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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第 62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總體報告 

張琬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一、 會議背景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CSW）隸屬

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 ECOSOC），為聯合國

推動婦女議題的專責機構，是目前聯合國中層級最高的婦女人權委員會。CSW的

主要任務在於「提升婦女在政治、經濟、公民、社會與教育等方面的權利，向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提交報告和建議」，針對「需要立即關注的緊急婦女權益問題」

提出建言，並從 1987年起每年於紐約召開大會。 

六十多年來，CSW 隨國際社會及婦女處境的改變，關注的焦點及任務方向也屢

有變動，較為台灣所熟知的工作成果包括 1979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1995 年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The 4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提出「性別觀點主流化（Mainstreaming of a gender perspective）」，將「北

京宣言暨行動綱領（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the Platform for Action，簡稱 BPfA）」

12 項大關切領域，及其他國家發展會議納為 CSW 審議範圍，2000 年促成安全

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通過第 1325號決議（SCR 1325），要求婦女在預防與

解決衝突以及建構和平上的參與等。 

2015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翻轉我們的世界：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並提出

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簡稱 SDGs）。前言

中即指出要建立「每個婦女和女童都充分享有性別平等，和一切阻礙女性權能的

法律、社會和經濟障礙都被消除」的世界，而 17項 SDGs則有第 5項目標為「實

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女性的權能」（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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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girls）。2016年，第 60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60）更進一步

將年度主題設定為「婦女增能和永續發展的關聯」（Women’s empowerment and its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強調婦女人權的尊重、保護與促進必須是所有永

續政策與方案的基礎。 

今（2018）年，第 62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62），大會優先主題定為

「達成性別平等與偏鄉婦女賦權的機會與挑戰」（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延續

CSW61焦點議題「原住民婦女的賦權」（The empowerment of indigenous women），

以偏鄉婦女與女孩的賦權切入討論，包含基本人權、經濟權與決策權等，聚焦討

論弱勢中的弱勢族群之賦權，也呼應了 2030議程所倡議的「不拋下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之精神。此外，大會亦依照慣例設定回顧主題：「增強婦女使用媒

體與傳播的能力」（Participation in and access of women to the media,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nd use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CSW47議定結論），期待透過資通訊科

技的普及，除了加速推動偏鄉婦女與女孩賦權工作外，亦使得偏鄉婦女與女孩的

聲音能被聽見。 

同一時間，在聯合國場外，由紐約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1（NGO CSW NY）

所主辦的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周邊論壇（NGO CSW Forum）也同步展開，

在為期兩周的會議期間，緊扣著大會優先與回顧主題，約 400場平行會議由來自

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籌組，提供了各地的非政府組織發聲的平臺與交流的機會，

亦透過 NGO CSW NY主辦之事務型會議培力非政政府組織代表倡議技巧並凝聚

共識。 

1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NGO CSW）於 1972年在紐約設立，由近 200個國家級和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及

個人共同組成，同時也在日內瓦及維也納設有總部。NGO CSW針對與聯合國婦女議題相關之政

策、研究與方案提供了一個資訊交流、意識覺醒以及問題討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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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年我國代表團參與情形 

今年，我國與會代表包括民間團體代表、大專校院的在學青年以及公務部門成

員共計45位。分別透過泛太平洋曁東南亞婦女協會（Pan-Pacific &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PPSEAWA）、國際 LGBTI 聯合會（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世界心理衛生聯盟

（World Federation of Mental Health）、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PDHRE）、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World 

YWCA)、國際婦女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國際婦女

法學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國際法律專業的女性協

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in Legal Careers, FIFCJ)、國際女科技人連

絡網(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INWES)、國際自

由婦女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 、國際蘭馨總會(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世界醫學生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IFMSA,)等 12 個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報名（本屆與會代表名單如附

錄），與會代表雖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跨越不同的世代，但關注國際性別議

題的趨勢與發展，是各位代表與會共同的與會焦點。 

承上，今年代表團在 NGO CSW Forum的參與方面，總計有 12個團體（本會、

勵馨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泛太平洋暨東

南亞婦女協會、台灣紅十字會、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中華民國歷屆十大傑

出女青年協會、台灣女科技人學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國際社會福利協會台灣

分會、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以及 1個地方政府（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於論壇期間舉辦共計 13場平行會議。其中，本會呼應大會近年來積極倡議納入

青年參與之發展趨勢，協力與第三屆青年代表團成員共同舉辦「網路世代為開拓

者：偏鄉婦女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Internet Generation as Pioneer: Rural Women’s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會議由我國青年代表開場介紹我國性別平等發展現

況並引言會議主軸，接著請到三位國外講者講者分享網路世代在善用資通訊科技

協助偏鄉婦女賦權的最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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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會心得與觀察 

依據筆者今(2018)年所參與的場次，彙整了以下幾項國際非政府組織所倡議焦點，

可做為我國相關單位在國內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時參考： 

（一） 重視議題的交織性，聚焦弱勢中的弱勢 

今年大會優先主題以「偏鄉婦女與女孩的賦權」為主軸，使得「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這個單字在會議期間高頻率地出現。除了大會主要討論

的偏鄉婦女與女孩外，其他具有雙重弱勢身份者，例如：身心障礙婦女、女

性難民、少數或弱勢種族女性等，都是在全球發展進程中容易被忽略與遭受

雙重歧視的群體。聯合國婦女署執行長 Ms. Phumzile Mlambo-Ngcuka 在會

前會中便提到：在 SDGs 的架構下，要同時達成 17項目標並且「不遺落任

何一個人」（Leave no one behind）的首要工作，就是聚焦在「弱勢中的弱勢」

群體之上，因為從這群人的賦權討論起，才能全面的看到在推動性別平等工

作上最迫切的議題。 

（二） 留意「有害的(傳統)社會文化」的反作用力 

當我們在積極推動婦女賦權培力工作之際，別忘了留意具破壞性的「有害的

(傳統)文化價值」可能正在削弱培力工作所產生的正向影響。換句話說，推

動性別平等工作必須雙軌進行，在投入婦女賦權與培力工作的同時，也必須

致力於消除一切有害的傳統文化或社會價值，以更有效率地達成性別平等的

目標。 

（三） 蒐集在地／個人經驗，找出問題的根源 

社區在地的經驗以及個人的故事，是協助描繪問題全貌的關鍵，且問題的交

織性通常也是透過在地經驗與個人故事才看得出端倪，找到線索，並進一步

發現問題的根源。換句話說，統計數據其實都是由個案組合而成。以今年出

席捲全球的#metoo 運動為例，受害者透過網路媒體揭露個人經驗，讓大眾

驚覺性騷擾案例，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普遍與頻繁。同時，這種由下而上

（bottom-up）的倡議運動，除了迫使相關單位採取法律行動外，也逐漸扭轉

過去普遍先「檢討被害者」的社會風氣，讓受害者更勇於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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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落實、落實、落實」（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以及夥伴關係的建立 

猶記兩年前在 NGO CSW60 Forum(2016)的會前會中，聯合國婦女署執行長

Ms. Phumzile Mlambo-Ngcuka針對當時剛推出的 SDGs即提出「落實、落實、

落實」的口號，今年的會議前聯合國婦女署即出版了一本 Turning Promises 

into Action: Gender Equality in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報

告書，旨在更清楚地說明永續發展目標中的性別議題，並提供案例參考。另

一方面，無論在官方會議或 NGO論壇中，都可以聽到呼籲建立跨領域、跨

區域夥伴關係的聲音。夥伴關係的建立，除了讓資源更有效地利用之外，也

可以確保資訊的對等。根據筆者的觀察，公司企業的角色在近幾年的 CSW

中有越來越多的討論，例如今(2018)年的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 Forum就直接納入 CSW62 Side event的議程，提供官方代表、非政

府組織代表以及企業代表一個交流的平台。 

（五） 將所有利害關係者（stockholders）納入培力對象 

延續上述的建立夥伴關係，聯合國婦女署自 2014年底發起「HeForShe」倡

議後，男性的參與在 CSW的場域中一直持續著討論，也不乏具有影響力的

男性挺身而出支持，並且某種程度的喚起公眾的意識。然而，如何讓議題圈

外人（outsiders）真正認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其實有賴於將所有利害關係

者納入培力對象中。在筆者參加的一場周邊會議中，聯合國婦女署的秘書長

打趣地向與會代表說：「我很愛妳們，但每年都跟同一群面孔講話也滿無聊

的，希望未來在會議中能看到更多男性以及來自不同領域的夥伴。」 

四、 大會主題趨勢與未來與會建議： 

綜觀今年的參與成果，以下將就明年大會主題趨勢，以及我國代表未來的參與模

式提出以下建議： 

（一） CSW63大會主題趨勢 

延續近年聯合國婦女署呼應「永續發展高階政治領袖論壇」主題2主題的策

2 2019年「永續發展高階政治領袖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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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CSW將第 63屆大會優先主題定調為「以社會保護網絡和公共服務及永

續性建設達致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回顧主題則為 CSW第 60屆主題「婦女

賦權及其與永續發展的關係」（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另外，由於 2020年為《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25

週年，且適逢《永續發展目標》5週年，因此可以預測明年的會議勢必也將

圍繞以上兩項文件討論。 

（二） 未來與會模式建議 

1. 籌組平行會議方面

根據近兩年各組織代表申請平行會議的經驗，主辦單位(NGO CSW/NY)

對於平行會議的主題要求更趨嚴謹，必須和當年度大會主題緊密扣合，

獲得通過的機率較高。因此，建議計畫參與明年 CSW63的夥伴們，先

就明年主題的背景做研究，並找出刻正執行的工作或方案中是否有能扣

合之處；亦可結合國內其他 NGO或公務部門代表共同籌組，凝聚發聲

力道，展現我國跨領域的夥伴關係；另一方面，也可努力連結各國際非

政府組織共同辦理，除了使得會議討論面向更為多元外，亦能透過國際

非政府組織的網絡共同宣傳，提高會議的曝光度，增加與會者的多元性。 

2. 參與會議方面

有鑑於 CSW是一個聚集官方代表與民間團體的大型會議場域，因此假

設能在一年前即籌備參與計畫為最佳，除了國內各項與會補助資源幾乎

都必須在與會前約 10 個月前遞出申請外，大會針對優先主題的討論與

意見凝聚都是在前一年度進行，最後兩週的會議更像是發表議定結論

(agreed conclusion)的場域。因此，無論只是單純參與會議或是預計籌組

平行會議，行前對會議背景有充分的了解，對會議主題有相當的研究與

年度主題 Empowering people and ensuring inclusiveness and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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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都是必備的功課，且皆需要長時間的準備。 

在與會期間，由於 NGO CSW Forum 有將近 400 場的平行會議提供選

擇，因此鎖定欲關注議題是很關鍵的，建議夥伴們可從《北京宣言暨行

動綱領》或《永續發展目標》出發，選擇自己關注的議題，比較各區域、

各組織不同的論述與觀點；另一方面，從不同的身分別（青年代表／非

政府組織代表／公務部門代表）來規劃參與的場次以及連結的對象，將

可大幅提高與會的效率與收穫。最後，如何將與會的成果轉化為持續在

國內推動的計畫或方案，是參與國際會議的終極目標，因此假設能在與

會前即有計畫雛形，與會期間與各國代表討論交流，透過國際的視角檢

視計畫，將會是與會者的寶貴收穫，亦提高與會效益。 

五、 與會照片： 

 
圖 1：CSW61我國代表團與駐紐約經濟暨文化辦事處徐儷文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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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7青年代表團暨本會合辦之平行會議現場 

 

 

圖 3：CSW62 Side Event 由聯合國婦女署與英國衛報合辦 #MeToo- Now 

What? Women in Media from Outcry to Action，邀請好萊塢知名影星 Sienna 

Miller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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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

周邊論壇》 

民間代表心得報告 

與會時間：2017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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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  

撰寫人：呂欣潔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研究員)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這是我第四次參與 CSW NGO 相關會議，但是第一次正式的由機構名義申請舉辦

平行論壇，是一次很好的學習，也很成功的邀請了從泛太平洋地區的夥伴一起

討論，會後也有很棒的回饋。這次開會同樣的和同事阮美嬴一起參加 UN LGBT 

Caucus Group 的討論和會議，這些年的經驗一樣希望有更多的年輕 NGO 夥伴可

以一起投入這對台灣難得的議題外交機會。 

 

CSW 是很重要的以性別議題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機會，在紐約聯合國的倡議工作

中，LGBT 團體也很投入的希望能夠用更適切的語言，納入更多 LBTI Women 議

題，如果台灣的代表團能夠以身作則，稍微調整在語言上所提到有關「婦女」

的定義，以「婦女/性別」作為更大範圍的討論，相信也可以證明台灣是一個非

常進步且接納多元的國家。 

 

整體來說，這次的 CSW62 經驗很順利，雖然依舊有遇到無法更換 Ground Pass

的狀況，但基本上團員們都能理解，將相關的資料放置在線上硬碟中，同時用

Line 群組彼此溝通，減少紙類的浪費，一同為環保盡一份心力，也比較方便查

詢，是很棒的方式。下一次希望有更多機會能夠團員們彼此交流所參與到的場

次，以及其重要的、值得分享的重點，促成訊息交流的最大化。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 1 名稱：Can We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in a Context of Criminalization? 

主辦單位：Amnesty International, RESURJ, The Global Health Justice Partnership 

時間：2018.3.12 10:30-12:00 地點：4 W 43rd St. Soc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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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

目前許多與性相關的議題，如墮胎、愛滋、同性性行為、青少年間的性行為等等，

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仍都是入罪化的狀態。但將這些行為以入罪化的方式處理，

是否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或是如何在這個狀態之下，去達到性別平等和所謂伸張正

義，是這場活動最主要的討論焦點。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者，提出國家應該從以下五個角度去確保/思考為什麼要使

用刑事法：legality, legitimate aim or purpose, necessity, proportionality, non-

discrimination。並提到我們可以從人權的角度去挑戰這些入罪化的狀況。 

而另外一名講者，則提醒了大家當我們在討論性相關議題入罪與除罪化，其實可以

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涉及到性暴力，一個則沒有（如性工作），在分類上是需要

有不同的討論。並且可以從三個面向去看這樣入罪化的效果：empathy, solidarity, 

accountability，前兩者談的比較是我們有沒有去尊重這些事件，而後者提的將這些議

題入罪是不是一個有責信的作法。但不論是哪一個面向，都不代表說這樣的討論是

要讓任何「犯錯」的人去逃脫責任。更應該去思考的是入罪化真的能促成行為的改

變嗎？這是否是一個足夠好的工具，或這僅僅是擁有強大的國家權力，但卻從未細

緻的思考所謂更公平的體制、以及何謂合理的跟真正有幫助的「懲罰」。

會議 2 名稱：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Femin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主辦單位：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 RFSL, COC 

Netherlands.  

時間：2018.3.13 16:30-18:00 地點：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

這場邀請了來自印尼、塔吉克斯坦、斐濟的女同志與跨性別運動者以個人經驗分享，

在偏鄉的 LBT 女性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是來自於因為訊息與資訊的缺乏、與經濟能力

的限制，在遭遇因性別所遇到的暴力時，她們完全不知道向誰求援，或只能遷徙到城

市，而不能留在自己的家鄉。LBT 女性在這三個國家所遇到的困難是遠高於大家的想

像，他們希望透過自己經驗的分享，提高 LBT Women 的能見度，同時提醒大家關注

缺乏資源的偏鄉同志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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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3 名稱：Supporting Rural LBT Women’s Movement-bui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主辦單位：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時間：2018.3.13 18:15-19:45 地點：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 

由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所申請舉辦的平行論壇，邀請了來自中國、斐濟、

新加坡和熱線的講者一同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希望是以「工作者」的角度來分享，

同時也在彼此討論的過程中，去反思身為有優勢位置的運動者所擁有的資源，該如何

真實的回到地方來讓更多的 LBT 女性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我自己認為在這一場的討論，回應到在台灣同志運動中不斷希望讓更多弱勢身份被看

見的初衷，比如說每年在同志大遊行的最後終點舞台，總是希望邀請更多不同身份的

同志上台說話，讓跨性別、陰陽人、青少年、老年同志被看見，而不是由他人的代言

是非常重要的，同時，這場座談也討論到所謂「偏鄉」的概念，對於資源相對缺乏的

LBT 女性來說，在城市的人並不必然的比在偏鄉的人擁有更多資源，舉新加坡為例，

雖然新加坡被視為已發展國家，但由於法令的限制，LBT 同志所擁有的資源不見得比

較多，所以偏鄉的概念不必然要和經濟發展劃上等號，因為每個國家的同志相關政策

不一定和經濟發展成正比，應更細緻的來看 LBT 女性的社會處境，才能發展出真正適

合他們的運動策略。 

 

會議 4 名稱：Without abortion it not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for rural youth 

主辦單位：Youth Coalition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時間：2018.3.14 16:30-18:00 地點：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 

ㄧ樣從教育的重要性切入。講者所討論的是聚焦在發展中的非洲國家：瓜地馬拉，

肯亞，秘魯，剛果，宏都拉斯和馬達加斯加。 

這些地方的共同性都在於：墮胎仍是在法律或是道德層面上是一個被禁止的事情，

所以當地的女孩常常因為知識不足、沒有健全的醫療，在可能因性暴力或其他非預

期懷孕的狀況，面臨到不安全的引產情境。但也政治環境不穩定的狀況，講者們身

為組織工作者，比較能夠採取的策略都是從教育，以及提升健全的醫療資源。目前

已經有一套綜合性的性教育內容（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需要讓青少

女/年除了了解知識之外，還需要會知道實用的技巧，如怎麼使用保險套，怎麼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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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討論去做性病測試等等。但在推行這套教育模式時，所面臨的是教師本身的培

力，當地對於教師的訓練也是匱乏。 

而其他在當地推動性教育的策略之一，只要和熱線也很類似，走同儕輔導的路線，

講者之一就是以青年的身份發言，並帶來了當地青少女的現況，希冀透過教育和培

力的過程，能夠逐步在當地實現性別平等。 

 

會議 5 名稱：Reclaiming Faith and Family by the LGBTIQ Community : The Ethics of 

Reciprocity 

主辦單位：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IFOR) 

時間：2018.3.16 14:30-16:00 地點：CCUN  

紀實 

此講座邀請了兩位來自大洋洲島國與南非的講者，分別從個人身為跨性別與女同志

的生命經驗出發，談信仰與自己的家庭。兩位講者都有提到家庭的定義，是會依著

不同的種族與文化而有差別，目前我們對於家庭的想像（以核心家庭為主體）大多

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但在如 Samoa and Pacific Region，就非常強調集體，總是使用

“we“來表達關係，是個大家族的概念，以及彼此互相照顧；也或是在一些原住民

的部落當中，還會更強調人與土地的連結。 

其中令人較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跨性別工作者，他同時是為領養了兩位孩子的單親

母親跟信仰領袖，會中分享了他怎麼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聖經，去看見聖經的包容

性，也談自己作為母親的經驗，和目前怎麼跟孩子的原生家庭互動，讓孩子能有更

多家的連結。在問答時間，也有一名具有信仰的母親舉手發言，表達自己很多時候

被歸類在所謂反方的角色，但他聽了這場講座的分享，卻發現彼此其實是很相同

的，母職的角色和對家庭價值的重視是可以彼此對話，也很希望能藉由這樣的場合

作為一個彼此了解的契機。 

 

會議 6 名稱：Human Rights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LBTI Rural Women and People 

主辦單位：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時間：2018.3.19  18:15-19:45 地點：C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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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 

本場次分享了當初日惹原則是怎麼樣在 2006 年的時候被討論出來，同時也討論了 YP 

10 plus 的使用策略，以及人權概念是如何在不同國家機制下被運用。這場最大的收穫

是提醒了我們在聯合國日惹原則的存在，以及 YP 10 Plus 的討論，或許是之後 NGO 在

撰寫影子報告的時候，可以拿來使用的工具與策略。 

 

會議 6 名稱：Making Gender-friendly City for Rural/Indigenous Migrants: ”PPPS 

model”from Taipei. 

