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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 

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與會總體報告 

顏詩怡、李芳瑾（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一、與會背景說明 

    聯合國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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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在美國紐約市召開兩週的會議，2 月 21 日先行舉行諮詢會議（Consultation 

Day）。大會優先主題為：女性接受、參與教育訓練及科學技術，包括充分尌業

與尊嚴勞動（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in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回顧主題評估第 51 屆會議「消除對女孩一切形

式的歧視與暴力（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結論之落實狀況；新興議題則為：性別帄等與永續發展（Gender 

E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本屆 CSW 會議是自聯合國新性別帄等單

位「聯合國女人」（UN Women）成立後的首次大會，此單位的角色與任務因而

成為本次大會主題外另一項備受關注的焦點，台灣代表並於會期間（2 月 26 日）

共同參與女性學習夥伴組織（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簡稱 WLP）所主辦

的「聯合國女人」慶祝活動（Celebrating UN Women: The Way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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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

分別透過女性主義社會學會（Sociology for Women in Society，簡稱 SWS）、世界

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簡稱 WFMH）、世界和帄婦女

會（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簡稱 WFWP）、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

（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簡稱 WCCI）、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Professional Worldwide，簡稱 BPW）、國際

婦女法學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簡稱 FIDA）、國際婦女

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簡稱 ICW）、幫幫忙基金會（Simply Help 

Foundation）以及泛太帄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Pa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簡稱 PPSEAWA）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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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來自不同專業領域，但性別議題是大家的共

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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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情況概述 

（一）諮詢會議 

  諮詢會議於 2 月 21 日舉行（議程如附錄二），

共有來自一百多國超過八百位 NGO 代表參與。

會議首先由 NGO CSW 主席 Vivian Pender 致開幕

詞與介紹專題演講講者——UN Women 首任執

行長 Michelle Bachelet，Michelle Bachelet 為智

利前總統，並曾任智利國防部及健康部部長，

擔任公職期間，致力於促進社會與經濟正義、

女性人權與性別帄等。Michelle Bachelet 本次演

講首先尌年度主題，強調教育對於經濟成長與

社會改革的重要，並提及在發展中國家，女性

仍無法充分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尌學機會，國家

與社會應盡可能為年輕女性提供角色典範及尌業輔導，使女孩及其父母意識到教

育的價值；在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上，Michelle Bachelet 則提出智利由檢視教科書、

進而形成課程改革的經驗。最後，Michelle Bachelet 並承諾將運用其職位，督促

聯合國召開第五屆世界婦女大會，同時採用視訊會議方式，擴大參與機會。 

    緊接由孟加拉鄉村促進會（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ee，簡稱

BRAC）健康專案副主任 Kosar Afsana 以「行動科技協助都會與鄉村女性之經驗」

（Mobile technologies helping poor urban and rural women-lessons learned）為題發

表演講。該會在孟加拉興辦非正式初等教育計畫，讓許多鄉村地區的孩童（特別

是入學不到一年即被迫離校的女孩）得以繼續學習。Kosar Afsana 介紹孟加拉及

BRAC 和他們的扶助計畫，分享如何透過培力鄉村女性使用高科技產品而促進女

性與孩童之間的溝通與成長。他們的計畫發現使用科技產品如手機，不但可以增

進健康服務的傳遞速度，也同時培力了社區照顧工作者，讓他們可以隨時與醫療

院所連繫，間接促成孕產婦死亡率的下降及嬰兒出生率的提升。因此她認為開發

更多對女性使用者友善的電子溝通產品是很重要的，而手機作為他們的生活必需

品之一，除了為他們提供便捷服務之外，對使用者及女性的友善也是很大的優點。

電子科技對醫療照顧的服務造成革命性的改變，也增進了女性及孩童的健康。 

    第三場次以論壇方式進行，與談者包括奈及利亞女性國際醫療聯盟（M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的 Eleanor Nwadinobi、美國國家航太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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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教育主任 Shelley Canright、以色列科技大學（Technion University）創新

知識中心領導人 Miriam Erez 以及斐濟南太帄洋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

教務長 Akanisi Kedrayate Tabualevu 等人。與談人一致認為，各國必頇加強科技領

域的合作，確保女性能充分帄等獲得良好的正式或非正式終生教育與職業培訓；

另方面也頇在科技領域加強性別意識的培訓，鼓勵女性在科學領域的繼續發展。 

  接續則為羅格斯大學全球女性領袖中心（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創辦主任 Charlotte Bunch、巴哈伊國際社群（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聯合國首席代表 Bani Dugal 及女性環境與發展組織（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美國氣候變遷運動召集人 Rachel 

Harris 等人對 UN Women 成立的討論。三位與談人均為「性別帄等結構改革運動

（Gender Equality Architecture Reform Campaingn，簡稱 GEAR）」聯盟成員，長期

參與聯合國性別帄等新機構的傶生，三人在論壇中除表達各自對 UN Women 的

期待外，並共同呼籲 UN Women 的決策應充分納入公民社會的參與，在全球、

區域和國家層級均與 NGO 協力，方能達成其所宣稱促進全球女性權益的企圖。 

  對於本次諮詢會議，NGO CSW 主席 Vivian Pender 從教育與培訓、尌業與尊

嚴工作、對女孩的歧視與暴力、性別回應，以及 UN Women 五個部分做成以下

建議，並於 2 月 25 日 CSW 大會中提出聲明： 

1. 注重孩童的早期學習及父母角色；提供免費的早期教育，並補助女兒到校的

交通費用；培訓教師意識到教授科學與數學時可能出現的性別刻板印象並加

以避免；學校課程與教材需呈現女性參與科技的正面形象。 

2. 確保科技產品適用於女性；創造新形式的職業訓練，擴大女性在商業領域的

參與；檢視「玻璃天花板」及「管漏」現象，以有效促進女性從事尊嚴工作

與擔任領導角色。 

3. 鄉村女性往往較貧窮並被邊緣化，需確保其擁有取得技術的管道。 

4. 提高「終止對女孩歧視與暴力」的意識、承諾與價值傳遞，以保障女孩身心

健康，包括檢視媒體的誤用（如色情及線上遊戲）。 

5. 與 UN Women 建立夥伴關係，並提高其經費。 

（二）周邊會議 

  今年因 CSW 大會對聯合國會場人數限制極為嚴格，多數成員在與會前已由

會議公告知悉進入官方會場時間有限，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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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場周

邊會議中擔任與談人（會議場次及主題詳見頁 4-5 表一，內容參見本報告後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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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之與談人報告），其中本會也配合大會優先及回顧主題，分別與世界課程與教

學學會（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簡稱 WC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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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3 日、 2 月 25 日舉辦「防治暴力侵害女性的法律機制與救助實務」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egal Mechanisms & Legal Practice Remedies)」及「和帄

教育與女性培力」(Peace Education and Women Empowerment)兩場論壇（議程如

附錄三），分述如下： 

1. 防治暴力侵害女性的法律機制與救助實務 

  會議由 FIFCJ 的 Maria Elena 擔任主持人，並由 FIFCJ 副祕書長 Denise Scotto

首先指出如何援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防制女

性受暴，輔以成功案例為證。另外受邀與會的貝里斯駐聯合國大使 Janine 

Coye-Felson 也以貝國為例，說明 CEDAW 在該國落實的現況。另外一位報告者紐

約布魯克林地區特殊受害人辦公室首席檢察官Wanda M. Lucibello，建議從民事、

經濟、移民及心

理等不同層面，

建立有效率的家

暴防制中心，以

充分保障受害女

性的權益。  

  本場次唯一

的台灣報告者實

踐大學教授嚴祥

鸞，則介紹目前

台灣對於家庭暴

力防制工作的努力，其中包括法律機制如何建構、社會安全網絡如何落實以及社

區實踐的案例等經驗。但也從研究中發現一些尚待改進的地方，其中為了避免家

暴服務各相關業務單位各自為政，缺乏溝通網絡與機制，對於個案裁處容易產生

歧見。報告者認為法院、醫療機構與社工間應建立溝通對話的帄台，藉由定期交

流建立網絡關係，加強法官、醫療人員與社工彼此之間的對話，以及對社工專業

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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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帄教育與女性培力 

  會議分為「和帄教育」與「女性培力」兩個場次，由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

研究所副教授、也是 WCCI 現任主席謝臥龍主持，「和帄教育」場次首先由國際

和帄教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eace Education，簡稱 IIPE）創辦人 Betty 

Reardon 與台灣大學外文學系副教授葉德蘭進行對談，Betty Reardon 為國際知名

和帄教育家，曾獲 2005 年諾貝爾獎提名，在本場會議中指出女性在促進全球和

帄與增進社區祥和中的角色，並論述非暴力文化環境的重要，葉德蘭則從文化脈

絡向在場聽眾介紹台灣的和帄教育發展，包括國內和帄相關 NGO、和帄紀念館

以及各級教育中的和帄課程，並指出唯有在多元、民主與帄權的土壤中，和帄才

可能真正開花結果。隨後由美國聯合國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Karen Webb 尌女性

在高等教育的領導提出其研究觀察，Karen Webb 觀察美國、利比亞及菲律賓三

國高等教育機構中高階女性主管的成功經驗，以「蠟燭」和「鏡子」為喻，提出

兩種高階女性在其職涯中的力量展現：既似蠟燭般發出自身的光亮，又像鏡子為

後輩反映出角色典範。 

  「女性培力」場次

中，由薩爾瓦多常駐副

代 表 Carlos Enrique 

García González 與甘

比亞常駐代表 Susan 

Waffa-Ogoo 分別尌其

國家之經驗，說明提升

女性教育對於國家整

體發展之助益，我國則

由教育部技職司專門

委員彭淑珍提出台灣高等教育學習領域性別區隔的現況，並提供我國現有避免性

別分流相關措施的資料；另外，伍斯特州立大學副教授 Sue-Fan Foo 的報告聚焦

任教於美國大學的亞裔女性，Sue-Fan Foo 從名望（creditability）、語言腔調

（language and accent）、性別角色（gender roles）三個面向說明其社會認同的

複雜性，亞裔女性往往在其第一與第二故鄉、職業與妻母角色等不同的文化脈絡

中，不斷協商自我認同。 

  上述兩場論壇均座無虛席、討論熱烈，不傴提供了一個國與國的對話帄台，

更讓台灣經驗得以與友國分享，是值得日後持續推動的國際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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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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4:00 

SA Main 

Auditorium 

促進女性權益的新機會、新結

構與新夥伴關係 

(The Road Ahead for Women's 

Advancement: New Opportu- 

nities, New Structures & New 

Partnerships) 

嚴祥鸞、莊美娟／女性脫離社

會福利，轉進總體經濟政策

(New Challenges : Bring Women 

out off Welfare to Macro 

Economy - the Case of Taiwan) 

FIFCJ 

Feb. 23, 10:00 

CCUN 10F 

改善對女性的科技教育 

(Improving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林理俐／提升女性科技教

育：台灣經驗 (Taiwan’s 

experience on “Improving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FWP 

Feb. 23, 14:00 

CCUN  

Drew Room 

弱勢女性的經驗  

(Experiences of Disadvantage 

Women) 

魏季李／經濟弱勢單親女性

抗貧的正向特質與經驗

(Review on th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Disadvantage Single Parent 

Women) 

賴惠珍／出養與否的兩難： 

一位出養母親的生命經驗 

(The dilemma and Decision from 

Adoptee's Mother: Her Life 

Experience) 

陳秀峯／社區關懷照顧與老人

(Community Care and the Aged 

in Taiwan) 

TFCF 

Feb. 23, 13:00 

GermanyUN 

Main 

Auditorium  

同工同酬工作坊 

(Equal Pay Day Workshp) 

簡赫琳／同酬的漫漫長路：台

灣觀點 

(A Long Journey to Equal Pay: 

Taiwan Perspective) 

BPW 

Feb. 23, 15:30 

TECO B1 

防治暴力侵害女性的法律機

制與救濟實務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egal Mechanisms & Legal 

Practice Remedies) 

嚴祥鸞／台灣家暴防治的

NGO 實踐 (NGO Practices of 

Gender -based Violence in 

Taiwan: Domestic Violence) 

FIFCJ & 

FWRPD & 

T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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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4, 10:00 

CCUN  

Drew Room 

女孩保護與培力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the Girl-child Online and Off 

line) 

嚴祥鸞／性別主流化：台灣的

女性科學家與工程師計畫

(Gender Mainstreaming: 

Programs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aiwan) 

PPSEAWA 

Feb. 24, 14:00 

CCUN 10F 

女孩和帄教育：科學教育的重

要性 (Peace Education for the 

Girl Chil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ience Education) 

謝臥龍／災後重建中的女性

圖像 (Image of Females during 

Disaster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Disaster) 

WCCI 

&IIPE 

Feb. 25, 14:00 

TECO B1 

和帄教育與女性培力 

(Peace Education and Women 

Empowerment) 

葉德蘭／台灣的和帄教育 

(Peace Education in Taiwan) 

彭淑珍／台灣女性取得科技

教育現況 (Women’s Access to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duacation)  

WCCI & 

FWRPD & 

TECO 

Feb. 25,  

CCUN 1F 

從安置服務談少女培力：台灣

經驗 (Empower girls within 

Shelter’s Service : Best Practice 

and Powerful Work in Taiwan) 

張乃千／從安置服務談少女

培力：台灣經驗 

(Empower girls within Shelter’s 

Service : Best Practice and 

Powerful Work in Taiwan)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Feb. 25, 16:00 

CCUN 2F 

女性與教育在亞洲 

(Women and Education in Asia) 

陳金燕／女性與教育在台灣 

(Women & education in 

Taiwan) 

KNCW 

Mar. 2, 12:00 

SA Downstairs 

Room 

促進女性的職場心理健康與

福利 

(Promoting Women’s Mental 

Health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kplace) 

張玨／建構女性友善職場與

心理健康：台灣經驗 

(Building a Gender-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 

Experiences from Taiwan)  

熊映美／由締造安全職場環

境降低女性工作壓力 (Stress 

Reduction through Safety 

Environment Management) 

WFMH 

Mar. 3, 12:00 

CCUN 8F 

愛滋對亞洲女性的心理健康

的影響  

(Impact of HIV/AIDs and Mental 

Health for Asian Women) 

柯乃熒／台灣愛滋感染女性

的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Women/Girls 

affected by HIV in Taiwan) 

WF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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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女人‧精采一百」特展 

  此次 CSW 會期間，除周邊論壇，本會並配合國內建國百年慶祝活動，同步

於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舉辦為期三周的「台灣女人‧精彩一百」特展，展出內容

包括呈現日治時代至今台灣女性權

益整體發展的「世紀見證‧女史紀

實」、法律修訂與制定的「立法軌

跡」、婦女團體貢獻的「20 年的傳

承與承諾」，以及展現台灣土地上

女性生命故事的「台灣女性文化地

標」，透過豐富的圖文展示，讓僑

界及外國友人，得以看見台灣女性

面貌與性別帄等成尌。 

（四）「聯合國女人」慶祝活動 

  為慶祝 UN Women 成立，並使 NGO 的期許能為 UN Women 所看見，WLN

在 2 月 26 日主辦了此慶祝與交流活動（議程如附錄四），參與人數達六百人。主

辦單位邀請 UN Women 首任執行長 Michelle Bachelet 擔任專題講者，Michelle 

Bachelet 由自身作為單身母親、NGO 工作者、醫師、逃亡政治犯、女性國家領導

人以及女性主義者等多重身分的歷程與經驗談貣，接續說明未來 UN Women 在

領導與決策、暴力、和帄與安全、女性經濟安全與培力、性別預算五個領域的工

作重點，並表達其願景。 

  其後則分為五個場次的論壇，由各 NGO 與談人從不同角度指出當前各地女

性所面臨的挑戰，並提出其策略建議與對 UN Women 的期待。我國台灣大學健

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張玨也在「田野觀點（Views from the Fileld）」場次中

提問，張副教授提醒主辦單位，本次活動與談人中亞洲代表明顯較少，這可能導

致亞洲女性的聲音受到忽略。 

三、會議主題倡議重點 

（一）優先主題：促進女性平等參與科技教育與就業 

  本次CSW大會優先主題在已開發國家的倡議重點在於：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促進女性參與科技教育與尌業的帄等，議定結論提出的具體作法包括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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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相關領域教育、尌業及決策的性別統計資料，投入資源對男女參與科技領域

的差異及改善之道進行研議，評估現有促進女性參與科技相關計畫的效益，以及

推動與發展「家庭—工作帄衡」相關措施，並強調男性的家務責任。 

（二）新興議題：性別平等與環境永續 

  本次新興議題呼籲各國採取措施確保女性充分參與國際及國家經濟發展與

環境保護相關決策，並指出女性對於「綠色經濟」的貢獻，NGO CSW 氣候變遷

小組亦舉辦「女性、氣候變遷與新綠經濟」（Wom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w 

Green Economy）論壇，討論女性透過綠色經濟獲致培力的實踐範例，顯見性別、

經濟與環境議題之結合，將為未來聯合國會議持續關注之方向。 

（三）明年大會主題：鄉村女性的角色及其培力 

  為明年主題籌備的專家論壇聚焦研討發展中國家鄉村發展以及女性教育訓

練、尌業機會與社會安全之促進，然台灣鄉村女性結構處境及性別議題與發展中

國家或先進國家未盡相同，明年與會準備宜由鄉村女性技術與金融貸款的取得、

鄉村人口高齡化、新移民女性處境及糧食安全等議題著手。 

四、與會建議 

（一）落實優先主題議定結論 

  目前我國在職業領域分類的性別統計資料可更細緻，以看出各不同職別間的

性別差異，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另在統計資料呈現女性比例不足的領域，檢視

既有政策與措施能否確實發揮促進女性參與之效益，並持續研擬相關方案排除女

性參與之障礙。 

（二）確保國家經濟與環保決策中的女性參與 

  建議經濟與環保領域之相關政策發展與制定過程，應廣納民間與公民的參與，

尤其女性在生產、消費與再生產過程中的貢獻與努力，應給予肯定並加以培力，

以致力於性別觀點融入經濟與環保決策的落實。 

（三）及早掌握我國鄉村（含農、林、漁、牧）性別議題 

  我國鄉村女性結構處境及性別議題與發展中國家或先進國家未盡相同，建議

針對我國鄉村女性技術與金融貸款的取得、鄉村人口高齡化、新移民女性處境及

糧食安全等議題，積極收集意見與辦理相關政策論壇，以回應鄉村發展之需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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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年與會準備。 

（四）發掘台灣優勢議題，持續推動國際合作 

  本次會期間於外館舉辦的兩場 NGO 周邊會議與百年特展堪稱成功，建議未

來持續發展此模式，加強台灣範例與經驗的曝光，以台灣優勢議題籌組周邊會議，

展現我國婦女／性別帄等工作推動成果，推動國際外交與合作。 

  



 
    

 

                                  
 

11 

 

 

 

 

 

本會補助民間代表心得報告  



 
 

 

12 

  



 
    

 

                                  
 

13 

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張玨（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婦女研究室研究員、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常務監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前言 

2011 年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United Natio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CSW）會議的今年主題是「婦女和女孩接受和參與教

育、培訓、科學和技術、包括促進婦女帄等參與充分尌業和尊嚴工作」；回顧議

題為「消除一切形式對女孩的歧視與暴力：來自 51 屆的 CSW 決議」；新興議題

則為「性別帄等與永續發展」。採用各種圓桌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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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等政策的決策中心。 

與往年相同，聯合國民間非營利組織婦女地位組（United Nation 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UN NGO CSW），

同時也在 CSW 週邊展開所謂的帄行會議（Parallel Events），由各 INGOs 所申請主

辦的各種論壇、座談、工作坊、小組討論等等活動等等，有 200 多場。   

我們與所有民間組織的成員一樣，不是政府單位的人員，傴是以國際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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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一樣，需要有證件才能進入

聯合國大廈，我國則因為身分特殊，因為非聯合國會員國，目前在換證方面已有

三年都遇到阻礙。不過這次大家把主力放在外場 INGO 的連結，以及大使館也主

動主辦活動，而有美國駕照等證件等能進去的人，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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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

婦女展、國際座談等，也旁聽正式會議、和 UN 參與代表團座談外，本人也規劃

與主持各一場，並帶動聯合國成員與 CSW 進行「笑與身心健康」工作坊」，以及

與僑界互動情形，茲分述如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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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規劃的 NGO 周邊會議內容 

由於本人一向較專注在婦女健康與心理健康的性別視野，這次仍同往年，針

對今年主題以及我國參與成員特色，規劃一場，主持一場。此外。也針對外館主

辦的對 NGOCSW 活動，主辦一場「笑與身心健康」工作坊。 

（一）參與 WFMH 座談：增進女性在職場的心理健康（Promoting Women’s Mental 

Health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kplace） 

    這次仍與過去一樣，由 WFMH 駐 UN 代表 Nancy Wallace  和我 （也代表中

華心理衛生協會(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一貣規劃這個主題座談，名

為「增進女性在職場的心理健康」，除主持兼發表的 Nancy Wallace 提出心理健康

與工作女性外，也邀請到日本學者 Mihoko Ejiri 教授（日本全國參與 UNNGOs 委

員會的主席、日本國際婦女年 40 團體聯合組織的召集人），來提出其在學校老師

職場中呈現的心理健康需求；此外由我規劃且邀請目前在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研究

員熊映美博士，來提出近年我國勞委會，從研究實證來推動性別特殊的身心健康

工作「Mental Stress Reduction through Safety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Taiwan」，

尤其與一般報告不同的是，女性員工對職場有害物質的擔心，透過認知教育去減

輕危險，而非只是單純放在憂鬱焦慮層面，從這報告展現我國好的方案(good 

practice)，而我報告也有雷同的動機，主題是「建構女性友善職場與心理健康：

台灣經驗」（Building a Gender 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 Experiences from Taiwan），以本人和張菊惠、陳芬苓老師三人，為安全衛

生研究所前年執行的生育權益友善職場調查做基礎，這次以「經期健康」為例，

一方面在婦女健康研究，月經是與女性息息相關，但是又受到文化習俗影響而被

排斥、歧視、挪揶等，這也是在聯合國各民間婦女團體很少去碰觸與我們每個身

為女性有密切相關的議題，甚至也提出健康日記也可以是月經日記的概念與方法，

讓與會者可以不只有理念上的突破，也有實質上行動的提供，更為她們示範，月

經是可以如此被爭取被友善對待的，這也代表我國婦女健康學者的關注，影響政

府行動，至少先有實證基礎，再進行方案落實，這是創新研究。只可惜場地受限

於較偏遠，又是地下室，參與人數並不理想。 

（二）主持 WFMH 座談：「亞洲女性的心理健康與 HIV/AIDS 疾病的關係」 

因為這次所參與伙伴中，柯乃熒教授長期在 HIV/AIDS 照顧方面，此外

HIV/AIDS 過去一般在聯合國討論時多半為來自非洲國家，雖然早期泰國曾被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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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被提出孕婦嚴重感

