in 

Consult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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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onsored wi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七）  How to start a Mentoring Programme in your own 

Organization, Monday, March 5, 2012, 12:30-2:00PM at the 

Salvation Army, Downstairs Room,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八）  NON-STATE ACTOR TOTURE-WHAT IS IT？ Rural, Urban and 

Across Borders: Women’s Human Right to be Free from 

Torture by Non-State Actors, March 5, 2012 from 12:30 

to 2:00 pm, UN Church Center, Hardin Room, Canadian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九）  The road to recovery from disasters by women, BPW 

JAPAN. 

（十）  What we did and What we should do as a women’ s NGO 

at the time of a mega-disaster, Presented by BPW Japan, 

Reporter Masako Hiramatsu, The UN CSW56 side 

event,2012/3/1 

（十一）  Gender-Sensitive Parliaments, 1 March, 

4:30-5:45 p.m., Conference Room A, organised by Inter- 

Parliamentary Union. 

（十二）  Gender Mainstreaming –Inclusiv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by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十三）  For an shift in development paradigm in Africa 

centred on rural wome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AWORD, 28 February 2012. 

（十四）  Ghana’ s Commitment to Attain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by 2015. 

五、其他文件  

   在此次會期中，也收集到一些成冊的相關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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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r. Sonia Palmieri, Gender-Sensitive 

Parliaments— Towards parliaments that response to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both men and women in their 

structures, operations, methods and work, 2011, Inter- 

Parliamentary Union. 

（二）  Barbara Adams, Aid effectiveness –  is there Gender 

Equality?, 2011, FOKUS-Forum for women and development. 

（三）  Radhika Balakrishnan, Diane Elson, James Heintz, 

Nicholas Lusiani, Maximum Available Resources & Human 

Rights- ANALYTICAL REPORT, 2011, 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 

（四）  Susanne S. Paul and James A. Paul, HUMANITY COMES 

OF AGE, 1999,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Geneva. 

（五）  Helen Winkler, UN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towards the strengthening of families, GOOD WILL Women 

magazine, Special edition 02/20/2012, Legion of Goo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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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6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9 日  

◎温桂君（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副秘書長）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  Financial Abuse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n United 

Kingdom 

時間： 2 月 27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一場平行活動除了主題所示英國的經濟虐待的報告，也包