主辦單位：YWCA of Taiwa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時間：2018.3.20 14:30-16:00 地點：SA, Auditorium 

紀實 

由台北市政府主辦的場次，首先先談台北市政府如何依據ＣＥＤＡＷ，和 PPPS 模

型，建立起一個性別友善的城市。PPPS 模型代表的是從問題診斷（problem-

solving）開始，診斷出問題後開始擬定政策(policy-making )、設計服務方案

(programs-design)，最終將服務傳送出去(services delivery)。接著是勞工局賴局長談

如何在市政內推動職場的新文化，並提到未來的兩個重點會是在同工同酬，和育嬰

假上。接著是春鳳老師分享，都市原住民婦女的相關福利政策，最後則是來自美國

的原住民工作者，談其工作經驗，但我們認為他所提及的家庭觀和理念，過於二

元，並未納入多元性別或其他家庭型態的思考。 

 

 

（三）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若有參與請說明） 

會議名稱：Youth, Gender and Identity 

主辦單位：UK and Denmark State Side Event 

時間： 地點： 

紀實與觀察 

社會規範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對於性別的解讀、行為、期待和可能性。而現今社群媒

體對於青少年來說，更是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社群媒體，有許多顛覆

傳統的可能性出現，但網路上的仇恨言論、霸凌的行為同時也是目前青少年所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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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很大的危機。在英國，有非常高比例的青少年因為性傾向的不同遭到霸凌，跨

性別的青少年自殺；丹麥則有兒童色情片，以及非常高比例的青少女在網路上遭到

攻擊：slutshaming, victimblaming. (如身形遭嘲笑或是裸照被外傳)。對於現在的青少

年，也因為社群媒體的影響，從過往會去思考我是誰（who am I?）轉變為我認為我

應該是要什麼樣的形象（which I think I’m supposed to be） 

在講者們分享完，目前他們所看見的現象後。比較令人印象深刻的討論是所有的講者

都非常強烈的提出教育的重要性，如何透過教育青少年以及家長，去讓目前網路上的

風險降低。但所謂的降低風險，也不代表著去禁絕網路上的資訊，而是應該思考如何

開誠布公的好好和青少年去討論，如同其中一位講者提到，對於現在的青少年，除了

社群媒體之外，pornhub 也是他們非常使用的往展，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事情，但不

應該避諱，而是去對話。 

 

（四） 附件 

 具代表性照片 3 張 

 

LGBT Caucus Group 每周三五中午的會議，討論各場次的狀況，以及對 UN Women 的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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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本次 CSW62 舉辦的 NGO 平行論壇，約有五十人左右參與，

現場討論熱烈。 

 
熱線工作人員呂欣潔與阮美嬴與台灣駐紐約辦事處徐麗文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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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主辦討論日惹原則（The Yogyakarta Principles）如何

針對 LBT Women 有所幫助的場次。

 網絡連結（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識的國際友人名片或 email 等連絡方

式）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出版品請提供編著者、文件

名稱、日期、出版單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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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2 日 

撰寫人：林春鳳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理事）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2018.3.11 從高雄出發，飛了十幾個小時依然是 11 日，但可惜的是在 Dallas 轉機

的時間太長，導致飛紐約的班機沒有趕上，在過境旅館待了一晚，清晨 3 點 15

分再次出發到機場等待 952 往紐約的班機。 美國這個國家就是大，國民水準尚

可，因為大家經濟算良好，但肥胖的比例較高，在機場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就

慶幸自己擁有健康，可以經得起長途的旅程，也有著清楚的眼睛與耳朵可以看和

聽，這次行程就再學習不同國度的體制和思維！ 

2018.3.12 抵達會場，第一個場次的場地頗小的，人還算多。在會場聽了兩場次的

活動。是 12:30 幼兒照顧議題在 Blueroom 而 12:30 護理之家的處遇 在 Gally。下

午再到註冊中心換證，結果台灣護照不被接受，我的泰國駕照也過期，在櫃台前

被拒絕，下回要找更多證件，美國及各國的駕照是可行的，但成本頗高，在國際

的參與自由意志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台灣對我來說就是自由的代名詞，在台灣

這個土地有可溝通的模式可運行，人民可以學習遊戲規則，要談理性，國際間沒

有那麼多自由，因為太多人，這些人共同制訂的規範，不見得適合所有人，就如

國際法３１６６條之規範，台灣不列為國家，而導致無法自由地參與聯合國的會

議。又花了一些功夫找到住的地方，真正體驗到在家的幸福與快樂，暫時窩居在

紐約的一角，經驗的代價相當高，不可盡信網路和片面之詞，這次找到的民宿品

質並不佳，但仍慶幸有一個小空間可以待，尤其是下雪的三月，窗外正在飄著雪

呢！ 

2018.03.17 

    我在 TGIF，紐約市ＰＥＮＮ 車站，形同流浪在紐約街頭，心想著我有許多

站可以停頓，所幸我有能力給付行程的費用，旅行本身就是花錢的歷程，流浪也

是如此，這次的行動發現我是多麼的幸福，因為手能寫腦能動口能吃腳也能走，

因為還年輕又有能力給付這些花費，最重要還有一個民主的國家體制，雖然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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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頗低，我也有能力應付也就享受在其中，以後再好好地保養身體，好好計畫

生活的調適，今天最大的領悟就是當下是多麼福報的一件事。

2018.03.18 及 19 

這個週末我在波士渡過，交通有兩種體驗，其中一種是火車，另一種是巴士，

兩種都有不同的滋味與風貎，也有他們的方便與不便，火車上的發現是免費網路

程餐車服務，巴士則是每個位置都有插座很方便，還有閱讀燈。

  在波士頓去哈佛大學看了一個玻璃的特展，這個特展描述１８世紀的科學家

用玻璃留存植物標本，在那個時代竟然有這麼精緻的藝術品，今天看起來都還覺

得是大工程呢，也佩服他們的耐心與智慧，今日許多東西都數位化了，過去的人

實在是不簡單。在波士頓還看了另一個石頭展，各種顏色的石頭在這裡展出感到

他們的富有，遇有良好的管理機制，這麼好的展出背後有著多少用心的團隊，雖

然時差衝擊著我的精神，但利用那導覽的聲音也可以不斷地吸收與學習，也讓我

開了眼界，認認真真地學習是必要的。

2018.03.20 過了一週，參加的人好像少了許多，10:30 有一群來自台灣的團隊，

台北市政府談性別平在市區，王麗容教授主持，性平辦公室饒主任和另一位教授

還有印第安婦女等從不同角度談性別平等，效果還不錯，這就是行銷的方法，但

不必太局限自己的能力，要站在較高的位置表現自我的價值。12:30 是來自大陸

的ＮＧＯ，財力足夠但國際觀不太充足，是由佛光山一位依法法師所領導，她有

偉大的志願，待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仍能宣導其宗教的理念真是不簡單，中國新

起的非政府組織仍有其良善的一面，事實在大陸確實有許多待扶持的團體，但如

何強化每一個地方的美麗才能有真正的價值，14:30 輪到青年會與台北市政府的

場子，有王麗容教授，勞動部局長，我及印弟安的教授，我們各自發表我的想要

傳達的理念，也都各自滿足了期待，唯美國籍的教授完全不按稿子演出，改變原

本的內容脫稿演出，其實也很不錯。

心得：

從各地聚集在紐約的參與者大家都想吸引大家的注意，但能否達到目的就要

看機會與本事，最大的收穫在於個人的成長，思想的獨立性，行動的有效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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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事情的成熟度，這次出門感愛到培植青年之必要，再者不要以為個人很偉大，

這個世界有夠大的，大自然的力量超過每個人的想像所以要謙卑！ 

總心得： 

1. 持續參加的必要 

(1) 對外界的認識:不論新手或老手都可以與世界的脈動保持連結。 

(2) 新手上路帶領：新手難免會不知如何分配時間，有人指導有必要。 

(3) 學習良好示範的機會：許多的場次表現力極強，要多看。 

(4) 檢核自我成長的程度：看了別人的程度就知道自己國家要怎麼做 

2. 聯合國角色的變化 

(1) 仍然是一個具指標性的表現平台 

(2) 目標中仍有著良善正義之特質 

(3) 太多人的價值觀表達會相互拉扯 

(4) 主要國家的思維態度會影響運作模式 

(5) 小國或經濟弱勢者存活不容易 

3. 未來聯合國參與之模式建議 

(1) 培育不同階段與不同層級族群地區人才的好地方 

(2) 持續參加但分散精力讓持續擴展力存在 

(3) 帶回可用之資訊，團體運作方式讓力量集中與客觀，找出長期運作最佳

模式。 

(4) 與外交部合作，培植國家種子人員 

(5) 多與他國交朋友，且由ＮＧＯ擔任主要角色 

(6) 政府部門的參與但要與民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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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名稱 1：Supporting Rural  LBT Women’s movement-bui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主辦單位：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Taiwan Tongzhi(LGBT) Hotline Association) 

時間：2018.03.13 下午 6:15 地點：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 

今天第一場在下午 4 點展開，搭地鐡到中央車站，再走路到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場地算足夠與寛敞，前一場全說西班牙語就聽它的韻律吧！ 

大家準備坐一圈 

先從自我介紹開始，台灣兩位、新加坡一位、斐濟、中國北京一位。 

民眾第一位來自非洲、澳州、巴基斯坦、喬智亞、日本二位、墨西哥、印度、

LA U 華聖頓(中國學生)二人、加拿大三人來自同一家庭、台灣 DPP、台灣醫學

學生、U 學生、台灣學生等２０人。 

20 年的 NGO 經驗在台灣，有年輕同志服務年長者對話組織、LBT，建立網路

世界，讓女同志可以找到適合機會表現自己及找到其他的朋友，社區的建立讓

更多人友善的環境，線上資源、800 會員到郊區上課，推廣女同志的認識。 

斐濟的分享者，對於女同志還是有大大的區隔，在主流與偏鄉之機會，全數為

原住民族的斐濟持續有偏見的處境，另外，性侵與暴力情況非常嚴重，所以我

們還要不斷地努力。 

中國代表其實在加拿大長大的，對於真正的偏鄉中國婦女是得不到護照也找

不到資源來聯合國的。2015 年在北京開始有女同志協會，我們少少資源與組

織運作，過去 5 年協助山東省成立協會，但孔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不容易推

廣這個思想，女同志的運動在中國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知識水準在村莊也是

差異很大，壓力除了來自社會也來自家庭。我們目前沒有偏鄉的成員。 

新加坡的分享者，談起南亞的協作組織，我們牽動 11 國家超過 64 萬人口，

還有 800 多種語言，在亞洲幾乎沒有組織運動，現在靠台灣的女同志協會才

有這個機會可以發表我們的想法，其實金錢變成溝通的條件，純思想的運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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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容易，偏鄉婦女語言是受限的，女同志的婦女更是隱藏的，好像城市是比

較容易的。 

心得： 

在台灣應用性別平等機制，包含多元性別、文化，使社會達到更公平和擁有機

會。 

 

 

會議名稱 2: increasing prosperity for Rural Women：Implementing endured SDG 

主辦單位: 英國的 NGO 一起發表 

時間: 2018.3.13 下午 4:30 地點: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 影響政府的政策 

1.包括弱勢層級政策決定之歷程，事實要有資源之投入方可協助當地婦女 

2.我們支助來自會員，做全世界的世務，主要是教育改變，低階的民眾

KPNG，我們有好計畫和設計 

3.青少年與婦女的不同團體合作，10%-80%希望有所進步。學校是基礎位置去

探索性侵、性暴力，我們也有不同性別的性平活動。 

人口販運也是我們注意預防的。 

4.年青的團體、雙性教育情況不同，尤其是偏鄉，所以提供工具、種子去改變

偏鄉婦女的生活狀況。 

難民的處境 

5.實際實踐的經驗，如何偏鄉基於文化；椰子和可可是主要產品，我們希望提

高此兩產品的價值。利用協會，改造產品、提高價格，我們做領導訓練，合作

形成新技巧；從這樣的訓練後大家有更好生活。 

6.SDG 的目標，讓偏鄉婦女能主導經濟力，我們檢測她們的收入，自信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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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力。 

7.國際組織無障礙的協助，我來自農村，我是很活力的人，但我的視力有些問

題，考駕照成為困難，晚上我看不清，所以我依賴他人，

成為殘障者，所以我更關心身心障礙者婦女的情況。 

問與答：我個人提問文化如何在公共議題中被納入討論? 

1.培養在地領導人 

2.有資源投入 

3.教育提升能力但不改變文化 

4.社區基礎推動改善機制 

 

會議名稱 3 : 

主辦單位: 世界女青年會的平行會議 

時間: 2018.3.14 地點: 

紀實: 

下午 4:30 世界女青年會的平行會議，澳洲的 YWCA 與世界 Y 組織-南太平洋青

年領導人發表有尼泊爾、撒摩和巴布亞新幾內亞三位年輕人一起展現，邀各國

年輕人一起討論，是行動劇也是互動，做得非常好；我原先準備發表，但轉個

彎，在互動時間表達兩次來自台灣的問候和立場，也算是相當好的連結。 

心得：聯合國的平行會議可以很多元，充分準備是必要的，返國後帶領與培植

更多年輕人參與更是需要，婦權基金會組織青年團隊很棒，後續的作為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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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國際人才，也要有所啟動再行動吧！ 

 

會議名稱 4 : Internation Forum on Rural Women (www.ifrw.org.uk@ruralwomanforum) 

主辦單位: Associated Country Women of the world 

時間: 2018.3.15 地點:第五街６２８號 

紀實: 這一天的主場放在下午，上午的時間專心整理衣物和資料，且到法拉盛

走一趟。一個中文也能通的紐約，看到的是富足多元，但垃圾太多，人們太匆

忙。在其中只是過來與過去，生活只為生意，反而看不到放鬆，看不到休閒，

文化變成了乾枯，可惜啊！反倒是下午到英國鄉村婦女協會，看到廣濶的辦公

空間。 

  進入第五街的會場，大家都盛裝出席，場地明亮潔淨。由主席先致詞後，

總幹事提聲明，再由偏鄉女孩表達心得，再由總幹事鼓勵大家完成調查內容。

接下來就由參與者自由交談，在交流中，我與一位澳州婦女深談，而三位馬來

西亞的問候，還有其他五位的招呼，算是可愛的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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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5 :  

1. Reclaiming Faith and Family by the LGBTIQ Community The Ethics of Reciprocity project 

2. Disrupting Discrimination San Francisco TECH Tools To Advance Gender Equity 

3.The Mental Health of Rural Women following Disasters and conflicts 

主辦單位:忘了 

時間: 2018.03.16 下午 2:30~6:30 地點: church center 

紀實: 細節太多不更詳述，其實有沒有實際在做，不是靠嘴巴說，而是實際的行

動力，有確實執行人一開口便有力量，反之就是亂說一通。 

心得：自已的家園自已顧，台灣的情況有在進步，慢慢地清楚的人愈來愈多，學

習者及前輩都具有相當的水準，在國際的場域很適宜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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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  

撰寫人：林筱玫／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成員／瑞德感知科技創辦人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2018 年第 62 屆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年度論壇（NGO CSW Forum）

於 3 月 11 至 23 日在美國紐約盛大展開，為世界各國婦女人權落實狀況進行交流

並提出檢討及建議。今年 CSW 論壇主題為「達成性別平等與偏鄉婦女賦權的機

會與挑戰」，同時回顧第 47 屆主題「增強婦女使用媒體與傳播的能力」，並召

開多場平行會議（Parallel Event），提出各項提昇女性地位相關倡議與活動。 

筆者筱玫是第一次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 CSW) 並舉辦平行論壇，此會議具有高度開放的國際性別議題交流

空間，讓透過參與此國際會議的成員可以將性別平等施政經驗推向國際與世界分

享之外，同時也可以學習其他國家推動性別平等事務的經驗，相互交流、溝通、

合作、協力、結盟。本次前導會議有提到幾個可隨時在會中和會後持續追蹤的 3

支App－W’sHR，CSW62和NGO CSW/NY, 適用於 iPhone及Android 手機在 Apple 

store 或 Play Store 都可以下載。 

  由於筆者曾獲 2016 年十大傑出女青年獎項，身為科技發明代表的筱玫主辦

的平行會議是「她的思維造就了她（What she thinks, she becomes.）」平行會議，

會議已於 3 月 22 日圓滿落幕，此會議係與兩個台灣區非政府組織(National NGO)

－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TTOYWA）與台灣女科技人學會（TWiST）、一個國際非

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GO)- 國際女科技人聯絡網（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INWES）及她的公司 HEX 瑞德感知科技（股）聯

合辦理，其中邀請三位理工科的專家分別從事環境工程、消防與程式設計等 STEM

相關領域工作的傑出女性進行小組討論，包括國際女科技人聯絡網(INWES）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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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l G. Mattson 女士、新加坡大學軟體工程師陳美慧博士、與美國紐約消防局資

深女消防員 Lieutenant Anna Schermerhorn-Collins，來分享她們在專業領域的相關

經驗，並期望藉此廣邀女性投入 STEM 工作領域。 

該場會議同時也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每年 2 月 11 日為「國際女科技

人日」之理念，希望能消除性別不平等的觀念，鼓勵女性投身科學領域。今年台

灣女科技人學會為響應國際女科技人日，在全台灣 23 個車站展開快閃科學日活

動，號召女學生為來往的旅客及群眾做科學實驗演示及知識宣導，藉此推廣普及

科學精神，一同見證女性在科學界的力量。除此之外，更舉辦各項消防與防災課

程講習，加強推廣女孩與女科技人在用火安全及消防上的認知，透過完整課程與

實際演練，落實女孩與女科技人的防災教育。除了希望藉由聯合國平行會議由女

科技人進行經驗分享拋磚引玉，更期許後續透過舉辦各項活動，從小培養女性對

科學的熱情，廣邀社會各界的女性參與投入 STEM 領域。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 1 名稱：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 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主辦單位：The Women’s General Association of Macau 

時間：14-March 1630pm 地點：4 W 43rd Street  Blue Room 

紀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5 年起設立了婦女事務委員會，因應社會訴求，在

2016 年將關注兒童權益的事務納入婦女事務委員會內，並重組為婦女及兒童

事務委員會，簡稱婦兒委。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是一個諮詢機構，協助澳門

特區政府制定及推動婦女和兒童政策，並監督有關的執行情況；社會工作局負

責向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提供技術、行政及財政輔助。這些政策推動旨在維

護婦女和兒童應享有的機會、權利及尊嚴和提升婦女和兒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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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介紹了澳門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社會經濟和婦女與兒童的相關事務

及權利，同時讓所有在場的與會人員可以更進一步地了解澳門。在婦女與兒童

議題上，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以全體會議及專責小組的方式運作： 

1. 跟進"澳門婦女發展目標"專責小組 

2. 關注兒童權益專責小組 

 

會議 2 名稱：Internet Generation as Pioneer: Rural Women’s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主辦單位：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時間：12-March 1030am 地點：4 W 43rd Street  Blue Room 

紀實 

在科技發展蓬勃的年代，互聯網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自 CSW47 已達成其商定結論以來，在婦女參與和獲取 ICT 技術方面取得了重

大進展。對於農村婦女和女孩而言，互聯網和信息通信技術為她們帶來了機遇，

然而，新的挑戰也正在出現。 

信息通信技術，使農村婦女和女孩能夠以更有效的方式發言並脫穎而出。互聯

網不僅提高了群眾的聲音也讓人們更能理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上開啟了一

扇窗。另一方面，互聯網和 ICT 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農村婦女和女童參與

經濟的障礙，並以某種方式改善了農村婦女和女童的生活。 

因為了解新的挑戰仍會不斷出現，所以會議中提出了"農村女性的聲音"和"互

聯網時代的行動"議題，同時進一步探討農村婦女和女孩面臨的新挑戰以及在

互聯網世代的農村婦女和女孩合作解決這些問題時可以採取什麼行動。 

 

會議 3 名稱：Solutions to the Multilayered Issues Faced by Rural Women 

主辦單位：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時間：12-March 1230pm 地點：4 W 43rd Street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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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婦女往往面臨貧困加劇的各種多層面挑戰，會議中提出可利用持續發展目

標中的第四個項目，將優質教育作為一種工具。 

為了滿足農村社區婦女和女童的需要，國際婦女協會通過提供培訓和提高技

能，讓婦女可創辦自己的企業和供應自己的家庭所需，從而獲得可管控的收入。

會議中分享許多做法並提出如何應對農村婦女的專業優勢和細微差別需求。在

結束語中強調，政府、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需要合作，實施人權和"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必要性，並且需要解決按性別分類的數據收集政策。 

重點: 

1. 投資於農村婦女和女童教育對於全球女性賦予經濟權力至關重要。肯尼亞

的"安全用水和綠色能源"項目與婦女爭取水資源夥伴關係合作，惠及肯尼

亞四個縣的十二個農村社區。它為學校帶來了安全的水和衛生設施，這對

女孩的入學率有直接影響，此外，整個社區從清潔水設施中受益。 

2. 在義大利，「婦女農業促進可持續環境」項目有助於女性農民的經濟賦權。

女農民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並展現出良好的環保意識，可以讓女農民與可

持續發展的農業產業都獲得知名度。 

3. 「Live Your Dream Award」讓年輕女性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Dream It, Be 

It」則賦予中學女生職業諮詢和輔導的能力。獲得教育可利於找到更高工資

的工作，為婦女和女孩提供經濟機會，加強了整個社區的長期變化。 

4. 創造可持續的園藝技術和工具，使婦女成為社區內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導師

和先鋒。 

5. 為了改善亞太地區農村婦女和女童的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水平，實現賦予

婦女經濟權力，確保土地權，糧食安全，醫療保健和優質教育以及抵禦能

力和適應能力的挑戰，準備應對災難和衝突。 

6. 倡導是關鍵。有必要找出主動將其提交給關鍵利益相關 

7. 通過合作項目來加強努力至關重要 

8. 可靠的數據是關鍵。 

30



 

會議 4 名稱：Incubating Next-Generation East Asian NGOs to Lift-Up Rural Women & Girls 

主辦單位：Woodenfish Foundation 

時間：20-March 1230pm 地點：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紀實 

Woodenfish Foundation 自 2016 年起成為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特別諮商地

位組織，旨在建立一個由道德和富有同情心的專業人士、學者和領導者組成的

全球網絡。透過對生活的不斷探索，並激發對當代緊迫的全球性問題的意識，

在會議中不吝分享心得與經驗。 

WHAO 的方法包括改善全球衛生保健服務和護理，消除貧困，創造經濟機會，

保護環境，培養文化意識，促進教育，爭取世界和平，以及慈善事業回饋。 

本次會議召集了亞洲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來共同討論如何培育和支持新興的

東亞非政府組織。Woodenfish Foundation 創始人 Ven Yifa 博士分享正在開發的

平台之起源和運作，如何幫助及支持基層非政府組織和如何增強和擴大合作夥

伴組織的影響。同時分享了其中作法則是將善意的慈善家參與其中，並超越一

次性的捐款，以提高系統性和影響力。此外也分享資源共享與如何更有效地履

行其使命，以對農村婦女和女孩產生積極影響的例子。 

 

會議 5 名稱：Human Trafficking in America: Risks for Women and Girls in Rural Areas & 

Faith-Based Prevention. 