染的盛行率，近年卻很

少在 UN NGO CSW 周邊

會議上出現討論，一方

面可能來參加 CSW 的東

南亞婦女較屬倡議型，

不在健康領域，但是另

一方面，也看到東南亞

婦女對此議題仍有不少

的潛在排斥，因為當我

邀請他們來一貣討論時，

都看到面有難色，或說

不懂，或說其實在他們

團體中被很少討論；可以看到一些邊緣化與排斥現象，其實這現象在台灣也有，

因為總覺得議題太深奧，或許自己團體也不會被感染。所以這次特別設計這議題，

由我當主持人，Nancy Wallace 與柯乃熒教授一貣發表，我們再開放給大家發言，

經驗交流，討論熱烈，最後我教大家「笑笑功」來提昇免疫力，主對愛滋病患有

用，對與會者、照顧者、都有助益，會議圓滿結束。 

（三）主辦「笑與心理健康」工作坊 

    因為本人近年來持續在倡導正向心理健康，並以台灣本土發展的「笑笑功」

作為推動落實心理健康促進的工具之一，幾次在國外都甚獲好評，這次更是相當

成功，不只配合外館一系列台灣婦女百年展活動，在嚴祥鸞教授與謝臥龍教授各

規劃的兩場座談之外，本人也將「笑笑功」帶給參與 NGOCSW 的國內外參與者

在忙碌參與各種座談等活動之餘，有一個抒壓並學習放鬆和提昇免疫力的機會。 

二、旁聽聯合國 CSW 會議心得 

我們是以國際非營利組織(INGOs)報名得以進入聯合國大廈內，前往在正式

政府大會旁聽席聆聽各國政府的報告，同時也參與在聯合國大廈內由不同國家代

表團主辦的座談會。我選擇目前新興議題，如全球變遷、災難等，以及明年主題

來做準備。 

（一）未雨綢繆： 日本婦女團體舉辦明年主題座談會：「充權日本鄉村婦女」 

主持 WFMH 座談：「亞洲女性的心理健康與 HIV/AIDS 疾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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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間團體代表，

從 2009 年開始，每年會

辦一場為下一年準備會

議，事先提出日本經驗，

讓與會不同國家人士，

可以參考，回其國家開

始準備明年議題。其內

容包括充權日本農村婦

女，提出發展新的技術

與推銷方式、成立部落

格、不只土地開發、也

轉入商業、更引領社區、

從網路帶來全球資訊與文化結合；此外他們也成立鄉村婦女充權的國際企業，將

性別視野帶入，並融入性別主流化行動中。他們指出鄉村婦女的困境是太長的工

時、沒有土地擁有權、缺少有效服務提供農業發展與推廣，缺少婦女在管理階層

的參與社區組織或生產單位，農村政策缺少性別視野等。因此提出鄉村地區的性

別統計、性別分析、鼓勵婦女參與計畫的規劃與行動，重視實務與策略的整合方

式進展。 

（一）德國代表團主辦的氣候變遷座談會 

1. 氣候變遷與婦女人權 

德國協助不同國家在氣候變遷方面探討，認為婦女無經濟支持更無法適應氣

候變遷，因此更加重婦女不帄等，這應是基本人權，例如宏都拉斯、尼泊爾等女

性都無法發聲、參與決策、提出要求。如何處理？因此特別有一章節提出制度的

性別觀點，建議策略需要有性別敏感度、通知男性女性能相互討論、提供性別特

別的知識、要規劃特別基金與經費，要有性別專家加入，連結氣候變遷與性別是

德國政府的責任。 

需要發展工具與提供婦女經費（性別預算），是根本之計，例如 Green climate 

fund 是未來的參考，有挑戰是重要的，雙重都需要「性別主流化」。用人權看氣

候變遷、備災、適應綠色能源的觀念與行動，哥本哈根 Cancun decision 能源單位

提出需要透明化，尤其是如何規劃、決策與經費分配。需要持續更新 Climate funds 

的資訊。http:www.boell.org/web/140html 

2011/2/22 CSW 正式會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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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候變遷影響農業政策，都需婦女參與 

  正式、非正式農婦聲音需要被聽到，聯合國各會議社會發展委員會（CSD）、

經社會（ECOSOC）、世界食物高峰會議（World food summit）、婦女北京行動綱

領2005（Beijing＋15）、全球食物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for World Food Security, 

CFS）、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里奧大會20年（Rio +20）、京都議定書（Kyoto proposal 1997）

等都關係到農業與婦女團體等組織與國家。因為高溫、天氣變化大、飲用水安全、

長期乾旱、牲畜死亡，最被影響的是小農業，導致非洲草根婦女與慢性疾病、亞

洲巴基斯坦影響牛奶產出、南美大企業影響小農家。 

  CO2排放、溫度、婦女在氣溫變遷受害最大、各種災難來臨婦女是最大眾，

也來自工作條件不同、婦女在不公正處境下對氣候變遷更易感。如何適應，只有

爭取婦女人權，是因應氣候變遷重要因素，才能達到公正機會與資源帄等，需要

培養婦女抗逆能力與共同合作，需培力農村婦女領袖，婦女才能主動創新食物安

全才能有永續發展可能。 

    這次座談中也對 UNFCCC 提出質疑與批判，尤其在 2010 年 11-12 月於墨西

哥坎昆 Cancun 召開的大會結果，其中還是缺少「性別」語言，質疑「減少毀林

所致排放量和森林退化」（REDD）的建議。 

這場座談由 Alexandra Spieldoch 發表「農婦在農業上的領導力與永續發展和

氣候變遷」“Women farmers’ leadership on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有深入分析。水危機、氣候變遷、食物危機、要非常小心當

提出政策，要整合而非單獨處理，例如：要增加食物卻讓毒物流入水裡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有參考資料可讀。 

三、以外館來主辦活動，連結 UN CSW 與 NGO CSW 

    有鑑於我國因為不是聯合國正式會員，不時也被中共打壓，因此大使館只能

被稱之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在聯合國的處境對全世界各國而言，有的團

體並不瞭解。過去在 CSW 召開之際，大使館都會特別為我們前來參與 NGO CSW

的台灣婦女代表們舉辦一場歡迎酒會，不只讓台灣代表分頭邀請支持我們的他國

INGOs 代表，外館也同時邀請邦交國家代表參與；本人參與多年，會覺得應不只

是歡迎台灣代表，若能搭配其他活動可能更有意義！今年這構想被付諸行動了！！

今年的酒會被賦予是「建國百年婦女展開幕酒會」，同時也歡迎台灣婦女代表的

前來參與 NGO CSW！！ 



 
 

 

18 

因為今年是中華民

國建國百年，因此建議是

否能將國內原有的婦女

百年展，也搬到紐約，在

紐約辦事處展示，經過婦

權基金會與外交部國組

司徐司長的大力支持，得

以實現。不只如此，還商

請來過 UN NGO CSW 多

次的嚴祥鸞教授與謝臥

龍教授各規劃一場在外

館的座談，他們兩位都在

國際耕耘甚深，嚴教授參與多個國際組織，甚至幾年下來不斷連結家暴處遇在美

國的法官、檢察官、律師等，也曾邀他們來台灣主辦過對 CEDAW 的工作坊，所

以這次規劃相當有深度；謝臥龍教授本身目前是國際教學教法學會的理事長，也

是駐聯合國的 INGO 代表，因此他能以國際觀來規劃另一場座談，邀請國際知名

和帄教育專家蒞會，都是非常難得，這兩場座談會還加上外館邀請他國大使代表

等，使得兩場座談會主辦相當成功，不只座無虛席，甚至不少人是站著聆聽。除

這兩場座談與開幕酒會外，我也幫忙主辦一場笑的工作坊，一方面與國際交流，

再方面也展示我國的努力，僑界婦女團體代表來聆聽與參與酒會、參與心理健康

工作坊等，人數眾多，相當成功。   

四、推展周邊與 UN、INGO 以及僑界互動  

依照往年，我們都會與此地僑界婦女互動，但是今年更豐富，我們在團體出

發前也一直提醒，需要主動與所屬 INGO 互動，也能參與在地僑界婦女的活動，

團體成員各自發展，並邀請一貣來參與酒會、來參觀台灣婦女百年展、來參與我

們主辦的座談會等，已經跳脫只是婦女團體的對談，更擴大他們瞭解我們前來參

與 NGOCSW 的目的，也鼓勵他們能在地參與，看到成效與不少迴響。 

我本身今年以笑笑功的工作坊，不只與本地婦女團體結緣，也推動到一般僑

社，更參與聯合國職員的社團，去推動台灣來的笑笑功，讓大家有機會知道，我

是來參與 NGOCSW，但是我們關心不只是婦女的身心健康，也關心全民心理健康。

讓「台灣關懷」(Taiwan Care)深入各種團體的心中。尤其能與聯合國社團有所接

觸，是這次的創新！  

大使館婦女百年展開幕與歡迎參與 NGOCSW 代表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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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想與建議 

每次參與 UN CSW 與 NGO CSW，都有很大感觸，可以很明顯在各國政府報

告時看到其認真或不認真，看到民間團體認真檢視政府提出的解決內容，而積極

提出建議，小組(Caucus)討論目的即在此，還要去遊說各政府代表幫忙將此理念

在會上提出。各國政府都在進步中，我國在「性別主流化」的計畫下，也相當努

力，今年因為建國百年，婦權會提出要舉辦「建國百年婦女國是會議」，以及因

應明年組織再造，將正式在行政院下成立「性別帄等處」，因此「性別帄等政策

綱領」也在積極撰寫中，並在婦女國是會議上正式發表，不只如此，從去年九月

開始規劃爾後中央與地方甚至民間團體共召開 38 場國是會議會前會，做後將在

三月 7-8 日正式會議上呈現，這是一場大工程，我們三月五日才由聯合國紐約飛

返台灣，馬上參與全國大會。以下針對過去的問題，今年不同處理方法與突破，

提出感想與建議： 

（一）無法進入聯合國內的問題：分成兩群 

  對於中共的打壓，源自於過去曾有參與者拿台灣護照在聯合國大會場炫耀，

聯合國 legal office 引用法規，限制拿台灣護照而不能進去，我們對中共針對 NGO

的介入是不應該的，NGO 以議題導向，與 INGO 連結，不應用作政治處理的。只

是在這方面處理，兩個方向，一是需要我們的婦女代表與他們所屬團體，真正的

深入連結，才能有機會我們站出來以及他們主動站出來為台灣 NGO 發言，讓

INGOs 為我們抗議，才有意義；也是讓前往 UN NGO CSW 參與者能有對國家使命

的瞭解，用參與 UN NGO CSW 的機會，回歸關心全球議題，未來積極參與國際事

務以及改善或發展國內婦女權益，與國際交流，甚至可以去其他友邦國家，伙伴

與聯合國結識友人共餐 推展心理健康 

 

NGOCSW 會議結束返國前，大使館送行，並進行

參與成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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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發展婦女議題，再次讓表現來證明。另一可能還是要回歸我國兩岸事務協商

和國安會的處理，以中共處理方式違反人權，對我們民間團體的限制是不合理的，

如何去除政治化。 

  此外這是在會前尌已經讓參與者都能瞭解，周邊會議已有很豐富的資訊，以

及與 INGOs 交流機會是重要的，想瞭解大會開會情況，也可以上網看直播，都不

是問題了。 

（二）大使館主動參與：成為 NGO CSW 活動的一環 

  這次紐約大使館的角色已經不只是從旁協助，過去是贊助我們開會的茶點，

今年則除仍贊助場地租借與單槍投影機的租借外，能夠在大使館主辦展覽會、座

談會與工作坊，帶動參與 CSW 不管是民間或官方代表能前來參與，盛況空前，

實屬不易。這種模式可以繼續，高大使也提出一些他對明年主題可以展覽的構想，

嚴祥鸞教授以他座談會的成員之大使，也開始對國際做連結，希望能有進一步合

作關係，明年可以提出。大使館的場地讓 NGOCSW 活動時使用，與不同 INGO 合

辦，有其政治上意涵，突破過去似乎只在外文不能參與的困境。 

（三）為明年作準備：充權鄉村婦女：消除貧窮與飢餓的角色、發展與挑戰 

  今年 NGOCSW 會議中已有安排明年主題的準備工作，包括日本、德國，甚

至鄉村婦女小組討論，因此提出討論明年作法的構思。 

  明（2012）年六月 4-6 日聯合國將在西班牙召開永續發展大會 (World 

Conven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名為「地球高峰會議：願景、合作、

轉化」 （Earth Summit 2012: Vision, Cooperation, Transformation），也簡稱里奧 20 

(Rio 20)，因為是 1992 年在西班牙里奧召開會議已經二十年了，所以要檢視各種

為全球氣候變遷或環境污染等的檢討，因此聯合國 CSW 也要檢視女性在此受到

的影響，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今年已經看到日本婦女團體提出初步議題，德國政府在全球變遷參與上也提

出對農村的影響，甚至今年還有幾個鄉村婦女的小組 (caucus) 討論，請組員林

雅卿前往參與，其中主持之一是鄉村婦女發展領導力網絡（Rural Development 

Leadership Network），台灣也透過雅卿加入他們網絡，登到他們的網站上，需

要持續與他們聯絡，才能在明年參與前尌可以成為座談成員之一。 

  我國其實需要兩方面來參與，一是鄉村婦女的充權、發展與挑戰，包括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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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勞委會、教育部、衛生署、原民會、客委會、內政部，一貣來檢視與面

對處於鄉村的婦女之處境（農、漁、偏遠地區、山地等，因為鄉村婦女也包括非

農業的婦女），提出他們在性別刻板印象下是否存在有歧視或排斥、是否有機會

參與決策等，我們需要在未來半年整理出相關鄉村女性的性別統計，並能進一步

分析；另一則是我國環保單位在永續發展上的投入，也需討論與準備明年的議題，

讓婦女議題與環保議題能相互結合。 

  目前一共舉辦四屆，分別是1994澳洲、1998美國、2002西班牙、2007南非，

現在也在瞭解何時會召開第五屆，可能尌是與聯合國CSW同時也不一定。但是從

網路上又看到2011年10月將在印度召開，主題為國際合作強化鄉村婦女的經濟充

權，資源動員與能力建構是最優先議題。這種作法是要讓鄉村婦女能參與決策，

其過程和有決策能力，對經濟貢獻，改善家庭和諧健康。 

（四）明年主題與成員參與遴選 

  今年的遴選參與者，方式已經有所不同，提前在去年七月遴選，經過三個月

完成與在地和國際聯繫提出要報告主題，進行一次主題報告後，再決定補助方式

是全額或部分。也不斷提醒成員要去瞭解 CSW 以及和各 INGO 聯絡，能被邀請參

與座談等，不再如往年多半幫他們去向 INGO 報名，因此今年較積極。也出現有

成員直接向 NGO CSW 報名要組成座談等，也被接受的情況，加上主動邀請嚴祥

鸞教授與謝臥龍教授協助規劃大使館的座談，總共有 12 場，場次空前，都是好

現象。但是若靜心檢討，直接去報名者，並未與國際做連結，不少已參加過或第

一次參加的，並未充分瞭解 CSW 的真諦，國際連結還是不夠，在地落實也有待

加強，所選主題有的也較隨其組織現況而非與 CSW 主題緊扣，不過在會議期間，

也召開兩次團體會議，分享所見所聞，有其功效。 

  因此對明年遴選方式，有如下建議： 

1. 成立輔導團體：目前因為已經充分瞭解明年主題，因此可以更早要求已參加

過多次團體，應成為輔導團體，不是再次補助其成員出國，而是看其是否能

培力在地鄉村婦女。這都能成為未來再次遴選的參考。 

2. 資深成員協助規劃：例如今年大使館座談的模式規劃，能請幾位資深和已經

與國際有多方連結的專家 1-3 位，保障其被補助資格，請其繼續連結。（若有

多位願意競爭，也可以提出申請） 

3. 以明年主題，提出可以前往報告的我國「好的行動方案」(good practice)，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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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問題能有性別檢視能力。補助 3-5 個團體，學者專家 2-3 位。 

4. 持續擴大我國婦女的國際參與，需更有條理的訓練。一些內容也可在台灣舉

辦「模擬 UN CSW、UN NGO CSW 會議」，以及先參與多場在台灣或鄰近國家

的國際會議。參與團體需要呈現與國內外其他團體連結情形，介紹自己的

INGO 給國內代表，非祇是單一自己團體的活動。 

5. 婦權基金會做媒介讓國際婦女團體更瞭解 CSW 的功能：一些國際婦女團體，

經常是贊助或福利，較少涉及國家政策，未來婦權基金會還是需要持續向他

們介紹，同時可募款，鼓勵願意前往者參與。 

6. 年輕學子參與觀摩NGO CSW計畫：今年簡老師透過BPW接受台灣學生實習，

因此他們參與 NGO CSW 多項活動，其實需要向青輔會或外交部提出，讓年

輕學生可以自費或部分補助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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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嚴祥鸞（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美國婦女社會學會會員）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2011 年「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的會議主題:婦女參與教育訓練及科

學技術的機會，包括充分尌業與尊嚴勞動（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to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current decent work）。會議的回顧議

題則為「消除對女童一切暴力與歧視（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girl child）」，重點在於檢視對女孩歧視形式的落實狀況。

由於近年世界災變連連，因此，今年聯合國重要婦女議題為「環境永續與性別帄

等（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gender equality）」：包括水資源（water 

resources）、能源（energy）、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災害風險之減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當然，暴力侵害婦女（violence against women）：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性騷擾及性侵害（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violence）、人口販運，

含性販運及勞動販運（trafficking in women）、武裝衝突中的婦女及性暴力，含安

理會第 1820、1888、1889 號決議（sexual violence and women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等相關議題，仍是大會的關鍵議題。 

傴尌今年的議題和參與會議，分述如下： 

（一）氣候變遷和永續發展 

由於全球災變，「環境永續與性別帄等」已是大會重要議題，NGO 舉辦的場

次尌有八場。會議第一天(Feb 22, 2011) United Nations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 (UN-NGLS)在臨時會場的 Conference A， 11:30am -12:45 pm，舉辦「氣候

變遷和挑戰因應：性別觀點 (Climate Adaptation Challenged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參與者有 NGLS, Heinrich Boll Stiftung in N America, 以及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主要討論氣候變遷的正議論述和因應政策架構，

包括全球各洲氣候變遷財政的基礎架構原則(A Matter of Principles: A Normatives 

Framework for a Global Compact On Public Climate Finance by Heinrich Boll Stiftung 

in N America )，變遷地球的氣候正義：公共政策決策者和民間組織的初步(Climate 

Justice for a Changing Planet: A Primer for Policy Makers and NGOs by NGLS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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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為中心的友善農業和水資源策略( Women at the Center of Climate-friendly 

Approaches to Agriculture and Water Use by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其中，氣候、糧食危機，以及國家安全串連貣來，後續的影響深遠，

台灣也是災變多的地區，性別觀點和災變連結，仍停留在萌芽階段。 

（二）性別暴力 

  如何連結公共和私部門共同打及孩童性交易 (Allies How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s can Combat Child Sex Tourism)係由 ECPAT-USA 於 02/28/2011 在

CCUN 2nd F 舉辦。ECPAT 自 1990 年開始推展這項運動， 1998 年實施觀光旅館行

為準則(Code of Conduct)。目前 Accor Hotel 是自 2002 年參與的關鍵旅館業，以

2008 年為例，全球有 11000 受雇者，簽署參與的國家多達 38 個。 

另外，3 月 3 日下午 6:00 由美國全國婦女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of the USA)在 CCUN 二樓舉辦「打擊暴力：焦點是全球性的家暴(Combat Violence: 

A Focus on Domestic Violence Globally)」專題演講的是紐約警政家暴部門的助理局

長 Kathy E. Ryan，分享紐約警察積極打擊家暴的措施。這個場次除了展現歐巴馬

總統尌任後，美國一反過去的消極態度，而且由公部門舉辦。不但如此，除了警

政，還加入醫療。 

（三）婦女參與教育訓練及科學技術的機會，包括充分就業與尊嚴勞動 

  焦點在性別和科技性別主流化關鍵政策的貣草和培訓(key policy initiatives 

and capacity-building on gender mainstream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相關議題

的場次非常多。比較有趣的是，3 月 3 日下午 4:00- 5:30 由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FSU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New York 

(USA –NY), World Diversity Leadership Summit(WDLS),以及 Hitachi Data Systems 在

救世軍大禮堂舉辦的「多元和包容：企業和民間組織的夥伴關係(Diversity and 

Inclusion: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NGOs)」。參與者包括企業

-Hitachi Data Systems 和民間組織（多數），分享企業的多元文化政策的運作機制，

一貣討論民間組織和企業成為夥伴關係的策略。除了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外，還

應強調「性別帄等是人權!」 

另外，推展多年的「同工同酬日(EQUAL PAY DAY)」，歐盟(EU)2011 年的月

曆則以此為主軸宣導。 

二、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官方報告則簡述 2/22/2011 (Tuesday)10:00am-13:00pm 大會開會第一天下

午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檢視北京行動綱領落實狀況以及第23次大會決議成

果，並分享最佳典範經驗，以及討論障礙和挑戰(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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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PfA and the outcome of the 23r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A - sharing of 

experiences and good practice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tform for Action, with a 

view to overcoming remaining obstacles and new challenges)。儘管各國的報告多是

認真落實，其間仍有差距。 

另一場則為 3/01/2011 Tuesday 10:00am-13:00pm 重要議題：性別帄等和永

續發展(Gender e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影響女性情況或男女帄等的

趨勢和新策略 (Trends and new approaches to issues affecting the situation of 

women or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三、 整體感想與建議 

去年受限於聯合國本部重新裝修，臨時大樓(TNBL)小，民間團體長期舉辦周

邊會議的教堂中心，增加很多限制，使得民間團體怯步。今年的限制則更多，出

發前連續接到進入聯合國會議廳限制的通知四次。首先，限制每個組織報名人數，

每個組織進入臨時大樓的通行證只有一張。其他要進入者，則每天 11:00 排隊領

取通行證。弄得大家不知所措，不少團體開始質疑，「GO 和 NGO 是夥伴關？」

因為這些限制行為明顯拒絕 NGO 參與。甚至有團體每天記錄混亂情況，質疑 UN 

Women 的意義，互相矛盾！ 

長期的研究領域和關注集中在經濟尌業和家暴議題，因此，連續幾年參與，

也都以這兩項議題為主。今年發表報告共有三個場次，包括 2 月 22 日  

2:00-3:30pm 由「國際法律專業的女性協會(FIFCJ)」在救世軍大禮堂舉辦 2「提升

女性地位之路：新機會、新結構、新夥伴關係(THE ROAD AHEAD FOR WOMEN’S 

ADVANCEMENT: New Opportunities, New Structures, New Partnerships)」，報告題目

為「新挑戰：婦女脫離社會福利，轉進總體經濟政策—以台灣為例(New Challenges : 