含歐洲、奧地利、烏克蘭現況的介紹。  

  家庭暴力或親密暴力的樣貌非常多元，其中，經濟虐待

(financial abuse)，即指加害人以干擾受害人的教育及工作、

控制其經濟資源的管道、不讓受害人參與財務決定、拒絕負擔家

庭及孩童支出、破壞財產、使用受害人的名義借貸、簽帳，脅迫

被害人犯罪獲利等等控制及展現權力的行為，令受害人必須為日

常生活所需的每一分錢計較憂慮，失去管理財務的信心，甚至懷

疑自己擁有生活自主的能力。因此，家暴婦女的服務融入經濟支

持是重要的。英國  The Haven Wolverhampton 家暴婦女服務即

將財務自主融入服務內容 (Financial Inclusion Projects)，服

務方案邀請銀行高層人士、金融專家參與提供受暴婦女財務諮詢、

輔導的服務。參與方案的婦女，85%（接受  financial inclusion 

advise）至 100%（ benefit advise）的婦女收入都增加，朝向

財務自主的生活邁開一大步！  

  經濟虐待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根據英國  The 

Haven Wolverhampton 家暴婦女服務的報告遭受經濟虐待的婦

女，四成有不良的心理健康影響或精神狀況的問題。經濟虐待通

常是長期的問題，專業的心理支持、婦女成長也必須更長期的陪

伴。  

  Panel 活動中另報告關於歐洲家暴服務概況，估計全歐洲約

需要 8 萬床位的緊急安置庇護中心，但目前只有 2 萬 7 千床（短

缺 5 萬 3 千床）；相對於歐盟國家，非歐盟國家婦女收容中心的

分布非常不足，婦女受暴的緊急安置受到挑戰。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126 

  烏克蘭家暴婦女服務現況：提出服務管道對於鄉村婦女使用

服務的限制。1.以服務專線為例，在烏克蘭鄉村地區只有 25%的

家戶有電話，且電話使用者往往是男人優先，再來是家戶需要，

最後才是婦女。因此用熱線提供服務對於有需要的婦女仍是非常

不便利的。2.庇護所的使用率也很低，因為婦女即使受暴，照顧

家庭、兒童、牲口等的生活責任仍在，婦女並不會因為受暴就離

開家庭而去庇護所來保障自己的安全。3.社區安全也是鄉村婦女

受暴應重視的一環。在烏克蘭鄉村地區的廢棄建築多，讓婦女、

女孩的居住安全受到威脅。例如：曾有女孩遭到在廢棄屋內喝酒、

濫用藥物的外來訪客攻擊。4.家暴防治的性別意識也需要加強，

例如：預防家庭暴力的海報，由一位男性運動名人代言（摔跤選

手？家喻戶曉的人物，公認「全烏克蘭最強壯的男人」），標語的

烏克蘭文「家庭，沒有暴力」。一面來說，終止暴力的確需要男

性的參與；一面，代言者強碩的肌肉讓人的直覺還是：「拳頭大

的，權力大」。  

  Women Against Violence Europe (WAVE) Austria 奧地利

代表簡介 WAVE 現況： WAVE 暴力防治的網絡共有 95 個據點，分

布於 46 個國家。已簽暑婦女及家暴防治公約  (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 的國家有 18 個（ 39%）； 24 小時通報專線

的普及率只有 16 個國家（ 36%）；經濟危機後，庇護所有大量關

閉的現象（例如：西班牙）。  

  這提醒我們，應正視歐洲經濟危機對於婦女受暴服務已造成

嚴重衝擊，亞洲、台灣也一樣受到全球經濟體的影響，暴力預防

及婦女福利服務應有經濟預警及預防準備。  

（ 二 ） Promoting Connection through Advocacy: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Youth on Empowering Rural Women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這場平行活動非常特別。沒有主講者，而有一群 15-19 歲，

高中到大一的少年、少女說出他們對性別正義的看法。Hilly 夫

婦是這一群孩子的老師，曾經在上課的時候，讓學生看 Half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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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學生們有感而發，認為自己應該盡自己的力量，為這個

世界上遭受暴力、虐待、不公不義對待的女孩們做一些事。  

 

學生自製 Half Sky 簡報：摘錄書中世界各地女孩不幸的故

事，由台上學生朗讀故事片段，台下學生站起來報告相關一則的

女性人口統計或現象報導。例如：柬埔寨、北印度失蹤的女孩遭

人蛇集團販運到性交易集團，遭受性剝削，且人身自由完全受控

制。例如：孟加拉女孩由於文化習俗，多數 18 歲以前就結婚生

子，其中 25%女孩是 15 歲之前就結婚生子。女孩生育、身體健

康的風險非常高。類似的情況全球有非常多的案例。  

學生設計案例問題，並帶領參與者小組討論： (1)什麼原因

讓小女孩從性交易場所逃脫出來之後，還是又回去？（女孩從小

就被抓走，生活封閉，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沒有生存技能；貧

窮，沒有錢可以在外面生活；沒有受教育；自尊很低，擔心社會

不接納自己…） (2)什麼文化和／或社會規範的因素限制女孩追

求成功？（低自尊、生活經驗所見的女性成功經驗有限、性別角

色、自我貶抑、害怕得到尊榮後生活改變，別人的眼光和對待自

己的方式會改變，讓自己無法面對、處理…） (3)如果女性擁有

控制經濟及教育的權力，世界會有什麼改變？（家庭、幼小的孩

子會受到照顧、下一代會改變…）  

學生提出行動主張：世界各地都有女孩遭遇強暴、販運、性

剝削、暴力等等問題，而簡單的解決方式是共同的： (1)女性受

教育的機會應該與男性均等，甚至要特別被保障； (2)提供女性

微型貸款等實質的經濟支援，讓婦女可以獨立生活而改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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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由女性管理家庭經濟； (4)普及健康照護。  