主辦單位：New York Board Of Rabbis 

時間：19-March 1430pm 地點：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紀實 

據報導，美國所有 50 個州每年都有人口販運。美國是販賣人口的來源和轉運

點，被認為是販賣受害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儘管這是一個可能影響任何社區

的問題，但是國內農村社區販運倖存者的需求往往沒有得到解決。會議討論在

城市環境之外工作的反販運倡導者面臨的獨特需求和挑戰，並探討信仰組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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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採取行動以及預防和應對農村地區的販運，會議最後保留了充分的時間給所

有與會的人提問與討論，做充分的意見交流。 

1. 提高人們對販賣人口的意識，不管居住地在哪，並努力保護我們社會中最

弱勢的成員。 

2. 集結地方各部門領導，共同打擊人口販運問題。 

3. 喜愛你社區中的弱勢群體。 

4. 不從被販賣和被剝削的人那裏、也不用購買的方式，以控制販賣人口的需

求。 

5. 應該為反販運機構籌集資金。 

6. 打擊人口販賣可能是艱苦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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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具代表性照片 3 張 

 

3/11 會前會 CEDAW 連署並慶祝和見證 Cities for CEDAW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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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澳門、3/23 聯合國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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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筱玫舉辦的平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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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年 3月 12日至 3月 23日 	

撰寫人：林瑩茹 	 （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 	 永續專案執行長）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很榮幸參與這次 CSW62 的會議，此行最大目的是 3 月 23 日於 CCUN 的

平行會議發表 Capacity	building	toward	sustainable	life	for	immigrant	and	

rural	women	with	EcoSoap	movement	(in	Taiwan	&	Finland)，分享回鍋油

做環保皂運動如何從台灣經䌞到國際線上的聯結。在會議期間，並著重

參與和了解 SDGs 的相關資訊進展和應用，然後思考如何把我們在台灣

深耕已久的各種環境教育及在地和婦女.農民.學生們的實踐計劃和

SDGs 永續目標具體化，來把目前我們有的資訊做策略整合，以 SDGs

銜接知識教材和更多跨區域、跨文化的國際聯結能力。	

除了參與 CSW62 的會議和相關活動時和國際分享我們的計劃外，另外

此行的另一個嘗試是想辦法能在地實做工作坊。這次很高興在大使館的

幫忙牽線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紐約分會和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一同主

辦，和紐約當地的婦女團體、移民、受暴婦女於法拉盛的僑教中心進行

環保皂工作坊，除了分享回鍋油製作環保肥皂的過程與理念，並實際動

手製作，廣受學員們的熱烈參與，希望能把環保皂的種子繼續在當地傳

播，當天的活動約有 50 人參與，並有多位記者來訪，備感榮幸。其中

有多位婦女是來自紐約當地勵馨基金會的受暴婦女，對這個議題很有興

趣，或許他們之後會持續操作。	

媒體報導	 	

世界日報：www.worldjournal.com/5483274/	

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8/3/23/n10242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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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因內部證件取得不順利稍顯可惜，所以主要以平行會議參與居多，

有一天進到 UN參與內部的平行會議、閱讀 CSW62 的資訊看板和展覽，

其他天則觀看線上會議及 NGO 平行會議為主，這次的會議行程除了我

們的場次資訊外，我主要善用CSW62的APP還有NGO-CSW的Guidebook	

APP來規劃這二週有上百場的會議，我著重參與的議題大多和永續 SDGs、

農村和在地婦女案利、科技運用、社會創業和組織營運等為主。	

	

行前準備中，為因應我們是被安排在最後一天才發表，而很多人員已離

開，所以在其他時間和別的團體交流是很重要的。二週的時間過得非常

快，往往一天趕場聆聽數場會議，會議轉換間則和新朋友們、伙伴們交

流，互相學習和支持，也在各場的學習中邊準備和調整我在最後一天的

發表。我發現每場 panel 的時間往往都是不夠的，一來是講者太多位、

內容很豐富；二來是講的時候語言使用上沒提到重點和核心，所以若有

使用投影片，圖示的輔助是很有幫助的；再來，聽者常忙著要趕場，所

以後續聯絡溝通的資訊互通如網站、文宣是很重要的，這次的行前準備

便有稍做準備，持續運用網站和 social	media更新我們的資訊，收到不

少效果。另外，我亦在我們的活動海報中加上了 QR	code連往 google	

form，讓許多第二週已離開的人無法參與我們 panel 的人們仍然可寄送

訊息連絡我們，雖然成果不是很明顯，但也是未來可嘗試的方法之一。	

	

另外的大收獲是在學習國際組織和計劃未來的發展上，在聽到許多作法

是我們該努力和討論的未來方向，才能讓組織和計劃能朝永續的方向來

邁進，在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的分享中及和其組織中的英國和美國

二位代表的私下交流互動中，我們討論著如何把我們非常有實踐力的環

保肥皂運動也拓展到和國際大組織來聯結、有什麼合作方式等等。在時

間寶貴及人口多的會議中，每次和不同人的相遇都要做好準備，很多時

候在短暫的討論中就需要立馬傳遞出重要的訊息來吸引對方，能在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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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鐘用英文或帶上文宣上的資訊闡述我們的計劃，看是否可直接有

下一步的聯結機會或是至少讓對方留下印象，這是個需要持續訓練的技

巧也要做好事先準備，很高興在這次的會議有進步，並在如何運作 panel

有更多的觀察和學習，我的發表完也有得到不少 feedback。	

	

另一個收獲則是和這次一同參與 CSW62 的台灣團體／代表們的認識和

交流，雖然同在台灣，但平時不太有交流的機會，這次一起在外奮鬥很

難得，從不同領域的角度和資訊交換讓大家可了解各團體的作法，都是

很棒的學習。很高興第一週就有團務會議讓大家分享先認識，讓大多獨

自出門的人可互相照應，只可惜第二週大家比較進入狀況時很多人已離

開，若第二週也還有類似的小會議應該也會很棒，也期望大家在接下來

的時間有更多持續互動和交流合作的機會。	

	

小建議：	

大多數會議前的設備 setup 總是大家最恐慌的時刻，常常會有小 delay

的發生，在各場時間不多的情況下換場總是有手忙腳亂的感覺，雖然現

場大多會有人員幫忙，但或許未來可以把這個狀況讓大家先有心理準備

還有應對的建議。如這次現場提供的電腦設備大多是 Apple 的筆電，系

統和大多數人熟悉的 windows 不太一樣，所以在使用上稍有不同，或

許也可以事先讓大家知道哪幾位團員是有設備可提供先協助和測試的，

不要到當天 setup 時才處理。	

	

最後，很感謝這次婦權基金會團隊和 TECO 和聯工小組的大力且親切的

協助，一些多次參與的前輩老師們的帶領和支持，讓整體的會議和參與

有很棒的支援，也謝謝學人們的幫忙帶領，有點遺憾沒有更多的時間和

他們交流到，聽他們在聯合國的經驗也會是很棒的分享，希望未來還有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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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場） 	

會議 1 名稱：Promoting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主辦單位：WFMH	-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時間：12	March	6:15PM-	8:00PM	 地點：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在這場我所屬國際 INGO 的平行會議中，除了聆聽會議中數位資深前輩討論和

提倡心理健康和生活切身的議題等，我另外主要協助和學習 Panel 的進行和運作、引

導入場、簽到、拍照記錄、並於會前會後和聽者分享我們於 3/23 的發表邀請。整場

約有 70 位參與者，以麥克風分享為主，無投影播放。	

	

會議 2 名稱：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y	in	Rural	Areas	

主辦單位：Republic	of	Korea,	Qatar,	Sweden	

時間：13	March	3:00PM-4:15PM	 地點：Conference	Room	11	–	GA	Building	

紀實：這是 UN 場內的會議，滿座、與談人以講稿的方式分享(無投影)，主要著重在

了解肢體障礙族群女性在生活上、制度現況上的難處和努力的方向，會中更有幾位

坐著輪椅和行走輔具的女性出席，看到大家與他們的互動和支持，備受感動。雖然

並無太多成功的實踐案利可學習，但也讓我思考到 Disability 族群的困境和未來如何

合作的討論基石。約 130 位參與者。	

	

會議 3 名稱：Good	Practices	in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主辦單位：TECONY	

時間：15	March	4:00PM-6:00PM	 地點：TECO	

紀實：這場在 TECO 的會議非常成功，幾乎是爆滿的狀況，友邦太平洋上的馬紹爾群

島大使 Amatlain	 Elizabeth	 Kabua 帶來當地的案例；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的 Ms.	

Sharon	Fisher則展示了在尼泊爾的許多實際案例和完整的組織能量很值得學習；另外

則是二場台灣在工作權、都市中的偏鄉、移工場域的制度和案例分享。	

	

會議 4 名稱：Global	Funding	Solution	from	Social	Entrepreneurs	

主辦單位：OneMama.org	

時間：16	March	2:30PM-4:00PM	 地點：4W	43rd	Street	

紀實：非常有能量的二位主講人以影片和照片講述他們如何在非洲數個國家執行他

們的社會企業計劃，運用公司的資源來幫忙設計商品讓當地社區婦女製作、鼓勵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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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同參與來挹注讓當地社區的在地小企業能自己運作。第二階段的演講中，二位

以互相 Q&A 的方式來深入討論分享內心的核心理念和各階段如何決策下個方向，最

後則安排小型的走秀展示非洲當地社區婦女們所製作出的服飾。	

	

會議 5 名稱：Empower	Rural	Women:	Gender	Pathways	to	Holistic	Health	

主辦單位：Concepts	of	Truth	Inc.	 	

時間：19	March	10:30AM-12:00PM	 地點：Salvation	Army,	Lower	Level	

紀實：這場平行會議是由第一週在 CCUN認識的美國女生所邀請，題目看不出來它深

入的議題和型式，但想不到是和宗教信念、反墮胎比較有關的背後訴求。然而，也

還是從此場會議中一個父親和兒子針對失去孫子時的心理創傷和對話記錄來體認往

往社會對男性在心理層面上的壓抑是比較默視的，但若退一步想其實我們在性別平

權中的「心理健康」層面能討論的面向應該更廣泛且需讓每個人都有更彈性的空間。	

	

會議 6 名稱：Mission	 Impossible	–	Changing	 the	Cultural	Barriers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n	East	Asia	

主辦單位：ICSW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Taiwan	

時間：20	March	10:30AM-12:00PM	 地點：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紀實	

	

	

會議 7 名稱：Asia-Pacific	Regional	CAUCUS	MEETINGS	

主辦單位：NGO	CSW/NY	

時間：20	March	2:30PM-4:00PM	 地點：Salvation	Army,	Downstairs	

紀實：會議中大家輪流分享這次來到 CSW62 的參與經驗、各自參與不同場次中印象

深刻的內容，有許多人已很資深參與多屆也有些是第一次參與的，在互動中再進階

討論主題、趨勢、可待改進的部份等等，是個很棒的學習和交流的機會，不如別的

場次大多是以聽為主，這裡可算是另一個小型的發表會，讓更多人聽見每個人的聽

音，現場亦有 NGO	CSW 的工作人員參與，把大家的想法和建議帶回並和大家 update

最新的計劃。結尾時多位代表提出在亞太地區舉行地區型 CSW 的建議，這樣可以讓

更多在地的團體參與和向下札根，因為紐約的大會對許多人來說還是太遠且所需花

費的資源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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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8名稱：Rural	Women	Making	Difference:	In	the	Community,	For	the	Community,	By	

the	Community	

主辦單位：Jieh	Huey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y	Foundation	

時間：23	March	4:30PM-6:00PM	 地點：CCUN	10F	

紀實：認識在台灣深耕已久的介惠基金會是我在此場會議最大的收獲之一，另外也

很高興看到高雄市婦女館還有在王麗容老師持續在市政府層級的努力，台灣的案例

和經驗在這年度畫下好的 ending。希望下次也能聽到台中市政府的參與。	

	

（三）  旁聽 CSW官方會議觀察（若有參與請說明）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UN	CSW	

時間：	 地點：	

紀實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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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具代表性照片 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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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Pacific	CAUCUS	MEETINGS	

	

	

	

	

	

	

	

	

	

	

	

	

	

於法拉盛華僑文教中心和當地婦女及移民進行環保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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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連結	（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識的國際友人名片或 email 等連絡方

式）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出版品請提供編著者、文件名

稱、日期、出版單位等）	

-	Nancy	E.	Wallac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Email:	newallace@earthlink.net	

-	Leslie	Erway	Wright	(Zonta	International	U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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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6 日  

撰寫人：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 候補理事 張媛婷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本次活動代表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出席 NGO CSW62 的活動，亦於

3/14（三）上午主辦一場周邊論壇，主題為”How women make cities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ment and policies”。本會旨在研究城市治理相關議題，其

中「性別」乃城市治理中重要的分析基礎，亦即探討「如何建構性別友善的

城市？」進一步可再細探：城市治理中有關性別的議題有哪些？不同的性別

需要什麼？如何做？如何衡量具性別敏感度的城市治理策略是有效的？在

前述的問題意識下，我們積極參與各場平行會議，以擴大對各種性別議題的

視野。

今年度乃本會第一次參與 CSW 相關活動，無論 UN CSW 或 NGO CSW，

每日都有來自各地的單位，聚焦不同的議題進行探討，可帶來大量的資訊、

比較各國的狀況，甚至能進一步分析在地、全國、跨國及全球女性議題。然

而在時間及背景知識有限的情況下，我們自 3 月 11 日即開始參加

Consultation day，會中幫助參與者瞭解 CSW 及 NGO CSW 活動舉辦緣由及目

的，並揭示本年度優先主題的相關主題，包括：氣候變遷、女性貧窮及土地

所有權、性別暴力（特別聚焦鄉村及原住民女性）、女性移工，接續再探討

媒體的近用如何對女性賦權並改變困境，更可貴的是專家提供具體的媒體使

用策略，提供在場的 NGO 工作者在日後的計畫，具備相當的基礎。 

在本次的活動中，除了前述的活動外，婦權基金會及外交部及 TECO 所

舉辦的「性平目標內涵及其衡量方法」工作坊，以及「偏鄉婦女賦權之良好

範例」研討會也提供團員必備的基本知識，印象最深刻的是 SDGs的 indicators

進行全面性的性別分析，每一個看似性別中立的指標，其實都有其進行性別

分析的具體事項，諸多講者針對 SDGs 也提醒：2030 年前當局應思考的是排

列出該國、該地區永續目標的優先順序。此外，講者也提醒現場倡議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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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根據 SDGs 制定相關政策時，我們在使用 indicators 檢視國家政策時，

也必須時時反思：If A goal is a Vision with a timeline and a measure, What 

measures best capture the reality of the lived life of Taiwan’s Women?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 

會議 1 名稱：Measuring Women’s Empowerment: The Never-Ending Story? 

主辦單位：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時間：3/12 08:30-10:00 地點：4W 43rd street, Aqua Room 

紀實 

欲瞭解女性權利發展的情形，必須要有基本的數據調查及分析，有了可反映適時的

data base 才得以剖析問題，研擬解決婦女困境之策略。而現行既有的量測工具有 GII

及 GDI，為了扣合 2030 永續發展目標，主辦團體介紹 Equal Measures 2030 計畫中的

SDG Gender Index，該工具是將 SDGs 所有子目標都轉化為性別評估，並加以量測。 

這個計畫主要由非政府組織及私部門所組成策略伙伴共同推行，包括：the Africa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FEMNET), Asian-Pacific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 (ARROW),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Data2X,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IWHC), KPMG International, ONE Campaign, Plan 

International and Women Deliver.而所施測的對象主要是各地的女權倡議者，範圍包括

地區性議題、全國議題、跨國議題乃至全球議題。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肯亞的的女權倡議組織 GROOTS Kenya代表 Winrose女士特別強調

對於偏鄉婦女或原住民族婦女的資料蒐集非常重要，且數據可以用以檢視政府當局對

於相關議題，特別是對女性影響甚鉅的議題，例如農村中的家務勞動及決定權、氣候

變遷下農收問題、女性的財產權等，是否足夠在地化(localization)，以致能保護偏鄉婦

女。 

回顧台灣的情形，台灣已有行政院性平會及性平處正督促著各部會進行性別統計，年

每也會出版精緻的性別圖像手冊。不過這樣的資訊分析僅限於國內，數據的統計上較

少著眼在跨國且區域性議題，例如女性移工在台的薪資水準、尚未設籍之新住民女性

薪資水準及就業情形等，若台灣能有民間組織能加入 Equal Measures 2030 的伙伴關係

中，應能藉由各國的經驗增加統計的多樣性，以及從跨國甚至全球議題中看見台灣婦

女權益比較之情形，以作為未來政策制定的參照，也可以作為評鑑性別政策的重要基

準。 

56



 

會議 2 名稱：Maternal and Parental Leaves Policies Omit Rural Women 

主辦單位：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of Social Work 

時間：3/13 14:30-16:00 
地點：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Guild Hall 

紀實 

產假與雙親照顧假乃現代社會為保障友善育兒的政策，本次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of Social Work 邀集四位學者，分別從中國、烏茲別克、美國及委內瑞拉的產

假及雙親照顧假措施進行介紹，並試圖探討為何這些看似友善的措施，卻無法對農村

婦女沒有特別的助益。 

各國在女性人口組成及就業率皆有所不同，本場論壇皆提供了不同的數據。但其共同

點在於，四個國家的產假及雙親照顧假的補助或津貼，其財源皆來自於基於勞工身份

而投保的社會保險，也就是說有資格享有前述福利者僅有「受僱者」，對於身處農村

或偏鄉的女性，其從事二級或三級產業（社會保險涵蓋對象）者偏低，她們多從事農

業、家務勞動、非典型勞動，其中中國的「戶口制度」更使得從農村到城市工作的女

性難以享有前項育兒措施。 

台灣的性別工作平等法中，亦有產假、陪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的規範，且能及於派遣

勞工、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等，相較各國所涵蓋的類別較多。而育嬰留職

停薪能從自身的就業保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長度為六個月，領得是投保薪

資的六成，其他國家因制度設計不同，亦有提領完全薪資的例子。而台灣的非勞工（從

事農業工作者）亦有農保的生育給付得以支應，無前述資格者，也有國民年金得以支

應生育給付，所以在社會保險制度中，台灣的保障算是比較全面。惟育嬰留職停薪中，

台灣有一個較特別的規定是根據《育嬰留職停薪辦法》育嬰留職停薪需向雇主書面提

出，並檢附配偶的就業證明，亦即必須要證明另一半有工作才得以申請。該制度設計

原應用以為持家庭有一定生計維持，但對於有能力得以照顧者，無須有該限制。此外，

國家的政策方向應該致力促進有利的育兒環境。為此，我在該場論壇提問四個國家代

表，是否有這樣「限制」，四個國家皆無這樣的規定，她們認為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

個體，能享有育嬰留職停薪應該是她個人的權利，不應該因為他人的因素而影響其享

有該權利，基於這個論點，前開辦法的確有其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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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3 名稱：Maid Strong: It’s Up to Me campaign 

主辦單位：Inwelle Study and Resource Center 

時間：3/15 10:30-12:00 地點：4W 43rd Street, Blue Room 

紀實 

本場座談主要是談奈及利亞的女孩利用教育及資訊科技，來促使農村女性對抗暴力、

促進女性保健及增加自身求職的競爭力。 

首先由來自奈及利亞，目前任教於加拿大 Dalhouse University 的 Rita Orji 教授，她的

專長是 computer science，Rita 教授親身經歷過奈及利亞教育資源不足的窘境，甚至

在找到研究電腦科技的興趣後，到她上大學都仍無法擁有一台自己的電腦，為此，在

他努力求得學位後，她仍每年回到奈及利亞協助女性教育的改善，尤其是資訊教育。

奈及利亞女性的受教育情形如下：一、該國的輟學或未就學的學齡人口數是全球最

高，約有 1,050 萬人，人口持續增加中，且大部分皆為女性；二、將近三分之二位在

奈及利亞東北及西北部的女性未受過教育；三、奈及利亞不識字的女性佔全球不識字

者近三分之二。由此可見奈及利亞女性教育機會及資源的缺乏，因此 Rita 教授以

Successful Educational System (SES)為基礎，並建立 GIC 模型來分析及提供健全奈及利

亞教育系統的建議。其中 G 指的是政府(Government)，政府面對該挑戰，必須要提高

教育資源，解決學校普及率的問題、在偏遠地區學童需步行超過 6 公里才能到學校，

且缺乏普及的公共運輸工具。此外師資及資訊工具的缺乏，也是當前政府必須解決的

問題。C 指的是社群 (Community)，在傳統集體意識的傾向下，當地人往往認為孩子

是歸屬於整個社群，而並非只是歸屬於其父母親，而養育一個小孩也是由一整個社群

來扶養，也許可藉由社群的力量提升女性教育普及率。最後 I 則是學生(individual 

students)，學生個人具有高度的求學動機與意願，和對自己的信心，也是促成成功教

育的關鍵之一。 

接續則是 Inwelle Study and Resource Center 的執行總監 Christina Okechukwu博士分享

該組織如何協助女學童藉由資訊科技，來提升自身的能力。首先她提及其所服務的地

區，女性若無就學，往往會從事幫傭工作(Maid)，早期進入職場除了限制其發展的可

能外，更遑論其勞動條件，此外，更面臨諸多的污名化，她們被形容成誘惑的

(seductive)、討厭的(poisonous)、殘暴的(brutal)、具破壞性的(destructive)、盜竊的

(thief)、被販運的(trafficked)。為提昇婦女及年輕女性永續的未來，該中心分為兩階段

及兩大計劃來執行。首先是 2005 年至 2015 年，她們提供近 5,000 個學習及進修機會

給不分年齡的男女，其中包括協助已輟學及潛在具高輟學風險的學生，提供食宿、學

術課程及職業課程，使之獲取更高的學位，並具有相當的職業能力來支應自身的學

費。此外，也加強學員使用電腦的能力，和察覺社群間發生的問題及培養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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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則是加強 STEM 教育，提升學員運用高科技資訊的能力、訓練架設太陽能發

電版，使達到永續環境、以及訓練護理人員運用資訊系統進行管理的能力，始能精確

掌握遭到性別暴力者的相關資訊。 

 

會議 4 名稱：Lunchtime Advocacy Training 

主辦單位：NGO CSW/NY 

時間：12:30-14:00 地點：CCUN, 10F 

紀實 

作為一 NGO 伙伴，具有政策倡議能力是重要的，因此本次特別參與 NGO CSW/NY 單

位主辦的倡議訓練。 

講師首先帶我們瞭解性別議題及女性人權議題有哪些，為達到永續發展，2014 年至

2018 年正在討論的議題有 SDGs、High Political Forum、氣候變遷等。她建議因應各國

的情形不同，我們應該要去排列投入資源的優先順序。找出問題後，就必須要找尋相

關工具來分析問題，講師特別推薦了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和

Women’s Major Group 的線上資源，並進一步提醒學員可注意每年聯合國婦女地位論

壇舉行前的各種會議資訊，來掌握最新的議題討論，可用以瞭解各國資訊、從不同國

家的資訊，轉化為國內可運用的策略。接續則是進到發聲的階段，其一可申請為

ECOSOC 的諮詢組織，並掌握在每年 2 月的線上公開口頭發表的機會，但時間僅有三

分鐘；其二為使用打字工具來進行意見交流：Zero Draft，這份資料起先由 UN Women

在蒐集資料後草擬，接續在 CSW 舉辦前 5 至 6 週提供給會員國進行修改的機會，每

個國家修改的歷程都會呈現在最後的文書上，也能藉此看到各國對同一議題不同意見

及其主張之理由（但可惜台灣並非其成員之一，這個方式目前恐怕不可行。） 

最後則是探討成功倡議的策略，除了需要長期準備，整理議題研究資料，還需要連結

其他 NGOs，在進行關鍵的影響，在此探討的是以 zero draft 撰寫為目標，Ngo 可以仔

細研議該文件，並寫出既有 zero draft 的建議案，及影響國家代表或爭取成為國家的

代表進一步發聲。現場亦直接請學員模擬如何在短時間內，向官員倡議自身的議題，

這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測試，也是倡議者所需具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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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5 名稱：Pushing Back: Strategies for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 

主辦單位：Liberal International 

時間：3/16 14:30-16:00 地點：4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紀實 

性別暴力不僅發生在以往想像的性騷擾及性侵害，本場座談聚焦在政治領域上的性別

暴力。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發起了#NotTheCost 活動，也就是終結在政治領域

上對女性的暴力(Stopp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為此該組織也特別進行

相關調查。 

為瞭解政治領域上女性所遭受性別暴力的態樣、認知及意識等問題，NDI 研究了四個

國家（象牙海岸、宏都拉斯、坦尚尼亞、突尼西亞）計 64 位女性及 76 位男性政黨成

員，來自 26 個不同的政黨。有六項重要的發現，其一為不管男性女性皆意識到性別

暴力事件發生在政黨中，約有七成；其二，男性女性皆相信政黨中的女性更容易遭受

到性別暴力；在各種暴力的態樣中，女性皆遭受到較高比例的危害，暴力的態樣包括：

物理傷害、言語霸凌、性騷擾、心理攻擊、威脅或脅迫、經濟暴力等，各種暴力態樣

又可以在分為更細緻的行為，其中比例相對較高的是其中比例相對較高的是心理暴

力。其四，女性遭受到性別暴力後，多未進一步揭露或通報，經研究通報的管道有警

方、政黨裡的高層、女性組織、女性政黨同志、男性政黨同志，但通報率皆低於 3 成；

缺乏經濟資源及政黨支持，也是女性獲取領導地位的阻礙，其中最高的是缺乏經濟及

時間，其次為缺乏政黨支持，再者才依序為缺乏家庭支持、缺乏教育訓練等。第六，

女性領導多只是「象徵式的」，諸多政黨拔擢女性領導，通常因為她們是「女性」，

並以此作為進步的象徵，但是否真正能發揮女性領導的特質及效益，則有待進一步商

榷。 

主辦及協辦單位都是從事政治相關研究及倡議的非政府組織，她們分別闡述了女性政

治家遭受的暴力，以及可能需要更多保障女性安全參政的制度保障，當然群體內的性

別文化意識也需要進一步改變。 

女性的政治參與，對於制度性改變女性處境是重要的。從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爭取

女性的投票權開始，便是一步步推進的歷程。其間歷經爭取保證女性受到提名及席次

的性別配額制度，到現在女性作為政治領導人，已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光景。然而這