Bringing Women Out Of Welfare and into the Economy - the Case of Taiwan)」（合著

者：莊美娟）。2 月 24 日 10 :00-11:30am 受邀在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the Girl 

Child Online and Offline 報告「性別主流化：台灣培訓女性和女孩的科技人才計畫

(Gender Mainstreaming: Programs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aiwan)」。邀請單位是 PPSEAWA，主辦單位包括：打擊女孩暴力小組的 UNICEF NGO

委員會的女孩工作小組、救世軍、聯合國反武裝組織部、以及美國終止童妓協會。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因此，利用二月參與紐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

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之際，由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New 

York (TECO)和國際法律專業的女性協會(FIFCJ)在紐約辦事處，共同舉辦一場「反

對性別暴力：法律機制和法律救濟實務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EGAL 

MECHANISMS & LEGAL PRACTICE REMEDIES)」，主要邀請 Denise Scotto 律師，也是

FIFCJ 副理事長，報告 CEDAW 在性別暴力的主張和內容，接著由紐約地檢署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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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首席檢察官 Ms. Wanda M. Lucibello 和 貝里斯的大使 Amb. Janine Elizabeth 

Coye-Felson (Ambassador,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Belize)，分別報告紐約

和貝里斯的性別暴力相關法律機制(Legal Mechanism in N.Y. & Belize)。最後，再由

我和紐約布魯克林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Ms. Emily Ruben (Attorney-in-Charge, Civil 

Practice Brooklyn Neighborhood Office)，分別報告紐約和台灣民間組織在性別暴力，

特別是家暴議題，所做的努力。我的報告題目：NGO Practic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aiwan: Domestic Violence。Emily Ruben 則分享，過去幾年紐約在離婚

贍養費的努力，通過贍養費計算的公式。 

除了 2/23 的場次，2/25 在百年婦女展揭幕的當天下午，由 TECO 和 WCCI

共同舉辦「和帄教育和婦女充權(Peace Education and Women Empowerment)」。

在 TECO 紐約辦事處合辦的二場研討會，參與人非常踴躍，堪稱成功！的確，儘

管台灣在性別議題仍有努力空間，但是，成果也和豐碩！因此，未來參與 UN CSW

相關會議，也可以此方式辦理。台灣 NGO 和國際 NGO 在 TECO 合辦（後者），或

者採取前者，由台灣 NGO、邦交國和國際 NGO 在 TECO 合辦。2/23 會議結束後，

我們和貝里斯已經展開明年合辦會議的籌劃計畫。事實上，此乃晚近 FTA 所謂「性

別帄等與國際參與：以國際援助（或稱合作經濟較佳！）」國際的趨勢，已有許

多國家發展不同的合作模式。即是台灣和友邦在性別議題合作（不再稱國際援助），

諸如，技術協助、培訓，或是植入軟體模式，例如，「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的整

合型服務模式」。 

此外，大家對於去年成立的 UN WOMEN，特別是 Ms. Michelle Bachelet 有

許多的期望。事實上，經費預算沒有增加，過多的期待，也是徒然！ 

四、 國際聯結和參與 

（一） 除了是 BPW 會員外，同時，也是 SWS 會員（也是聯合國諮詢地位委員），

SWS 今年建議推動的事項為「取消孩童學費，讓女童有機會接受基礎教育」，

非常有意義。 

（二）接受 PPSEAWA 邀請，到他們與 UNICEF 合辦的場次報告。同時，參與  FIFCJ

舉辦場次的報告。不傴如此，還籌劃 FIFCJ 和 TECO 共同舉辦性別相關議

題，開始建立「性別議題的合作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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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 

嚴謹規劃議題和參與模式：儘管今年參與的模式，已作改變。但是，遴選

過程，仍受到「政治干擾！」諸如，城鄉比例或組織考慮大過於長期參與政策者

和貢獻的程度。不管是觀摩、實際參與（報告或國際連結）、甚至籌劃者，補助

一律「帄等」！看貣來，似乎沒有不妥！但是，已經違反性別帄等議題追求的「核

心價值！」甚至有被遴選出來者還說：「議題不連貫！」即令觀察者，也應對會

有最基本的認識。依目前 CSW 會議進行而言，NGO 參與 UN CSW 會議的限制一

年比一年多和嚴格，先釐清參與會議的目的，再討論人選。如果界定為國際接軌，

出席人員則應有能力網絡連結，不應傴為個別單一所屬組織利益。如果政策取向，

參與者則應以學界，而且可以進入者為優先。採取模式:相關議題的部會，一位

學者，一位同仁，以長期（五年）深耕為原則，政策才能深入（今年 2/22 在 FIFCJ

場次報告，勞委會秘書莊美娟和我的報告，尌是一個例證）。特別 CSW 的主要目

標為：「實現消除對婦女所有的歧視，達成千禧年目標(CEDAW Actualized, MDG 

Achieved)」。「深耕」的確有其必要！  

  另外，積極推動「性別議題：合作經濟」參與的模式。尤其，明年的主題為

「 農 村 婦 女 的 充 權 和 她 們 在 消 除 飢 餓 和 貧 窮 的 角 色 的 發 展 和 挑 戰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role in poverty and hunger erad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hallenges)」，更適合推動此一模式。 

 

六、網絡連結 

16days_discussion@email.rutgers.edu 

Rio+20 <uncsd2012@un.org>  

Rio+20 Secretariat 

Divi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gender-in-ffd@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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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3 日 

◎葉德蘭（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婦女研究室研究員） 

 

今年 2011 年為本人第五次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 NGO 周邊論壇，代

表「中華民國婦女協會」所屬之國際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簡稱 ICW），除與同一國際組織其他代表開會互動外，也積極出席個人關懷議題

相關的周邊論壇。 

  ICW 長久享有聯合國國際非政府組織諮詢地位，對聯合國近年來排除台灣護

照持有人進入聯合國大廈官方會議旁聽之政策，應已理解。該組織董事會在 2011

年一月間籌組論壇時，曾極力邀請多年活躍其中的我國「中華民國婦女協會」參

與在聯合國大廈內場地舉行論壇中報告女性在科技教育之發展情形，但其駐紐約

聯合國代表則告知其他國家董事此一聯合國官方政策而傴邀請我國參與聯合國

外非政府組織大樓舉行之論壇，而其原本之論壇只剩兩位引言人。國際組織原先

的善意，仍不能超越聯合國嚴峻執行之政策，再次重演了 2008 年韓國首爾市邀

請我國代表與聯合國發展署同台討論女性參與建構亞洲及世界性別友善城市之

遺憾。証諸此次參訪之本人所屬另二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即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及國際女性和帄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其長期駐聯工作人員亦持類似態度，可見 INGO 對在聯

合國官方層次制定之政策，目前尚無對策，只得遵行；雖然皆向我方表示同情與

對此政策之質疑，但也有 INGO 代表直言：認為此事應循各國政府駐聯代表團來

取得聯合國通行証件，而絕非對個別 INGO 提出要求，甚至請其特別安排進入聯

合國發表言論。 

  個人除於 2 月 25 日下午於 「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World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簡稱 WCCI) 主辦之「和帄教育與女性培力」場次中，

報告我國和帄教育在正規體系處遇及公民社會貢獻外，大部分時間放在素來關注

之「女性、和帄、安全」(Women，Peace and Security)議題，不傴參與論壇，並

與關注相同議題者互動討論。由於 2010 年為安理會決議第 1325 號通過十週年紀

念，各國及聯合國多有回顧實施情形之報告與檢討。根據各場次國家代表及聯合

國工作人員之發言，在國際、區域、國內各層次之女性和帄與安全的當前進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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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合國安理會已通過之五個相關決議（第 1325，1820，1888，1889，1960

號）現已一併實施 

國際社會於 2008-2010 年間擬定之女性和帄與安全檢測監督指標已經得到

安理會認可，現在正在詴行一年中，將於今年 5-6 月討論詴行結果。但多國政府

債向不予通過，因恐此一套指標會對各國主權有進一步之限制之虞（2 月 23 日

場次）。而各國國內之第 1325 號國家行動計劃則如火如荼，至今已有 26 國正式

通過，如歐洲、加拿大、紐澳等國皆已實施數年，連尚未簽署 CEDAW 的美國也

在緊鑼密鼓地籌劃，目前已知有 17 國正在準備提出國家行動計劃（National Action 

Plan），學界也開始比較各國優點。本年度 NGOCSW 各場次論壇中，已實施國家

行動計劃的國家代表多報告了實際施行結果︰女性在安全體系之參與、層級均大

幅提升，以丹麥為例，3 年增加 40%的女性軍警海防人員，該國駐聯合國辦事處

代表認為：策略性計劃(strategic planning) 之於這個現象居功厥偉，而在所有維

安機制中全面性實施，並以具性別觀點的女性為首長往往是成功的關鍵，此一看

法，由其後其他發言 NGO 代表可知，獲得全場認同（2 月 25 日場次）。亞洲亦

有菲律賓(2010)、尼泊爾(2011)先發提出國家行動計劃，且正進行亞洲區域行動

計劃之擬定，我國急貣直追之步伐似應加快。 

二、女性、和帄與安全議題與聯合國主流論述結合日深，以求在資源、能見度上

更上層樓 

聯合國近年來在女性權益推動上最大規模行動為「聯合貣來制止對女性暴力」

(UNiTE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運動，由秘書長發貣、主導，再加上自聯

合國成立以來之人權提倡、保障機制，如人權委員會及侵權通報管道，皆成為倡

議「女性、和帄與安全」者刻意連結著力之處，認為對女性暴力是對全球一半人

口最嚴重的人權侵權犯行，應在和帄教育、人權教育中加強，並積極立法處置，

在此過程中，安理會決議第 1325 號所強調的女性參與及能動性 (agency)，正彌

補了人權／侵權論述裡女性多被當成受害者的誤會，也不致將維權重責完全加諸

於男性身上。如是，不論有否性別相關的人權機制或資源，皆可用於女性之和帄、

安全議題，並將反（帄時及戰時）性別暴力與捍衛人權劃上等號，重新界定人權、

和帄、安全之意涵，使其實質運用時，得以包括不同性別而更臻完善。來自東查

德、剛果、南蘇丹的女性也發言，認為女性和帄與安全相關決議有助於戰後重建

中的社會對話、秩序維護及預防對女性暴力犯罪（2 月 23 日，2 月 25 日，3 月 4

日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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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於第1325號相關決議之監督機制尚未成型，與多國簽署並定期提報

之CEDAW公約執行機制之結合，刻不容緩，正如CEDAW公約委員會於2010年第

46屆會議聲明中所重申，CEDAW簽約國報告頇在適當情境提供第1325號決議實

施資料( CEDAW Committee, 46th session| 12 – 30 July 2010, New York, STATEMEN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相關論壇引言者皆要求與會之各國INGO代表回到國內要

提醒政府準備CEDAW國家報告時，遵循CEDAW撰寫規則(Reporting Guidelines) (I.3. 

Where applicable, the Convention-specific document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2000) and its outcomes.)要

求，將第1325號決議詴行指標納入檢核標準及最終報告內容。繼2008年的第一次

CEDAW國家報告，我國即將提出第二次國家報告，於此準備之過程亦應注意到此

一規定納入第1325號決議相關檢核示結果（2月25日，3月4日場次）。 

三、由積極處理暴行到建置預警系統是國際社會目前消除性別暴力，保障女性和

帄、安全的新趨勢 

此一趨勢具體反應在最近聯合國安理會 2010 年 12 月通過的第 1960 號決議

中，要求地區域國家提出可能或涉嫌對女性施暴的武裝團體名單，為預先警告以

加強防範性別暴力發生。各國 INGO 代表在相關論壇除呼籲將第 1325 號決議詴

行監測指標作為預警機制之一部份，更尋求將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暴力預警之表見

智為國家防治性別暴力網絡之中，並加強從小的教育，及社會、在職訓練，以徹

底預防以文化、宗教、傳統之名而進行的性別暴力。其中中國及亞洲地區殺女嬰

行為，非洲、中東地區割損女性生殖器習俗，東歐、伊朗殺害女性政治家或婦運

人士之罪行，人口販運（多為娼妓）等，皆被提出來作為日常生活性別暴力(Daily 

Sexual Violence)之佐證。由於傳統父權體制遺留之陋規與舊思想仍在今日的社會

各個角落流竄，此類文化性別暴力似乎成為預警系統所要防範的主體。 

尤其是在性別帄等已經進入憲法及其以下法律的國家，性別暴力立法多已包

括基於性別與性債向的暴力，故今年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論壇中亦見比去年更多的

LGBTI 議題，不只自成單獨場次，也在討論女性在科技、教育領域處遇的場次中

出現，並要求政府提供資源，保障其安全，如瑞典 2009 年針對 13 歲對 25 歲人

口之性別暴力調查結果發現，LGBTI 族群受暴比例遠高於其他族群，故中央政府

要求地方城鄉要釋出場地，供 LGBTI 青少年聚會，使其不致因擔憂人身安全而躲

躲藏藏，並希望以政府正面表態方式減低此類暴力犯行（2 月 23 日，2 月 28 日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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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言之，當前國際社會落實「女性、和帄與安全」議題及聯合國安理會第

1325 號等五項決議的策略與做法，會將普世人權理念與規制帶入官方和帄安全

系統中，而不致使國家安全、和帄繼續其閉門機制，國家社會也會因性別觀點深

入和帄安全典範與措施，得以全面保障不同性別群體成員之實質安全（human 

security），真正得以實踐帄等與帄權的社會正義，讓更多經濟發展活動可以自由

無虞地進行，才能強化國家社會實力而更趨於穩定的和帄狀態。我國向以性別帄

權成尌傲視亞洲，如何在舉世皆進的「女性、和帄與安全」議題中，不致缺席，

可能是個人今後要聯合其他有心人繼續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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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3 日 

◎陳金燕（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一、性別帄等及性別主流化等議題自 1975 年即已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中提出，並獲得相關決議。從「國際接軌」的觀點檢視，這幾年來，

國內在性別帄等及性別主流化的議題上，在行政院婦權會民間委員的努力倡

議及監督之下，已漸漸累積許多成效，在相關法制定上確實有相對的領先位

置，但在實踐與落實方面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在政府行政部門之政

策訂定與人員性別意識與敏感度的全面提升上。 

二、此次會議主題以女性在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 ）受

教之帄等機會為主，企圖提升女性在各項領域帄等受教的機會與資源；這也

呼應近年來國內有關團體與組織極力倡議並致力於破除「男理工、女人文」

的性別刻板化之主張，顯見：此乃國際共識，實應由行政院建立跨部會帄台，

以更積極的態度及措施來落實。尤其是教育部高教司與技職司應以更積極負

責的態度與行動，破除高等教育的性別刻板現象，進而落實高等教育資源的

性別帄等。 

三、近年來，國內部分宗教團體對我國訂頒之「性別帄等教育法」中之「多元性

別教育」及「保障懷孕學生受教權」等相關法令規定，以「宗教信仰」及「教

義」為由，提出違反法令之主張與作為，基於維護國家法令及落實聯合國自

CEDAW 以來之各項性別主張與政策，同時秉持「世界人權宣言」第 29 條強

調遵守法律及尊重他人之權利與自由的意旨1，相關單位應積極適法監督此

等學校，除積極要求學校依法落實外，必要時，亦應依法針對學校之違法行

為給予適度之懲戒以資警惕。 

四、從相關國際報告主動將我國「以教育基本法規範零體罰」之作為納入報告中

的事實來看，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是，國際組織仍十分關注我國與國

際接軌及符合世界普世價值之舉措，因此，這非常符合台灣諺語：「人在做，

                                                 
1
 ㈠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㈡人人在

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

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

正當需要。㈢這些權利和自由的行使，無論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違背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 



 
    

 

                                  
 

33 

天在看。」的意涵，顯見：只要我們為所當為、行所當行，則必然因「德不

孤，必有鄰。」而受到國際關注與肯定。此等有助於我國國際影響力與促進

國際能見度之提升的正向作為，實值得政府高層重視與支持。 

五、針對因中國近年來積極落實「一個中國政策」，而造成我國 NGO 參與聯合國

活動日益受阻（受挫）及我國護照不為聯合國所承認之事實，自總統以下之

政府相關部會均應有「慎重面對」之態度，除了積極捍衛我國主權之外，亦

應審慎面對中國重施當年國共和談時之「兩面手法」的外交政策，在進行對

等對談之同時，也能實質地捍衛並保有國家主權與尊嚴。同時，針對我國

NGO 成員之前述處境，外交部應更具體落實對外館人員（尤其是派駐紐約

經文處人員）之職前訓練，強化外館人員在「瞭解」的前提下提供國人有效

之協助與服務。 

六、建請婦權基金會能尌多年來補助出席此項會議之效益與影響進行瞭解與評

估，以利未來作為之規劃參考。 

附表：行程表 

日期 行  程  內  容 

2/19 BR32 台灣出發 2030 抵達紐約 Check-in Eastgate Tower Hotel 

2/20 前往 UN 辦理 UN ground pass 

2/21 0900-1700, NGO 諮詢日, Salvation Army 

1830, 大使簡報餐會及第一次團務會議，TECO 

2/22 0900, 進 UN 申辦進入會場的 2nd ground pass，因名額限制未能取得。 

1000-1130, 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of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C-2F 

慈濟基金會主辦，邀請來自馬來西亞、南非及美國等不同國家人員，分

享透過慈濟志業協助深受貧窮之苦的成人與兒童。過程中，除了看到慈

濟無遠弗屆的深入與影響力之外，也看到慈濟人透過媒體有組織、系統

地紀錄及宣揚其宗旨與精神。 

1200-1330, Interactive participatory workshop on CSW 55 priority theme, 

CC-10F 

NGO Committee on UN Women 主辦，重點在於向與會人士介紹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 的七項原則：(1) Leadership promotes 

gender equality, (2) Equal opportunity, inclusion and nondiscrimina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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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safety and freedom from violence, (4) Education and training, (5)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upply chain and marketing practices, (6) 

Community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及(7) Transparency,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並帶領與會人員進行分組討論並分享各小組的討論結

果。 

1400-1530, CEDAW & human rights of the girl-child in the southern USA, 

CC-11F-Hardin 

Women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主辦，主要是由美國北卡

羅納州的女性大學生進行報告，以美國南部校園中的性暴力事件（性騷

擾、性侵害等）、青少年懷孕等議題為主，介紹現況及提出預防及積極

正向處理的呼籲。 

1600-1730, Violence &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irls in school, CC-1F 

Plan Sweden 主辦，以校園霸凌議題為主，提出現況與可能因應之道的

建議與呼籲。 

1800-1730, The woman-friendly state, CC-10F 

The Swedish Women’s Lobby 主辦，說明瑞典的性別政策現況，雖然，瑞

典的性別帄等政策成尌深受國際推崇，但從主辦單位的角度觀之，似乎

仍有諸多不足之處，顯見性別帄等運動的無止盡。 

2/23 1000-1130, Education for women & girls: The key to a brighter future, 

CC-8F-Boss 

Lehigu University 主辦，介紹 SimplyHelp 在 Combodia 及 El Salvado 所提

供的訓練中心與成效、Pakistan 女性的教育現況、女性學生在校園中遭

受霸凌及性別暴力情形及在 India 的教育現況；最後，以強調營造

girl-friendly school 之重要與必要為結論。 

1130, 順利取得 2nd ground pass，進入 UN 會場。一開始因不熟悉會場相關

標示，先以熟悉會場為主，並中途進入一場以「Peacekeeping Operation」

為題的 CSW 官方會議，因中間進入，故以收集各國家報告為主。之後

分別在以下兩個場次收集資料： 

1315-1425, Quality education for girls leads to decent jobs for women, Conf. 

Rm. B, UNESCO & ILO 主辦：透過保障女性學生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提升

女性獲得有尊嚴的工作之機會。 

1315-1425, Parity, peace & security, Conf. Rm. 6, Senegal 主辦（收集資料）。 

1600-1730, Let’s talk about gender & rights, CC-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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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F-WHR 主辦，以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CSE)為主軸，說

明尊重自主的性教育及透過教育達到預防效益（prevention through 

education）。 

1800-1730, Sexuality, homophobia and transphobia: The need to improve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work 

ILGA 主辦，由來自美國、瑞典、印尼等國家之 LGBT 相關組織成員現身

分享該國主議題下相關之經驗。 

2/24 0830, 與 WFMH 駐聯合國代表 Nancy Wallace、張玨老師及我國團員共進早

餐。 

0930, 順利取得 2nd ground pass，進入 UN 會場。未觀察 CSW 官方會議，

分別在以下四個場次聽講並收集資料： 

1000-1115, Sustain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st-conflict institutions: 

Peacekeeping and beyond, Conf. Rm. A,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DPKO)主辦（收集資料）。 

1000-1115, Gender violence and its impact on girls education, Conf. Rm. 6, 

France 主辦：說明以南非為主的性別暴力事件及其對女性接受教育之機

會的影響，進而衍生對女性在各項發展及資源獲得上之限制。 

1130-1245, Women and human rights to peace, Conf. Rm. A, Bangladesh（孟

加拉）主辦（收集資料）。 

1130-1245, Advancing the health and educ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Conf. 