其他：性別正義的教育必須及早、普及，其影響力是深遠的。

會場學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分享： 19 歲就讀大一的女孩，將選擇

讀社會工作系，未來可以從事女性研究，為女性發聲；一對巴基

斯坦裔的少女姊妹分享，性別和種族一樣，造成社會不正義和暴

力，她們從父母哪一代看到這個痛苦，希望從自己這一代可以改

變；一個男孩說，他發現性別也是一個階級。…  

這一場的倡議活動，青少年的參與算是相當成功，也看到新

一代發聲的震撼力。  

（三）性教育與生育健康方面  

相關的議題有不少場次，我摘要整理三場次內容，台灣的經

驗有些相似的立場衝突可以參考。三場活動立場和訴求是接近的，

類似台灣基督教會派別的守貞運動、天主教派的極端反墮胎教義

等，爭議是存在的，但提醒追求性別平等的夥伴， (1)必須考慮

文化脈絡和信仰的意涵，謹慎的處理爭議之處，而不致淪為父權

宰制之外另一種強勢的價值行銷。 (2)「性／性別／性認同／性

取向多元開放」並不等於「性別平等」。現行的「性教育」或「性

健康」的政策缺少性別意識，甚至與「性別平等」是脫鉤的。  

1.Mothers Empowering Daughters: Sexually, Education, 

Poverty（實際活動內容是：It’ s Not “ Healthy, Happy, and 

Hot＂. Stop Sexualizing Children，提出對美國性教育的批

判）  

時間： 2 月 28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資料：  

(1)Miriam Grossman 醫 師 的 個 人 網 站

http://www.MiriamGrossmanMD.com 著 有 《 Unprotected 》、

《 You’re teaching My Child What?》等書  

(2)連署活動網 www.StopSexualizingChildren.org  

此場活動由 Miriam Grossman 醫師提出其性教育論述及其對

美國 性 教 育 (“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 CSE)

http://www.miriamgrossmanmd.com/
http://www.stopsexualizing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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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由於台灣的性教育有不少取材於 CSE，目前仍是「安全

性行為」取向，相關的青少年、少女性行為現況也有一些需要反

思的問題。  

“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CSE)由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SIECUS) 主 責 ， 並 由 聯 合 國 相 關 單 位 支 持 。 Miriam 

Grossman 指出 SIECUS 所推廣的 CSE 課程之基於相當偏激的性哲

學，諸如：從出生到死亡的性學觀，鼓勵開放的性實驗（正向嘗

試各種性方法、對象等），甚至以多元性行為（兒童有性需求）

來消除亂倫的道德譴責，提倡性自由而忽略性健康等等，使得兒

童被｢性化｣(sexualize children)，發生早期性行為並導致各種

不幸的結果。 Miriam Grossman 提出的醫學證據顯示兒童或青少

年早期性行為主要的受害者是女孩（生殖器官表皮細胞尚未成熟、

性傳染疾病易感者，未成年孕產的風險等），指控 CSE 的內容以

性自由、性權利之名，卻完全違反性別平等。  

其它： (1)關於口交、肛交、多重性伴侶等性行為臨床上的

風險。 (2)以 Oxytocin（催產素）分泌對母性、母嬰依附關係的

作用為例，提倡「性」與「愛」不應該分開，「性」不應忽略身

而為人所需要的「愛、信任、親密關係」。  

活動後半由三名年輕女

孩見證人，主要論點是拒絕

婚前性行為。也發起一場連

署 petition“Stop 

Sexualizing Children＂，

公開反對以 SIECUS 為首的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CSE)。  

2.The Family Rights Caucus（實際的內容是：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Sexual Rights vs. Sexual Health ）  

時間： 3 月 5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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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Special Report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Sexual Rights vs. Sexual Health》  

    活動內容和訴求和前一場次相近。也一樣有年輕女孩拒絕

婚前性行為的見證。另有一名已婚男性見證婚前守貞，婚後性生

活滿意度很好，並不需要如 CSE 所提倡的，從小多方嘗試、學習

性行為。持續連署 petition“Stop Sexualizing Children＂ . 

3.Women’s Mental & Reproductive Health After Pregnancy 

Loss 

時間： 3 月 6 日  

地點： Church Center 

      

 

  主要的演講聽起來像是預防乳癌的衛教，主要醫學文獻都是

集中在懷孕過程、終止懷孕賀爾蒙如何影響乳腺細胞。後半，由

一名婦女見證人分享自身經驗（少女遭到強暴、墮胎經驗、憂鬱

症、不孕等等）。此活動的立場很清楚，是完全反墮胎的團體，

也不容許與會人員其他的立場和意見。例如： (1)胎兒生存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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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孕產的權益衝突時的倫理問題，以及 (2)認為女性（母性）

應該完全承擔懷孕、生產、育兒的責任（即使是強暴懷孕），享

受孕育子女的喜悅，否則將遭受譴責（一生帶著罪惡感、憂鬱、

自殺、患乳癌等），完全忽略了男性應該參與改變。  

其它：與 Endeavour Forum 所舉辦的活動內容相反的新聞聲明。

NEWS RELEASE “ STUFY PURPORTING TO SHOW LINK BETWEEN 

ABORTIO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DECISIVELY 

DEBUNKED＂ Monday, March 5, 2012. 此篇資料是 Guttmacher 

Institute 由  Joerg Dreweke 署 名 發 出 的 新 聞 稿 ， 說 明

「 Pricilla Coleman’ s 的研究推論人工流產與心理健康問題有

關」研究方法有重大錯誤，研究無法複製，其結論是粗糙的、誤

導的，研究結果與全國性的調查盛行率差異非常大等。並提出強

制諮詢法 (Mandatory counseling laws)提供給婦女的資訊並沒

有正確的醫學證據（人工流產與乳癌、不孕、心理疾病等的關係），

妨礙醫病關係。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Girls: Control of their body and access to development  