樣的成果並不完全令人滿意，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多性別暴力的樣態正在產生，根據

前述的統計，心理暴力所佔的比例最高，網路及媒體的言語霸凌，對於女性政治人物

的人格及其政治前途造成莫大的威脅。網路作為一個便捷的平台，得以檢視公眾人物

的言行，但相對其訊息量紛雜、未經查證的訊息流竄快速，其所帶來的傷害及效應值

60



得加以關注，而言論自由及名譽保障之間的論戰，其界現在何處，則有待建立公共論

述空間，加以探討了。 

 

（三）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會議名稱：Rural Women in Public Policies 

主辦單位：Ministry of Family, Solidarity, Equ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rocco and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時間：3/16 10:00-11:15 地點：GA Building Conference Room 12 

紀實與觀察 

本場為摩洛哥政府及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代表所主辦的周邊會議，但因為現場座位幾乎

爆滿，而現場使用的語言為英語、法語、阿拉伯語交雜，口譯並未能即時轉換，且無

完整的 PPT 參照資料，致聆聽品質不佳，而未能參與完全場會議，所以以下僅能分享

個人所聽到的片段及個人心得。 

沙烏地阿拉伯乃一年輕的國家，其建國歷史僅有八十年，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低於三十

歲，具有充沛的勞動力，且為產油大國，非常有發展的潛力。對於官方的角度而言，

沙烏地阿拉伯的女性更是具有潛力的「好資產」（會議中有特別 quote ”great asset”），

且有在大學畢業生中，有一半以上皆為女性。其受到政府當局推動 2030 年願景(Vision 

2030)的影響，該計畫大力改革勞動力市場、推出許多新經濟策略、致力於強化外資

投資環境，准許女性開車以增加經濟參與。 

在會議中，我所聽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所致力對於女性的賦權中，最大中為「經濟」，

進一步查詢資料後，在女性的公共參與上，仍是有相當的限制，僅能參與地方選舉，

而申辦護照上，仍須經由男性監護人的同意。未來何時能讓女性也進入政治領域，加

以立法、設計制度及執行政策，仍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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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 

 具代表性照片 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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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連結 

單位 職稱 姓名 email 

Rural Women New Zealand National President Fiona Gower Fiona.gower@ruralwomen.org.nz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Treasurer H.E. (Lysbeth) van 

Valkenburg-Lely 

inlw@vanvalkenburd.nl 

Ford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of Social Work) 

Professor Shirley Gatenio Gabel gateniogabe@fordha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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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23 日 

撰寫人：國際崇她社台北都會創社社長莊瓊足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因是第一次參加 CWS 會議故帶著學習與參與的目的前往。首先看到、感覺到的

就是聯合國的力量。在紐約市東區靠近聯合國附近來來往往參加會議的人都為了

同樣任務而來，尤其是來自非洲的婦女代表，她們在聯合國外面成群結隊，熙熙

攘攘，穿著自己國家服裝交頭接耳的情景讓人看了印象深刻。此次會議共有全世

界將近 4 千多非政府組織代表參加。在聯國委員會會議期間所有的相關非政府會

議，由紐約婦女地位非政府組織委員會負責。位婦女議題發聲，提出看法，交換

意見並建立共識。 

 

這是第一次參加如此盛大的非政府組織會議，整個運作靈活、多樣及多元，而且

來自各個國家的代表都是隨暢所欲言。這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當意見被聽到時，

雖然不是馬上有對應的行動，但是聽到總比沒有聽到好。接下來雖然聲音已被全

世界最高的機構聽到，但是能否真正做到，需要時間醞釀，這段時間還是要先靠

自己在國內先做。每個政府實行的婦女計畫有其優先秩序且行政作業繁瑣。所以

行動在民間。民間的我們要積極推動能夠賦權婦女的計畫與項目，即便很小或影

響不大，但身為社會團體的我們應該責無旁貸地繼續努力下去。 

我們代表團舉行 10 多場平行會議，內容多元充實。因為第一次參與，除了本身

的任務外，並不清楚在團體還有甚麼任務，也就說並不確定可以幫忙做的。希望

下次有機會的話可以分工合作。比如說如果是要宣揚國民外交，讓台灣曝光，那

就可在比較重要場次安排有人發言以免浪費發言的機會。所以也許行前可以稍微

分工，達到更多的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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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名稱 1：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Projects to Empower Rural Women 

主辦單位：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PPSEAW) 

時間：3/14   10:3-12:00 地點：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紀實

來自日本、泰國、台灣、馬來西亞以及紐西蘭的五位國家的代表分別講述自己

國家的賦權婦女及女童的計畫。其中最特別的是馬來西亞代表所講的計畫。她

首先介紹東馬來西亞較西馬來西亞落後，並解釋如果要賦權當地偏鄉婦女是

不能隔離男人的(cannot segregate men)，同樣的賦權女孩也不能隔離她們的母

親。這是比較新的概念或者是比較沒有人提出來的說法。賦權方面的計劃較為

多元細小但較可能有立即的效果，包括給獎學金、提供清淨的飲水、輔導學生

英文、教育當地婦女如繡花及女紅等等各項技能，並保持與政府及更高機構的

合作，協助偏鄉婦女自力更生。日本代表介紹偏鄉婦女借用栽種葡，收成後釀

製成葡萄酒販賣並練連帶提升當地的觀光產業。偏鄉婦女透過協助剛開始計

畫時，可能辛苦一些，但持續下去是可以成功的。台灣代表楊資華講述該協會

在台灣一項青年義工的訓練計畫，並介紹澎湖一位校長所做的賦權當地婦女

的工作。此場次的感想是在推動賦權婦女時，有必要時可以採取包含男人(men 

containment) 的策略。 

會議名稱 2: Strategies for Combat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 

主辦單位: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 主辦 

時間: 3/16  14:30-16:00 地點: Church Center 

紀實

許多國家現在已有不少女性參政。有女大使、國會議員以及縣市議員等等，但

對女性的偏見是天天發生的事情。 政治圈的女性的事蹟常常不被報導，在南

非的偏鄉城鎮還有類似土皇帝的傳統，所以女性權利被剝奪的情況相當嚴重，

女性常常只是背景陪襯而已。女性應該挺身而出，要爭取做主席，不要只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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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所以當地婦女推動要競選民意代表時，男女候選人都應簽名贊成女性有被

賦權的宣言。另外性騷擾形況是相當普遍的。一般來說，國家有立意良好的法

律，但執行的不徹底。不僅如此，也未曾提供敏感度的教育，很多時候報案時

會被警察揶揄說”等你清醒時星期一再來”，女性又再度受到傷害。因為出現

在報告上會不好看，所以報案的數據又被低報，資料也常常找不到。所以政府

應該有特別教育的預算，否則情況會越來越糟，同樣的婦女在家也不安全，經

常被配偶毆打，又沒有經濟力量 ，是相當脆弱的一群。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

多收集資料及訊息，作分析找答案。真正遇到情況有 SOP 的工具箱可以跟著

做。另外還要學習管理金錢。 在制度上，也應該探討如何降低對女人的暴力

的方法，主要的是發生事情要即刻揭發，不可息事寧人。在網路上的暴力也要

優先處理。 如果有問題也不應開關起門，而是要揮舞旗幟讓大家知道才行。

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都有不同形式的暴力如，經濟暴力、身體暴力、心理暴

力以及社會暴力等等需要去解決。 

 

會議名稱 3 : Connecting the Disconnected, Enabling Rural Women Creator in Tech 

主辦單位: ANITA B. ORG 

時間: 3/19, 10:30:-12:00 地點: Church Center 

紀實: 

本場次主要內容為如何讓偏鄉的女孩獲得一些基本的科技理念與運用。講者來

自印度、俄羅斯、西班牙以及以色列等國代表。來自美國芝加哥的主席首先表

示，就是因為前美國總統的”Computer For All”(每個人都有電腦計畫)她才可

以在今天幫助弱勢婦女。她以問問題方式來主持論壇，引導講者發揮直接切入

議題。落後地區有的婦女及女孩在根本連電腦是甚麼樣子都不知道的狀況下，

講者每人幾乎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本著讓科技服務人，而不是人來服務科技

向偏鄉婦女提供基礎電腦課程、教導如何發電子郵件讓科技融入生活，對外募

捐電腦，並協助政府建立基礎設施。包括索馬利及蘇丹等國的政府都有積極加

入社區以各種方式來推廣認識、使用科技運用科技，縮小男女在科技運用的不

67



平等。所做的事情看是微不足道，但卻相當有用的。講者都覺得只要去做就

好，而那種等到我可以時才去做的心態是不好的。講者最後希望大家能有各網

路連結以交換信息與資訊並能相互鼓勵。 

 

會議名稱 4 : Human Trafficking in America: Risks for Women and Girls in Rural Areas and 

Faith-based Prevention 

主辦單位: NY Rabbi Association 

時間: 3/19, 14:30-16:00 地點: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紀實: 

全球有三種走私:分別為毒品走私、武器走私以及人口走私。人口走私又以走

私女童為最嚴重，因此首先要保護女孩，但很多時候當一些非政府組織社工協

助這些被走私的女孩時， 因為沒有更好的後續措施造成女孩又走回頭路。更

有甚者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警察的工作，沒有社工的事情。 

講者來自美國內布拉斯的志工、加州 州立大學的教授 、來自紐約猶太教堂的

祭司(RABBI)以及紐澤西州的戒護中心負責人分別講述，從打擊走私人口販

子 ，關閉妓女戶 ，建立中途之家到返回社會等各個環節都需要有周全的人員

協助，否則很難成功，因為有需求就有供給。從心裡面來看， 一位講者認為

把所有的人都當作自己所愛的人，可以降低人口走私，因為不可能去走私自己

所愛的人。同時有人認為若真發生在自已身上也可以自己找尋心靈的慰藉，如

禪修等方式，只要不要再成為受害人就行。其實很多做法並不是多麼的先進，

是很基本很簡單的。美國的單親母親比較容易成為走私人口的受害者。提高意

識不要去傷害別人亦是一項議題。 

 

會議名稱 5 : What She thinks, She Becomes 

主辦單位: 台灣女科技人員協會 

時間: 3/21 14:30-16:00 地點: church center 

紀實 

講者來自美國、台灣以及新加坡共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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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為女人在科技業所遇到的困難 本場次有趣的是美國的一位女消防員分享

自身在以男性為主的消防業所經歷的寶貴經驗，另一位分享女性在以男性為主

的科技技術業中如何自處，因為在科技產業中女性總是少數造成她很難在一個

會議中找到同性可以聊天或交換心得，所以她熱切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婦女加入

科技領域。新加坡講者是一位年輕女性講到自己如何成為科技人並以科技人為

傲。女人並不輸男人只是她們給自己設限，加上顧慮較男性多、身體方面、家

庭方面以及對女性的刻板印象等等，相當幽默獲得許多笑聲與掌聲。 

 

（三）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 

由於 3/14 才到，只帶中華民國護照，無其他證件，怕換不到 UN 的 ground pass

所以就沒有去換證。如果明年有機會去的話，我將用其他證件一試。但參加最後

一場由紐約 CSW62 主辦單位舉辦的閉幕論壇去聽聽大家心得:Making Sense of 

#CSW62: A Special Closing Session 在 Church Center 的教堂內舉行 

本場次座無虛席。主席為紐約 CSW62 的主席 Susan O’Malley。 

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應可以多學習有些國家代表積極搶麥克風發言，比方說土耳

其代表從賦權婦女議題，說到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另一位青年代表則強烈表示，

她們不應該被忘記，因為很多議題討論都沒有邀請青年代表參加。希望能改善這

種情形並表示青年代表來的不多，希望大會將來多邀請，因為青年人的聲音必須

被聽到。還有紐約佛光山道場法師發言表示，大會應該邀請各宗教人士來參加，

表達更多元的看法並可交換意見，互相受益。這是一場 2 小時的會議，結果延長

了半小時，很多代表都想發言，但時間有限。我覺得這表示大家都很珍惜此次會

議，並相當在意與自身有關的議題。希望大會有監督單位在監督各項議題是否有

按時間表來進行以及達成目標的時程表最終，做到真正為婦女發聲並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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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 

 照片 

 王教授 4/22 下午 2：30 論壇 

 與紐約 CSW 的主席在 3/23 中午論壇 Susan O malley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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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佛光山紐約道場的有望法師合影 

 

 網絡連結（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識的國際友人名片或 email等連絡方式） 

Amy Ai Banker 

UN Representative 

Working Group on Girls 

PPSEAWA 

amyaibanker@gmail.com 

 

NicolettaC@AnitaB.org 

mvanin@catwinternational.org 

amyaibanker@gmail.com 

 

Mariana Vanin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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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anin@catwinternational.org 

 

 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出版品請提供編著者、文件名稱、

日期、出版單位等） 

(1) Interfaith Toolkit to End Trafficking, UNICEF, USA 

(2) A Guide for NGOs and Women’s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at the UN and 

CSW 2018 

(3) No Party to Violence: Analyz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al 

Parties By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 

(4) Keeping Families Together, Native American Fatherhood & Families 

Association 

(5) #NotTheCost, Stopp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 A Call to 

Action, by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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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22 日  

撰寫人：楊資華/秘書長/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A:心得:  

      2008 年 3 月我以台北市信義國際蘭馨交流協會會長身分，獲得婦權        

會甄選，首次參加聯合國 CSW 年會，記得那年，我是唯一台灣代表進入

聯合國，參加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總會(Sorooptimist International『SI』)舉

辦的『Side Event』並抓住 (Q＆Ａ)機會暢言台灣婦女創立的中小企業如

何建立國際銷售管道。 

 

一晃十年。20１４年 3 月我從英國 Citizens UK 工作返台，得知婦權會

二次甄選 CSW 代表（只補助三萬元），我由 PPSEAWA Taiwan 推薦，

又獲得錄取。此次主要工作為婦全會的週邊會議邀請兩位 INGO 講

者，另一收穫是 PPSEAWA International 邀請我做國際總會企劃發展委

員會主席。 

 

20１５年 3 月 PPSEAWA Taiwan 推薦靜宜大學陳明媚教授參加 CSW 年

會。2016 年 3 月我再次由 PPSEAWA Taiwan 推薦，獲得婦權會補助，

參加 CSW60 年會。這次帶領現代婦女基金會，籌組週邊會議(Parallel 

Event)—Cybercrim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on Stalking, Sexual Assaul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Human Trafficking。邀請美國 Pace 

University 教授及博士生與 University of Kentucky 教授聯合現代婦女基

金會同仁及本人為主講人，主持人為 PPSEAWA International 駐聯合國

代表。又邀請跟騷受害者與會見證，獲得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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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我以自費方式，力挺台灣 CSW 代表團，擔任週邊會議—

Rebuliding up Women’s Dignity and Strength through Empowering Women 

Economically in Taiwan 講者，發表簡報，涵蓋 “鳳凰及飛雁計劃”、財

政部小型及新創企業優惠貸款、中小企業女性創辦人貸款、及原住民

貸款。另邀請 PPSEAWA Canada 理事長楊珍妮支援兩場台灣主辦之週

邊會議擔任主講人及主持人。積極邀請 SI 及 PPSEAWA International 

CSW61 代表團團員出席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之論壇及晚

宴。

今年 2018CSW62 再次獲得婦權會補助。其實在 2017 年初就與婦全會

同仁討論如何切入聯合國 CSW62 兩項主題，以 PPSEWA International 

PDC 主席身份，申請 Side Event 及 Parallel Event. 特別於 2017 年六

月赴泰國曼谷參加 PPSEWA International 三年一次期中理事會，提出

籌組 Events 計劃，徵得理事會認同與同意，原則上在聯合國內的 side 

event 由馬來西亞籍的總會長負責(她兒子為馬來西亞青年及運動部

長、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Parallel Event 則由我負責申請。 

籌組 Parallel Event，我煞費苦心，與婦權會請教之後，認為國際性的

Parallel Event 較為得到 CSW62 主辦單位的青睞，我以 PDC 委員會主

席身份邀請日本、紐西蘭、加拿大、馬來西亞及台灣共同發表簡報。

主題為 “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Projects to Empower Rural Women and Girls” (宣傳海報及台灣簡報見副

件一及二)。 

台灣簡報內容為 PPSEAWA Taiwan 的志工訓練、新北市女性水電工計

劃及澎湖縣國際蘭馨交流協會(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I)提升婦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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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我特別請 PPSEWA International 第一副會長泰國籍的 Mondhiya 

Bhangsbha 擔任主持人，SI 國際總會理事菲律賓籍的 Gigie Penalosa 補

充說明『實現夢想計劃細節』。 

由於 2017 TECO 論壇邀請 Zonta International 總會長蒞臨為主講人，

我心想 SI 為世界最大的婦女組織，全球會員逾七萬五千人遍及 130 餘

國，台灣中華民國總會亦有一千五百餘人。我於是與婦權會同仁商量

以後，寫電子郵件給 TECO 徐大使，推薦 SI 國際總會後任會長 Sharon 

Fisher 為 2018 TECO 論壇主講人之。感謝徐大使及黃組長經過審慎評

估後，邀請了 Sharon Fisher。 

 

其實 Sharon Fisher 可說是台灣 CSW 代表團長期忠實朋友，從 2015 年

的 CSW 年會就義務為台灣舉辦的週邊會議擔任主講人。 

 

B:建議: 

1. 台灣 CSW 代表團在過去十年以來，積極籌組場外週邊會議，然而在

規劃上，缺乏國際性，尤其在邀請國外重量級的講者，這也是為何今

年我要邀請日本、紐西蘭、加拿大、馬來西亞及台灣講者共同在周邊

會議上擔任主講人，有些是第一次擔任主講者，她們非常感謝，這也

讓我們的週邊會議在國際性方面提升不少。 

 

雖然我這次的主講人，稍乏重量級(例如知名大學教授、知名 INGO 工

作者或聯合國組織官員)，但是我在 2016 CSW 年會籌組的週邊會議就

請到美國 Pace University 教授及博士生與 University of Kentucky 教授蒞

臨為主講人。我想這一點，我除了本身努力之外，還可以請婦權會及

外交部甚至 TECO 幫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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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建議婦權會在每年十月上旬，召集有能力籌組週邊會議的代表

團人選，齊聚一堂，商討整合資源，做最完善的資源分配，讓台灣代

表團的週邊會議，不但在數量上有成長，也在質量上有所提升。 

 

3. 最後，在籌組週邊會議企劃書寫作上，如何取得 CSW 當局的認同，

也需技巧，盼望婦權會在這方面也能召聚大家，集思廣益，提升大家

的能力。 

 

4. 至於如何爭取所籌組的 CSW 年會週邊會議能在年會第一週舉行，我

個人經驗是在開放投稿籌組週邊會議企劃書的第一時間就要投進去，

是紐約時間的一大早，台灣時間的午夜時分，一定要犧牲一下，反正

只有一個晚上而已。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 1 名稱：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Projects to 

Empower Women and Girls 

主辦單位：PPSEAWA International 

時 間 ： March 15th, 2018 at 10:30am—

12:00 noon time 

地點: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Vartan 

Hall 

紀實:由 PPSEAWA International 的企畫發展委員會國家日本、紐西蘭、加拿大、馬來西

亞及台灣分別簡報其國家如何提升農村婦女地位。(宣傳海報及台灣簡報見副件一

及二)。 

 

會議 2 名稱：Good Practices in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主辦單位：TECO New York 

時間：March 15th, 2018  4:00—8:00pm 地點：TECO /NY B1 視聽中心 

紀實: 開場是 TECO 徐儷文大使，主持人:Dr. Alistair Edgar, executive director of Academic 

Council on the UN. 他去年(2017)也參與 TECO 論壇。主持功力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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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計有: H.E. Ambassador Amatlain Elizabeth Kubu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Marshall Islands to United Nations; 林靜儀立法委員；SI 後任總會長 Sharon Fisher; 及

台北市政府葉靜宜研究員。沒想到我極力推薦的 Sharon Fisher 演講生動，向她提問的

人這麼多!  

 

會議 3 名稱：WMG(Women’s Major Group) Orientation Strategy Meeting 

主辦單位：Women’s Major Group 

時間：March 17th, 2018 2:00pm to 5:00pm 地點：57th Street 

紀實: The Women’s Major Group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facilitate women’s civil 

society active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nput into the policy space 

provi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g., participation, speaking, submission of proposals, 

access to documents, development of sessions). 

The WMG is self-organised and open to all interested organisations working to 

promote human rights-bas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a focus on women’s 

human rights,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感謝 TECO 黃組長(Li-fang Huang)大力推薦，我在會場中遇見 SI President-Elect 

Sharon Fisher. 她訝異我如何知道此一會議。黃組長是我過去十年來，在 TECO 遇

見最了解 CSW 的組長。 

 

會 議 4 名 稱 ： Advancing Women’s Health and Well-being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cus on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 

主辦單位：WHO Office at UN, Permanent Misssions of Thailand and Jamaica to UN 

時間：March 14th, 2018 at 3:00—4:15pm 
地點：UN Headquarters Conference Room 

A 

紀實: 會有興趣餐與此一會議是因為 PPSEAWA Taiwan 主辦 2019 國際大會的主題: A 

Life’s Journey to Wellbeing 旗下四個子題 

1. Health and Wellbeing for people of all age 

2.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3. Planning for longevity 

4. Care Quality and Carer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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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關連。 

Permanent Mission of Jama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Thai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WHO Offi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 United Nations (CCCUN); NGO Committee on Mental Health (CMH); South 

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PPSEAWA); Human Rights Congress for Bangladesh 

Minorities.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 such as the greatest burden of disease worldwide and 

are anticipated to increase over the next decades, especially in low resource countries. 