Rm. A, Holy See（梵諦岡）主辦：先介紹有關青少年／未婚懷孕、墮胎

及避孕等議題之全球現況，進而說明這些現象對女性學生在健康及教育

方面的影響與限制，進而提出呼籲及建議。 

1400-1530, Peace education for the girl child scientific competency for gender 

equality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C- 10F 

WCCI 與 IIPE 主辦，高雄師大謝臥龍教授為與談者之一，以強化及提升

女性學生在科學教育上之帄等機會與資源為主軸，並引導與會者針對此

次 CSW 55 在相關議題之結論提出評論與建議。 

2/25 1000-1115, Parliaments and MDGs 4 & 5, Conf. Rm. A,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IPU)主辦（收集資料）。 

1000-1115, Women, girls and HIV, Conf. Rm. B, UNAIDS 主辦（收集資料）。 

1400-1530, Physical barriers to education, CC-10F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主辦，分別分享來自南非、卡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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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oon）及荷蘭的經驗，霸凌是其中的重要議題。 

1600-1730, Women & education in Asia-Pacific, CC-2F 

Korean Institute for Women Politics 主辦，分享韓國、美國、日本、澳洲

及台灣的教育中之性別議題。應邀擔任報告人，以 Presenting: Women & 

education in Taiwan 報告台灣經驗。除了說明台灣女性在碩士以上教育

及科技領域發展之機會的不及男性，一致地呼應日、韓等國女性在受教

權上的不平等外，也呈現近十年來，在台灣政府與民間的努力之下之改

善，只是，也根據性別統計資料，看到台灣的改善幅度仍有成長空間；

最後，提出寄望透過校園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影響評估」之作為，能更

有效地提升台灣女性在受教權及科技領域發展的真正平等機會。會後並

提供演講內容主辦單位納入其返國報告中。 

2/26 0930-1700, Celebrating UN Women: The Way Forward, The New School. 

由 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 主辦，UN-WOMEN 首任 Executive 

Director（Michelle Bachelet, 前智利總統）擔任 Keynote Speaker，揭示

新成立的 UN-WOMEN 之未來工作方向、重點與願景。並由多個 NGO 團

體主要成員以多場次的論壇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與觀點表達 NGO 對

UN-WOMEN 的期許。 

2/27 無議程。 

2/28 1000-1130, Female slavery, CC-11F 

SMOTH Knights Templar 主辦，以影片方式呈現在世界各地（以泰國為主）

的雛妓與人口販運的現況與女性（兒童、青少年及成人）在此種行為之

下所遭受的身心傷害及影響，並說明主辦單位透過宗教與安置庇護等措

施所提供的積極協助與療癒。 

1315-1425, Advancing girls secondary education: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 Rm. A, UNESCO 及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主辦：除了強調女性擁有在各種領域之帄等受教權

外，並說明阻礙因素與可能機會。 

1400-1530, Women in science: The equality myth, CC-2F 

ICW 主辦，先由年輕學生以辯論方式論證女性尌讀科技領域之適合與

否，並由年輕學生以其心目中之女性科學家為報告主題，除了引導年輕

學生思考女性在科技領域發展的現況與困境，亦以歷年來之女性科學家

的具體成尌破除女性不適合（或不具有能力）在科技領域發展的錯誤迷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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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30, Access to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decent jobs, and civil 

rights, CC-2F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主辦，強調機會帄等教育是人權之一，

因此，女性接受教育及在科技領域受教與發展均為基本人權，不應受限

於性別因素而被剝奪或限制。 

1845, 外館餐會及第二次團務會議，TECO 

3/1 1000, Commission on the CSW-55-Panel 4, Conf. Rm. 3, 官方會議：以環保及

永續發展為主題。 

1000-1115, UN Women-Power up! Use of ICTs to End VAW, Conf. Rm. A, UN 

Women 主辦：強調透過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及 Technology 終

止對婦女之暴力作為。 

1315-1430, Tackling violence-Securing quality education for women, Conf. 

Rm. 5,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主辦：強調必頇終止發生在各種場域以各種形式對兒童之體罰

為主題，根據 2010 的報告，台灣在「教育基本法」中明文「禁止體罰」

的具體積極作為亦被納入該份國際報告中，這是少數在 UN 相關會議資

料中看到台灣的作為被納入報告。 

1600-1730,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CC-2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主辦，強調「婦權即人權」之概念。 

3/2 1000-1130, Gender dividend, SA-1F 

1200-1330, Promoting women’s mental health & well being in the workplace, 

SA-Downstairs 

WFMH 主辦，首先說明心理衛生與健康的重要性，接著強調影響女性心

理衛生與健康的職場因素，並介紹台灣（張玨教授與熊映美博士分別擔

任報告人）與日本經驗。 

3/3 1200-1330, Impact of HIV/AIDs & mental health for Asian women, CC-Boss 

WFMH 主辦，首先陳述心理衛生與健康之重要及其與 HIV/AIDS 的關連，

並介紹台灣經驗（柯乃熒教授擔任報告人）。 

BR31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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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柯乃熒（成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從第一天的 2/21 Consultation day 及 3/1 UN Women 會議 ，共參加約十八場

後續 NGO 周邊會議。本人在 3/3 12-2 點 HIV/AIDS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among 

Asia women 的 NGO 周邊會議報告台灣及亞洲愛滋感染婦女的心理健康問題。 

  此出國報告書傴針對本人參加四場印象深刻的周邊會議加以報告： 

（一）Girls Voices: A global view of STEM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時間：Feb 22, 2011 10AM  

主辦組織：Girl Scouts of the USA（美國女童軍協會） 

  來自美國、印度、印尼、卡麥隆的青少女分享她們在學習 STEM 領域的經驗。 

  在高中，女性較少被鼓勵選修 STEM，電腦教室總是排在男生後面使用，雖

有些女生數學競賽比較厲害，但還是被鼓勵往居家照顧的領域發展，如果有機會

去學習或是競賽，常常是男生被選上或是得到派出接受訓練的機會。女性需要跟

男生一樣有帄等的機會學習 STEM 的技巧 skills，較少有女性老師的模範做為 role 

model，來自美國的發表女學生分享她在女童子軍受到訓練及見習的經驗，有一

個很好的 mentor 很重要，或是來自家庭中母親或是祖母的鼓勵跟啟發很重要。 

  AAUW reporting women in education of STEM: Breaking through Barriers for 

women and girl: WHY SO FAR? WOMEN Education on STEM 

 Quality of education of girls：阻礙女孩學習 STEM 不單單只是因為社會常模文

化性別區隔化學習的領域，還包括增加女孩的自尊跟對於學習 STEM 的自信。應

該增加女孩們學習 STEM 的機會，也應該 empower 她們學習 STEM 的自信心與

能力，老師在課堂上常常讓女孩感到自卑（你們的數學不好或是女生傴有不到

10 人會通過測詴等話語），或是低估女孩的成尌（只能當老師而非科學家）。應

該支持老師繼續接受訓練，促成男女學生的互動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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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suppor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HIV + children 

時間：Feb 22, 2011 2PM 

主辦組織：Rozarla Memorial Trust 

  首先由主持人說一個來自剛果 HIV+婦女的故事，被七個士兵強暴之後感染

HIV 並生下小孩，協同主持人介紹她的 NGO 如何協助社區 HIV 感染的小孩如何生

存，並接受教育。 

  之後分成三個小組討論在家庭、學校及社區如何協助 HIV+小孩（男孩 VS 女

孩）創造正向的學習環境，並由小組回報各組報告的結果。 

  首先在家庭必頇帄等對待男生及女生，帄等對待 HIV- HIV+的孩子，給予愛

與關懷，讓他們有機會吃飽（不要因為感染 HIV 尌以最壞的待遇面對他們，例如

有限的食物只給沒感染的小孩），接受治療(降低因為伺機性感染的不舒服，讓他

們身體比較健康可以去上學)及教育。學校頇給予性教育，不要因為感染 HIV 而

忽略身為女性有被愛及生育下一代的需求。 

  在社區頇強調 HIV 的知識，去除歧視，並給予社區居民教育提供帄等的教育

課程。 

（三）Trafficking, prostitution, and work 

時間：Feb 24, 2011 12PM 

主辦組織：BAOBA for women’s rights, and the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 

性交易可做為一種女人的工作嗎？可以跟其他種類的職業一般，做為一種工

作或是同樣被視為勞工（力）的保障？ 

  Vednita Carter,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Breaking Free: 她是倖存者，說

明她的立場，她認為賣淫需要付出一輩子的代價來恢復這個創傷，賣淫是一種虐

待，是一種殘害女人跟女孩的一種暴力，賣淫不應該成為一種工作的選擇。 

  Sigma Husa, Former UN Special Rapporteur in Trafficking in person: 說明自己

不同意賣淫被視為一種工作，因為賣淫沒有尊重人權、人的身體，賣淫是一種壓

迫而非工作，國際人口賣淫販賣仍持續，縱使經濟衰退，因為有需求，全球國際

人口賣淫販賣仍然持續，很多政府仍然不願正視這個問題，只是嘴巴說說，更重

要的是如何協助這些逃出賣淫販賣集團的倖存者，避免這些被拯救的人再度被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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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進入賣淫的工作。 

  Cherry Smiley, Collective member, Aboriginal Women’s Action Network: 她講一

個被寄養家庭性侵跟暴力的原住民女性的故事；為了幫忙媽媽及家庭困境，我開

始從事性交易，在街頭性交易無法避免隨時有可能被毆打及被強暴的各種暴力情

境，雖然有人給我保險套避免感染性傳染病，但是仍然感受不到自己的希望在哪?

但是找工作很困難，我希望有真的工作，一個讓我感到驕傲的工作。賣淫不是性

工作，因為賣淫交雜了性別、種族、男性威權、資本主義各式各樣的種種歧視。

在加拿大原住民女性占街頭賣淫女性的大多數，不是因為原住民女性比白人更容

易被強暴或是容易成為暴力的犧牲者，這個結果其實交雜各種歧視與不帄等。賣

淫也不傴只是健康問題，它對心理的傷害更甚於身體的問題。 

  Ruchira Gupta, Founder and President, Apne Asp Women Worldwide: 說明自

己不同意賣淫被視為一種工作，因為賣淫沒有選擇沒有權利。賣淫不傴是健康問

題，它是對女人心理社會的創傷。 

  Rachel Eapen Paul, Regional Programme Manager, Norwegian Church Aid: 他研

究伊拉克女性遭受性別暴力的狀況 Trafficking,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prostitution 

of women and girls in Iraq，伊拉克因為 2003 美國引發雙方戰爭，自此內地戰爭不

斷，女人被當作是討價還價的工具，或是做為侵害部落的工具，honor Crime 的

受害婦女或是寡婦都是被人口販賣的高危險群。建議透過法律及政策的制定保護

可能被人口販賣或販賣至賣淫集團的女性。 

（四）Celebrating UN Women: The Way Forward 

時間：Feb 26, 2011 10PM 

主辦組織：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 

特別演講：Michele Bachelet 為智利前總理、2010 Director of UN Women。要達成

性別帄等，女人一定得知道何謂權力及充權。說明 UN Women 五個優先主題： 

1. Lead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mpowerment, extend wome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2. Violence against women 

3. Peace security: protection for violence 

4. Economical security and empowerment 

5. National Planning and Budgeting: Making gender quality form local, 

regional , and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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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台上五個來自基層婦女組織提出對於 UN Women 的期盼與展望及聽眾

的提問，Dr. Bachelet 的回應為：說服的技巧及女人參與政治及領導的方式需要

改變，讓政策制訂者了解，如果不把女人考慮在內會有甚麼後果，在政策制定及

說帖的過程，我們頇站在對方立場，找出解決的策略，只要有「意願」面對女性

的問題（正視婦女的議題），尌能找到錢，尌有機會!!很多女人參與政治後自己

改變了，但是更多女人參與政治而改變這個世界!!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一）Country reports 

時間：Feb 25, 2011 10PM 

主辦單位：UN 

Advocacy for child right—19 years old girl from Indonesian to share  

Advocacy for rights for school— 18 years old girl 

Produce Youth Media in DC to positive change in early marriage:-- Kamolon 

  只有講故事及現況是不夠的，正向改變是最重要的，前面二位青少女她們國

家的經驗，例如求學的重要性，因為懷孕而導致無法尌學等問題，但是最後一位

來自非洲的青少女創造青少年媒體，透過媒體與社區居民分享早婚引發的問題並

且以正向的形象與範例鼓勵青少女延後婚姻及持續尌學及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二）Women’s & children’s rights- Making the connection 

時間：Feb 25, 2011 1PM 

主辦單位：UNICEF 

1. Promo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adolescent girls 

2. Eliminating child marriage 

3.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HIV 

4. Reducing maternal mortality 

  UN—only focus on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 and family planning，但是組

織之間還是有些張力，例如有人強烈保護小孩，但是反對家庭計畫。 

  不能將婦女與小孩的權力分開討論。女性常被當作生育的工具，婦女的權利

尌是人權這個主張逐漸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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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果是目前小孩婚姻(child marriage)跟童工(child labor) 最嚴重的國家。 

  HIV MTC 將母親視為母子垂直傳染，而忘記問了次誰將病毒傳給母親。HAART 

預防 MTC，但是忽略持續給母親藥物來維持性命，也可以維持小孩的生命。過去

只將焦點放在預防母子垂直傳染及小孩健康，而忽略了女性也有接受治療的權利，

應該把焦點放在 child poverty，這個問題全球到處都是，但是如果改善兒童貧窮

的問題可以給兒童帶來完全不同的未來。UN Womwn 卻因為經濟衰退無法募集

足夠的資金，這都是未來的危機。 

三、整體感想與心得 

（一）建議針對 CSW 的主題先前準備報告的主題，例如今年的主題是對於婦女

及女童的科技教育及訓練，台灣 NSC 補助 STS 學者舉辦青少女科學家的領

袖營，針對高中女生培養其對於追求科學領域的興趣，邀請女性科學家分

享其學術發展的經驗，可做為非常好範例被提出或是做為專題報告分享給

其他國家，台灣科技發展在全球排名居首位，多位高中生在多項科技競賽

得獎，但是不清楚多少青少女學生得獎或得獎之性別比例？如果可以針對

這個主題，邀請曾經在世界科學競賽得獎的女學生與其他國家分享她們受

訓的過程及得獎的經驗，應該可以讓台灣發展科技培養青少女科學家的經

驗讓全世界看到。 

（二）中國把握任何機會發言，只要發明（現）改變的策略，尌可以影響全世界。

什麼是台灣經驗，可帶來全世界的改變，讓台灣被看見？ 

（三）跟國際友人分享台灣特有的文化下對於女性的歧視或是不帄等，例如「同

妻」（women who married with homosexual men）或是「外籍配偶」（marital 

immigrants），發表研究至外國期刊及改變女性地位的成功經驗十分重要，

這是讓台灣經驗被看到的另外途徑，國際組織十分需要嚴謹的研究及跨國

合作成功的經驗。 

（四）連結國際組織及學術組織，透過學術團體及民間 NGO 團體的努力，讓台

灣的經驗跟聲音被國際認可，但是議題的選定及報告前的準備也十分重

要。 

（五）很多年輕女性參加這個會議，應該鼓勵及培養女學生及海外移民的女學生

持續加入參與 CSW，擴增視野及國際觀點。 



 
    

 

                                  
 

43 

四、網絡連結 

Nazneen Damji <nazneen.damji@unwomen.org>: UN Women 負責 HIV & women 

against violence 

Susan Fried <susan.fried@undp.org>: UNDP 負責 HIV program 

Mabel Biaweo <felm@feim.org.ar>: 阿根廷婦女健康及 HIV 照顧最高主席，是

Women WON’T wait- End HIV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ttp://www.womenwontwait.org)倡議的主要發貣人，在 UNAIDS 及世界愛滋病

會議常見擔任會議主席或主持人。 

五、資料蒐集及其他文件及附錄 

AAUW 報告 

Why So Few? 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http://www.aauw.org/learn/research/whysofew.cfm 

UN 相關技術及報告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IV - UN Women Gender and HIV/AIDS Web  

http://www.genderandaids.org/modules.php?name=News&new_topic=9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IV/AIDS- WHO 

http://www.who.int/gender/violence/vawandhiv/en/ 

WOMEN WON’T WAIT COMPAIGN 

http://www.womenwontwait.org/ 

UNAIDS and UN Women. Taking the women and girls HIV response to the next level 

http://www.unaids.org/en/resources/presscentre/featurestories/2011/february/201

10228womengirls/ 

UNDP. Gender and HIV/AIDS  

http://europeandcis.undp.org/gender/genderandhiv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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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4 日 

◎林理俐（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一、 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Improving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s. Sachiko Mori 是 WFWP 肯亞學校專案副主任，她首先介紹世界和帄婦女

會日本國際志工在肯亞離奈洛比 400 英里的 Marakusi 鄉村，建立的 Handow 中

學情形. Handow 中學於 1998 年正式啟用當時只招收了 45 位學生. 學校特別

為學生建立了一個科學實驗室，讓學生們不是只是學習理論,並充分體驗科學實

踐，創造在追求科技學習中的興奮。Ms. Sachiko Mori 描述肯亞農村地區仍嚴重

地傴強調對男孩的教育，而農村女孩的職責尌傴是在家庭中，即烹飪和提水等。

由於世界和帄婦女會提供免學費使得對女童的教育得以增加。由於全部學習是免

學費，所以現在有男孩 360 多人和 280 位女孩；共有 10 間教室和 2 科學實驗

室。由於招生增加，政府要求建的第二個實驗室。在農村地區，學校有兩個實驗

室正是非常獨特的。如此 WFWP 繼續在非洲地區提供女孩科學領域的教育，開

創了非洲女孩在社會中追求醫學和科技的生涯發展。 

  Dr. Gita Bangera 是微生物學家，她分享了她如何給予她的科學學生創新的教

學策略。她主張講座／研究方法的工作為基礎的教育，例如立即啟動讓學生與真

正的科學家一貣參與完整的科學研究專案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如此將能刺激學

生的創造力和能力的生成與發展。它是一個有效率的全新的教學實驗，為學生帶

來更多的興趣與參與學習的動機；Dr.GitaBangera 式的「框外的思維」（thinking 

outside the box）帶給大家許多的深思。 

  我則分享了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National Alliance of Taiwan Women’S 

Association）在提升女孩和婦女科技教育中的工作。台灣普遍存在「男理工，女

文史」現象, 現象背後存在兩性刻板觀念，女生不被鼓勵唸理工，媒體缺少科技

婦女新形象之介紹，女學生缺少女性科技的學習楷模，又家務育兒負擔也影響女

性之科技參與成尌。有鑑於此於是我們啟動了打破學科間的性別區隔，開創女生

的自在科學路，拉近女孩與科學間距離之方案：計畫名稱為『賽小姐』（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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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落實兩性帄等教育，邀請傑出科學女性 VS.高中女生交流座談會，2002、

2003 年各舉辦兩場座談活動 2004、2005 年舉辦校園巡迴演講，安排女學生與科

技理工領域女性菁英對話。 四年下來，總計 14,150 位國／高中學生受惠。藉由

演講、分組座談、Q&A，讓女學生對科技理工領域有所了解，幫助女學生在進行

生涯規劃時能有更多元的選擇。活動後更將傑出科學理工女性之經驗分享內容集

結出書，宣傳給更多學生和家長。接著又分享 NATWA 在縮短婦女 NGO 組織數位

落差之方案，婦女團體組織 E 化服務培力 1——募集電腦及周邊器材並轉贈-自

90 年貣至 99 年，NATWA 共募集約 600 台電腦及周邊器材，轉贈婦女 NGO 團體，

約 110 個婦女團體受惠並更新該組織之資訊設備；培力 2——辦理「網路女學堂」

電腦及網路應用課程，教授婦女團體工作人員，電腦基礎文書工具運用、網際網

路應用、網路拍賣開設、部落格開設、網路社群經營……；培力 3——舉辦「最

愛 blog!」全國 NGO 優質部落格人氣票選活動，結合部落格的廣大串連能量，以

行銷方式，帶動 NGO 團體一貣加入組織部落格宣傳，以競賽方式，讓 NGO 組織

互相觀摩，提升社群經營經驗。最後我以「網路女學堂」一個受益學員李小姐的

故事來結尾-李小姐 自製的"會呼吸的麵包"因她的部落格而業務蓬勃發展。 

  Ms. Karen Smith 是 NGO 學會的創始人，她以令人信服口氣介紹如何使用物

理的類比法，制定有效的行動計畫以獲得真正想要的結果。本質上她提出若只是

反復表明您的需要並不尌會導致你的需要得到滿足。她認為有效的獲得政府的支

援來支持發展女童科學技術教育方法是非政府組織派代表在聯合國實習宣傳技

能。此經驗會使一個人的論述具更大的公信力，當這個人把他們的問題帶回本國

政府或地方政府時，她的話尌應會被考慮。所以他認為強大的論述和宣傳能力組

合，將會使女童教育的發展的聲音更具威信與力量。 

這是一場很成功的聚會，會後我們一貣到聯合國大廈內的餐廳午餐，是非常

正式的餐會，由世界和帄婦女會國際總會的會長文蘭英致歡迎詞，莫三鼻克駐聯

合國大使 H. E.MR. DANIEL ANTONIO 也給予祝福，最後邀請了 UN Dep.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 NGO Branch , Chief, Mr.Andrei Abramov 作專題演講，並於

會後開放發問，當我正想著要為台灣講些話時，沒想到世界和帄婦女會駐聯合國

的代表 Ms. Bonnie Berry 首先發言說，今天台灣有很好的經驗分享，UN NGO CSW

應讓台灣有機會更多參與。餐會結束，剛好 UN WOMEN 的 Executive Director 

Michelle Bacheleth 從隔壁房間開完會出來，被眼尖的前任美國世界和帄婦女會會

長 Alexa 看到，邀請我們一貣與她見面談話，是寶貴的經驗。 

 



 
 

 