時間： 3 月 6 日  

地點： UN Headquarters 

  

    這一場法國辦理的聯合國大廈內的周邊論壇並沒有特別的

論述和立場。2011 年 12 月，聯合國提出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孩

節 (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提出女孩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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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自主）權，過早的結婚、性行為、懷孕、生育、生育死亡

以及性侵害、強暴、販運等妨礙女孩的發展。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省思赴會目的，讓參與經驗產生長遠的效益  

  團體中多數為第一次赴會的新人，可以受邀擔任 panelists、

自行籌組 panel events 或連結國際組織、友人成為盟友等貢獻

是受限的，可能可以做的只是蒐集資訊，參與活動增加見聞。到

底每年這麼大的一個團隊赴會，對參與的組織、對個人，甚或對

台灣社會體現性別平等的幫助有多少？赴會需要的各項成本：時

間成本、財務預算、人力成本，行前準備、後會整理交流等需要

投入的成本很高，如果目的不夠聚焦，每一年參與的經驗不容易

累積，對初次赴會的新人幫助不大。  

以我自己今年也是新手上路的情況來說，的確是如此。我的

想法是，作為團體的代表赴會，應該是以長期深耕參與為主要目

的，藉由與 UN CSW & NGO CSW--全球各國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的

平台接軌，讓台灣民間與官方的力量可以協力合作，落實在政治、

社會參與、福利、教育、健康等等方面性別平等並有具體成果與

國際交流，因此在平時的準備和訓練是必要的。  

  

2012.2.28 參訪 UN 並旁聽  UN 

CSW side event 

2012.3.2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TECO）高大使（Andrew J.C. 

Kao）宴請趙小蘭女士等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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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TECO）與 ACUNS、婦權

基 金 會 （ FWRPD ） 辦 理

Seminar ＂Empowering Rural 

Wome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Hunger and 

Development＂—Panel 

discussion ＂ Improving Health on 

Women in Rural Area＂  擔 任
panelist 

012.3.2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TECO）與 ACUNS、婦權基

金 會 （ FWRPD ） 辦 理

Seminar ＂Empowering Rural 

Wome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Hunger and 

Development＂—Panel 

discussion ＂ Improving Health on 

Women in Rural Area＂  與

moderator （ 左 一  Dr. Alistar 

Edgar） , panelists 合影  

  （二）培育長期參與 CSW 會議的代表  

1. 夥伴團體的代表應從自己組織的方案、業務，平時就作性

別檢視。  

2. 選擇自己組織了解的、深入的、可以獲得資料的議題，撰

寫 CEDAW 報告，並與組織所服務的社群政策現況聯結（例

如：CEDAW 與兒童人權公約、CEDAW 與老人福利法、CEDAW

與心理健康基本法等）  

3. 在台灣辦理類似 panel events 的論壇、工作坊，發表報

告、進行交流。台灣自己的團體應該不是走出去才交流。

在國外相互支援是應當的，但是以台灣十年以上的參與經

驗，或許更需要的是連結可以長期一起工作的盟友。  

4. 分組針對近一、兩年 UN CSW 優先議題和回顧議題定期進

行讀書會，對 UN CSW 議題的了能累積一定的基礎，參與

NGO CSW 活動才有連結國際團體、友人的實力。到底出去

要認識誰，可以建立夥伴關係，進行長期交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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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對特定議題有一定的共識、關心，建立出國際的專業

網絡。  

5. 英文表達能力行前自我訓練計畫。  

四、其他文件：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  

 編著者  文件名稱  日期  出版單位  

1 
The Havern 

Wolverhampton 

《 Surviving 

Financial 

Abuse—A Guide 

to Achieving 

Financial 

Independence》  

2011 

The Havern 

Wolverhampton 

2 

Susanne S. 

Paul and James 

A. Paul 

Humanity Comes 

of Age—the New 

Context for 

Ministry with 

the Elderly 

August 

1999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Geneva 

3 

Abid Aslam, 

Julia Szczuka 

e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12— Children 

in an Urban 

World 

February 

2012 

United 

Nations 

Children’ s 

Fund (UNIC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