Depression, which is projected to be the number cross-cutting factor. This event, which 

continues as part of the previous traditional and newer technologies in promoting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rural areas where information may not be easily accessible. Focus 

will be on traditional and newer technologies in promoting nutrition and health, th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NCDs, and with examples from Africa and Thailand. In addition, the 

recent use of very large electronic databases to determine risk factors and develop policy 

will be discussed with examples related to diabetes and women in a large global research 

project emanating from Australia.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health 

and well great implications for acces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會議 5 名稱：Making Gender-friendly City for Rural/Indigenous migrants: PPS model from 

Taipei 

主辦單位：Taipei City Government  

時間：March 20th, 2018 at 10:30am 地點：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紀實: 力挺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團隊，我和 PPSEAWA Canada 理事長楊珍妮是

首先到達會場的。我們幫忙招呼前來的聽眾，並幫忙請聽眾留下資料。整體來說，會

議相當成功。 

 

 

（三） 旁聽 CSW 官方會議觀察（若有參與請說明） 

會議名稱：Advocacy Training 

主辦單位：UN 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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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March 20th, 2018 at 12:30—2:00pm 地點：CCUN 10th floor 

紀實與觀察 

語彙聽眾皆發一本 “A Guide For NGOs and Women’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t UN and 

CSW 2018. 洋洋灑灑共 60 頁。講師主要內容放在—“Advocay Training in Negotiation and 

Women’s Human Rights” and “Advocacy Skills”。其中 Advocacy Toolkits 主要有四: 

1. Preparations for the event 

2. Map People and Positions 

3. Building Alliances 

4. Advocacy on the Ground 

聽完整個講座以後，我以在英國 NGO 工作經驗，我認為 “Following-up 事後分析很

重要。因為成功地倡議最在乎"分析"的結果。另外，倡議要成功且具影響力，非只靠

單一 NGO，必須串連越多的 NGO 越好，就是所謂的 “眾志成城”。 

 

（四） 附件 

 具代表性照片 3 張 

 網絡連結（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識的國際友人名片或 email 等連絡方

式）其他可供存檔參考之會議相關資料（出版品請提供編著者、文件

名稱、日期、出版單位等） 

 三張照片及網絡連結見 8. 9.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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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1 

於所籌組的 “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Projects to 

Empower Rural Women and Girls”發表簡報暢談 PPSEWA Taiwan 的志工訓練、新北

市為農村婦女開設的女水電工計畫及澎湖縣國際蘭馨交流協會(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I)提升婦女計劃。 

 Photo 2 

80



9 

 

於 TECO 論壇後與 SI 後任國際會長(中白髮者)及台灣 CSW 代表團同仁合影留

念。 

 

 Photo 3 

    WMG(Women’s Major Group) Orientation Strategy Meeting 的主講人們。 

 

網絡連結: 

1. Donna Digby, Bushfoods Industry Development Officer, Northern Territory 

Government, www.net.gov.au  E-mail: donna digby@nt.gov.au  

2. James C. O’Neal, United Nations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ing, www.ifa.frv.org  E-mail: joneal1306@aol.com  

3. Erica Dhar, director Global Alliances, AARP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ww.aarp.org  E-mail: edhar@aarp.org  

4. Emily Pasnak-Lapchick, manager, End Trafficking Project, Unicef , United Nations 

Fund, www.unicefusa.org E-mail: elapchick@unicef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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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leanor Blomstrom, co-director/head office, Women’s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ww.wedo.org/legacyfund E-mail: 

eleanor@wedo.org  

6. Mary Hession, Programme Action Chair,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Republic of 

Ireland, E-mail: mhmaryhession03@gmail.com  

7. Pat Black,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Advocacy,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 www.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rg E-mail: ida@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rg  

8. Claire van de Ent Braat, Advocacy & UN Committee Chairman, 2016—2018, 

www.zonta.org E-mail: zontacclubluxembourgchaire@gmail.com  

9. Sonoko Nishitateno, Professor Emerit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ternational Law) E-mail: 24tateno@musashion-u.ac.jp  

10. Dr. Alistair D. Edgar, executive dire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E-mail: aedgar@wl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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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美國紐約市 2018 年 3 月 17 日至 3 月 24 日  

撰寫人：嚴祥鸞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美國婦女社會學會(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 ; World Federation of Mental Health; PPSEAWA – NY; FIFCJ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in Legal Careers) 

一、 整體心得: 

       2018 年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會議，3 月 12

日- 23 日召開。去年三月由歐洲區域選出的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秘書長延續去年，在CSW會議召開的第一週 13 MARCH 2018 , 

13:30 -14:30 AT ECOSOC CHAMBER, UN HEADQUARTERS, NEW YORK, NY, 10017, 

USA. ENTER THROUGH THE VISITORS’ ENTRANCE ON 1ST AVENUE AND 46TH 

STREET.UN WEB TV: HTTP://WEBTV.UN.ORG (AVAILABLE IN SIX LANGUAGES)。召開

「秘書長與民間婦女團體有約(TOWNHALL MEETING FOR WOMEN'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WITH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所謂的(The townhall)係指公民的議事廳，是民間婦女組織與秘書長

ANTORNIO GUTERRES 分享她們的觀點，以及她們關注聯合國高階工作的性別平

等相關主題。 

      今年的主軸是「就是現在 (TIME IS NOW)」達到性別平等，他指出，UN

高階的管理層級已是 20 (女) VS 21(男)，底層是 56%(女) VS 44%(男)，中階比較不

容易，已有 88%的單位送達成計畫書。不但如此，至於職場性騷擾，除了訓練課

程外，建置 HELP LINE，以及成立處理職場性騷擾的獨立單位。ANTONIO GUTERRES

鄭重宣示「零容忍職場性騷擾!」相較於去年，看來 UN 有些行動! 或許，#ME TOO

運動有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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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年的優先主題：實現性別平等和充權農村婦女和女孩的挑戰和機

會 (PRIORITY THEM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檢視主題：婦女參與和接觸媒體、資訊以及傳播通信技術對她們的影響，以及使

用它，作為促進和增強婦女地位的工具（第 47 屆會議結論） (Review 

theme:Participation in and access of women to the media,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nd use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agreed conclusions of the forty-seventh 

session)。 

     相較於 2012 年，今年以農村和偏鄉，或劣勢的婦女和女孩的場次增加很

多。但是，還是代理人，即農村的婦女和女孩仍受限「資源」，多數無法出席。 

僅有少數，例如，3 月 22 日 UN CSW 62 – International and Vermont –Practices for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eacebuilding。Ms. Amy Frost of Circle Mountain 

Farm 從 Vermont 來的農村女性，她的經典名言「我們不窮，只是沒有錢！」另

外，我的老組織 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 (SWS) 籌 組 “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of Rural Women & Girls”22 March 

4:30 PM,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第一位講者 Jennifer 

Roger-Brown, 長島大學社會學教授 “From oaxaca to new york: How two NGOs 

respond to the Diverse Needs of Rural Women”事實是個新自由主義食物的故事 

( A neoliberal food story) ，因為全球化的結果，許多農人被迫減耕或休耕，甚至

吃不到自己種的食物。台灣何嘗例外? 

 會議的第一週總是最多人，也是關鍵議題的開啟。自 2005 年參與 UNCSW

會議，此次是第二周參與，沒有那麼多人?沒有那麼壅擠。比較有意思的，教堂

中心的二樓幾乎被美國專業協會的學霸佔領，諸如。美國律師學會、國際醫師學

會、國際社會學會、美國女性主義學會等等。專業協會都有研究數據，可以對應

政策，視野更加開闊。特別是，二個以上的學會合作舉辦，真是「跨專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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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律師學會和國際女醫師學會合作，如何檢視衝突戰區性別暴力的行為，

包括醫療和訴訟，乃至愛 UN 進行法條修正。同樣的，國際社會學會和國際刑事

犯罪學會共同舉辦「針對婦女和女孩發起新的性別平等運動 (New Equality 

Initiatives for Rural and Urban Women and Girls)」。 

 

二、參與 NGO 周邊會議的紀實（至少五場） 

第一場:由國際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RC46 Clinical 

Soci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和國際刑事犯罪學會

(Criminologists Without Borders), 舉辦「針對婦女和女孩發起新的性別平等運動」

19 March,10:30 A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主軸還是

UNSCR1325，籌組人和主持人是老朋友 DR. Jan Marie Fritz，在 1325 的基礎，應

有新倡議，國家行動方案。 

 

第二場: 由 Indian Law Resource Center The National Indigenous Women's 

Resource Center,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聯合舉辦，以最近上

映的電影 Wind River: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Women in Rural America, 19 

March 12:30 P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從影片指

出，保留區的法律限制美國原住民的人權，不是保障。司法管轄權一再讓美國原

住民陷入傷害的深淵。台灣原住民的困境，何嘗不是? 

 

第三場: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sychologists, NGO Committee on Children's Rights，”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Globally through ICT and STEM,” 19 March 2:30 P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 如何結合科技，充權婦女和女孩。 

 

第四場:由美國律師學會和國際女醫師學會合作，如何檢視衝突戰區性別暴力的

行為(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Sex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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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 Funding and Technology During Armed Conflict: Next Steps) 20 March

 8:30 A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由美國紐

約律師學會草擬 105 號解決草案，建議國際非政府組織、捐助者以及多邊的機構

應該和政府合作，協助政府發展適當的方法，建構可以取用的數據，協助性別暴

力的受害者。 

 

第五場:由 Organized by Bank of Industry, GSM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籌組”DIGITAL & FINANCIAL INCLUSION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WOMEN,” 20 March, 10:00 AM - 11:30 AM at Millenium Hotel, One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這場次非常有意思，如何使用科技讓女性能夠使用金融產品，

即使婦女賺的錢是小額，如何更友善。 

  

第六場:由 Al-Khoei Foundation Grace Initiative, Women's Agricultural Network of 

Vermont 籌組”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Women-owned,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22 March 12:30 P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詳見 International and Vermont –Practices for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eacebuilding)稀有農村婦女出現的場次，Ms. 

Amy Frost of Circle Mountain Farm 從 Vermont 來的農村女性，她的經典名言「我

們不窮，只是沒有錢！」 

 

第七場:由 HealthRight International、Ukrainian Foundation for Public Health 籌

組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es to Systems Strengthening for HIV+ Rural 

Women,”22 March 2:30 PM at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Second Floor。與

談人還包括加拿大女醫師 Jennifer Carpenter 利用手機記錄 PamojaTunaweza 的愛

滋病+子宮頸癌症婦女，以及美國南方州 Positive Women’s Network 的 Shyronn 

Jones 揭露，CDC 在喬治亞州，但是很諷刺的是，無助於資源提供。例如，政府

不再提供免費的保險套。人權為主係以提供醫療資源為必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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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由 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 (SWS)籌組”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 of Rural Women & Girls,” 22 March 4:30P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Floor。長島大學的社會學者 Jennifer 

Roger-Brown, 的”From oaxaca to new york: How two NGOs respond to the Diverse 

Needs of Rural Women” 係屬事實是個新自由主義食物的故事，因為全球化的結

果，許多農人被迫減耕或休耕，甚至吃不到自己種的食物。台灣鼓勵小農，女性

小濃的處境又如何?值得商榷。 

 

第九場:今年的閉幕在教堂中心的教堂舉行”Making Sense of #CSW62: A Special 

Closing Session.” 23 March 10:30AM at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hapel。螢幕呈現四個不同的宗教，象徵和諧和融合。 

第十場: 由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Shih Chien University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以及 JooSoap Studio Finland 籌組”Building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for Rural Girls and Women,”23 March, 2:30-4:00PM, 

Church Center for the United Nations, 10th Floor。我們邀請 Denise Scotto, Vice 

President, FIFCJ 擔任主持人，她了解台灣，所以串場沒問題。同時，我們也邀請

Leslie Wright, Chair, Zonta International UN Committee 談”Ending Child Marriage - 

Achieving a targe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與談人還有張玨(Building mental 

health resilient community dur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from local women’s 

perspective)、林瑩如 (Capacity building toward sustainable life for Taiwanese 

immigrant women in Finland)，以及我(Diversity models on building healthy identity 

for rural girls where they stay the borderline of the City)。 

    最後一天的 2:30-4:00，人潮只能祈禱。還不錯，有國際組織的講者，還有

長期的耕耘，不算太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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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SW 官方會議觀察 

第一場:”#AIDTOO SPEAKING OUT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AND ABUSE OF 

POWER,”organized by UN Women, UN Feminist Network, Gender at Work and the 

Feminist UN Campaign, 20 March, 01:00 PM - 03:00 PM Room 19-20, UN Women HQ, 

220 East 42nd Street 

Contact: UNFeministNetwork[at]gmail.com  

There has been an explosion of claims in the aid sector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abuse of power targeting both women working within development 

bureaucracies, and of intended beneficiaries of development work. 

This meeting, hosted by the UN Feminist Network, Gender at Work and the 

Feminist UN Campaign aims to bring together feminists from with the UN and NGOs, 

to create a space for sharing and strategizing on how to ensure the changes that are 

needed in our institutions.這場論壇剛好呼應#METOO 運動。 

 

週邊會議，還包括由會員國駐聯合國的領事館籌辦，可能邀請其他會員

國，也可能邀請民間組織合辦。 

 

第二場實景(冒著風雪):Connecting Local to Global: Strategies to Empower Women 

in the Workplace on Wednesday, March 21, from 9:30am-11:00am at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Germany in New York, 871 United Nations Plaza (1st Ave and 49th St.).  

紐約市政府繼去年和 UN 合作，今年再度由紐約市府國際事務、性別平等以及人

權辦公室主辦，聯合德國駐聯合國領事、聯合國女性 (UN Women)以及國際勞工

組織，討論「聯結地方到全球:充權職場女性的策略(Connecting Local to Global: 

Strategies to Empower Women in the Workplace)」，係為達成「2030 永續發展目

標」。開場包括紐約市府國際事務執行長，德國駐聯合國副領事以及國際勞工組

織，其中國際勞工組織 Shauna Olney 負責報告國際充權職場女性的策略。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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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長夫人 Chirlane McCray(同時，她身兼紐約市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共同召集

人)專題演講。最後，UN Women 的執行長 Phumzile Mlambo-Ngcuka 和紐約市府

人權委員會召集人 Carmelyn Malalis 分別說明 UN 和紐約市的政策。會後，我分

別和紐約市府人權委員會召集人 Carmelyn Malalis 和性別平等辦公室執行長

Jacqueline M. Ebanks 討論以後合作的可能，得知 NYC Grils Project is in transition. 

 

三、整體感想與建議 

今年是 UNCSW62 屆，正式邁入後 2015 年永續發展目標計劃 (SDG)，共有

17 項，也是 NGO CSW 45 週年。2015 年後，主要工作在檢視落實成果。連續參

與 14 年會議，民間團體舉辦周邊會議仍被分配在幾個場地舉辦，不僅場地分散，

而且距離很遠。「參與係為進去 UN，還是去觀摩?似乎並沒有釐清。更重要的是，

不是長期參與國際組織，只因想進 UN，意義為何?」 

另外，今年有個小插曲，雖然我不在場。但是，長期致力婦運的人不能不

說。儘管我們很喜歡吹噓「我們的立院女性立委高達 38%，傲視全球!國際上有

句話「數字是不夠的(Number is Not Enough!)」。立院女性立委高達 38%係因不分

區 1/2 比例要求(算是暫行特別措施)，如果不分區的女性立委不敢說出「立院還

是男性主導的政治」，女性立委其實是不存在;或 女性立委一時脫口說出「立院

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或差別對待」，事後又否認!這樣的 38%，是我們期待的?這

是「性別政治！」 

 

四、 國際聯結和參與： 

1. 除了是 WFMH 和 SWS 會員，也在 2011 年加入 PPEAWA-NY 和 FFICJ。 

2. 持續和 SWS 倡議，以女權主義為中心的性別平等。ot 

3. 持續參與 PPSEAWA-NY 和 WGG 的合作，致力於女孩權益推動，2016 中

華心理衛生協會撰寫 CEDAW 和 CRC 的替代報告，以及二公約替代報告。 

4. 持續參與 FIFCJ 在全球和區域 CEDAW 機制推動，落實性別平權。 

5. 連結紐約市政府，分享「納入男孩參與未婚懷孕預防計畫」。但是，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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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s Project is in transition (???)國際崇她在越南的性別學校，也停止! 

6. 規劃和推動預防未成年懷孕多元教育模式，由台北延伸到其他縣市。 

 

五、建議： 

嚴謹規劃議題和參與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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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看起來，似乎沒有不妥!值得一提的，今年開始

聯合籌組似乎是問題。相對於聯合籌組，有人根本沒有籌組，似乎沒問題‧補助

規範需要更嚴謹，否則「虛假平等」的規定，令人啼笑皆非。婦女人權追求的「核

心價值」蕩然無存!依目前 CSW 會議進行而言，NGO 參與 UN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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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資料蒐集： 

附件一：照片 

D igital & Financial Iclusion to Improve the Livehood of Women, March 20, 2018 

10:00-11:30AM Millennium Hilton Hotel, 1 UN Plaza, NY, NY10017 

90



9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es, March 22, 2018 2:30-4:00 CCUN 2nd Floor 

UNCSW62 March 23, 2018 CCUN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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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SW62 03/23/2018 CCUN 10th Floor 

附件二：名片 

 

附件三: 

(1) Resolution 105 by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exual violence, Funding and Technology During Armed Conflic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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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2) Leveling the Paying Field: Best Practices for Gender 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By 

NYC Commission on Gender Equity, $POWHER NY, The Annie E. Case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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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7 日 

撰寫人：王葳渟 (2018 青年代表／國立政治大學歐語系雙修外交系學生)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與會動機與目標

在參與此次的甄選前，便曾參加過政大模擬聯合國相關社團所舉辦有關 UN 

Women 的活動與講座，那時對於女性、性別等議題變得更加有興趣，也更

希望能夠深入了解，因此非常榮幸可以與鄭蓉、舒涵兩位夥伴一同參加培訓

與甄選，也非常幸運地獲選，能夠與婦權基金會一同至紐約，展開一場學習

之旅。在獲選後，我們便著手籌備我們的平行會議，也對於 CSW 這個會議

去做更進一步的認識，跟著一群台灣在性別領域的專家們一同出國，作為一

位青年代表的我，覺得於有榮焉。不像各位專家學者在這個領域中有如此多

的研究，也已經參加過許多次 CSW，我是第一次至紐約參與 CSW，我期望

自己能像個海綿一般將新知吸收得飽飽的，不管是從台灣這些厲害的專家們

亦或者是從即將參與的國際會議中，我都期望能夠有滿滿的學習與收穫，我

期許自己在此次的國際會議中能夠瞭解到更多不同國家中性別議題以及女

性權益的狀況，不管是參與在各棟大樓中由不同團體所舉辦的平行會議，或

者是若有幸能夠參與在聯合國總部中所舉辦較為學術性的會議，我希望透過

聆聽會議、提出問題與交流等方式，能夠對他國情況更加知悉，也藉此讓他

國的參與者更加了解台灣以及台灣的狀況，在交流與比較不同環境與狀況後，

試著思考並研擬出更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也期望能夠將這些議題擴大至青

年，讓更多青年參與 CSW 等國際會議，成為推動的年輕力量。 

與會與籌備平行會議之心得

我覺得能夠親自到紐約參與這場盛會真的非常的榮幸，也學習到了非常多。

這些不同的會議，不管是在聯合國中所開學術性質較高的會議，亦或者是在

不同場地由不同組織所舉辦的平行會議，題材真的非常的多元化且也富含知

識性，讓我能夠由不同角度去看性別平等、女權等事務，有從學生的角度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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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也有從立法者的層面去分析，更有遭受問題與困難的一方的角度，我覺

得這樣由不同聲音所交織出來的交流能使問題的細節更被聆聽，也能更深度

的去探討解決方式。此次的活動也給了我很大的衝擊，生活在台灣這個相較

下很民主的國家，我在與會期間看到了好多來自婦女權益不被重視的國家的

個案，也讓我進一步思考台灣的政策與模式是否能有機會帶給他人幫助。 

整體建議 

我覺得此次的活動非常的有意義且也讓身為青年代表的我見識到非常多，也

非常感謝基金會的協助，沒有基金會的大家，我們的平行會議無法辦得如此

成功。對於下屆青年代表的建議主要是覺得一開始在籌備平行會議時，要定

期開會確定進度，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且盡量以視訊、當面取代用社群

媒體打字的開會，因為有時資訊傳達上可能每個人解讀不同，可能會造成彼

此對於議題的認知不同，進而撰寫出的東西也會有落差。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名稱：North Korean Women— Desperate Conditions in Rural DPRK and 

China 

主辦單位：Working Group On North Korean Women 

時間：3/12 16:30-18:00 地點： 

紀實 

此場會議請到了脫北的女性來分享，她們講述了她們在北韓生活時悲苦的處

境，以及在脫離北韓的過程中，如在人口販運體系下所遭遇的慘痛經驗，北

韓因為政治體制導致生活體制乏善可陳，民不聊生，許多北韓的女性長期饑

餓、無法受教育，更遭到嚴厲地監控與不人道的對待。平行會議中其中一名

脫北女性便提到，她被迫嫁給一個不願工作與照顧小孩的丈夫，更被迫長時

間的工作，而在有一天她為了扶養孩子忙於工作時，因為丈夫對小孩的疏於

照顧，小孩竟在自己外出玩耍時被火車撞死。脫北分享者一邊訴說她的過

去，眼淚也不停地留下，她一句句沈痛的話語都是在控訴世界不平等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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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不僅是她自己，還有其他生活困苦與飽受摧殘的北韓女性，也在在呼籲

了世界各方必須盡快對他們伸出援手。 

 

會議二名稱：The Pad Project: A Short Documentary Screening and Discussion 

主辦單位：The 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 

時間：3/14 8:30-10:00 地點：4 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紀實 

這場平行會議的內容主要是在講述由一群美國女學生赴印度所拍攝的紀錄片

— The Pad Project。在台灣，女性的月經是一個大家都熟知的概念，在電視上

也不乏有許多不同品牌衛生棉的廣告，然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卻不然，

許多印度人對於女性月經的觀念不甚成熟，許多女孩不知道甚至被視為是一

種羞恥、害羞的象徵。在影片中提到，曾經有一位女學生因為不知道使用衛

生棉，因此服裝上沾到了經血，學校老師竟將它展示給全班看，使該名女學

生受到大家的恥笑以及異樣眼光看待，竟在隔日便自殺了。在影片中所訪談

的許多女學生談到月經時都很感到羞恥或者害羞，且也不知道月經來時該如

何處理，這個紀錄片採訪了印度的一名發明家，並記錄他為了協助印度女

性，發明了讓女性自己製作衛生棉的機器的過程，這項發明讓衛生棉在印度

傳統社會中更為普遍，女性權益也受到了進一步的保障。 

 

會議三名稱：How Women Make Cities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ment and 

Policies 

主辦單位：Urban Diversity and Mobility Research Center 

時間：3/14 10:30-12:00 地點：4 W, 43rd, Blue Room 

紀實 

此場平行會議講述了許多台灣憑別平等推動的狀況，如在政治方面、教育方

面以及其發展的歷程等。其中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關於教育的部分，恩為本

身是學生所以覺得跟自身較為相關，會議中其中一位講者分享，在台灣的許

多家長無法接受同志，不管是女同志、男同志抑或是雙性戀，甚至希望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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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的題材可以從學生的學校教材中被拿掉，或者是上街抗議反對同性

婚姻等，在平行會議中講者談到了我們該如何教育下一代，讓他們對於性別

平等議題的觀念更加正確，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認為除了教育

下一代以外，教育「現在這一代」以及「上一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許

多傳統觀念的傳遞，造成許多人的權利受損，而家庭又是孩子學習的一個主

要場所之一，所以我認為除了教導孩子，教導家長進而促成雙向溝通也是很

重要的。 

 