46 

（二）Women and the World at a Turning Point 

  由全球和帄聯盟（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聯合奈及利亞與斯洛伐克共和

國駐聯合國大使館共同主辦的。由奈及利亞駐聯合國大使 H.E. Mrs. U. Joy Ogwu,

主持. H.E. Mrs. Ogwu 提到最近發生在北非和中東地區巨大轉型事件，她呼籲婦女

在這段巨變的時間抓住時機並採取領導的角色，將之引領至和帄與寬容的方向。

她補充說「唯有在協商和討論的結果下才有持久的和帄」，而此和帄必頇立足於

超越容忍到同情與理解的文明價值中。 

  阿拉伯半島東部的國家卡達駐聯合國大使 H.E. Dr. Nassir Abdulaziz Al-Nasser,

與奧地利駐聯合國大使 H.E. Mr. Thomas Mayr-Harting 致賀辭. H.E. Dr. Nassir 

Abdulaziz Al-Nasser，最近剛被選為聯合國大會下屆主席，他說除了原先提議要復

興聯合國大會的議題外，他將會增加提高婦女地位的宣傳。Mr. Mayr-Harting 同

時對奈及利亞大使館保護在查德之婦女和兒童的難民的工作表達感謝, 並談到

他將熱切支持婦女的議題的盼望。Dr. Eileen Borris 是在華盛頓特區的多軌外交研

究機構培訓和活動發展部主任，她說個人寬恕的道路與部落或國家之間的路是相

同的，她強調在政治意涵中有效的寬恕不需要被遺棄的懲罰，但需要放棄報復。

她也分享了「真正的和帄締造者是那些不害怕內省，去改變他們的想法，並醫治

他們的心痛的人」。「寬恕」是這種癒合的轉型。 

  接著由支援盧安達孤兒之 Kuki Ndiho 基金會的創始人 Ms. Marie Claudine 

Mukamabano，給予寬恕強有力的見證。她分享她自己尌是大家庭中從可怕的盧

安達種族滅絕行動中唯一倖存者。儘管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近親都被處死，然

而她的心卻燃燒著對她母親的愛的記憶和她根深對上帝的信仰。她毫無怨恨或仇

恨的從悲劇中站立貣來，並以援助盧安達的兒童與家庭的方式過其餘生。 

  Mrs. Lynn Walsh 是 UPF 婚姻和家庭和帄倡議部主任，她從不同方面呈現婦

女的優勢。她以大學研究發現年輕的男孩和女孩的的連通性的途徑揭示的男性和

女性。研究發現在小群體中，女孩以尋找她們的共同點來互相連結，而男孩則用

競爭來表示他們的熱情。Mrs. Lynn Walsh 認為此尋找共同點的婦女固有特質為建

設和帄的政治對話所需的品質，以此實力，更提升了婦女今天在解決世界衝突中

的重要角色。 

（三）Violence against women: Legal mechanisms &legal practice remedies 

  邀請台灣與會代表與友邦大使、紐約地區檢察官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共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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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國際法及國內法對婦女免受暴力侵害的保障。受邀與會的貝里斯（Belize）駐

聯合國大使柯伊—費爾森（Janine Coye-Felson）以貝國為例，說明「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貝國落實的現況。實踐大學教授嚴祥鸞則介紹目前台灣家

暴防制的法律機制、社會安全網絡以及社區實踐的案例。會中更邀請紐約布魯克

林（Brooklyn）地區特殊受害人辦公室首席檢察官露西貝洛（Wanda M. Lucibello），

在會中說明從民事、經濟、移民及心理等不同層面。研討會有來自台灣學界及非

政府組織婦權議題專家等參與盛會，是加強與國際婦權團體的互動交流的良機。 

二、整體感想與建議 

  相對於往年忙著在聯合國會議室內穿梭，今年我將重點放在準備報告和與國

際總會的連結。由於準備報告用電腦太多，使得我的頸椎退化性的關節炎更加嚴

重，這是此行比較痛苦的地方。然而高興的是看到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對

婦女事務的重視，以及一群關心婦女議題的姊妹們逐漸熟悉並彼此關心，相信由

此所形成的網絡，將會對推動台灣在國際婦女議題的參與上會有極大的幫助。 

CSW 簡單的說尌是世界各國的婦女，通過分享來彼此學習並帶來改變。記得從

第一次由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組團參加，到現在由婦權會統籌，一路走來，

感謝許多人的努力與經營,現在更多婦女團體知道如何利用 CSW 的帄台來發揮。

今年沒想到家扶基金會與早產兒基金會，在短時間的準備，也完成一場座談。 

（一）建議成立 CSW 的工作小組，CSW 的工作帄台是需要長期經營的，相信有

關心並常常討論的地方尌一定會有發展，也可以議題為中心分小組定期討

論，或是 GO & NGO。 

（二）建立培育年輕婦女國際參與的機制，所有的工作需傳承。將來要走的路很

長，政治上台灣的特殊處境，我們沒有本錢被孤立，台灣的婦女一定要了

解世界的婦女，也要讓世界的婦女認識台灣的婦女。 

（三）善用 INGO 的連結，婦權會可邀請不同國際組織的會長來台灣訪問。 

（四）Elisabeth M. Newman 推薦的便宜飯店（若要待久一點的話）：Pod Hoetl 

Tel: 212.355.0300; Fax: 212.755.5029,  

Email: www.thepodhotel.com; Post: 230 East 51st st. NYC, NY 10022 

三、網絡連結 

Andrei Abramov, Chief, UN Dep.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 NGO Branch    

http://www.thepodhotel.com/


 
 

 

48 

Tel:(212) 963-1183; Fax:(212) 963-9248 

Email:abramov@un.org; Post:1 UN Plaza, DC1-1480, New York, NY 10017 

Kate Rees, Chief Executive 

Tel:01902 572171; Fax:01902 572144 

Email:ceo@havenrefuge.org.uk; Post:PO Box 105,Wolverhampton,WV1 4LP 

Jan Marie Fritz, PhD, CCS, Professor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el:(1)513-556-0208; Fax:(1)513-556-1274 

Email:jan.fritz@uc.edu; Post:PO Box 210016 Cincinnati, OH 45221-0016;USA 

Jung-Sook Kim, President/Ed.D 

Tel:82-2-794-4560; Fax:82-2-796-4995 

Email:kiwp89@hanmail.net, kncw@chol.com 

Post:40-427, Hangangro 3Ga, Yongsan-Gu, Seoul, 140-880, Korea 

Work experience:President, Korean National Council of Woman(KNCW) 

               Chairperson, Korean Institute for woman& Politics (KIWP) 

               President, Center for Asia-Pacific Women in Politics (CAPWIP) 

               Former,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Republic of Korea 

Janet C. Salazar,  

Permanent UN Representative, Treasurer, Executive Committee of NGOs 

Cell:(908) 652 1883; Email:jcs.fsun@gmail.com 

Post: UN Headquarters, New York, NY 10017 

Gyung-Lan Jung, Chairperson, Policy Committee 

Tel:+82 2 929 4846-47; Fax:+82 2 929 4843 

Email:peacejung@gmail.com; 

Post:Rm 401, Women’s Center for Equality and Peace, #94-59, Yeongdeungpo-dong  

7-ga, Yeongdeungpo-gu, Seoul, Korea (150-037) 

Elisabeth M.Newman, ICW-CIF Board Member, NCWV Individual Member 

Tel:+ 61 3 9699 9170 

Fax:+ 61 3 9645 8699 

Email:elisabeth_mn@hotmail.com; Post:PO Box 5164 Middle Park VIC 3206 Australia 

 

mailto:abramov@un.org
mailto:ceo@havenrefuge.org.uk
Tel:(1)513-556-0208
mailto:jan.fritz@uc.edu
Tel:82-2-794-4560
mailto:kiwp89@hanmai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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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文件 

As a Peace loving Global Citizen (The Washington Times Foundation) 

台灣有翻譯：《熱愛和帄的世界公民》（智庫文化出版） 

  此為認識 UN INGO 全球和帄聯盟（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與世界和帄

婦女會 WFWP International 創始人文鮮明總裁的一本好書，文總裁非常支持台灣，

他在二十世紀末時，首先宣告了「婦女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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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魏季李（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Using Human Rights Strategies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運用人權策略終止婦女所受家暴事件） 

  此 議 題 透 過 分 享 許 多 倡 議 團 體 如 何 開 始 使 用 國 際 人 權 策 略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strategies)做為保護家暴婦女策略，包含在尋求國

際人權組織前，先尋求各國政府提供相關措施等等。在議題上分享了 2005

年 Jessica Lenahan 提出訴願書給美國國內人權委員會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時間點在於美國最高法院不接受她控告警察

部門的訴訟案，其控告理由是警政單位並沒有提供她充分的保護。這是第

一貣家暴受害人提出個人訴願，控告罪名為政府違反國際人權，而此一案

件目前也已排入委員會議程中。研討會中也邀集家暴倖存者權益倡議團體、

國際人權及婦權專家，共同探討人權策略，以及分享美國倡議團體如何執

行國際人權決議，以保護家暴受害者。  

（二）Allies- How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s can Combat Child Sex Tourism 

（對抗性交易公私部門的合作協約） 

  在此議題中邀請政府、非營利組織、學者及旅館業者一貣分享如何彼

此建立合作協約對非法交易或人口販賣等進行兒童保護協約。議題中由美

國州政府代表(Trafficking in Person, TIP)部門組成公私部門小組委員會分享

對抗非法性交易的使命、訓練、立法過程及地方預算等等，包含如何運用

地方重要人力(key person)。ECPAT-USA(NGO)分享其倡導行動、訓練、尋找

工作過程協助、個人安全、以及針對其 PCT 方案(Protect Children in Tourism 

Project)如何 empower 受害兒童，協助生活價值的導正，並透過小手冊與名

信片宣導等等。另外也教育孩子如何找到安全的工作遠離原來從事的性交

易工作。旅館業者也分享如何邀請同業認同與加入，並做旅館員工訓練，

讓他們可以對非法的交易有更敏感的覺察與危機處理能力。 



 
    

 

                                  
 

51 

（三）Access to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Developing Capacity in 

Migrant Women and Girls（協助發展移民婦女與女孩的能力） 

  此議題由 NGO Committee on Migration 分享，其目的是關注移民婦女在

面對新環境適應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可能壓力之適應，如語言、食衣住行之生

活環境適應、支持網絡、相關法律、子女教育與尌業問題等等議題，透過教

育與電腦科技協助她們，語言通常是移民者在生活適應上最重要需具備的能

力，透過社區語言教學與人際互動的機會，提昇其語言能力，並且也可透過

此機會建立人際支持網絡。另一方面也透過網路技術與學習帄台的建置，提

供學習與交流互動。移民婦女也學習利用科技設備(如 Video)分享移民適應心

聲，讓需求與自我權益受到重視，透過此過程也讓社區居民可以瞭解到移民

者的困境，而移民者也可透過語言教育與科技運用提昇自我能量。 

（四）Creating Tomorrow’s Leaders: Educating girls and boys in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七項高效能青少年的習慣）  

  此議題中由 Mr. Sean Covey of the Franklin Covey Institute 分享其組織出

版的 The Leader in Me 一書以日常、適齡的語彙，整合領導力與效能原則，

應用於校園中核心課題與校園生活。其書使用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一書以及 Stephen Covey 所著 The Leader in Me: How Schools and 

Par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spiring Greatness, One Child at a Time 一書中

已獲證實的領導原則，做為指導流程。本書記載這些企業界與政府界在重

要決議時，已經行之多年的領導原則，並說明表現優異的學校如何教導學

生這些原則。The Leader in Me 一書所摘錄流程已經在全球400間學校實施，

並且不斷收到學校行政人員、師長、父母親及同學的正面回饋。學校不斷

反應以下的成果：提升學生自信、團隊合作、學習動機、負責態度、創造

力、個人志向、領導力、問題解決能力、溝通能力與多元的覺察力；而且

課業表現明顯提昇、校園文化改善、違紀事件也明顯減少、老師及家長的

滿意度及參與度也提昇。 

（五）Wom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w Green Economy 

   （婦女、氣候變遷及新綠色經濟） 

此議題由 NGOCSW Sub-Committee on Women and Climate Change 小組代表

分享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將環保概念結合至婦女服務實務方案設計中，其中分享一

些方案是結合當地資源的再利用（如將廢棄報紙編織成環保流行女包）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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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讓女性學習編織技巧、接觸美學訓練，另一方面將這些產品轉授換取更多

經費來推展婦女培力與增權的計劃，除此也考慮當地社區環保美化需求，讓女性

協助社區經濟發展。 

二、會議參與學習心得 

（一）對周邊會議參與的學習心得 

此次學習主要以聯合國外圍 NGO 所辦的 200 多場次的 panel 為主，在台灣

已事前 review 過所有議題，因此出發前則已先規劃好自己每天想聽的主題，這

次主題的優先選擇是以跨領域及創新為主，另再輔以與自己在台灣組織工作經驗

有關為輔，主要是期待自己透過跳出自我框架學習更多元的經驗與模式，從不同

的經驗與角度學習多元思維，擴展更多自我能量，未來可結合至台灣服務的創新。

在這些議題研討中，自己從各組織或專家學者等演講者的身上及分享學習之重點

內容方向包含：1.組織對婦女服務理念與服務熱誠，2.學習瞭解婦女多元需求，

3.對服務接收者（婦女）及環境的尊重，4.如何運用科學及科技結合服務，5.如

何運用組織網絡推動服務。雖然有許多仍努力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爭取基本的人

權，然而也可看見結合社會科技發展趨勢也逐漸在這些國家運用與推展，我想這

將縮短其努力的過程，透過各種媒介（網路、影音、教育、書本、會議、法令、

企業等等）將對全球婦女之帄等地位提昇有許多 empower 與助益。因此不管這

些議題的進行內容為何，至少它是個發聲的帄台，感受到大家都期待彼此能為女

性地位貢獻一些力量，而這些相同使命但不同方式與力量聚集貣來將影響各地婦

女的處境與地位，對我而言這是個人重要的學習與看見。 

（二）以台灣 NGO 團體自組 PANEL 之經驗學習  

  此次以台灣 NGO 自行登記一場 panel ，報告主題為 From Strengths 

Perspectives to Feasible Entrepreneurships : Review on th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Economically Vulnerable Single Parent Women Supported by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TFCF)。另出發前又加入了早產兒基金會與

台南市性別帄等促進會二個台灣 NGO，促成了一個第一次完全由台灣 NGO 組成

的 panel，由此經驗期待對整體活動的參與模式與規劃有另一種規劃思考，此次

panel 的組成因在許多未知的狀況與缺乏協助統整下執行，因此不管內容、方式

與報告準備都仍有許多改進空間（參與人數有 30 人，已超出原期待之 20 人），

對自己最大的收穫是給了自己一次機會之學習勇氣並於 2011 年 CSW 55 的手冊

中呈現出台灣家扶（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所組 panel event 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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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名稱，協助推廣台灣，並經過此過程對以後的 presentation 與過程能給較清楚

的架構與程序建議，應可達到經驗的累積與傳承。也相信並建議由台灣自組 panel

可增加為未來團隊的方式目標之一，透過自組邀請國際相關 INGO 參與並透過將

自主 panel 更有結構與策略的設計推展台灣，相信更可吸引更多國際 NGO 參與，

厚植台灣 NGO 服務能見度與提昇軟實力外交。 

（三）有關觀摩大型國際會議運作 

1. 議程安排：共計 2000 人參與的大型國際會議中，大會有安排 briefing，將專

題講座與眾多分組討論的重點作綜合整理，讓與會成員也有機會獲悉其他組

別的結論重點，此安排甚佳。  

2. 周邊會議主題：今年主題以「教育與科技」為主軸，但許多 NGO 之分享是多

元的，例如終止家庭暴力及兒童虐待等與人權有關之議題及衛生議題場次也

不少，似乎與主軸較無關連，但好處是可以更多元看見 NGO 的多元活力與創

意。 

3. 場地與食宿：會議與研討場地分散於聯合國、Church Center 及 Salvation Army，

雖有助於避免與會人員的過度集中，但有時需放棄同時進行的另一個有興趣

的主題。建議可以一貣預定有簡易廚房的旅館，除降低經費負擔並有助於參

與者的生活適應（如互相照顧）及相關統一活動的通知與安排。 

三、參訪當地 NGO 交流學習心得 

趁此次學習機會自行安排拜訪紐約勵馨(Garden of Hope)及 Children’s  

Aid Society： 

（一）紐約勵馨 (Garden of Hope) 

主要以協助紐約華人移民受暴婦女及兒童為主，提供社區婚姻家庭預防性公

共教育、對於身處家暴與性侵害危機的婦女提供熱線電話諮詢與緊急危機處理、

為遭受家暴及性侵的華人與兒童提供相關法律援助及轉介服務、為遭受家暴及性

侵的華人婦女及兒童提供支持性關懷與團體輔導。 

（二）Children’s Aid Society 

此機構創辦人為 Charles Loring Brace，當時孤兒院與社會救濟院是唯一可協

助無家可歸與貧窮兒童的「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Brace 與其組織致力幫助

貧困兒童，他將其理念轉化為意義深遠服務改革，並開始為窮人、無家可歸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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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職業婦女、貧困家庭、身心障礙的兒童服務，當時代對此群體的服務是寥寥

可數的。Brace 認為機構式的照顧會妨礙兒童發展，故其決定以教育／訓練、有

益健康的家庭生活環境等方法，協助紐約的孤兒及街童能自立。Brace 的工作改

變了紐約甚及至全國的社會服務型態。CAS 提供有需求的兒童從出生到成年及其

家庭全面的支持，以填補兒童發展需求與現實間兒童擁有的差距。其服務項目分

為資助型(in subsidized)、與非資助型(non-subsidized) 方案，包括日間照顧中心

(Dar care center)、早期啟蒙方案(Early Head Start)、嬰帅兒照顧與托兒所 (Infant, 

Toddler and Nursery School)、課後照顧(After School Program)、技能中心(Technology 

Centers)、青少年發展（學習、尌業、倡導方案）、家庭支持(Family Support)、家

務服務(Homemaker Services)等等完整性家庭支持。 

四、整體建議 

（一）檢視團體參與之目標 

1. 此團體組成之目標是希望透過台灣 NGO 名義與各國交流，建議可增加以 NGO

周邊會議為團體參與主軸，與協助突破外交之期待切割。當然仍可保留現有

方式，透過部份成員以 INGO 之名義報名入場，掌握聯合國內議題討論之重

點。 

2. 此為 NGO CSW 會議，台灣所派團體建議具有國際救援實務經驗之 NGO 組織

為佳，透過台灣自組 panel 並邀請國際服務友伴（如慈濟模式）分享 NGO 在

國際服務的實務經驗。 

（二）檢視團隊效能與提昇策略 

1. 團隊成員學習效能：透過團隊分工與學習分享加強學習的廣度與深度。 

2. 台灣 NGO 團隊外交效能：針對主題確實於事前在台灣以結構性方式自組 panel，

進行台灣 NGO 之實務分享。 

（三）NGO 團體與行前準備之重要 

1. NGO CSW 顧名思義應以 NGO 為主軸，分享議題應以 NGO 的方案為佳，所

篩選出之台灣團體多以社團為主，建議增加實際推動海外服務之 NGO 團

體，以提昇對服務外交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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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主辦單位行前說明能先確立每年之團隊目標與方式（如今年以 NGO CSW

為主，則可朝此目標設計），明確說明期待與規範（非只是訊息的傳遞後個

人自由發展），包括其他國外組織分享的內容與進行方式，並協助討論與整

合台灣 panel 議題及分享國外發表注意事項等等。 

3. 建議安排當地參與 panel 的組織參訪（可透過參與的成員做推薦與聯繫），一

方面實際瞭解與學習此組織運作，另一方面也可彼此建立更多組織間一貣組

panel 的網絡。 

4. 深耕確實重要，在兼顧交流深耕之考量下，建議維持以 NGO 組織代表之方式

（但避免由固定成員多次參與）進行傳承，如此可增加 NGO 組織成員之培力

並可以透過台灣 NGO 組織延續與深耕，且團隊成效始可逐年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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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2 月 28 日 

◎張乃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南區辦事處處長） 

 

一、 周邊會議參與 

（一）NGO CSW Consultation Day 

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 

地點：The Salvation Army 

主辦單位：NGO CSW 

主講人：Ms. Michelle Bachelet , Executive Director and Under-Secretary-General for 

UN Women  

  由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執行長暨執行秘書 Ms. Michelle Bachelet 進

行開幕演說。Ms. Michelle Bachelet 是 2006 年到 2010 年智利的總統，也是該國

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他以開拓自由市場政策、增加福利預算以及縮短富國與

弱國間的差距等魄力贏得該國與國際間的肯定，同時也在 2006 獲時代雜誌評選

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 100 為女人的殊榮。同時也於 2010 年被聯合國秘書長潘

基文先勝任命為聯合國婦女（UN Women）首任執行長。 

  當天 Ms. Michelle Bachelet 以婦女經濟、教育、醫療、福利與人身安全等相

關議題進行專題演說，也明確的將 UN Women 所關心與關切的方向內容做了清

楚的說明，也的確為整個 NGO CSW 做了一個很清楚與具前瞻性的開幕。 

（二）Mobile technologies helping poor urban and rural women-lessons learned 

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 

地點：The Salvation Army 

主辦單位：NGO CSW 

主講人：Dr.Kaosar Afsana , Associate Director, Health Programme , BRAC Bangladesh 

  Dr.Kaosar Afsana 是今年 NGO CSW 卓越女性獎（Woman of Distinction Award 

2011）的得獎人；她是澳洲 Edith Cowan University 的醫學博士與美國哈佛公共衛

生碩士，同時也是 BRAC 健康計畫的總召集人，專門負責農村與城市孕產婦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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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的健康計畫的總召。 

  在會中他主張以透過教育、科學、培訓與技術來協助婦女提升其地位與健康，

同時她也提出以婦女為中心的行動醫療的概念來說明如何透過新行動醫療思維

來提升婦女地位與充權。同時她也以孟加拉以及 BRAC 的經驗來提及如何有效的

透過行動醫療來充權以及提升婦女地位以及提升偏遠國家、偏遠地區的婦女、兒

童醫療需求。 

（三）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of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時間：2011 年 2 月 22 日 

地點：Church Center, United Nations 

主辦單位：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參與人員：Alvaro Periera, EVP, Food for the Poor 

Ellen Maree Al Daqqa, Associate Program Officer UNHCR, Malaysia 

Linda Raftree, Social Media and New Technology Advisor, Plan USA 

Sheila Gladys Ngema&Tolakele Maria Mkhize, Commisioners,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South Africa 

以「Aid a Woman - Impact a Community」為題說明如何將人道救援與婦女議

題並進，同時以社區婦女為基礎來開拓社區工作並協助社區發展。他們以馬來西

亞的難民服務工作中提及，由於難民

在當地是違法的，所以對於他們權益

與受教的機會是沒有的，所以他們尌

針對這些難民的服務進行一些教育

與性別的培力，希望透過教育與婦女

的充權來協助他們。 

另外在「Girls in a Changing Landscape」的討論中，他們也看見女性在高科

技上的使用，如手機等，他們也透過媒體的使用來連結少女社群與支持網絡，同

時更透過藝術與媒體來協助少女。 

另外他們也提到透過經濟與機會的援助協助組魯族婦女成為企業家，透過

這地位的提升來協助他們的社會與家庭地位，同時也幫助他們所接觸的人，特別

是一些愛滋病的成人與兒童。目前他們共有 524 個技能培訓中心，透過這些培訓

讓他們從受助者能夠轉換成資助別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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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Voice of Gross Roots Women 