會議四名稱：1200+ Missing and Murdere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主辦單位：Status of Women Canada/ Keewatin Productions 

時間：3/14 13:30-16:30 地點：Scandinavia House 

紀實 

此場平行會議主要是由紀錄片的播放來闡述加拿大偏鄉及本土婦女失蹤及謀

殺案的嚴重，首先製片團隊、導演以及在紀錄片中負責採訪的主角分別上台

對此影片做出說明以及感謝，也點出這個狀況在加拿大有頻繁及嚴重性，接

著便開始播放紀錄片。紀錄片內容有透過採訪當地的居民來了解當地狀況，

也有實地訪談失蹤個案的親屬，進一步釐清事發的來龍去脈。除了對於事件

的說明以外，此部紀錄片也紀實了失蹤個案家屬的內心情緒，家屬焦急但卻

無能為力的心情看了讓人感到非常沈痛。這支紀錄片讓我瞭解到在加拿大原

來有如此嚴重的偏鄉婦女失蹤及謀殺問題，我希望透過這支紀錄片，能夠讓

更多人對於這個議題有了解，並與當地警察及政府合作，投注更多心力於改

善此狀況。 

 

會議五名稱：Missing in Action: Engaging The Most Marginalized Girls in Sports 

主辦單位：Women’s Sports Foundation 

時間：3/16 12:30-14:00 地點：4 W, 43rd, Blue Room 

紀實 

這場平行會議有四位來自不同組織的講者分享其推動女性參與運動的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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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此四個組織皆與女性權益與推動女性參與運動有相關。講者們首先點

出女性參與運動活動的好處，例如能夠讓身體變健康、遠離疾病、學習更有

效率，也能藉此獲得心靈上的富足等等，接著點出了在許多偏鄉地區，女性

其實是沒有什麼權利與時間去從事運動的，例如必須忙著耕種、在重男輕女

的社會中必須忙於家務事、照顧小孩等，而失去了從事運動的權益，接著講

著們分別介紹其組織在協助偏鄉婦女從事運動的做法以及建議等，像是成立

運動的社區班級，或開設相關的教學等，讓偏鄉的婦女能夠去上課並找到能

夠一起從事運動的夥伴。我認為這場平行會議所探討的主題非常的有趣且貼

近我們的生活，在學校常常從事運動的我們難以想像在偏鄉地區女孩要從事

運動有多麼困難，希望透過這個平行會議讓更多人理解此狀況。 

 

（三） 附件照片 

在舉辦完我們的平行會議 Internet Generation as Pioneer: Rural Wome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後與全體成員的大合照，包含講者與參與者等，當天的參與者非常多，我們很開心，

會議也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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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7 日 

撰寫人：鄭蓉 (2018 青年代表／國立臺灣大學社工系雙修心理系學生)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與會動機與目標 

甄選完後，我們開始籌備平行會議，加上這是自己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因

此對於這次會議並沒有什麼圖像，所以原本的與會目標應該是順利辦完我們

的會議。隨著會議即將到來，因為那時我們的會議已經準備得差不多，因此

自己也有時間開始思考在十天的會議中自己想要得到什麼，且官方也公布了

其他場次的會議資訊，所以自己對於會議內容有較多的認識。自己未來一直

希望能夠到國際組織工作，而自己最有興趣的領域是兒童，第二是婦女。因

此看完完整的會議場次後，自己的與會目標除了扮演好會議主持人的角色、

順利辦完會議之外，也想要更加認識移民、童婚、人口販運等主題，了解國

際組織如何提倡這些婦女的權益，並對於未來的工作有更多想像。 

與會與籌備平行會議之心得 

會議的主題相當多元，自己也聽到許多國際組織關注的主題，及他們正在執

行的計畫，但實際參與完後，整體感受卻不如預期。一方面可能是受限於自

己的英文能力，另一方面是有些講者的演講內容多是大方向的倡議，但並沒

有太多計畫的細節及服務對象的經驗說明，因此聽完後，我覺得跟我認知中

的偏鄉婦女的情況並沒有差距太多。但還是有幾場的內容讓自己印象深刻。

有一場的主題是移民如何融入社會。聽完之後，給我的感覺是從政府部門到

民間組織都試圖讓社會更尊重多元文化。反觀台灣，我覺得民間組織的著力

點較多，之前參與南勢角泰緬街的導覽時，導覽員提到新北市政府雖有舉辦

泰國的潑水節，但在許多小細節上並沒有考量到泰國的文化，因此較少泰國

人會去參與，也慢慢淪為觀光性質的活動。相反的，One-Forty 是一個關注

移工議題的組織，也致力於提倡多元文化。在他們的活動中，我覺得我有走

入移工在台灣的聚落，認識他們最真實的樣子。有時，他們在活動中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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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時間是讓台灣人與東南亞國家的移工相處。因為有切身互動的經驗，

所以更能放下曾經存在的偏見。

另一場會議是在平行會議紀實中的第五場會議，他們的主題與我們所籌

辦的會議都是在討論如何藉由科技讓性別更加平等，只是我們的主題限縮在

網路。聽完他們的場次後，我覺得他們的會議更具架構性，也凸顯出科技的

重要性。當中有位講者分享一個網路平台 Safe Shelter Collaborative，這平台

媒合適合的庇護所給家暴或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根據自己的了解，台灣的庇

護所尚未整合到一個平台上，多是社工不斷聯繫相關機構還有無空間讓當事

人居住。若有一個平台的話，將可以運作得更有效率。

十月中結束甄選，而三月初就要到紐約舉辦會議，時間看似很短暫，但其實

卻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忙碌，可能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是滿認真負責的人，所

以三個人討論完後，每個人分到的工作並沒有太多。因此照著基金會人員的

規劃安排，進行的相當順利。

在籌辦會議的過程中，自己收穫最多的是邀請講者及對於台灣、世界的

性別情況有更多認識。在邀請講者上，自己遇到的兩個困難是用英文寫信及

得到他們的答覆。一開始自己回信時，一封信往往可以寫至少半小時，多是

在思考如何用英文精確表達自己的想法。經過多次的練習之後，幾乎可以馬

上回信。而在得到回覆上，原先邀請的組織幾乎都沒有回信，後來寄信給去

年有來參與會議的組織後，回覆率增加許多，也讓自己多認識一些組織。

    另外，關於台灣的性平狀況，因為自己就讀的科系(社工系)及過去到偏

鄉服務的經驗，因此對於偏鄉的情況並沒有很陌生。只是在蒐集主持介紹的

量化資料時，對於一些項目，如：識字率、青少女懷孕率、土地權、網路普

及率…等有更精確的認識。然而對於世界的性平情況，自己應該算是第一次

接觸，因為以前自己較少關注國外的報導，且系上課程的案例也多以國內的

為主。所以自己開始閱讀一些國外資料，只是現在回想起來，應該還有更多

努力進步的空間，因為當時花費較多心力在其他行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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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也是自己第一次擔任會議的主持人，在想對話時，腦中會有很

變得生動許多。雖然是第一次，但可能因為自己大四，有許多上台報告得經

驗，所以實際站上台時，並沒有想像中緊張。 

    最後覺得我們好幸運，會議時間在會議期程的第一天，而且是早上 10:30，

會議場地都有坐滿，而且投影機播放也很順利。雖然有一位講者最後沒有辦

法來，但也因為如此讓我們可以在時間內完成會議。很謝謝和我一起合作的

另外兩位夥伴，一起順利辦完會議。 

整體建議 

1. 對於我國青年國際參與的建議 

國際會議很重視交流，因此許多平行會議都會預留問答時間。我覺得如果只

是去聽會議的話，其實蠻像在台灣聽講座，只是語言換成英文，主辦單位是

國際組織。若能帶著自己或台灣的經驗與講者或其他與會者交流，收穫應該

會更多，而且可以認識國際組織的成員。記得去某一場的平行會議，我們旁

邊坐著其他國家的年輕人(不確定是不是青年代表，但他們看起來都很年輕)，

相較於我們，他們都很熱烈的提問。 

2. 給下一屆青年代表的建議 

關於辦平行會議，我覺得「講者」是最重要的，如果講者都有來，會議大概

就完成八成了。一開始在邀請講者上我們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他們幾乎都

沒有回覆，我們那時的講者是直接上網找相關的組織。後來我們藉由去年的

會議手冊，尋找與我們主題較相關的組織後，回覆的意願增加許多。選擇會

來參加 NGO CSW Forum 的組織，他們通常較有意願擔任講者，而且之後取

消的可能性較小。在時間上，大我們原本是預定五位講者，但最後有一位台

灣的講者沒有來，因此四位講者加上我們十分鐘的性平介紹，時間大概就差

不多了。 

  

103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一名稱：Harmful and Deadly: Child Marriage and Maternal Mortality in Rural 

Settings 

主辦單位：New Zealand, Canada, Zambia, 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 

時間：03.13 11:30-12:45 地點：Conference Room 1-Conference 

Building 

紀實：會議邀請五位講者，分別來自：加拿大、巴基斯坦、尼泊爾、尚比亞

及紐西蘭。第一位講者提到許多青少女在家庭壓力下，很年輕即走入婚姻。

結婚之後，她們並無法再接受教育，此更使得她們無法進入就業市場。此

外，她們通常很早就懷孕，然而十五、六歲的年紀並不適合生產。講者的組

織因此提倡在社區設立健康中心，提供她們專業訓練，並教導她們讀與寫。

也希望提升少女父母對於童婚議題的重視。第二位講者所屬的組織正在進行

一項教育計畫，對象包括學校中所有的學生(不只有女性)，以角色扮演、遊戲

的方式提供軟實力的課程，如：人際互動、決策。藉此讓他們對於自己的權

利有更多認識。第三位講者是一位護士，她提到在尼泊爾有 37%婚姻，女性

是低於二十歲的結婚法定年齡。她之前曾經遇過的個案，一位十六歲的青少

女被送進急診室，後來不幸的是，她肚子裡的小孩過世了。之後她又嫁給一

位大她很多歲的男人，她是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是死於生產。她認為童

婚的發生是源於當地的社會習俗。此外，當地婦女對於自己健康權益的了解

相當缺乏，只有 42%的婦女知道自己的權利。第四位講者所屬的組織進行的

方式是將男性納入計畫，並與政府合作。計畫內容包括婦女取得相關的健康

服務是免費的、組織會選取貧困家庭的小孩，並免費送他們去讀書。這個計

畫使童婚的比例從 42%降至 31%。最後一位講者提到，在太平洋地區青少女

懷孕的比例相當高，而在紐西蘭，每天有三位婦女是死於生產。而她們則致

力於讓婦女及兒童可以獲得充足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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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二名稱：Progressiv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Women into Diverse Societies 

主辦單位：Raindrop Foundation 

時間：03.14 8:30-10:00 地點：4W 43rd Street, Aqua Room 

紀實：會議總共邀請四位講者，分別來自：city manager in San Antonio, executive 

directors of institute of Texan cultures, Alamo colleges of San Antonio,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city of San Antonio。首先，Maria Villagomez 分享自己作為移

民的經驗，而她一直想從事公務員的工作，之後她開始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去

年也順利成為 city manager。她服務的目標是讓「家庭在一起」，因此提供教育、

法律資源等給移民家庭，給予移民家庭生活更多的保障。第二，Angelica Docog 

主要有兩個分享主題，分別是移民如何融入社會及 San Antonio 如何向移民學

習。機構有一個計畫是難民計畫，計畫讓這些移民有機會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

如：為什麼他們要離開自己的國家，也透過小朋友的畫作、服裝等展示移民成

員的文化。他們也在城市舉辦文化慶典，讓民眾可以接觸到更多不同文化。第

三，Zeliha Kocak 針對移民到美國社會的青少年進行一項研究。她提到這些移民

青少年在身分上通常有兩個以上文化，而他們不可能搬到新的地方後，就忘記

過去的成長經驗，他們會一直帶著這些文化，重要的是他們如何融入。最後，

Rev. Ann E.helmke 說道：「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wished to be treated yourself.」

她提到同理的重要性，我們應對於不同文化保持開放的態度，並尊重來自不同

文化的人。之後以”Cultures has no boundaries; you belong anywhere.”作結。 

 

會議三名稱：Women Empowerment as Important, Challenging Steps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in Iran 

主辦單位：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of Socially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時間：03.14 10:30-12:00 地點：4W 43rd Street, Gallery 

紀實：講者一開始介紹 AIDS 在全世界的情況及 HIV 和 AIDS 的差別。講者也特

別強調感染的原因在過去二十年有很大的變化。1990 年，感染者有將近 70%

共用針頭，只有 13%因為性關係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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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性關係的比例上升至 33%，共用針頭的比例則下降至 52.5%。除了

身體上的治療(ART)，SPASDI 致力於提供社會和經濟上的協助給感染愛滋的伊

朗兒童與婦女。他們於 1999 年成立 Ehya Group，除了提供諮商服務，也給予

病患支持。他們也透過影片、藝廊和國家頻道來提升大眾對於 AIDS 的重視。

而關於大眾服務主要包括熱線(諮商內容包含各項議題，並不限於 AIDS)、VCT 

Center(提供愛滋篩檢的前後測)、Mobile Clinic(考量有些服務對象住得比較遙

遠，他們也提供電話諮商)。對於感染愛滋的婦女，他們則提供三個層面的充

權，心理、社會及經濟層面。在心理層面，他們成立 peer group，並提供團體

治療。在社會層面，則提供相關的資訊。在經濟層面，則開辦相關課程，如：

烹飪課、編織課…等以提升婦女的軟實力。 

 

會議四名稱：Mobile Learning Center for Girls in Rural Africa 

主辦單位：Career Girls 

時間：03.15 10:30-12:00 地點：4W 43rd Street, Green Room 

紀實：Career Girls 的三個核心理念是：Inspire, Educate, Empower，他們致力於

幫助學生對於職業有更多的了解，但他們卻發現許多女生並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全球有 52%的人口無法上線)。因此他們設計出一台機器，叫做 Rachel，這台

機器有多項優點，包括：不需要網路、任何裝置都可以搭配使用、有 500GB 或

1TB 的記憶卡容量、399 美金、最多可以有五十個使用者同時使用。此外，Career 

Girls 與多個組織合作，如：African storybook，讓使用者可以獲得更多資訊。

只要使用者購買這台機器，他們就能獲得所有的內容。內容包含職業分享影片、

探索職業的教材。關於影片，除了有許多不同職業人士的現身說法之外，影片

下方有 My career, My education, My story, My advice，讓使用者可以進一步去探

索這個職業。教材則是幫助使用者釐清自己的經驗，幫助他們聚焦未來可以從

事的行業，以及他們需要具備何種技能。 

介紹完之後，他們拿出 Rachel，讓現場的觀眾實際測試。我們的裝置，如：手

機、電腦，都可以連上 Rachel 所提供的網路，之後講者讓我們看一些網頁上的

影片，最後進入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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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五名稱：Disrupting Discrimination: San Francisco Tech Tools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主辦單位：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時間：03.16 16:30-18:00 地點：CCUN, Second Floor 

紀實：這場會議總共有五位講者，分別來自：Caravan Studios, SF Collaborative 

Against Human Trafficking, Google, Charles Schwab Foundation, USNC-UN Women 

SF Bay Area。以下將介紹其中的三個主題： 

1. Tech solutions to connect domestic violence &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survivors to safe shelter：Caravan Studios 建置一個平台稱為 Safe Shelter 

Collaborative，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家暴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目的為幫助他們

找到庇護所。平台的運作包含五個過程，request(組織進入平台後，填寫十個

無法辨識個案的問題)→alert(將訊息發送給其他組織)→response(其他組織在

許可的情況下回覆提出需求的組織)→match(進行配對，並以電話聯繫)→

crowdsource(提出需求的組織可以透過 SafeNight 發送訊息給資金支持者，以

支付庇護所的費用)。 

2. Towards Gender Equity in Technology Design：由 Nithya Sambasivan Google 

針對女性使用科技所進行的一項研究，研究方式包括質性訪談與量化調查，

國家包含 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 Indonesia, Nigeria, Brazil, Mexico。研究發

現女性使用手機與網路受到限制、有較少的自由時間、移動性受到限制…

等。因此科技設計者需意識到女性所面臨的這些問題，並致力與女性在科技

的使用上更為平等。 

3. New tech tools for closing the pay gap & promoting women’s financial 

literacy：Charles Schwab Foundation 與 DonorsChoose.org 合作，並在推廣

financial education project. 他們設立一個網站，Schwab MoneyWise，透過課

程、遊戲、工作坊及獎勵金的方式協助有需求的人提升他們對於省錢的觀

念、如何使用信用卡及理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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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照片 

Consultation day 

Our parallel event 

與 Zala Zbogar 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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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聯合國第 62 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 

與會時間：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3 月 17 日 

撰寫人：游舒涵 (2018 青年代表／輔仁大學法律系雙修德語系學生) 

 

（一） 整體與會心得與建議 

與會動機與目標 

  由於自己修讀法律系，故在平時即對於權利義務之間的衝突備感興趣，

又自己身為女性的緣故，對於女性在現代環境中所面臨權利的剝奪、義務的

增加有著極大的興趣。 

  身為台灣的女性，仍感受到許多的不平等，惟我們所追求的平等大多已

提升到福利的層次。在這趟會議出發前，我略知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的女性

擔心著自身的安全、煩惱下一餐在哪、教育權被剝奪等等，我期待這次會議

能更了解世界各國的女性到底仍面臨哪些基本權利的侵害，以及該國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面對此項問題時的態度以及行動為何。 

  另外，除了參與他國的平行會議了解世界情況外，我也期望我們自己所

辦的平行會議能順利落幕。在作為主持人介紹台灣的性平狀況時，能確切地

傳達台灣的情形給所有與會者，讓他們了解台灣在性別平等上所做的努力與

成果。 

與會與籌備平行會議之心得 

  其實在這 11 天的會議中，我心中最多的情緒是衝擊。雖然有時候在電

視上會看見一些世界各國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但這都比不上當場聽見現身說

法的人來得震驚。身處在台灣，雖然對於很多現狀有所不滿，惟我們走在路

上時不用擔心會被人口販子抓走、不用擔心下一餐的著落、不用為了小小年

紀要結婚而感到恐慌等等。參與這次會議讓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們擁有的遠

比其他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的人來得多太多，我們應該珍惜所有，同時針對

尚有不足的部分仍不能忽略。 

  此次籌辦會議並非我的第一次；然而站在國際舞台上確實為首次。透過

這次辦平行會議，我學會如何有條理的安排事情、分別出事情的輕重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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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重要的是如何與他人溝通。在求學的過程中，站上台的機會及經驗不計

其數，但都未曾像此次會議有著如此龐大的壓力和緊張感，或許是因為此次

會議是代表台灣而去。

  我想感謝婦權基金會給予我這次的機會，讓我體驗到籌辦國際會議是如

此的具有挑戰性。感謝琬琪和 Helen 這過程中的所有指導(尤其是在會議主

題的產出，真的是辛苦琬琪與 Helen 的引導)，以及到紐約的照顧，這次的經

驗會是我 20 年來最有價值的禮物。 

整體建議

1. 籌辦會議方面

(1) 思考會議主題

獲選後，青年們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即是訂出會議主題，並撰寫出

聯合國的申請書。在思考會議主題時，建議可以從一個大架構下去

思考，避免流與將小架構定為主題，以至於日後造成思考子題的困

難。從自身的經驗以及前屆青年的主題中我發現，似乎將主題訂為

一個現象或現狀會較有利於子題的增訂。

(2) 尋找講者 

講者的找尋是這個平行會議最關鍵的一環，一開始我們也是列出所

有與邀請的講者，但實際執行有一定的困難。因為通常我們所列出

的講者不一定會出席 CSW 會議，故受拒絕的機率較高。所以建議青

年們可以多聯繫之前的青年代表，詢問邀請成功的組織，如此成功

的機會較高，不見得會同一位講者，但該組織通常有派人出席 CSW

會議，所以也較能幫助到我們。

(3) 設計開場及串場 

此次平行會議的主持方式是以對話的方式帶出我們想表達的內容。

雖然不知道如此的方式是否較能成功吸引參與主的注意，但在為期

11 天的會議中，沒有見到此類的主持方式。這次之所以會有這樣的

構思，是希望能不同於以往單就簡報加上口述報告的方式進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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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效果為何，可能需要第三者來評論會較客觀。但我們一個半小時

的場次人數爆滿且從頭到尾沒有人離場是此次會議最大的成就。 

(4) 文宣設計 

文宣的部分其實彈性較大，若青年代表有設計背景或能自如運用繪

圖軟體的話，此部分並不會構成太大問題。而我們的作法是我請我

的高中同學(傳播系)幫忙設計 logo 及之後的傳單、名片與明信片。

我將文宣所需的所有文字資料寄給我同學後，剩餘的部分就請他自

由發揮，因為是同學的緣故，所以設計費用相對也較低。 

2. 參與會議方面 

(1) 參與會議類型 

就個人經驗我發現我所選擇的會議主題會有些相近，不外乎暴力、

人口販運、女性發聲權、童婚等等，可能是因為本身對這些領域有

著極大興趣，所以視線總會停留在類似的議題上。因此建議青年可

以在出發前先與其他夥伴討論彼此會參與的會議，若時間、空間能

搭配得上的話可以多選擇不同的議題聽。 

(2) 地理空間限制 

這次會議除了聯合國總部外，其他 NGO 的平行會議主要分布在四棟

大樓中，然後因為每棟樓的距離都有些遠，又因為每場會議的間隔

大約 30 分鐘左右，所以如果青年安排的會議是連續的場次的話，可

能時間上會有些趕。所以如果覺得不想待在同一棟樓的話，建議如

果一天預計聽四場會議的話，可以白天待在同一個地方，下午再到

另一棟。 

(3) 社交能力 

對我來說，社交一直是一項最大的挑戰。在國際場域中，多推銷自

己多遞名片才能伸長自己的觸角，連結更多人，但如何踏出第一步

主動與人交談，對我來說是一項很艱難的挑戰。建議青年可以與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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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們一起行動，兩個人一起或許會比較有膽量，但這建立在彼此時

間都能配合的狀況下。 

 

（二） 參與之平行會議紀實（至少 5 場） 

會議名稱：North Korean Women-Desperate Conditions in Rural DPRK and China 

主辦單位：Working Group on North Korean Women 

時間：3/12 16:30-18:00  地點：4W43rd  Aqua Room 

紀實 

  會議進行方式由兩位女性脫北者現身說法，最後再由兩位主持人做總結。兩

位脫北者全程以韓文演說搭配旁邊的翻譯人員進行。 

  兩位講者的共同點都是從平壤逃出，他們陳述了在平壤的生活。沒有固定的

三餐，沒有白米田地又種不出糧食，國家將所有的金錢全拿去買軍火。北韓的

小孩沒有童話故事，北韓的年輕人無法談論男女的感情，他們所有的媒體資訊

都跟金正恩及他的家族有關。平壤的路邊常常看見屍體，多半是餓死在路邊，

但經過的軍人往往拿個麻布袋把屍體裝進去就往路邊丟。第一位講者逃出平壤

到了首爾，她說北韓不是一個人能生活的地方，她為了自由死也要逃出來。但

第二位講者就沒那麼幸運了。她本想逃到中國找工作養活兒子，不料才工作不

到一個月就被中國政府通報後，被北韓政府抓回去，途中甚至被性侵數次，所

有金錢被洗劫一空。最後她終於帶著女兒逃到美國，但遺憾的是她還在尋找被

留在北韓的兒子。 

  整場演講圍繞著嚴肅而憤慨的氣氛，兩位講者越講越激動，最後泣不成聲。

他們呼籲更多人甚至他國政府能積極介入北韓的狀況，北韓是個令人無法想像

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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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二名稱：Preventing Trafficking among Rural Women and Girls: Integrating 

Inherent Dignity into a Human Rights Model 

主辦單位： 

時間：3/13 13:15-14:30 地點：Conference Room1- Conference 

Building 

紀實 

  偏鄉女性面臨人口販運的危機比都市女性大得多，他們是最容易受害且無

求助管道的一群人，人口販子多半利用良好的經濟條件及教育機會誘拐偏鄉

婦女，將他們販售到一些不法場所。 

  其中一個來自菲律賓的分享: 

在菲律賓的偏鄉地區，女性因為從事家務勞動的關係(例如，每天需要走好幾

公里路到有水源的地方提水，再走回來)，沒有機會得到足夠的教育資源。於

是人口販子在路上如果遇到約莫 15、6 歲的少女，便會聲稱有管道能讓她們

到大都市求學，藉此將他們販賣到色情行業。會議當中提到，性服務的地方

同時充斥著毒品，一旦進入很難再出來。他們表示，性交易就像商業模式中

的供給與需求的循環，女性的尊嚴是不被尊重的。他們想強調的重點為: 以

上相同的故事分享經驗想表達，女性的固有尊嚴不該被忽略，而世界上的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都影響辦法杜絕人口販運。 

 

會議三名稱：Women Empowerment as Important, Challenging Steps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in Iran 

主辦單位：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Assistance of Socially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時間：3/14 10:30-12:00 地點：4W43rd  Gallery 

紀實 

  首先會議中先表明什麼是 HIV。HIV 的得病造成一個危險的循環，病毒透由

血液散布到身體，攻擊身體的免疫系統，進而毀壞身體細胞讓身體無法對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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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感染，因此癌症便有機會趁虛而入，最終轉換為愛滋。簡而言之，愛滋是 HIV

的最終站。在過去的 15 年間，國際會議上大規模的對抗愛滋病的計畫已經展

開，並期望在 2040 年前能有更顯著進展。 

  在伊朗，愛滋的發生原因 69%來自共用針頭、13%來自性行為、1%投由血液

傳染，而 17%為不明原因。而人們常誤以為透由以下幾種行為即會傳染愛滋: 

擁抱、共食、汗液、共浴及咳嗽。 

  下面為伊朗的組織所採取的行動: 

1.ART 

  這是屬於醫療的組織，政府有支援他們。ART 提供的服務包括巴士塗片檢查、

CD4 受體檢查還有其他必需的醫療檢驗。 

2.SPASDI 

  這個組織比較偏向社會扶助。他們運用媒體減低人們對愛滋的汙名、大量傳

遞導正對愛滋的錯誤訊息，還有幫助他們減低經濟上的困難(多半得到愛滋病

的女性極難找到工作)。 

3.TOT 

  這個組織以舉辦工作坊的方式挑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工作坊的內容包

括認識 AIDS、發放具教育性質的小冊子及問卷、舉辦愛滋病的演講、到學校訓

練學生對愛滋的防禦等等。 

 

會議四名稱：Successful Integration Policies for Refugee Women: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and Local Authorities 

主辦單位：Women and Democracy Association 

時間：3/16 10:30-12:00 地點：4W43rd  Blue Room 

紀實 

  從 2011 年開始，敘利亞不斷的內戰。許多人開始逃離敘利亞到其他國家尋

求庇護。根據統計，1 億 2 千萬的敘利亞人民離開自己的故鄉，而五百萬的敘

利亞人被迫離開到其他國家尋求庇護。從 2011 年開始，大約有三百萬的敘利

114



亞人民逃到土耳其，相較於其他西方國家，土耳其有著數量龐大的難民湧入。

講者表示，在敘利亞內戰之初，西方國家的態度極不友善，他們漠視難民無家

可歸的事實，緊閉國家大門。相對的，土耳其在一開始就敞開大門收容大量敘

利亞難民。在 2011 年，土耳其倡導” Open Door Policy ”，每天都有上千名敘利

亞難民前來尋求幫助。 

  土耳其的行動: 

KADEM(Women and Democracy Association) 

致力於難民的疾病、緊急醫療照顧及社會融合的工作，主要幫助住在伊斯坦報

的女性難民，因為戰爭中傷害最大的往往是女性及小孩。 

1.語言訓練 

2.職業培訓 

3.身心諮詢 

4.法律諮詢 

5.健康檢查 

6.其他活動 

 

會議五名稱：Girl Child Marriage and Gender Equality in Nigeria 

主辦單位：Jubilee Campaign 

時間：3/16 16:30-18:00 地點：4W43rd  Social Hall 

紀實 

  根據 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的調查指出，在開發中國家，有三分之一

的女孩在 18 歲前結婚，有九分之一的女孩在 15 歲前結婚。在偏鄉地區，女性

早婚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沒有教育及金錢的管道。根據 UNFPA 的預估，在未來

的 10 年會有 1 億 4 千萬的孩童在開發中國家面臨童婚的狀況。 

  在奈及利亞，介於 20 到 24 歲的女性有 76%在 18 歲前就結婚，28%在 15 歲

前結婚。而 46.8%的奈及利亞女性在 18 歲前接受過墮胎。根據 UN WOMEN 2017 

Report，住在經濟落後貧窮地區的女性，他們是最弱勢的一群，因此增加了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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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風險。在 20 個開發中國家的統計，奈及利亞有著最高比例的童婚率，在

所有奈及利亞的人口中，有 3306 個女孩新娘年紀小於 12 歲。英國報導更指

出，有一半的奈及利亞女孩在 16 歲前就結婚，並在結婚的第一年就懷胎生子。

在奈及利亞 2006 年的調查中發現，15-20%的女孩輟學原因是因為懷孕。 

  促使奈及利亞童婚現象的原因有: 

1.認為女孩早點結婚可以降低被性侵率 

2.女孩缺乏教育及工作(受教育與否是一個女孩是否會面臨童婚的最大原因) 

3.社會及經濟壓力 

4.崇尚女性結婚前為處女 

  奈及利亞做的努力有: 

1.改變態度 

  奈及利亞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態度是促使童婚的最大原因，這表示奈及利亞

社會需要重新定義性別角色。 

2.學校義務 

  學校教育的整個系統應該也必須對於女孩的各種需求更敏銳，並同時深入女

孩的家庭，呼籲家人更重視女孩的安全。 

3.增進教育 

  透過教育、知識及技能增進女孩賦權，這長期、基礎的改變必須從社區開始，

女孩的父母都應投入找出解決方法，改變女兒的人生。 

4.立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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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照片 

 

 

 

3/11 Consultation Day 的大門 3/11 Consultation Day 大合照 

 

 

3/12 Parallel Event 主持 3/12 Parallel Event 結束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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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進入 UN 聽關於人口販運的場次 

3/14 關於伊朗如何對抗愛滋的場次 3/15 關於俄羅斯性交易及人口販運 

3/16 土耳其面對敘利亞難民的作為 3/16 奈及利亞童婚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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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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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W62 & NGO-CSW Forum 臺灣與會代表名單 

編號 姓 名 現  職 

1. 王麗容 國立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2. 呂欣潔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研究員 

3. 林春鳳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理事長 

4. 林筱玫 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第 24 屆女傑／台灣女科技人學會理事 

5. 林瑩茹 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永續專案執行長 

6. 張 珏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 

7. 張媛婷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候補理事 

8. 莊瓊足 國際崇他台北都會社社長 

9. 楊資華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專案委員會主席 

10. 嚴祥鸞 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 

11. 王葳渟 國立政治大學歐語系大四生 

12. 鄭 蓉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大四生 

13. 游舒涵 輔仁大學法律系大二生 

14. 劉怜君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理事長 

15. 楊珍妮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加拿大分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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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現  職 

16. 陳曼君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常務理事

17. 陳修鳳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秘書

18. 紀惠容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

19. 董東尼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國際事務組組長

20. 張 懿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國際事務組專員

21. 蘇靖淑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國際事務組專員

22. 黃靖茹 為你受傷而讀創辦人

23. 吳馨恩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代表

24. 施欣錦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25. 阮美嬴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行銷企劃部主任

26. 潘慧如 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27. 李亮瑩 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28. 余季蒨 瑞德感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秘書

29. 陳秀峯 長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30. 陳治維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理事長

31. 劉依潔 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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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現  職 

32. 詹雯如 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專員 

33. 林靜儀 中華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34. 祝健芳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副署長 

35. 謝瓊瑩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科長 

36. 饒慶鈺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副執行長 

37. 賴香伶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 

38. 薛佳青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聘用組員 

39. 葉靜宜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 

40. 廖浩琬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 

41. 王君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女館組長 

42. 林偉鈴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聯合國事務科科員 

43. 李立璿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44. 張琬琪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45. 陳薇安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大六生／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推薦青年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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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NGO CSW62 Forum 我國與會代表籌組之平行會議列表 

WEEK 1 

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3 月 12 日（一） 

10:30 am 

婦權基金會／2018 青年代表團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et Generation as Pioneer: Rural Women’s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4 W 43rd Street 

Blue Room 

3 月 12 日（一） 

10:30 am 

全球婦女安置網絡 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勵馨基金會 Garden 

of Hop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support shelters offer 

CCUN  

2ND Floor 

3 月 12 日（一） 

01:00-05:00 pm 
臺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NY 

團務會議暨「2030 年議程之性平議題」

(Gender Equality in the 2030 Agenda)工作坊 
TECO/NY 

3 月 13 日（二） 

06:15 pm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Taiwan Tongzhi 

(LGBT) Hotline Association 

Supporting Rural LBT Women's Movement-

bui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Vartan Hall 

3 月 14 日（三） 

10:30 am 

多樣性城市科技研究中心 Urban Diversity 

and Mobility Research Center 

How Women Make Cities Smarter? Education, 

Empowerment, and Policies  

4 W 43rd Street 

Blue Room 

3 月 15 日（四） 

10:30 am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Pan-Pacific &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Five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projects to 

empower Rural Women and Girls  

Th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Vartan Hall 

3 月 15 日（四） 

04:00-08:00 pm 
臺北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TECO/NY 

「偏鄉婦女賦權之良好範例」研討會暨 

歡迎酒會 
TECO/NY B1 

3 月 16 日（五） 

08:30 am 
勵馨基金會 Garden of Hope 

Survivors to Changemakers – Asian girl activists 

overcoming trauma 

4 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3 月 16 日（五） 

12:30 pm 

勵馨基金會／為你受傷而讀 

Garden of Hope /Read Your Pain 
Read Your Pain – Monologues from social media 

4 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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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時間 主辦單位 主題 地點 

3 月 20 日（二） 

10:30 pm 

台灣紅十字會 Red Cross Society In Taiwan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Taipei City 

Government 

Mission Impossible—Changing the Cultural 

Barriers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n East 

Asia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0 日（二） 

02:30 pm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Taiwan／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Taipei City 

Government 

Making Gender-friendly City for Rural/ 

Indigenous Migrants: “PPPS model” from Taipei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1 日（三） 

02:30 pm 

中華民國歷屆十大傑出女青年協會/台灣

女科技人學會 Top Ten Outstanding Young 

Women’s Association／The Society of 

Taiwan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at she thinks, she becomes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2 日（四） 

02:30 pm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ICSW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Empowering rural/ indigenous women through 

building a caring community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3 月 23 日（五） 

02:30 pm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Build Resilient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for 

Rural Girls and Women 

CCUN 

10TH Floor 

3 月 23 日（五） 

04:30 pm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Jieh Huey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y 

Foundation 

Rural women making difference: In the 

Community, For the Community By the 

Community 

CCUN 

10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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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CSW62－CONSULTATION DAY PROGRAM 

2018 CONSULTATION DAY 

March 11 @ Tribeca-Performing Arts Center (BMCC) 

9:00 -9:15 Cultural Melodies from the Himalayas: Mager 

Indigenous Youth Dancers from Nepal 

9:15 -10:00 

Welcome Messages and Conversation 

 Susan O’Malley, Chair

NGO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N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Phumzile Mlambo-Ngcuka

Under-Secretary-General and Executive Director, UN Women

 H.E. Ambassador Geraldine Byrne Naso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Mission of Ireland; Bureau Chair,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onversation moderated by Lara Setrakian, News Deeply

10:00 -10:25 
Keynote Address 

 Sizani Ngubane,

Founder of Rural Women’s Movement, South Africa

10:25 -12:10 

The Concerns of Rural Women 

 Moderator:

 Esther Mwaura, GROOTS Kenya

 Panelists:

 Gia Gaspard Taylor

Network of Rural Women Producers,

Trinidad and Tobago – climate

 Maria Luisa Mendonca

Network for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Brazil – land and property rights

 Lilly Be’Soer

Voice for Change, Jiwaka Province, New Guinea

–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rural and indigenous women

and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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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h Faircloth 

Rural Migrant Ministry, New York State, migrant farmworkers 

 Respondent:  

 Hon. Marilou McPhedran, Senator (Canada); 

Committees: Human Rights, Aboriginal Peoples, 

Security and Defens 

Time Description 

12:10 -1:15 Lunch (participants on their own) 

1:15-2:40 

Media: Women’s Stories for Empowerment and Change 

 Sean Southey, pci media impact 

1. Four women, in four countries, through four different media. 

Their stories speak directly to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using the power of storytelling to 

transform rural women’s lives. 

2.  Maximizing Impact with Interactivity: Seven Golden Rules for 

Storytellers. 

2:40-3:00 
CEDAW Award to Los Angeles Mayor Garcetti  

Posthumous Award to San Francisco Mayor Lee who was the 

inspiration and enabler of the first US CEDAW ordinance 

3:00-3:20 Lavender Light Gospel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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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week 10:00 AM – 1:00 PM 
1:00 – 

3:00 PM 
3:00 – 6:00 PM 

Monday 
12 March 

 

Opening of the session 

Election of officers (Item 1) 

Adoption of the agenda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matters (Item 2) 

Introduction of documents  
(Item 3 as a whole)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opens) 

Follow-up to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to the twenty-thir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dentifying 
goals attained, achievements made and 
efforts under way to close gaps and meet 
challenges in relation to the priority theme 
and the review theme 

1 p.m.: deadline for inscription on list of 
speakers for the general discussion 

 
 

Ministerial segment: 

4 Ministerial Round Tables on the priority 
them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in two parallel meetings) 
 
Topic A: Good practices in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including through access to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MRT 1: 3:00 – 4:30 PM; CR 4 

MRT 2: 4:30 – 6:00 PM; CR 4 

 

Topic B: Good practices in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including through prevention of gender-
based violence and through access to 
justice, social services and health care  

MRT 3: 3:00 – 4:30 PM; CR 1 

MRT 4: 4:30 – 6:00 PM; CR 1 

Tuesday 
13 March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tinued) 

in parallel with: 

High-level interactive dialogue among 
Ministers on the priority theme 
‘Building alliances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rural women and 
girls’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tinued)  

in parallel with: 

High-level interactive dialogue 
‘Accelerat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achieving concrete results by 2020’ 

 

Wednesday 
14 March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tinued) 

in parallel with: 

Interactive dialogue 
Review theme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tinued)  

in parallel with: 

Interactive dialogue 
Review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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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week 10:00 AM – 1:00 PM 
1:00 – 

3:00 PM 
3:00 – 6:00 PM 

‘Participation in and access of women to the 
media,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nd use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Participation in and access of women to the 
media,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nd use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 

Thursday 
15 March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tinued)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tinued) 

in parallel with: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Friday 
16 March 

Interactive expert panel on the  
priority them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women and girls 

‘The role of rural women’s land rights and 
land tenure security in reaching the SDGs’ 

in parallel with: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Interactive expert panel on the review 
theme  

‘Innovative data approaches for measuring 
progress o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parallel with: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Second week 10:00 AM – 1:00 PM 
1:00 – 

3:00 PM 
3:00 – 6:00 PM 

Monday 
19 March 

[No scheduled meetings]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Tuesday 
20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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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week 10:00 AM – 1:00 PM 
1:00 – 

3:00 PM 
3:00 – 6:00 PM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1 p.m.: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of draft 
proposals 

Wednesday 
21 March 

Closed meeting to consider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ommunications (Item 4)  

Followed by: 

Follow-up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Item 
5) - introduction and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of draft proposals 

General discussion (Item 3) (concludes)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Thursday 
22 March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Agreed conclusions: 
Informal consultations 

Friday 
23 March 

Action on draft proposals 

Action on draft agreed conclusions 

Action on any other outstanding issues 

Provisional agenda for the 63rd session of 
CSW (Item 6) 

Adop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SW on its 
62nd session (Item 7) 

Closure of the 62nd session 

Opening of 63rd session 

Election of Bureau 

As needed: 

Continuation of closin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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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合 国   E/CN.6/2018/L.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Limited 

26 March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8-04738 (C)    300418    010518 

*1804738*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3 日 

议程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 

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 

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会 

  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挑战和机会 

  商定结论 

1. 妇女地位委员会重申《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1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

议的成果文件2 以及委员会在纪念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十周年、十五周

年和二十周年时通过的宣言。3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2 大会第 S-23/2 号决议，附件；第 S-23/3 号决议，附件。 

 3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7 号》和更正(E/2005/27 和 E/2005/27/Corr.1)，

第一章，A 节；同上，《2010 年，补编第 7 号》和更正(E/2010/27 和 E/2010/27/Corr.1)，第一章，

A 节；同上，《2015 年，补编第 7 号》(E/2015/27)，第一章，C 节，第 59/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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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重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4《儿童权利公约》5 及其《任

择议定书》6 以及其他有关公约和条约，诸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7 

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8 为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包括农村地区妇女

和女童在内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使所有妇女和女童一生充分、平等享有所有

人权和基本自由，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和一整套措施。 

3. 委员会重申，《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审查成果文件以及联合国各次

主要相关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及其后续行动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重申充分、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将为落实《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9 以及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

女和女童的权能作出重大贡献。 

4. 委员会又重申联合国相关首脑会议和大型会议包括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

《行动纲领》10 及其审查成果文件对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作出的

承诺。委员会确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11《2015-

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12《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13 和《新城市议程》14 除其他外，有助于改善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境况。

委员会回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5 下通过的《巴黎协定》。16 

5. 委员会又回顾《发展权利宣言》17 和《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18

6. 委员会确认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实现妇女工作权和工作中权利的相关标准的

重要性，这些标准对于增强妇女包括农村地区妇女的经济权能至关重要，回顾国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5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6 同上，第 2131 卷，第 20378 号；第 2171 和 2173 卷，第 27531 号；第 66/138 号决议，附件。 

7 见大会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8 同上。 

9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10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4 年 9 月 5 日至 13 日，开罗》(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C.95.XIII.18)，第一章，决议 1，附件。 

11 大会第 69/15 号决议，附件。 

12 大会第 69/283 号决议，附件二。 

13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附件。 

14 大会第 71/256 号决议，附件。 

1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16 见 FCCC/CP/2015/10/Add.1，第 1/CP.21 号决定，附件。 

17 大会第 41/128 号决议。 

18 大会第 71/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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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程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

并指出必须加以有效实施，包括在农村地区实施。 

7. 委员会承认，区域公约、文书和倡议及其后续机制在各自区域和国家实现性别

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8. 委员会强调，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

童的权能与充分、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以促进性别

平等方式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辅相成。委员会承认，性别平等、增

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和领导经济，对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促进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推动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生

产力、消除各地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穷和确保所有人的福祉都至关重要。 

9. 委员会重申，促进、保护和尊重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

存和相互关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是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关键，应

被纳入一切旨在消除贫穷和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还重申必须

采取措施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参加、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并

应一视同仁地重视并紧急考虑促进、保护和充分实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

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10. 委员会确认，保障农村妇女的平等经济权利、增强她们的经济权能和独立对

于实现《2030 年议程》必不可少。委员会着重指出，必须进行立法改革和其他改

革，以实现男女之间及在可适用情况下女童和男童之间的权利平等，彼此平等获

得经济和生产性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财产和继承权、适当的新技术和现

有技术、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小额信贷)，以及妇女获得充分的生产性

就业和体面工作，实现同工同酬或同值工作同等报酬，这包括农村地区的农业和

非农业活动。 

11. 委员会重申，必须以一种全面方式执行《2030 年议程》，反映出其普遍、综

合和不可分割的性质，同时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现实情况、能力和发展水平，并尊

重各国的政策空间和领导权，同时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和承诺，包括为此制定连贯

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委员会申明，

各国政府对《2030 年议程》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进展情况的跟进和审查负有

首要责任。 

12. 委员会确认，由于男女之间长期存在历史和结构性不平等权力关系、贫穷、

在获得、拥有和控制资源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和不利因素、机会平等的差距日趋

扩大以及难以获得全民医疗服务和中等与高等教育机会、性别暴力、歧视性法律

和政策、消极社会规范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以及不平等地分担无酬照护和家务工

作，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特别在农村地区)以及实现她们

的人权方面，进展情况一直滞后。委员会强调，迫切需要消除这些结构性障碍，

以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__________________ 

 19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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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员会承认，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往往受到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以及边缘

化。委员会尊重和重视农村妇女多样的处境和情况，并确认在增强妇女权能方面

有些妇女面临特别的障碍。委员会又强调指出，所有妇女和女童享有同样的人权，

但在不同情况下的农村妇女和女童有特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需要采取适当的应

对举措。 

14. 委员会表示关切仍有 16 亿人生活在多层面贫穷中，近 80%的极端贫困人口

生活在农村地区，并承认在消除贫穷方面进展不均衡，不平等有所增加。委员会

表示关切的是，贫穷严重阻碍实现性别平等以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

地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贫穷妇女人数仍在增加。委员会强调，消除一切形式和

表现的贫穷，包括极端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委员会承认，

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与消除贫穷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委员

会强调指出，必须支持各国努力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穷。 

15. 委员会又表示关切许多农村妇女继续受到歧视、被边缘化并在经济和社会上

处于不利地位，原因除其他外包括，她们很难或无法获得经济资源和机会、体面

工作、社会保障、优质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包括保健服务)、司法救助、可持续

和省时省力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土地、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其他资源，很难或无法