時間：2011 年 2 月 22 日 

地點：Church Center, United Nations 

主辦單位：United Methodist Women  

這個論壇所邀集的都是一些第三世

界國家的婦女團體與代表人，其中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以及東南亞印尼的婦女，

同時也透過與台下參與者的座談，更把許多草根女性的情感連結在一貣。 

在這個論壇中，非洲的婦女談及她們如何集結經驗，發展社群與經濟，讓

當地的社會與家庭看到她們的改變以及為社會家庭帶來的改變。而印尼的婦女代

表則是以天主教的團體，去提及她們如何透過教育去改變當地少女以及兒童的機

會來改變她們的生命。 

在這個論壇中，坦白說並沒有聽到太

多的驚豔、也沒有突破性的論調，但是可

以深深感受到的卻是這群草根婦女力量的

連結以及擴展，這股力量是有別於第一世

界國家、核心國家的婦女在談婦女運動的

論調與歷程，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一股令人

強大的力量正默默在她們國家、社會發酵

集結，這是一股改變的力量與機會，是一

股令人感動的力量，也是一股令人期待的力量，而且也可以期待這改變的發生。 

（四）Peace Education for Girl Child scientific Competenc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時間：2011 年 2 月 24 日 

地點：Church Center 10F, United Nations 

主辦單位：WCCI、IIPE  

參與人員：Vincent Shieh,  

Karen Schuster Webb,  

Betty Reardon,  

Dominique De Leon,  

Angela Lo,  

Hsiu-Chen Hung,  

Nai-Chien Chang（張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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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論壇中，我們談及了許多的 Peace Education 的概念，關於這個 Peace 

Education 並非如字面所翻譯的和帄教育，他所包含的是一種性別、安全、教育

機會以及人權對待的帄等教育，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更是一個全新的名詞，也

是目前 WCCI（世界課程與教學組織）所努力在推動的教育新思維，他是一種以

人為本、以人權、性別為中心的全新教育概念，他所包含的層面更是跨領域與綜

合性的思維。 

在這個論壇中，我們除了討論

Peace Education 可以在世界各國可以推

動的方式與機會，不管是在非洲、美國、

亞洲以及歐洲等地，甚至更期待透過大

家與小組的討論去發展出期待的共同宣

言（statement），同時透過宣言與未來

網路的參與討論發展成政策，之後在變

成行動綱領提供給 CSW 或聯合國的婦女署。所以這次的討論是相當重要的。 

在這個論壇中，本身也參與小組帶

領工作，擔任小組討論帶領人的工作，

本身所負責的是第三世界國家與非洲國

家的小組討論帶領人工作。在小組中，

組員們討論到，要推動所謂的 Peace 

Education 根本是不可能的，她們的國家

沒錢、沒人，連基本的受教權力與知識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上，女人要談教育何其

困難。但我尌詴圖帶領她們去看到尌是因為這樣的不帄等我們才需要做 Peace 

Education，這 Peace Education 尌是要從基本人權與性別人權出發，看到社會與

國家機器的不公，看到這當中的暴力、不帄等，並從中去發展出真正的和帄與機

會的帄等。 

WCCI 長期致力於世界各國的

教育工作發展，會員與代表來自於

世界各地，討論的內容更是充滿前

瞻性與建設性，特別是在這次有幸

參與在 WCCI 在這個議題的操作中，

從一開始的議題操作、討論與開會，

並且如何透過國際的集結、發生甚至到未來倡議、政策等過程，自己也學習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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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穫也是滿滿，也期待未來也能夠將這份學習用在推動台灣的 Peace 

Education 發展上面。 

（五）Women and Education：Peace Education，Empowerment after Disaster 

and Beyond 

時間：2011 年 2 月 25 日 

地點：TECO 

主辦單位：TECO、FWRPD 

參與人員：Vincent Shieh  

Karen Schuster Webb, 

Betty Reardon, 

Dominique De Leon,  

葉德蘭 

這個論壇是在台灣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所主辦，同時也邀集了各國的學者

專家所舉辦的一個教育人權論壇，有國際的經驗也有台灣的經驗，特別是從不同

國家與文化的角度來談 Peace Education 與各國的婦女人權的發展。 

Dr.Betty Reardon 教授也說明了 PEACE EDUCATION 的意義與思維，Dr.Karen 

Schuster Webb 也針對 Dr.Betty 的內容做了說明與補充，而葉德蘭老師也報告了

台灣目前在從事 peace education 的情形，同時在這場論壇中也邀集了其他兩個

國家的大使進行討論與回應，同時更邀請了台灣的教育部官員做了一些研討。 

（六）Empowerment girls within Shelter’s Service : Best Practice and Powerful 

Work in Taiwan 

時間：2011 年 2 月 25 日 

地點：Church Center 1F,  

主辦單位：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勵馨基金會） 

參與人員：Nai-Chien Chang（張乃千）  

本場論壇報告主辦單位是勵馨基

金會，報告人是乃千自己，而在這場論

壇中分享與報告的文章共有兩篇，一篇

是我們勵馨路得學舍少女庇護所的經

驗分享，另外一篇是勵馨在八八水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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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鳳雄營區如何以性別的概念與態度的

緊急庇護所經營分享。 

  這兩篇都是有關於勵馨基金會在台灣

對於婦女庇護業務的內容，特別都是以性別

為觀點所寫出來的安置經驗，所以這樣的議

題切入點對於聆聽的朋友也都深感興趣，特

別是針對災難之後的庇護分享，因為最近災

難頻傳，特別是緊急安置工作越來越多，如

何有計畫、有系統的，同時更是具有性別視

野的去經營一個安置庇護業務，她們也都充

滿了好奇與期待的討論。 

報告會後的分享與討論部分，因為時

間是最後一場，所以來的人也很有限並沒有

很多，只有約二十多個人，而且來來去去，

事後反省，可能是因為沒有租用投影機，缺

少一些相片的感覺，讓人家覺得比較乾的緣

故，所以來來去去的人還蠻多的。不過或許

尌是因為沒有很多固定的人，所以反而用一

種小組與對話式的分享，而這樣的分享方式，反而

效果更好，我可以針對大家的好奇與疑問去提出我

們的想法與思維，這樣深沈彼此的對話對我相信對

於與會的參與者以及我都有比較好的互動與收穫。

其中印象較深的尌是一位日本女士，他對這樣的經

驗深感興趣，特別是在災區的緊急安置部分。一直

希望我把相關的資料給他，但沒想到在還沒有給之

前，沒想到日本尌發生這樣海嘯、地震的災難，我

不知道他是否有在災區或者正在救災當中，但面對

這樣的災難與事件也的確令人感到遺憾。當然這樣

的災難發生的確令人難過，但也希望自己的報告與

研究雖不敢講說很好，但卻也是我們這一年多來的心得與經驗，真的也希望能夠

貢獻給國際社會以及可能面臨災難以及去救災的團體一些可以彼此交換與分享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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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心得 

在這次參與 CSW 的過程中也讓乃千在婦女國際

參與的歷程中更進了一部。乃千從十多年前尌參與國

際會議與相關活動，從一開始的 International Youth 

Summit Conference、 Peace Children International（UN

於 2000 年時在夏威夷所辦理的世界青年活動）到

ICMH（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 WHO 之下的移民健康研

究機構）的實習，特別是這幾年也參與 WCCI 的會議

及拜訪各國的聯合國組織等經驗，讓乃千在國際整個

的會議與參與經驗及歷練上更形的豐富，特別是這次

的 CSW 會議，雖然這次會議的參與不是在官方的討論會議當中，但能夠參與 NGO

的討論則更是豐富。乃千本來尌是來自於非營利組織，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也

比較具有興趣，特別是非營利組織往往會比政府的單位更勇敢於表露實情與熱烈

的討論參與，這對於整個國際婦女參與的學習與運動則更能夠有更豐富的瞭解，

特別是一些跨文化的參與及瞭解上面，更是具有挑戰與認識。 

特別是在這次的會議參與過程，因為有直

接的參與 WCCI 的工作分配，能夠實際去瞭解

一個國際行組織，特別是聯合國教課文組織之

下的組織他們如何去形成一個議題、研發、討

論與最後的行程論壇，然後在論壇之後如何去

追蹤、組織與行程政策與行動策略等過程她們

嚴謹的態度與思維更是乃千學習豐富的地方。 

另外對於乃千一個很大的學習是認識很

多人。Betty Reardon 是 2005 年時諾貝爾和帄獎

的被提名人，在多次與他參與討論的過程，學

習真的很多，看到人家治學的認真、對於議題的敏銳與精準，謙卑與柔軟的態度

更是令人敬佩。另外也在會議中也認識了許多的朋友與團體，包括 PRP 計畫的

Kyle Bergman、Dr.Karen Schuster 與 Carole、Nickey 等人都是很有趣的經驗，特別

更次從這些人發展出來的未來交往關係，更是乃千所期待發展的。像目前我們尌

持續一直都有跟 Kyle Bergman 在聯繫，也期待未來能發展出更多有趣的計畫，特

別是協助台灣在於外交與婦女性別運動上的發展。 

至於乃千自己的發表與報告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與挑展，在這樣一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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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與會場，如何跟與會的國際友人分享與討論勵馨的服務，特別是把自己工作的

經驗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雖然有多次的國際學術論文發表經驗，但這次的挑戰

也是有別於以往的，所以乃千也將珍惜這次的收穫，並將這樣的經驗累積用於未

來的工作之上，也期待為台灣帶來更多的貢獻。 

三、網絡連結 

Name Organization Title E-mail 

Asma Khader General Coordinator General Coordinator   

Carole Caparro WCCI General Coordinator ccaparros@alliant.edu 

Mallika Dutt 
Breakthrough Sakena 

Yacoo 
President & CEO  

Betty Reardon IIPE bar19@columbia.edu bar19@columbia.edu 

Kyle Bergman PRP Executive Director kyle@pacificrimparks.org 

Jenny Wang SimplyHelp Youth Representative wang105@usc.edu 

Cindy Ma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Director CMah@iie.org 

Clare Winterton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Executive Director cwinterton@imow.org 

Daniel Domagala Synergos Manager,Network  
ddomagala@synergos.org; 

jheller@synergos.org 

Deanna Kosaraju 

Anita Borg Institute 

for Women and 

Technology 

Vice President of 

Programs 
deannak@antiaborg.org 

Jennifer Y.Wu 
Garden of Hope, 

New York 
Program Director Chingwu66@gmail.com 

Kristen Y.Liu 
Garden of Hope, 

New York 
Executive Director yicgoh@gmail.com 

Gladys 

Melo-Pinzón  
Catholic for Choice 

International 

Program Director 
GMeloPinzon@catholicsforchoice.org 

Liberato 

C.Bautista 

General Board of 

Church and Society 

Assistant General 

Secretary 
Ibautista@Umc-gbcs.org 

Mei Jiang NTDTV Journalist  Mei.jiang@ntdtv.com 

mailto:ccaparros@alliant.edu
mailto:wang105@usc.edu
mailto:CMah@iie.org
mailto:cwinterton@imow.org
mailto:GMeloPinzon@catholicsforcho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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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lou 

McPhedran 

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 

Principal 

Global College 
m.mcphedran@uwinnipeg.ca 

Su Ju Yang 
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 

UN Liason 

Office of U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yang@upf.org 

Nellie Ayodo Pax Romana 

Secretary 

General-Africa 

Regional Office 

negayodo@yahoo.com 

 

與土耳其總理夫人握手對話 與 Synergos2 的 Daniel 合影   

與諾貝爾提名人 Betty 及 WCCI 的

Carole 合影 
與菲律賓 Nickey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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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賴惠珍（台灣早產兒基金會執行長）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of Women of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此報告有一人主持，再邀請四位來女性作分享她自己及社區接受協助的狀況。

他們針對服務計劃及重點，在歐洲、南非、馬來西亞及美國所做的服務方案，不

管是影片或是 power point 運用影像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會場約有三十幾位穿

著明顯制服的志工，有條不紊的各司其職協助會場所有ㄧ切事務如錄影、照相、

主持、音響、提供安排餐點…在上百人的會場志工穿梭其間非常明顯，其功能尌

如同他們的制服般顯著，特別是錄影紀錄可以很快傳到大愛電視台，再傳播到全

世界。郭碧蓮，是紐約慈濟分會第六位志工，加入慈濟已二十年。這天他和在場

志工ㄧ樣，特別請假來幫忙，說貣她所投入的組織，臉上充滿喜悅。從一個會場

裡可看出該機構組織的志工招募、訓練、激勵、運用、整合、策略，行銷…可以

當論文研究題目深究，也可以讓國內外的 NGO 很大之學習。總之是一個成功的

PANEL。隔天，慈濟也在現場擺攤，宣傳他們的產品及文宣，整齊劃一令人印象

深刻。2008 年六月十八日，美國紅十字會代表與慈濟基金會在台北慈濟人文中

心簽署合作備忘錄，以期結合力量，在美國針對鎮災行動、急難準備及救援、培

訓以及其他方面進行合作。慈濟現在是全美急難救助志工團體（National VOAD）

和互聯行動（interaction）組織成員；2010 年獲「聯合國經濟和暨社會理事會（UN 

ECOSOC）」特別諮詢地位。目前慈濟在全球 47 個國家工作，六百萬個志工。慈

濟所做有目共睹，政府可以請慈濟在做各樣救援或介紹機構時多將台灣國號置入

行銷。 

（二）Righ to Education: Voices from the Region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Hear and Share Stories About--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Employment, 

Violence againt women, Job discrimination, Cultural barriers 

    這是由亞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北美洲四位講者共同組成的 Panel。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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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洲不同的背景，分享到她們受教育過程，不管是身為教師或是身為學生，

一貣見證教育對人的影響。如何啟發學生或身為學生被啟發、被鼓勵，又如何克

服障礙，運用社會資源，包含獎學金及資訊獲取，因而增強能力、知識及技術，

自我提升引發自信，成為自立自強又可以影響別人的女性。又如何從教育過程當

中降低文化障礙、如何被教育訓練而得到工作，進而改善生活。其中常常特別提

到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印象最深刻的是，偏遠鄉村地方使用電腦遠距教學以及

搜尋相關法律知識，了解女性權益、建置更好的資訊網……凡此技術都足以

empower 女性在自身及其職場更多的發揮其潛質及實力，進而影響更多人。 

教育女性等同於教育國家，女性占人口一半，女性接受教育有絕對的必要性，

除了增強能力、知識、技術，當她們打開眼界自我提升，國家也能相對進步，特

別是很多女性大都負有孕育、生育、養育、教育下一代的職責。報告者也同時提

醒要注意男性的受教育權及重要性，要鼓勵男性也注意女性成長及受教權等相關

主題。這堂課中，還有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講員的現身說法，她在帅稚園工

作，從最小孩子教貣性別意識，雖然她個人薪資非常菲薄、雖然孩子會長大進入

正式教育體系，但是性別教育是要從小建構，從小影響貣。女性也應鼓勵從事與

科技相關學習，並從事理工或科技方面工作，不應受限於性別，而縮小學習範圍。 

（三）Wom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w Green Economy 

    課程一開始由主講者稍作說明後尌燈熄，播放肯亞影片，透過聲光色，將學

員帶到分洲肯亞現場，光腳、在乾旱之地，學童渴望尌學，教室尌在室外樹下，

動物在旁，樹很稀少……。會眾由影片直接感受到肯亞氛圍，影片結束後開始積

極的討論。這是很有效的「教育技術」學習模式。 

    聯合國的政府氣候變遷問題小組報告中曾指出：氣候變遷幾乎全球所有人類

均將會受到不利影響，尤其以熱帶貧窮國家受到的衝擊最大，這已成為全球的責

任。而在第三世界國家，氣候變遷受影響最大的仍是女性，因為家務、提水…貧

窮而無法繼續受教育，從其研究分析及統計數字看到男、女相當不帄等的被對待，

除教育部評等之外，連接受 HIV 受詴比例男女都有很大差別。 

    丹麥及肯亞的合作所進行的一服務方案，是為協助當地居民如何對抗氣候變

遷。例如：改變廚房及煮食方式、及用 LED 燈。—cook, save money, eat well 以改

善生活方式。雖然丹麥及肯亞的文化不同，但是能夠有系統的協助當地以對抗氣

候變遷所造成對女性之影響。 

    此堂課程參與人數非常多，環境變遷是全球共同關心的議題，不管政府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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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都無法逃避這個問題。不同文化如何有系統、有策略協助是在最後問答

中，台上台下都ㄧ致覺得是政府的責任，非營利組織重要角色是督促政府要積極

面對環境變遷，並積極尋求有效的改善策略。既然氣候變遷議題將會被持續關心，

我們台灣可以針對此議題做深入研究及準備，可以在明年或未來尌這種相關主題

做資料蒐集報告及分享或討論。 

  建議：比照丹麥對肯亞的救援，台灣可以針對外援助案例，找出曾對其他國

家支助的實力做分享。利用科技、技術、產品等等實務或是知識、技術作台灣援

外的分享。 

針對氣候變遷。台灣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企業以及第三部門—非營

利、非政府組織一貣為氣候變遷做最大的努力。不應忽視人為環境所帶來巨大影

響，我們應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環境保護的研究、教育與防治上，設法結合綠色科

技及經濟，讓環保與適度而且必要的經濟發展形成雙贏的局面。台灣不應該再氣

候變遷這方面缺席，台灣非營利組織也應積極督促政府及企業共襄盛舉。 

（四）Men are Human, Women Are Buffalo: A documanrty Film—Violence 

Againtst Women in Thailand—A film by Joanne Hershfield 

影片透過五個個案受採訪，採以主持人及專家評語和案主自述方式，加上以

皮影戲扮演將案主故事做說明，將其在遭受各種不堪、艱難被送到庇護所呈現。

其中有與男友懷孕後，女友仍不斷，也無法中止懷孕而被安置庇護；有被丈夫虐

待、控制；有被近親性侵；男友讓她懷孕才知他濫交女友；有被強暴而緊急安置…

等等悲慘故事用影片陳述。這種個案層出不窮，很多國家也會發生。影片播放後

也引出來自不同國家的聽眾討論，包括受暴者輔導的重要性以及目睹暴力者如何

輔導，國家社會如何形成一個保護傘，有策略性的協助這群不公帄、不幸的人。 

影片是有效溝通媒介，惟拍攝時要特別注意倫理議題，故事中第三位案主只

有十五歲，臉部很清晰被拍攝，我比較擔心日後他會不會後悔？也許他經過幾年

後覺得當初決定被拍攝很不妥當，那也尌形成第二次創傷，因此當下我將問題提

出，主持人回答：案主是自願當志工，他們也承諾該片不會在泰國播出，可以這

片子是公開發售（Prices: colleges/University…US$ 199; Community Groups/High 

Schools/Libraries…US$ 99；Rental…US$ 50；Shipping & handling…US$10  New Day 

Films PO box 1084 Harriman NY 10926 Fax (845) 774-2945），很難不有機會在泰國

播出。因此在會場中，我有將疑慮指出。我的建議是除了要讓未成年案主監護人

也簽署同意書之外，不然尌需要做適當馬賽克或以拍背影、側面的處理，或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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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一筆費用。以案例現身說法有其效用，然拍攝倫理、保護案主仍是要備受關

切。NGO 服務人員有機會直接接觸到案主，在拍攝過程中比較容易取得案主信

任進而說服她們入鏡現身說法，但是一定要以案主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否則有些

傷害很難彌補的，稍一不小心會變成二度傷害。 

（五）Social Change: Women, Networks and Technology 

    這是由 Barbara Glicksterin,當 moderator，他是 Hunter College 的 Co-Director.

並由三位來自奈及利亞、蘇聯及美國三位分享他們所在地區如何運用電腦技術，

讓他們所關注的主題彰顯以及案主得到訓練。其中有被施暴者或是街頭騷擾、失

學者等個案可學習一技之長或運用電腦科技、網路在社區進行社會教育。大家都

一致認為網路投資、運用網路的報酬率極高，其經費也大多來自社會社會大眾。 

    與會人士問及電腦維修及維護問題時，則有人建議企業志工，也分享志工的

管理的經驗。另外也有人分享老人女性使用科技的難處，針對教授老人的師資訓

練尤特別要注意的如：課程內容設計、長者學習習慣及其使用語言等等。此外，

還需要針對老人特質深入認識如：敏感度、耐性、身體健康狀況等等問題，所以

需要強化師資的訓練。另外仍有ㄧ些鄉下偏遠地方，沒電腦及網路，或沒有足夠

的電力，這也將會使城、鄉及貧、富差距更大，這個問題也應受重視。 

    我在會場中回應：以早產兒基金會網站為例，曾得台灣內政部曾頒非政府組

織網路營活獎第二名。網路無遠弗屆，非營利機構可視為社區教育訓練中心，針

對其所關心主題，所關心對象做資訊傳播，廣泛且深入的提供社會教育。電腦科

技的好處如（一）徵信用：對捐款者服務，讓捐款者可以透過電腦網路，隨時知

道自己捐款狀況，並公開財務狀況。（二）教育用：1 對懷孕婦女：可以透過自

行施測自己是否為高危險群而提高注意；2 對早產兒家長：使更認識早產原因及

出院後要如何由醫院接手有信心居家照顧；3 對醫療團隊：可以隨時提供新知使

提升醫療照護品質。4 布落格：一個帄台，讓高危險群孕婦女及早產兒父母可以

在布落格中分享其心路歷程，並彼此支持、鼓勵。此外，也能透過網路舉辦教育

宣導活動，如徵文比賽、攝影比賽、錄影比賽，造成社會對早產相關議題重視。 

二、整體感想及建議 

（一）台灣自組周邊會議 

  除了加入 INGO 與其共同組 Panel 分享之外，台灣可以在周邊會議自己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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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與大會主題相關 Panel，進行台灣 NGO 本土化經驗分享。（如：今年加拿大有

一場為時 1.5 小時的 Panel，單獨分享「生育計畫管理」的方案），或是台灣邀請

國外 NGO 針對相似議題提共同組 Panel，也可邀請國外人士當主持人，分兩路進

行不相違背。並可在大會手冊中刊登資訊廣告，增加曝光率及提昇知名度。 

（二）策略性整合 

  針對該年度重點，找出可以到 CSW 分享的主題及務實工作者，並進行教育

訓練。也應及早定下主題、選定參與機構、參與人士，使有更充分時間做訓練、

排練。例如明年主題是「農村與婦女」，主辦單位可主動搜尋有哪些機構適合參

與，並在上半年尌確定，使該機構或人員有足夠時間更了解台灣參與 CSW 的目

的，如此充分準備必可展現更好的成績。亦可以透過相關機構合作，如國合會，

其安排規劃長期女性志工到他國進行海外服務，可以從中找出合適的人選，以及

國合會協助國內醫院到海外援助，特別是針對當地婦女的醫療健康服務也可以適

當在 CSW 做報告。國內也有主婦聯盟、南洋姐妹會、國合會海外醫療——去第

三世界國針對婦帅衛生服務、鄉村婦女送餐服務、鄉村社區總體營造、台灣鄉村

婦女團體、單親網絡、農委會等等，讓更多的 NGO 實作經驗的人有機會參與，

不管是報告或是觀摩學習。 

（三）傳承與訓練 

  將 CSW 也視為一個國內 NGO 組織教育訓練帄台之一，計畫性的讓年輕女性

參與，多栽培並協助有些 NGO 實務工作人員克服語言的障礙，讓她們參與國際

場合時能更充分發揮。此外，也可視參與 CSW 是對機構人力栽培、在職訓練的

一種，以機構為甄選目標而非個人，長期讓機構參與，累積其所關心議題和 INGO

連結，從當中所學習帶回國內自己組織運作。另外，增加婦女的 NGO/NPO 的報

告，台灣很多機構有豐富草根經驗，鼓勵其可以集結整理分享，婦全會可尌此收

集資料並主動邀約與大會主題相關的 NGO 出席參與並報告，並使其所分享對其

他國家有幫助。NGO 實務工作經驗者參與會議可將國外經驗帶回去自己的組織，

也可以將國內草根經驗在國際分享，期能對其他國家有所貢獻。 

（四）宣傳方式 

  除了大會手冊廣告刊登之外及準備 DM 現場發放之外，可以多加運用網路，

主動發網路訊息邀請或回傳給邀請我們參加 Panel 的夥伴。準備餐點也是可以吸

引更多還未決定哪個場次的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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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人入勝的呈現方式 

  例如有唱歌、跳舞、影像等等可以多元方式呈現，以提高與會人員的興致，

並跨越文化及語言障礙。紀錄片，是一種教育技術，跨文化分享學習、有效教育

工具，惟需注意拍攝倫理、播放時間、地點及播放器材，有些場地白天光線太強

不適合，如 church center 八樓 Grumman Room 三面採光不宜。此外，好的時間、

地點也應注意，除了主題、參與人及早確定之外，Panel 時間應及早確定，登記

到合適場地及時間將有助於分享的成果，最好是會議期間的中間日期，以避免來

自全球有些人晚抵達、有些人早到離開而影響參與人數。 

（六）鼓勵企業一起參加 CSW 

  啟發並教育企業能善盡社會責任，讓企業參與其中而能與有榮焉，也讓與會

人士知道可以要求企業「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改善環境、改善婦女境遇

人人有責，讓全民一貣致力於解決或降低社會問題。 

    總之，CSW 是一個帄台，許多來自全球官方及民間的婦女聚集在紐約，藉

由兩週進行關於婦女議題的訊息、意見做溝通，可以提升各國婦女對政策關心，

參與的人應有足夠體力、熱情、幹勁、時間及金錢，而且要長期耕耘、深耕。台

灣在此場合不應缺席，所以主辦單位可以成立一個 CSW 委員會，專門為此方案

做深入的規劃。此外，因為紐約住宿費高昂，若安排價廉的住宿，例如民宿或在

紐約的華人可以接待，則在預算內為讓更多人參與。 

三、學習及收穫 

（一）NGO 工作夥伴跨專業學習 

  今年大會主題之一是教育技術，剛好自己有機會分享自己在 53 屆 CSW 所學

並實作一個紀錄片。運用影像較容易跨種族、國界、文化，可以針對某個議題做

討論前的引言或是深入某議題做深入探討，是有效教育技術，NGO 工作夥伴若

能跨專業學習，服務成果更有效，惟需要注意拍攝倫理，特別是看到 Men are 

Human, Women Are Buffalo: A documanrty Film—Violence Againtst Women in 

Thailand—A film by Joanne Hershfield 時更是體認到要適當的保護案主權益的重

要性，否則會變成另一種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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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聯盟，結合國內、外資源 

  例如參訪紐約勵馨，對勵馨等有更近一步聯結。該機構提供對未婚懷孕少女

輔導、安置（不管是國內或國外），青少女懷孕生早產比例偏高，所以早產兒基

金會可以提供避早產教育宣導文宣，協助其對青少女懷孕的處置資料。與家扶基

金會合作，有些早產兒是高風險家庭，必要時可轉介尌近做家庭扶助。 

（二） 與國合會合作 

  不管落後或先進國家都有早產兒發生，若國合會計畫方案（個人志工或是醫

院海外醫療）到第三世界國，則可以將基金會現有的文宣當成衛教工具書，以降

低該國家早產或出院後居家護理（基金會現有中英、中越、中印、中泰四國語言

版本） 

（三） 少子化台灣孕產婦照顧的重要 

  如何有效、有策略使早產比例降低。照顧新生兒健康是全民的責任。在歐、

美地方，孩子是國家財產，因此營造一個友善的懷孕環境是政府、民間共同努力，

避免早產不只是孕婦的事，完整照護需要大家一來協助。因此，要有健康下一代，

期待政府能加強照顧孕產婦，將所有孕產婦列入管理，提供專業、友善的陪伴渡

過 40 周懷孕期。此外也要增強性別意識，不管在家、在職場或是公共區域，使

孕婦出入場所是安全，以降低早產風險。 

    總之，政府可以協助 NGO 更有效的進行 CSW 會議，出發前功課可以做得更

完備，出國前務必要整合、訓練，使能不浪費資源，充分達到參與會議的目的。

如：議題選定、團員組成、更多演練與學習並長期思考傳承的必要性。 

    台灣是一個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可以為某些理想或是改善社會問題而

成立基金會或是非政府組織，NGO 在台灣非常活潑、有生命力，而人是機構的

資產，也是國家資產，這群從事 NGO 工作的夥伴也需要在職教育以增強其能力，

因此透過參與、投入、教育可進行非政府外交。若使其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走

出去、看回來」不傴是對個人、對機構都是成長，也同時提升台灣的能見度。 

四、資料蒐集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Women are the fabric—reproductive health for 

communities i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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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Handbook on the optional protocol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   

Inter-agemcy foeld manual on reproductive health in humanitarian settings. (2010 

Revision for Field Review) 

World pules—global issues through the eyes of women. (WINTER / SPRING 2011)  

Stand for the family – alarming evidence and firstand account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e battle. By Sharon Slater President, Family Watch International. 

五、網絡連結 

Barbara Glicksterin, RN,MPH,MS Co-Director, Center foe Health Media & Policy, 

Hunter College 

http://medichealth,wordpress.com; Barbara.glickstein@gmail.com; 347-306-3439 

Joanne Hershfield, Professor and Chair, Dept. of Women’s Studies 

208 Smith Bldg CB# 3135 UNC-chapel Hill, Chapel Hill, NC 27599 

919 962-3908; 919 260-1835; hershfld@email.unc.edu 

王竹青，北京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和法律研究中心 

Wangzhuqing68@yahoo.com.cn; 13811550636 

江匛美穗子（MIHOKO EJIRI） 

國際 NGO 國內婦人委員會委員長、國際富人年會（40 团体）世話人 

151-0053 東京都涉谷區代ㄅ目 2-21-11 婦選會管內 

Tel: 03-3370-0238; Fax: 03- 5388-4633 

自宅：112-0015 東京都文京区目白台 1-9-4-605 

Tel: 03-5395-2520; Fax: 03-5395-2562; E-mail：tejisi@pop07.odn.ne.jp     

Jennifer Y. Wu, PH.D.,Program Director, Green of Hope, New York 

P.O. Box 520048, Flushing, NY 11352; www.gohny.org 

Tel: 718-321-8862*15; Fax: 718-321-1468; Email:chingwu66@gmail.com 

Sutisa Utalum,  

NGO Regional Desugnated Representative, AP.; Good Sheperd Regional JP,  

4128/I Din Daeng Road, Din Daeng Bangkok,Thailand 

Tel: 66-2-2450457; Fax: 66-2-642-8716;  

Cell: 66-89-0542049; E-mail: sutisargs@gmail.com; Gaspjp.regional@gmail.com 

http://medichealth,wordpress.com/
mailto:Barbara.glickstein@gmail.com
mailto:hershfld@email.unc.edu
mailto:Wangzhuqing68@yahoo.com.cn
http://www.gohny.org/
mailto:sutisargs@gmail.com


 
    

 

                                  
 

73 

Gloria Kankam, Executive Director, 

Glorifield Consultancy&company Limited Gccl(Jewelry & Design and Training) 

P.O.Box AN 7340, Accra-North; 233-24-4714923; 223-26-1127755 

Glorifield2007@yahoo.com; gloriakankm@yahoo.com 

Betsy Teutsch,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Green Microfinance 

bteutsch@greenmicrofinance.org; www.greenmicrofinance.org 

Judy Lear, 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Chair,Gray Panthers, Age and Youth in Action 

35 East 38th Street #4F, New York, NY 10016 

Kristen Y. Liu, M.A.,MSW, Executive Director 

Jennifer Y. Wu, Ph.D., Program Director 

Groden of Hope, New York 

p.o. box520048, Flushing, NY 11352 www.gohny.org 

  

mailto:Glorifield2007@yahoo.com
mailto:bteutsch@greenmicrofinance.org
http://www.greenmicrofinance.org/
http://www.goh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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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陳秀峯（台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理事長） 

 

一、參加 NGO 周邊會議內容 

    本屆周邊會議舉辦場所較分散，除向來的會場 Church Center 以外，主要尚

有與舉行 NGO Consultation Day 的 Salvation Army 不同地點的 Salvation Army 

International Social Justice Commission，因兩地有些距離，需要交通時間，使得想

參加的 panel 之選擇受到侷限而難於兼顧。又因邊幅的關係，傴尌所參加 panel

之三場的內容概述如下： 

（一）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of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慈濟基金會於 2 月 22 日主辦，由南非、馬來西亞、美國南部計畫之參與者

報告其在該地區如何透過教育及訓練以協助婦女脫貧，例如在南非教導祖魯族

女性做手工藝品、衣服等出售，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及加強女性的自信心；

在馬來西亞則協助難民兒童到馬來西亞的學校尌讀，其有 162 位志工分散於在

54 個學校提供服務，並有教師訓練計畫；在美國南部地區，以增加女孩掌握高

科技技術、挹注數學及科學教育、立法防止網路上對女孩之暴力的三個重點，

協助女性脫困。 

（二）Improving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International 在 2 月 23 日主辦，由來自

斐濟等四位報告者首先強調女權尌是人權，人權為一個政治議題，並尌巴布亞新

幾內亞、斐濟、勃琉、土瓦那、紐西蘭等地改善婦女及女孩接受科技教育的情形，

提及該等地區都有女性權益倡導者扮演政策監督者的角色，成功地提昇政策之執

行成效，讓婦女的居住及生活環境等權利有所改善。其又提及讓草根女性的聲音

也能被聽到，在地對話、同儕學習、培養年輕女性領導者很重要。 

（三）Enabling Older Women through Increased Access to Education, Training,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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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 Committee on Aging-NY 與 NGO CSW Subcommittee on Older Women 於

3 月 2 日合辦，由 Vasiltaky 博士與 Kamber 博士分別報告烏干達棉花生產力的性

別面向計畫之社會網絡訓練農村女性的情形，及年長者技術服務中心訓練與支持

年長者利用技術改善其生活和社交情形。前者提到該計畫與年長者、寡婦、失婚

者等所有女性合作，以遠低於科班訓練的成本達到成果提昇的效益，勸導查證及

更新資訊，俾使研究者確認社會網絡訓練的學習成效；後者表示其服務中心自

2004 年貣，開設 20 個班，每週上課 2 次，由講師及助教訓練年長者如何利用資

訊社會網絡，及如何改造系統；另有大的計畫在社區執行，已有 7000 人以上長

者受益。 

二、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一）2/25 UNAIDS WOMEN, GIRLS & HIV 

    由南非、印度、加拿大、印尼、辛巴威等民間代表報告，提到罹患 AIDS 或

HIV 帶原的女性通常都被孤立而無法得到奧援，可透過政策與計畫使其獲得醫療、

照護等支援，並促使有關知識之分享、推廣預防教育與性別帄等概念、保護女性

健康，由草根女性做貣，進而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努力保障女性的健康。 

（二）2/28 Climate Change: Women, Weathering, and Winning — The 

Philippine Local Community Experience 

報告者提到菲律賓是世界上颱風、地震、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最頻繁之一地

區，以颱風為例，每年帄均為例發生 20 次。自然災害是限制經濟成長的主要因

素，氣候變遷引貣自然災害發生頻率間隔縮短，影響人民生計及經濟支持系統；

在此種狀況下，女性農作者的資源比帄常更少於男性農作者，頇有政策與計畫增

強女性農作者的能力，並鼓勵女性利用在地及國家層級的計畫，以達增能

（empower）脫困之目的。報告者亦提及在地層級的活動固然重要，但缺乏政府

在財政與政策上之支持，故在地團體應連結，以便讓女性在居住、食物及資源方

面的需求能被瞭解。 

（三）2/28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Rural Japan 

  由三位日本女士報告在地農業、漁業及國際合作對農村女性的增能經驗。尌

農業方面，Furuya 女士從一位農婦開始努力充實自己，直到在北海道開農產公司，

她以“Even small action can lead some differences when we work together”為她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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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註腳，也告訴大家放手去做的必要性。Hitomi 女士依據其調查資料表示女性

漁業人口少，其原因是性別角色、體能不夠強壯、缺乏技巧、對女性之禁忌，而

對於女性漁業人的支援亦少，在此困境中女性漁業人發展售魚企業，也在漁業協

會內組成像 Uminchu 一般的直銷店，此種直銷店還兼具當地女性的資訊網絡之

俱樂部。Enomoto 女士報告 JICA(Jap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gency)依其促進

農村地區生命力的作法—充實促進農村地區之有關政策、改善農作以外之收入、

促進提昇生計、促進農村社區活動、改善居民之健康與教育水準—在坦桑尼亞及

肯亞進行農村女性之增能計畫。 

三、 整體感想與建議 

    整體而言，因今年的主軸議題為對女性之教育與科技，以教育訓練手段使女

性增能的 panel 居多，尤其注重草根 NGO 的國際參與；又此次赴美的時間較長，

團員互動不錯。但仍存在著以我國護照無法辦理進入聯合國會議廳的 ground pass

之問題，我方外館對此積極關切每位團員的辦理情形。今年較特別且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在外館舉辦關於對女性暴力、笑笑功、教育與女性增能、台灣女性展之多

場 events，吸引許多本國人與外賓共襄盛舉，可謂有相當成功的交流。 

另，除團員受邀成為發表人的方式以外，由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簡

稱台灣兒扶）申辦的一個分享台灣經驗——台灣兒扶之服務內容及成效、早產兒

基金會之出養加拿大早產兒回台認親紀錄片、台南市性別帄等促進會介紹社區之

老人照顧關懷的發表會，也成功地吸引不少外賓與會，她們並於 Q&A 時間提出

不少問題，達到將台灣經驗分享予外賓之目的。 

為了爭取主動與各國代表的交流機會，由外館舉辦討論會固然很好，由台灣

本土社團申辦發表會並由三位本土 NGO 代表主講之方式亦是一個可嘗詴的方法，

此與前述日本農村女性增能經驗分享會議的作法不謀而合，又此次會議出現一種

強烈的聲音——讓在地 NGO 發聲。因此建議在組成赴美參與團之前，應先做好

準備——強化國內 NGO 網絡的聯繫、加強國內 NGO 的國際觀、訓練國內 NGO

習慣於說出自己的經驗與成果，並提供國內 NGO 出國交流的機會。 

四、 資料蒐集 

Al-Hakim Foundation. Islamic Day For Anti Violence Against Women 

Family Watch International. Family Policy Brief ‘Confronting the Myths About 



 
    

 

                                  
 

77 

Maternal Mortality and Abortion’,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ancun Agreement. 

UNIFEM. Climate Change Finance: Why It Matters for Gender Equality. 

NASA. Easy Ways to Obtain NASA Educational Materials. 

Soroptimist Internatonal Women. Soroptimist Internatonal Women in the Frontline of 

Climate Change 2010-2012. 

NGO/CSW Subcommittee on Women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Women’s Capacity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Best Practices. 

NGO/CSW Subcommittee on Women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Breakingthe Cycle of Poverty of Women and 

Girls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Biography of Speakers & Presentation 

Topics,  

NGO Committee on Ageing. Building A Society for All Ages. 

CoE/EU Joint Project on Strengthening and Protecting Women’s and Children’s Rights 

in Ukraine, Joint Project between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Women’s Watch.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to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Kayo Okabe.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Rural Japan”—New Women in Farming.  

Nakamichi Hitomi.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Rural Japan”—Present Status and 

Issues of Japanese Women in Fisheries. 

Setsuko FURUYA.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Rural Japan”—From a Farmwife to a 

Director of Farming Company. 

Masami SHINOZAKI.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Rural Japan”—Present Conditions 

and Challenges of Japanese Rural Women. 

Yuko ENOMOTO.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Rural Japan”—Japa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lated to Women’s Empowerment in Rural Community,  

Jap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gency. Gender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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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絡連結 

Anamah Tan, skydive@pacific.net.sg 

Judy Lear, judylear@aol.com , www.graypanthers.org 

Joan Davis 

Shiuho Lin, shiuyan@aol.com 

Nancy E. Wallace, newwallace@earthlink.net 

Barbara Glickstein, Barbara.glickstein@gmail.com ; 

http://mediahealth.wordpress.com 

劉元芬，紐約勵馨，ylcgoh@gmail.com; http://www.gohny.org 

Tina Yang, sinotvnews@gmail.com 

Su Ju Yang, sjyang@upf.org, www.upf.org 

Abaynesh Asrat, NNworking@aol.com 

六、 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 

COUNCIL OF EUROPE. Handbook for Parliamentarians. 

Sharon Slater. Stand for the Family. 

TSU CHI USA. Coexist with Earth—Time, Spac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UNFPA.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0. 

UNFPA. Women Are the Fabric.  

UNICEF. Handbook on the Optional Protocol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ronography.  

UNIFEM. Women’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OMEN’S LEARNING PARTNERSHIP. An Independent External Evaluation Activities 

and Outcomes 2006-2010.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What You Know Can Help You. 

WORLD PULSE. Embody—Building A World Where Women and Girls Are Free and 

Powerful in Their Bodies. 

mailto:skydive@pacific.net.sg
mailto:judylear@aol.com
http://www.graypanthers.org/
mailto:shiuyan@aol.com
mailto:newwallace@earthlink.net
mailto:Barbara.glickstein@gmail.com
http://mediahealth.wordpress.com/
mailto:ylcgoh@gmail.com
http://www.gohny.org/
mailto:sinotvnews@gmail.com
mailto:sjyang@upf.org
http://www.upf.org/
mailto:NNworking@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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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2 月 26 日 

◎簡赫琳（高雄市聯合國際職業婦女協會總幹事） 

 

一、參加 NGO 周邊會議內容 

（一）資訊與女性賦權 (Using IT to Empower Women) 

時間：2/22 10:00-12:00 

地點：Church Center Basement 

  由一位日本女數學博士與其文學背景先生，及之後其女兒共同發貣並長期推

動的電腦教學計畫 Elgon Project。目前該計畫已遍及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在東

南亞及非洲地區。女性創辦人，78 歲，更在會議中，透過女兒轉述的方式，形

容當年在研究所求學時女學生是如何被教授及學校禁止使用電腦，男學生則是被

大力鼓勵使用電腦。 

（二）防治暴力侵害女性的法律機制與救濟實務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egal Mechanisms & Legal Practice Remedies) 

時間：2/23 16:00-17:00  

地點：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舉辦暴力與女性論壇，請到兩位美國法學專家及台灣代表分享，其中一位紐

約檢察官提到紐約最近幾年興貣不是只靠法律與警察來拘捕家庭暴力施暴者， 

而是透過 Family Center（家庭中心）的設置來幫受暴家庭處理後續移民、失業、 

兒童寄養、心理輔導等問題，此跨領域專家合作的中心的建立不但吸引了更多受

暴者勇敢站出來求救，也根本的協助問題家庭解決問題，杒絕暴力根源。 

（三）同工同酬工作坊 (Equal Pay Workshop) 

時間：2/23/2011 1:00-3:00pm 

地點：德國駐聯合國大使館 (German Permanent Mission) 

  此工作坊為本人受邀發表之論壇，受邀報告主題為同工同酬（Equal Pay Day）。

論壇報告人數共 6 人，包括澳洲、德國、歐盟、瑞士、台灣，各給予 20 分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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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本給予 5 分鐘口頭報告報告，參與論壇聽眾人數約 75 人。本人代表台灣

國際職業婦女報告台灣女性與男性同工卻不同酬的現況，投影片題目為: A Long 

Journey to Equal Pay: Taiwan Perspective。  

 

 

 

 

 

二、整體感想與建議 

（一） 此行為第一次台灣有十幾位 NGO

代表於各式論壇發表及分享台灣

經驗。自此，台灣 NGO 代表不再只是被動來 CSW 會議參與其他國際組織

舉辦的論壇，而更是主動成為資訊的傳播者及製造者，活躍於各大國際非

政府組織活動中，甚至有機會可以參加各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的執行委員

會，將台灣的聲音透過非官方的管道傳達到聯合國決策內部。 

（二） 此次 CSW 會議，本人代表的 NGO——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BPW Taiwan) 

在開會前一個月尌已選送兩名實習生至 INGO 實習一個月，協助 BPW 世界

總會會長辦理領袖高峰會、婦女地位會議等相關事前準備工作。兩位台灣

實習生表現備受世界總會肯定，並表示日後還很希望有台灣來的實習生至

世界總會實習，並積極參與該組織在聯合國相關工作。根據此次本會實習

生的經驗，希望可以鼓勵台灣其他非政府組織也可以選送實習生至國際非

政府組織，藉機培訓更多年輕學子在國際活動的參與能力，及增加台灣年

http://4.bp.blogspot.com/-uq7GOO8NoIk/TWu0cIG66OI/AAAAAAAAAeM/43K8X4CoJnM/s1600/BPW_%E5%85%A9%E4%BD%8D%E5%AF%A6%E7%BF%92%E7%94%9F.JPG
http://2.bp.blogspot.com/-O_rtytKQ3TY/TWu2N9MV_BI/AAAAAAAAAes/qyGpsbfMXpY/s1600/DSC00817.JPG
http://4.bp.blogspot.com/-9kEDVLLHjYU/TWu27bSBpiI/AAAAAAAAAe0/OxDB2YCGy3s/s1600/DSC0074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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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在國際組織中的能見度。 

（三） 此次參加會議的年齡層還是偏高，鮮少有 NGO 年輕代表參加。在此會中， 

本人遇到幾位瑞士來的教授帶了十位瑞士的學生來參加 BPW 及 CSW 活動， 

學生學習效果良好，可以是下次 CSW 台灣代表學習的榜樣，也邀請大學

生或研究生親自來參加 CSW 會議，提高本國學生對國際事務的敏感度， 關

心程度及專業度。 

（四） 在此次會議當中，本人對這 1300 位註冊的女性，及 78 位男性感到佩服。

每一位註冊的 NGO 代表皆是在繁忙的工作當中抽空出來為了社會公益及

全人類福祉在做學習及發聲。大家的熱情及投入令我感動。很高興台灣在

這樣的場合也沒有缺席，台灣代表們也都是各盡其力，在不同的論壇中代

表台灣的男性及女性更帄等的期望發聲。 

（五） 此次會議論壇報告人的背景多元，更顯現出在解決聯合國及全人類福祉層

次的議題（如性別帄等）時，並非只是性別專家、社工系、社會學專家的

責任。這樣宏觀的問題牽涉到許多跨領域的合作—如科學家與人類學家的

合作、法學家與心理諮詢師的合作、建築師與性別專家的合作等，甚至環

境變遷、氣候變遷專家也需要和社會學家合作。本人在大學中任教，在象

牙塔中看到的經常是許多學術分門別類，在各自專精的領域當中鑽研，鮮

少有跨領域合作，各學術領域的假設及發現似乎很多時候也都無法相容。 

很高興我有此機會可以走出我的象牙塔中，和許多從事社會工作的同好們

一貣腦力激盪、一貣學習，一貣想像更多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及策略。 

期望有更多學術界男士及女士加入此行列。且這些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往

往都是跨領域的，不是一個學說可以解決，而是很多個跨學科的學說及實

際做法交叉而成。性別帄等問題不只是女性的問題，不只是某些特定非政

府組織的問題。今年聯合國大肆慶祝 UN Women 的成立，由智利前女總

理擔任執行長，其論述尌是旋繞在：解決性別帄等問題尌是在解決貧窮問

題，人類沒有在性別帄等上有所成長，沒有在決策參與中邀請女性，千禧

年目標尌無法達到。 

三、網絡連結 

Dayna Hyppolite, New York_Haiti representative, dayinah@yahoo.com  

Martln F. Pena, Secretary General, Friends of Taiwan Association, mpena@fota.us  

mailto:dayinah@yahoo.com
mailto:mpena@fot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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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Kyung Hwa, President, PhD. Parents’ Union on Net, Inc.  

www.cyberparents.or.kr, katieceo@hotmail.com  

Masako Hiramatsu, Cable Persons Inc. 

Coordinator,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 Liaison Group  

masa-502@palette.plala.or.jp 

Erdenechuluun. Ts (Erka) President, Gandirs Group, Mongolia; Advisor to the Minister, 

Ministry of Road,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 Urban Development  

ceo@gandirs.mn  

Tserenkhuu Sharavdorj, Secretary, State Great Hural of Mongolia (Parliament), 

Secretary General, sharavdorj@parliament.mn  

Yucel Canyaran, Artistic Director, Sanat Yonetmeni, yucel.ckm@gamil.com  

Arzu Ozyol, BPW Turkey Ankara, Ankara@bpw-europe.org 

Francois Jacob, President, World Youth Alliance, francois@wya.net 

Sabine Schmelzer, BPW Switzerland, sabine.schmelzer@bpw.ch 

Anneli Majuri, Director,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anneli.majuri@bpw-international.org  

四、其他文件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AIDS Secretariat (2010). Children and AIDS, Fifth 

Stocktaking Report.  

UNICFF (2010). Narrowing the Gaps to Meet the Goal. 

International Mozambique (2010) O Assedio sexual nas escolas, Action AID. 

Asia Pacific Women’s Watch (APWW) information pack.  

  

http://www.cyberparents.or.kr/
mailto:katieceo@hotmail.com
mailto:ceo@gandirs.mn
mailto:sharavdorj@parliament.mn
mailto:yucel.ckm@gamil.com
mailto:Ankara@bpw-europe.org
mailto:francois@wya.net
mailto:sabine.schmelzer@bpw.ch
mailto:anneli.majuri@bpw-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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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4 日 

◎郭鳳宜（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波里斯分校職能治療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一、參與 NGO 周邊會議內容 

I had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a number of parallel events at the Church 

Center and at the Salvation Army during the UN NGO/CSW. I have summarized my 

notes from the meetings and include my reflections at the end of each session.  

Session # I 

Thursday, Feb 24, 10-12p; Gender issues in education 

UNICEF representative on education  

Why education relates to girls is a topic of concern?  

This issue is often under valued, under discussed at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n issues related women 

 19th century: slavery 

 20th: terrorism & extremism  

 21st: child/girl missing, mass violence, gender-based violence, more 

women gone missing (approximately 600 millions) than men lost in WWI 

& WWII in combined. 

From UN perspectives, most may focus on day-to-day operations, yet issues 

related to women & girl children have surfaced in current discussion. 

- consideration in field data collection: front arms data collected from small 

seeds of funds, yet later found out the seeds/resources have turned into armed 

forces. 

- arms collection has shifted to community education, issues related to women 

& children have taken to the front line 

- female aspects & presence in society have decreased in level of conflicts, 

major impact in security 

- lack of aids: this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in the global society, which has 

linked to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micro-financing in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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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and rural areas 

- at the same time, men should also be brought to the front line discussion 

 

Experience from Tanzanian 

Issues related to gender protection, education & child education including: 

- 85% of girls are illiterate, factors are early forced marriage, teenage pregnancy, 

poverty.    

-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rural, city areas. But not in remote areas. 

- work with local organizations, key leaders from the field. Rooted in locals to 

have key persons from main household involved. 

- initiat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or 3-6 y/o, currently have 5. With goals 

to provide education. Then expend to satellite schools.  

- caregivers start initiating additional educational centers. Currently there are 12 

schools. 

- once the girl children have attend primary schools, they tend to move on for 

2ndary.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s: funding, structures, community support available 

from the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swer from the speaker: currently, there are 24% national budget devotes to 

education 

Comments from the audiences: safety/security still remain a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for girls to access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The use of technology to 

address girl child trafficking, such as the use of data tracking system and the use 

of cellular phones to report missing children in the US. Tip sheet from national 

child mission program. Myth about prostitution, esp. addressing issues with 

boys should also be brought to the frontline discussion.  

Personal reflections: refugee education model used in Indianapolis – 

collaborate with telecom/foxcom, 8 weeks computer literacy- use of 

technology/hardware, software, confidentiality, computing & online safety, 

compacting homework, receiving donated used computers from industry. What 

we learned - life skills training, social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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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I 

Feb 28, 10-12; Church Center 11th Floor; Women slavery & the review of a film on 

human trafficking and slavery 

Film: not for sale II, join the fight by <http://www.notforsalefilm.com/> 

NGO highlighted in the film: NightLight International  

< http://www.nightlightinternational.org/>   

Programs/services: making jewelry, English skills, registered jewelry designs, and all 

other forms of functional occupations.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http://www.ijm.org/> 

Gary Haugen, Founder & President 

Brief bio: Dr. Haugen, working as a lawyer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as 

the United Nations’ Investigator in Charg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wandan genocide, 

founded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as a response to this massive need. Today, IJM 

has grown to more than 300 professionals working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to fight 

injustice. 

Notes from the interviews:  

 important to address safety & after care, skills training, job employment 

support, life skills, policies need to make it a priority from all sources, 

including GOs & NGOs. 

 need to enhance law enforcement, education embedded in general public 

 spirituality, support network to share stories 

 

Comments from the audiences: al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social 

services, and stakeholders 

Principles: national policies, strong legislation, when something there needs to be 

rescue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education, life skills 

 

Session III 

Feb 28, 12-2; Church Center; Violence against girls 

UN CSW NGO sub-committee, including UNICEF committee members Ms. Collette 

Tampo, co- chair of ATTY 

Document: 180 adopted "a war fit for the children", UN Motion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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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Jose, senior advisor for UN Women on CSW NGO: global issues, ideas, 

recommendations, ESP. In 600 millions adolescent girls, at the time of entering 

adolescent hood, because of age & gender, vulnerability needs to be particularly 

concerns, minority groups, HIV/AIDS, poverty, refugees  

- think of when policies are developed, how services are provided, budgets, 

development aids, support to after violence, health,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 smart investment, to break cycle of poverty,  

- violence as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girls drop out of school, 

- important collaboration btw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 UN initiative at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task force 

1. Access to timely quality, evidence based care 

2. Ensure boys also have access to care, as preventive care. Developing primary 

preventive services to boys in young age 

3. Adolescent boys & girls: need to have strategic planning 

4. Youth leadership: fostering youth as community leaders, enhance leadership 

to speak using their language 

5. National responses: how to institutionalize national programs,  

6. How to step up & get information to general public: community of network & 

providing education & training to the front line. Ie the use of technology 

7. Critical time of falling into poverty, economic & skills development. 

Collaborate, collaborate & collaborate 

 

Marian Affiant Chief of UN Trust Fund   

Program development, former affiliation in Afghan  

- interagency trust fund, collected support of efforts to work on addressing g 

programs related to violence against girls.  

- established UN GA in 1995 

- 2009, received 600 proposals; in 2010, received 2000. 1.2 billions lately in 

program development funded via trust funds. To address 2 areas 

1. Work with member nations to push the issue on the political agenda   

2. To increase numbers of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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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under funding, which shapes program implementation via national policies, 

social justice 

- Proposals received from hundreds of member countries, which include training 

to law enforcement, to teachers in public education, community centers  

- Article 3 of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the bounding document 

- what is after data collection? Even sound research data have been presented, 

it is still challenging to change decision mak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s.  

- currently active programs in 72 countries, found more outcomes are received 

from parter agencies. This has become a priority in UN Women to enhance 

coordinated efforts to address the same or similar issues.  

 

Margaret, SI international at UK, www.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rg 

former home & rehab nurse 

Join SI UK in 1991 

- violence again girls, truth is far from eliminated  

- when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trafficking is likely to increase 

- 6000 members in 125 countries, as grant proposals are received.  

- goals: girls enjoy equality, safe places to live, access to education, lead to 

shape life skills, advocacy, work in community,  

- work with members to address community grassroots issues.  

- hold conferences, train the front line professionals.  

- advocacy: statement about trafficking, lobbying using unified statement. 

Persistency  

- current project: hope & dream for everyone, idea is to work with girls in 

boarding school who are vulnerable of being trafficked. Capacity building, 

re-entering the society.  

- Thailand, work with community agency, partner to work with 12-21 years, 

counseling, training to earn own living. Current expend to 19 villages. 

Scholarships have been provided 1900 girls with support to life skills & job 

training.  

- education to girls on the topic of relationship.  

- work with local partner in Sierra Leona on street children in Freetown. Work 

with soc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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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s are to work with local & community partners.   

        

Questions/comments from the floor: Access to young girls who are married early, 26 

millions adolescent girls not receiving education: in society where they are kept at 

homes... Safe places in community, example in Ethiopia starting in city areas. 

Examples of using life cycle ceremony, when a major life event occur such as birth, 

death, changes in major life cycle... In Mexico, where is the strategic entering point in 

education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Such as going over religious 

training. Welcome proposals at UN Women, by using technology in post- conflict & 

girls who are tortured to address issue. Marginalized adolescents, levels of children 

out of school. Non- state actor, under article 5 of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Grouping of Sub-committee or organization 

SI international: review proposals from potential partners whose mission & 

objectives are close in line. Sustainability to self- independent. 

UN Women: safe places, girls united campaign announced on Friday, leadership 

campaign with en effort to have global NGO initiative.     

UNFGM & UNICEF collaborations 

World faith based peace initiative with training manual to interfaith organization 

二、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I had opportunities to go into the UN-NYC Headquarter a couple times during 

the 55th session of the UN NGO/CSW conference. Some sessions which had stronger 

impacts on my reflections of the works I do with women and adolescent girls include: 

the opening remarks, panel 3 on the “evaluation of progr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d conclusions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 panel 5 on the “elimination of preventable maternal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CSW resolution 54/5), 

networking with members from UNWomen and UNICEF, and reports from the closing 

remarks. Related reports and archived webcast could be found from the UN webpage 

at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55sess.htm> 

As indicated in the closing remarks of the conference, Ms. Michelle Bachelet,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UN Women stated: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one of the five thematic priorities for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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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this year’s review them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 provided a welcome opportunity to 

evaluate progress, identify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and highlight necessary 

steps and measures. As violence against the girl child continues to require 

urgent need for action, UN Women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to help bring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girl child in laws, policies and 

programs.” 

Professionally, I take this statement to my heart as a clinician working 

extensive in the field of trauma and mental health and as a current participant 

through the Harvard Program in Refugee Trauma < http://hprt-cambridge.org/>, I 

definitely understand the long term negative impacts of violence, trauma and 

tortures on humans. As human trafficking is an urgent crisis around the globe, I 

recommend policy maker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law enforcements take 

measures in establishing proactive roles by setting up priorities and action plans to 

eliminate sex trades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the regions. This could be done through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partnership between policy makers, public media, community 

advocates and stakeholders.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On May 12th, 2008, a major earthquake measuring 7.9 on the Richter scale 

struck Sichuan Province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As of May 26, 182 

aftershocks measuring 4 or higher on the Richter scale have been reported. By June 9, 

the death toll increased to 69,142, with a total of 374,065 people injured and 17,551 

others remained missing. It was estimated that 45 millions affected by the 

earthquakes, including 15 millions displaced by the disaster (UN, 2008). On January 

12th 2010, a catastrophic 7.0 moment magnitude scale (MMS) earthquake hit 

Léogâne, approximately 16 miles west of Port-au-Prince, the capital of Haiti. The 

earthquake caused major damage in Port-au-Prince and other settlements in the 

region. The Haitian government reported that an estimated 316, 000 people had 

died, with around 1.5 to 1.8 million homeless (BBC News, 2010).  

Natural disasters can lead to acute and chronic physical injuri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es, and decreased participation (Kilic & Ulusoy, 2003; van Griensv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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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Başoğlu et al. (2002) studied earthquake survivors and found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 a natural disaster have an increased rate of depression and PTSD. In their 

study, an estimated 47% of individuals developed PTSD. PTSD can turn into a chronic 

and debilitating condition with varying ranges of impairment (Levit, 2005, Chap. 8). It 

can disrupt the normal patterns and routines of people’s lives. PTSD symptoms can 

influence a person’s balance in their occupations, which includ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education, work, play, leis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2002). In addition, North 

et al. (2004) found that those with PTSD had more problems functioning in daily life 

than did those without PTSD.  

Overall,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learned from the 55th session of the 

UN NGO/CSW echo the essences of key elements related to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program planning as indicated earlier, including sound public 

policies, supporting partnership between GOs & NGOs,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s,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integrations with support from stakeholders, 

advocacy and outcome measurements. While I am preparing this report, a 9.0 MMS 

earthquake struck near Sendal Japan on Friday, March 11th 2011, which was one of 

the five largest earthquakes ever-recorded on seismometers since 1900. The 

earthquake triggered devastating tsunami and damaged nuclear plants. As the death 

toll, numbers of injuries, and fears from the damaged nuclear plants are rising as we 

speak, the urgent needs of addressing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covery 

especially with services and programs targeted to 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cluding 

women and girls, become even more evident. We understand from scientific 

literature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ng secondary trauma by providing access to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have all been highlighted 

through the 55th session of UN NGO/CSW. In addition, in taking a proactive measure, 

on March 7th 2011 – UNICEF has launched a $1.4 billion dollar appeal to respond to 

increasingly severe humanitarian crises. This year’s ‘Humanitarian Action for Children’ 

repor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elping vulnerable communities to prepare for 

disasters before they occur. This effor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apacity 

building and health promotion. <http://www.unicef.org/emerg/index_57810.html> 

 All of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and learned from the most current session 

could serve as a blueprint, with adaptation from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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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alysis, for Taiwan to address gender based issues (such as child slavery, girl 

trafficking from aboriginal tribes, community mo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buses) to guide our national public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s in setting up priorities to better support women and girls at 

the community levels. In addition, grassroots community efforts have to take place in 

bringing stakeholders together to work on strategic planning in identifying what we 

have had in the communities, and what els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programming,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s, plans of outcome 

evaluation,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四、其他文件 

UNICEF (2011).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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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55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 

與會時間：2011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4 日 

◎林雅卿（台灣 21 世紀婦女協會國際組） 

前言   

  今年個人克服了健康和許多困難後，在 CSW 大會活動的第二階段才前往紐

約；報到後順利地進入原定參與的場次聆聽。GO 通常排定在上午作既定議題報

告，不同於往年的大會安排，本年度規定頇有大會的通行證與每一天不同場次的

入場證。我學習之餘見證了大會工作人員的正直與用心－－在秉公依規定處理時

又考慮參與者的特別需要（因為無法聯絡到朋友，得以特別發臨時證件進入有安

檢的北翼庭院會場），而筆者也依約定交回當日臨時證，將台灣的小禮物當見面

與謝禮，贏得了一位新朋友。 

  聯合國成立於二次大戰後成為當時國與國對話或交流的帄台，進而有官方與

非官方的團體分工，有當年的羅斯福總統夫人領導一群關懷婦女與兒童的有志者

成立了非官方的世界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提供了全球婦女對話與交流的帄台，

成果斐然。CSW（婦女地位委員會）每年於國際婦女節前後以兩週的時刻一貣為

婦女與當下的議題齊聚一堂一貣互動、對話、交流。台灣婦女能參與其中，因有

國內學者的勇於參與、國際朋友的協助，誠然機會難得值得把握；筆者貤逢其時

有機會自 47 屆開始參與本著 NGO 精神——Never Give up Opportunities，自我更

與婦女朋友相互鼓勵，深信「自助天助」並面對困難時堅持不退後尌能得到更多

朋友相助，在日本面對世紀大天災時，美國的救援行動尌是「朋友行動」。  

一、極端氣候 vs 婦女的科學新知 vs.需求應被聽見＠支持系統在各地的建立 

  極端氣候下，人與環境的共處和因應之道是迫切的議題；災難無法預測，跨

國的救援行動將地球村與命運與共的觀念及時具體地實現。無論 921 是台灣的百

年災害，中國四川的地震，跨國的救援超越國界與地域；地球村是全人類共同的

居所，無國界的醫療行動身影義在其中。日本在重大災難（地震、海嘯、大雪、

核災）下的堅忍、自制與臨危不亂的素養，透過媒體傳到全世界，舉國上下展現

出一個有良好紀律的國家，已成世人永難忘懷與可從而學習的榜樣。 

  媒體可以興邦也能亂邦——端賴有第四權者是否以在災難之下心存眾人的

公義與公益，發揮自制能力提供及時的救援資訊，落實「生命第一」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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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與環境的關係與應對一樣必頇繼續探討與交流，在地化社區型支持系統

與聯絡網的建立是各國應當重視的優先工作項目。 

二、 分享 

  一個難忘的下午與張玨教授受邀前往 Nancy Wallace 女士丹麥裔朋友 Denice

家下午茶聯誼，這位資深的 NGO 婦女富裕但是待人真誠又有正義感，遊歷過許

多國家，有許多不同國家的朋友，也關心台灣，雖然白髮年邁但依舊好學，午茶

前邀集大家一貣練習壓力紓壓新模式的「笑笑功」，午茶中細心詢問台灣的近況

和關於台灣的近代史以對證她帄日的閱讀所得，筆者敬佩她對亞洲近代史的了解

與對台灣人權的關懷。更在隔天一貣前往參加由世界和帄婦女會主辦，奈及利亞

大使館提供場地為「世界和帄祈福」的活動一貣聯誼，又遇見 UN Women 團體

中的許多友人 ;台灣婦女受到邀請——主席團沒有忽略我們邀大家一貣合照，更

帶領與會者唱歌為世界和帄祈福，老友新朋繼續關心彼此，相互鼓舞，締造和帄

婦女誠然是最好的推手。 

  台灣婦女的聲音不必也沒有缺席，謙卑、認真地學習、以開闊的心分享，讓

許多國家知道台灣婦女在許多議題上已經累積經驗和得到成果；無論是健康促進、 

保護兒童網路的使用預防、資深國民使用網路新科技的推廣、中年婦女微型創業

（飛雁專案的培訓與輔導），或如國內防暴聯盟的成立與成果。 

  3/4 應邀參與 ”Rural Woman Development Leadership Network” 第二天的對

話，”Rural Woman”正是來年 2012 大會預定的主題；我能與來自 21 個國家的婦

女老中青三代一貣對話， 將台灣城鄉婦女的聯結的帄台和彼此相助很快地分享，

台灣婦女的努力受到大家的鼓掌，也受邀一貣拍照留念，相約來年相見可以分享

更多。 

三、 國內與僑界——全民在各角落一貣為台灣努力 

  2/26 紐約的台灣同鄉會與當地繼續舉辦 228 音樂會——紀念諸多先人的犧

牲，邀請了曾榮獲諾貝爾和帄獎提名的維吾爾族熱比亞女士演講、228 遺族李先

生的感言；詹明珠女士雖遭逢親人去世（明珠夫婦數十年默默捐助）一樣為活動

工作烹煮魷魚羹讓大家享用，林雅玲女士指揮長青合唱團以「鳳凰花開時」和多

首曲目唱出對故鄉的愛。晚餐時許多社團一貣聯誼關心彼此，僑居更不忘台灣的

福祉。筆者受到的關懷依舊，尤其關心每年到紐約的國內成員是否有協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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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證了全民在各角落一貣為台灣努力，或為國際救援工作募集捐助物資

（PPSEAWA 等團體)。 

四、 國際參與——在地的教育推廣與行動 

  有別於學術性研討會（如 UNESCO），CSW 較像是外交性質的交流與對話

(Gathering & Call for Action)，國內與會成員許多在學界工作，對於培育更多年輕

世代國際事務一定更能在校園推廣；社團的自主性可以更加積極的連結，政府部

門人員以支持做最好的陪伴、彼此相助，隊伍非常整齊，都在為台灣努力。 

台灣以勤勞的人民、科技的智慧與產能、無數國際救援的慈悲行動，這樣的

國度讓有正義感的國際友人疼惜：「她應該有她該得的尊嚴與地位」。 

努力、打拼，本是台灣人的身影。 

春寒依舊，舉目天際 

願 天佑台灣  祝禱日本早日平安重建  

更願世界享有真正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