获得金融服务、贷款、推广服务和农业投入，并对农村妇女难以获得普惠金融表

示关切。 

16. 委员会确认，农村妇女作为重要推动力量，在消除贫穷以及加强可持续农业

和农村发展和可持续渔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做出重要贡献。委员会着重指出，

要在这些领域取得切实进展，就必须消除性别差距，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适当政

策、干预措施和创新，包括在农业和渔业领域这样做，确保妇女平等获得农业和

渔业技术、技术援助、生产性资源、土地保有权保障，获得、拥有和控制土地、

森林、水和海洋资源，以及进入和参与地方、区域和国际市场。 

17. 委员会重申食物权，确认农村妇女通过在家庭农场工作和妇女领导的农业企

业等途径，对地方和国家经济、粮食生产以及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状况(特别

在贫困家庭和弱势家庭)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并对家庭和社区的福祉做出至关

重要贡献。委员会表示深为关切的是，虽然妇女对世界粮食生产做出巨大贡献，

但太多妇女和女童受到饥饿与粮食无保障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性别不平等和歧

视。委员会确认，妇女在应对发展中国家粮食无保障、营养不良、价格过度波动

和粮食危机的短期和长期办法中发挥关键作用。 

18. 委员会强调指出，必须投资建设促进性别平等、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

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在农村地区这样做，尤其应投资建设安全饮用水和环

境卫生、能源、运输、灌溉用水和技术(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方

便获得公共服务的其他实物基础设施。 

19. 委员会重申，安全、负担得起、易于利用和可持续的运输和道路对于促进国

内线路的运输贯通和促进城乡连通十分重要，有助于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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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区域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和乡村、人民和资源互联互通，并为区域内和

区域间贸易提供便利。 

20. 委员会重申受教育的权利，强调提供平等获得优质全纳教育的机会有助于实

现性别平等以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委员会

关切地注意到，在中学和大学教育中缩小男女在入学、留校和完成学业方面的差

距上进展不大，并强调技术和职业培训以及终身学习机会的重要性。委员会确认，

新技术除其他外，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提供不同的新就业机会，需要在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具备从基本数字知识到高级技

术技能的各种技能，并在这方面强调，必须使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有机会掌握此

类技能。 

21. 委员会确认，虽然在提供教育机会上取得了进展，但农村女童无法受教育的

可能性依然高于农村男童以及城市女童和男童，又确认在妨碍女童平等享有受教

育权利的各种因素中，与性别有关的因素包括贫穷妇女人数日增，女童从事童工

工作，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残割女性生殖器，早孕和重复怀孕，学校内外各

种形式的性别暴力、包括上下学途中及校内的性暴力和性骚扰，缺乏足够的安全

卫生设施，无酬照护和家务劳动负担过重，以及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负面社会规

范，导致家庭和社区在教育问题上重男轻女。 

22. 委员会重申人人一律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并确认，充分

实现这项权利对于妇女和女童的生活和福祉及其参与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能力至

关重要，而且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极为重要，包括在

农村地区。委员会确认，有针对性地处理并消除在保健服务中的性别不平等、歧

视、污名化和暴力的根源，包括不能平等和充分地获得公共保健服务的问题，对

所有妇女和女童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弱势者或处

境脆弱者。 

23. 委员会强调，有必要加速取得进展，实现全民健康保障目标，其中包括所有

人(包括农村妇女和女童)普遍公平地获得促进性别平等的优质保健服务以及优质、

负担得起和有效的基本药品；此外，促进身心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特别是为此

提供初级卫生保健、保健服务和社会保障机制，包括通过开展社区外联和私营部

门参与以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来加以促进。委员会强调指出，必须提高卫生系

统的可用性、可得性、可接受性和质量，以便更好地满足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

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并使农村妇女能够积极参与卫生系统的设计与实施。 

24. 委员会表示深为关切的是，由于无法或很难获得基本保健服务和信息以及无

法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农村妇女的健康包括生殖健康结果与城市妇女存在显著

差距，例如，与城市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与发病率以及罹

患产科瘘方面比率更高，在计划生育方面的选择更为有限。委员会还表示关切的

是，这些差距因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而加剧。 

25. 委员会强烈谴责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其根源在于男女之间的

历史和结构性不平等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委员会重申，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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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表现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家庭暴力以及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残割女性生殖器等有害作法普遍存在，对这些行为的认

识不够、举报不足，在社区一级尤其如此。委员会表示深为关切的是，农村和偏

远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因遭受多方面贫穷以及很难或无法获得司法救助、有效的法

律补救措施和服务(包括保护、康复和重返社会)及保健服务，可能特别容易受到

暴力侵害。委员会再次强调，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严重阻碍实现性别平等以

及增强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侵犯、损害或剥夺她们

对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 

26. 委员会确认，性骚扰是一种暴力，是对人权的侵犯和践踏，妨碍实现性别平

等以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27. 委员会又确认，农村家庭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分担家庭责任可为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创造有利的家庭环境，妇女和男

子为家庭和社区的福祉做出重大贡献。 

28. 委员会承认，实施面向家庭的政策可产生惠益，这些政策除其他外，旨在实

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妇女充分参与社会、工作与家庭的平

衡以及家庭单位的自给自足，并确认，有必要确保所有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顺应

农村家庭在发挥众多功能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确保尊重所有家庭成员的

权利、能力和责任。 

29. 委员会确认，农村妇女和女童过多地承担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这种不平衡

责任分工严重限制妇女和女童完成教育和培训或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限制妇女进

入和重返有酬劳动市场和相关晋升，限制她们的经济机会和创业活动，并可能导

致社会保障、薪酬和养恤金方面的差距。委员会又确认，在家庭和社区消除视妇

女和女童低于男子和男童的态度和社会规范，可以为增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

社会经济权能创造有利环境。委员会强调指出，需要承认并采取措施减少无酬照

护和家务工作不成比例的分担或进行重新分配，促进男女在家庭中平等分担责任，

并除其他外，优先关注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保护政策以及易于利用、负担得起的

高质量社会服务，包括保健服务、托儿服务、产假、陪产假或育儿假。 

30. 委员会深为关切经济增长和发展缓慢或停滞、国家内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加剧、

粮食和能源价格波动、粮食和能源持续无保障、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残余影响

依然存在、缺水、流行病、人口变化、无规划的快速人口城市化、农村地区发展

投资不足、不可持续的渔业做法和利用海洋资源、自然危害、自然灾害和环境退

化以及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流离失所、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造成的日

益严峻挑战，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加剧农村妇女和男子、女童和男童及其家庭面临

的不利条件、脆弱性和不平等状况。 

31. 委员会确认，全球化给增强妇女包括农村妇女的经济权能带来挑战，也带来

机会。委员会又确认，需要做出广泛和持续的努力，确保全球化对于包括农村妇

女和女童在内的所有人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并越来越多地成为增强妇女

经济权能的一种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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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委员会严重关切地注意到，世界若干地区有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在内的

数百万人面临饥荒、或有立即发生饥荒之虞、或正在经历严重的粮食无保障，并

注意到武装冲突、干旱、贫穷和初级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造成或加剧饥荒和严重

的粮食无保障，迫切需要做出更大努力，包括提供国际支助，以解决这一问题，

包括响应提供紧急援助和紧急供资的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呼吁。 

33. 委员会深为关切气候变化对消除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此外，由

于性别不平等，农村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农村妇女和女童往往过度受到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自然灾害和其他环境问

题，包括土地退化、荒漠化、毁林、沙尘暴、持续干旱、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

和海洋酸化的不利影响。委员会回顾，《巴黎协定》及其缔约方承认，在采取行动

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和代际公

平，在这方面又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

通过了性别平等行动计划。20 委员会承认，必须使今世后代的每一个人、包括农

村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与其健康和福祉相适合的环境，确保获得这样的环境对于

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及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复原力至关重要。 

34. 委员会确认武装冲突对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以及妇女在预防和解决武装

冲突及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这方面强调指出，妇女充分、有效和有

意义的参与十分重要，为此应增强妇女在和平进程以及在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

各项努力的决策中的作用，重申在促进妇女和女童参与方面必须让男子和男童作

为伙伴参与进来。 

35. 委员会又强调必须加强农村妇女和女童的话语权、能动性、参与度和领导作

用，必须使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效地参与各级决策。委员会认识到农村妇女民间

社会组织、工会、企业和合作社在所有领域召集、团结和支持妇女方面发挥的关

键作用。 

36. 委员会认识到，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土著妇女和女童，无论年龄大小，

常常面临暴力和较高的贫穷率，获得保健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金

融服务、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受限，同时又认识到她们在文化、社会、经济、政治

和环境方面的贡献，包括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贡献。 

37. 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残疾妇女和女童，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残

疾妇女和女童遭受污名化，与非残疾者相比更易遭受包括性暴力和性虐待在内的

暴力、剥削和虐待，她们在农村地区缺乏无障碍和包容性服务，获得司法救助和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机会受限，难有机会从事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参

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独立生活和被社区接纳，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方面自由受限。 

__________________ 

 20 FCCC/CP/2017/11/Add.1，第 3/CP.23 号决定。 

139

https://undocs.org/ch/FCCC/CP/2017/11/Add.1


E/CN.6/2018/L.8   

 

18-04738 (C) 8/19 

 

38. 委员会认识到非洲裔农村妇女和女童对社会发展以及促进互相了解和多元

文化的重要贡献，同时铭记执行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2015 年至 2024 年)的活动

方案。21 

39. 委员会又认识到农村移民妇女可能对促进其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包

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强调她们在包括照护和家务工作在内各部

门的劳动具有价值和尊严，鼓励努力改善公众对移民者和移民现象的看法，并回

顾必须解决农村移民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受雇并从事技术含量

较低工作者的特殊情况和脆弱性问题。 

40. 委员会还认识到包括丧偶妇女在内的农村老年妇女对家庭和社区的贡献，特

别是她们因成年人移民或其它社会经济因素而留守在家负责照顾儿童、操持家务

和干农活的情况。 

41. 委员会承认，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在内

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以及推动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并以促进性别

平等方式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

权能的国家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现有国家人权机构作出相关贡献，民间社会起到

重要作用。 

42. 委员会欢迎民间社会包括妇女组织、社区组织、女权团体、妇女人权维护者、

女童组织、青年主导的组织和工会为将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在内妇

女和女童的利益、需求和愿景纳入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议程包括《2030 年议

程》作出重大贡献。委员会还认识到，在执行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

能的措施方面，必须与民间社会进行开放、包容和透明的接触。 

43. 委员会重申，必须大幅增加投资以弥合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包括农村妇女

和女童在内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资源差距，特别是调动各方财政资源，包

括调动和分配国内和国际资源，充分落实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打击非法资金流动，

以便在已有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加强南北、南南和三方合

作，同时铭记南南合作补充而非取代南北合作。 

44. 委员会认识到，为支持各国通过促进农村妇女在所有经济部门和层面的控制

权、所有权、管理和参与来努力增强妇女的经济权能，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外部环

境，其中包括调动充足财政资源、建设能力和在共同商定条件下转让技术，反过

来这又将加强赋能技术的使用，促进妇女创业和增强妇女经济权能。 

45. 委员会又认识到，必须全面动员男子和男童，使其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和受益

人，以及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在内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

的战略伙伴和盟友。 

46. 委员会敦促各级政府，并酌情与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一同，

在其各自任务范围内，同时考虑到国家优先事项，并邀请民间社会，尤其是包括

__________________ 

 21 大会第 69/16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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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组织在内的妇女组织及生产者、农业和渔业组织、青年主导的组织、女

权团体、信仰组织、私营部门、现有国家人权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酌

情采取以下行动： 

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 

 (a) 采取行动，充分履行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

使其充分平等地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现有承诺和义务，以改善她们的生活、生

计和福祉； 

 (b) 考虑作为一个特别优先事项，批准或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限制保留范围，在提具保留时尽量

准确和谨慎，以确保这些保留不会违背《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定期审查保留，

以期撤销这些保留，撤销违背相关公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并通过除其他外采取

有效的国家立法和政策等措施充分实施这些公约； 

 (c) 拟订并执行促进和保护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在内所有妇女和

女童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创造一个不容许侵犯或损

害妇女和女童权利，包括家庭暴力、性暴力和所有其他形式性别暴力与歧视的环境； 

 (d) 制定立法和进行改革，以实现妇女与男子以及可适用情况下的女童和男

童在获得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和生产性资源方面的平等权利，包括获得、使用、拥

有和控制土地、财产和继承权(包括类型多样的土地保有权)、适当的新技术和金

融服务(例如信贷、银行和金融，包括但不限于小额信贷)以及在这方面获得司法

救助和法律援助的平等机会，并确保妇女享有签订合同的法律行为能力且在这方

面与男子权利平等； 

 (e) 制定立法，促进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妇女土地登记和土地所有权认证，

不论其婚姻状况如何，并消除破坏其土地权利的习俗和定型观念，包括往往支配

着农村地区土地管理、行政和转让的习惯和传统制度； 

 (f) 消除一切形式对包括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在内的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歧

视，并采取针对措施，特别解决相互交叉的多重形式歧视及妇女和女童面临的边

缘化问题，为此视需要制定和采用法律和全面政策措施，有效和加速给予执行和

监督，取消法律框架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条款，包括惩罚规定，并建立法律、政

策、行政和其他综合措施，包括酌情建立暂行特别措施，确保妇女和女童平等和

有效地获得司法救助，并追究侵犯妇女和女童人权行为的责任，如果存在多种法

律制度，则确保这些制度的规定符合国际人权义务； 

 (g) 消除、预防和应对公共和私人空间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农村妇女和女童行

为，采取多部门协调一致的办法，调查、起诉和惩处暴力侵害农村妇女和女童行

为人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为所有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保护，并提供平等获得适当

补救和矫正措施以及全面社会、保健和法律服务的机会，支持其充分康复和重返社

会，包括提供心理支持和康复服务机会、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就业机会，同时铭记必

须让所有妇女和女童都能免于暴力，例如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家庭暴力、以性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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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杀人(包括杀戮女性)以及虐待老年人，并通过加强预防措施、开展研究以及强化

协调、监测和评价，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结构性根源，特别鼓励开展提

高认识活动，包括公布暴力行为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并与当地社区合作； 

 (h) 消除严重危害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并可能对女童和妇女的生命、健康和

身体造成长期影响的有害传统习俗，例如残割女性生殖器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

婚姻，尽管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都加大努力，包括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

与当地社区合作打击纵容这种习俗的消极社会规范并增强父母和社区权能使其

放弃这种习俗，世界各区域仍有此种习俗存在； 

 (i) 采取有效手段推行方案和战略，防止和消除对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性骚扰，

包括工作场所和学校内的骚扰行为，以及包括在农村地区发生的网络欺凌和网络

盯梢骚扰，着重为性骚扰受害者或面临性骚扰风险者提供有效的法律、预防和保

护措施； 

 (j) 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存在欠缺的包括预算政策在内的各种发展政策、计

划和方案的拟订、执行、评价和后续落实工作，确保各职能部委、性别平等问题

决策者、性别平等机制及具备性别平等方面知识专长的其他相关政府组织和机构

相互协调，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现有国家人权机构开展

适当合作，并加大力度关注农村妇女和女童的需求，确保她们受惠于所有领域通

过的政策和方案，减少过高的农村贫穷妇女人数； 

 (k) 消除障碍，让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平等有效地获得司法救助、法律补救

措施和法律协助，特别是提供充分的执法和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以及可获得和负担

得起的服务，向农村妇女和女童普及法律知识，例如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利，

如果存在多种法律制度，则向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酌情向警察和安全部队、检

察官、法官和律师以及农村地区其他相关当局和官员提供法律援助和促进性别平

等的培训，建立机制以确保问责和司法补救，并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各级司法系

统的主流，以确保农村妇女和女童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同时特别考虑到《联合

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曼谷规则)；22 

 (l) 确保普及出生登记，包括在农村地区，并确保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个人

及时登记所有婚姻，包括消除妨碍登记的实际、行政、程序和任何其他障碍，并

在没有习俗婚姻和宗教婚姻登记机制的地方提供这种机制，同时铭记出生登记对

实现这些个人的权利至关重要； 

实施增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m) 拟订、实施和推行促进性别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旨在除其他外消除

贫穷包括在农村地区的贫穷，减轻贫穷妇女人数日增现象，确保农村妇女充分、

平等地参与制定、实施和后续落实发展政策和方案以及消贫战略，支持增加农村

__________________ 

 22 大会第 65/229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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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体面工作，促进妇女参与农村经济的各层面和各部门以及多样化的农田和

非农田经济活动，包括可持续的农业和渔业生产活动； 

 (n) 通过促进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正面影响并减轻其负面影响，推行支持

包括小农农业生产在内的多样化经济活动和支持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及其社区

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状况的宏观经济政策； 

 (o) 强调包括跨国公司和其它企业在内的工商企业需要查明、预防、减轻并

说明其业务、产品或服务对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福祉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规定

补救措施或在补救问题上给予合作； 

 (p) 拟订、实施和推行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的财政

政策，尤其是促进农村地区妇女特别是女户主更多地获得社会保障和包括信贷在

内的金融和商业服务； 

 (q) 不颁布和实行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阻碍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全面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方面经济、金融或贸易措施； 

 (r) 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战略、计划和方案的主

流，并把可持续农业和渔业发展问题纳入其中，从而使农村妇女能够作为利益攸

关者、决策者和受益者采取行动和受到关注，同时考虑到《关于在国家粮食安全

范围内对土地、渔场及林地保有权进行负责任治理的自愿准则》23 和《粮食安全

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24  

 (s) 加强和支持包括女农民、女渔民和女农场工人在内的农村妇女在促进可

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消除贫穷、实现粮食安全、改善其家庭和社区的营养状况

和经济福祉方面的关键作用和贡献；通过投资和共同商定条件下的技术转让，确

保农村妇女平等获得负担得起、持久、可持续并且易于女农民、女渔民和女农场

工人使用的农业技术，支持研究和发展以及综合的多部门政策，提高其生产能力

和收入，增强其复原力，消除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市场上交易其产品方面的现有

差距和障碍； 

 (t) 酌情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支持农村地区包括小

户农民在内的女农民以及从事自给农业和渔业、园艺业和畜牧业的妇女实现粮食

安全和改善营养状况的能力，途径包括采用适当的农业机械化、可持续农业做法、

关于疫苗接种和管理技巧的教育和培训以及公共和私人投资，弥合农业中的性别

差距，促进农村妇女获得推广和金融服务、农业投入、土地、水和灌溉资源； 

 (u) 加强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其中包括家庭农业，尊重和保护农村妇

女的传统和祖传知识和做法，特别是保存、生产、使用和交换地方特有种子和本土

种子，支持替代大量使用危害农村妇女和女童及其社区健康的化肥和农药的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 

 2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CL 144/9(C 2013/20)号文件，附录 D。 

 24 可查阅：www.fao.org/3/a-i435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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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投资并进一步致力于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使其成为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

营养状况的重要行为体，确保实现其食物权，包括支持农村妇女参与包括商业和

手工渔业及水产养殖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领域，促进体面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

推动可持续地获得和使用关键农村基础设施、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以及地方、区

域和全球市场，并重视包括土著妇女在内的农村妇女的传统和祖传知识以及对为

今世后代养护和可持续使用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贡献； 

 (w) 确保向包括怀孕和哺乳妇女在内的农村妇女和女童提供食物和营养综

合支持，确保她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品，满足积极健康

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物要求； 

 (x) 投资于提供和获得优质、有抵御力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基础设施以及时间

和人力节约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负担得起、易于利用和可持续的交通

运输系统，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以及人人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

设施，包括在共同商定条件下转让技术，以改善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生

计和福祉； 

 (y) 增进妇女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家庭能源管理决策中的领导作用和充分、

有效及平等参与，在水和卫生设施及能源方案中确保采用顾及性别平等的办法，

包括采取措施减少妇女和女童收集家庭用水和燃料所需的时间，消除由于水和卫

生及能源服务不充足而给女童受教育机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保护妇女和女童在

收集家庭用水和燃料、到住家以外地点使用卫生设施或在露天如厕时免遭人身威

胁或攻击以及性暴力； 

 (z) 承诺鼓励城乡互动和连通，消除地理和地域差异，依托基于城市和地域

综合办法的性别平等视角规划工具，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交

通和出行，加强技术和通信网络及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部门在提高生

产力、加强社会、经济和地域聚合以及促进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潜力； 

 (aa)  优化财政支出，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并建

立适合本国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确保她们不受任何歧视地获得社会保障，并采

取措施确保为社会保障系统提供可持续的长期财政支持，向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

广泛提供关于社会保障措施和福利的信息并便于其查阅，同时铭记社会保障政策

在减少贫穷和不平等以及支持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助于实现性别平

等和增强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妇女和女童在内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bb)  保护和促进所有农村妇女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享有工作权利和工作中

的各项权利，同时考虑到国际劳工标准和国内劳动法，包括设定能够实现适当生

活水准的工资，执行政策和实施规章以促进体面工作和维护同工同酬或同值工作

同等报酬原则，采取措施解决性别歧视、职业隔离、性别工资差异以及不安全和

不健康的工作条件； 

 (cc)  促进增强农村妇女经济权能，促进农村妇女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

型，通过包含金融知识和数字知识在内的技术、农业、渔业和职业培训提高其技能、

生产力和就业机会，协助所有农村妇女特别是青年妇女进入和重返劳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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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鼓励和促进农村妇女创业，为其企业、合作社和自助小组增加机会，

以实现多样化并提高其生产力，使其参与可持续农业、渔业、包括海洋养殖在内

的水产养殖、文化和创意产业及其他经济活动领域，改善其获得融资和投资、技

术和基础设施、培训及多样化市场的机会； 

 (ee)  增加来自农村妇女企业、合作社和妇女拥有的企业的贸易和采购份额，

建设农村妇女特别是青年妇女从包括公共粮食方案在内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采购

流程中受益的能力和技能，促进其进入地方、国家和国际价值链和市场； 

 (ff)  采取措施促进对农村妇女的金融普惠并增强她们的金融知识，促进其

平等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包括及时和负担得起的信贷、贷款、储蓄、保险和汇款

计划，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和立法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金融部门的政策和规章，鼓

励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机构、移动网络运营商、代理网络、

合作社、邮政银行和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农村妇女提供获得金融产品、服务和

信息的机会，鼓励使用包括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在内的创新工具和平台； 

 (gg)  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农村妇女和女童所承担的过多的无酬照护和家

务工作，并承认其对农田和非农田生产的贡献，促进采取支持兼顾工作与家庭

生活和支持男女平等分担责任的政策和举措，灵活安排工作而不减少劳动和社

会保障，提供基础设施、技术和公共服务，例如供水和卫生、可再生能源、运

输、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易获得、负担得起和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和儿童及其他

受抚养人照料设施以及产假、陪产假或育儿假，努力消除性别定型观念和消极

社会规范，推动男子作为父亲和照顾者更多地参与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并承担

更多家庭责任； 

 (hh)  采取措施衡量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的价值，以确定其对国家经济的贡

献，例如可为此进行定期的时间使用调查，并将这些衡量结果纳入统计以及促进

性别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工作； 

 (ii)  在农村地区投资于并加强面向家庭的政策和方案，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保护，并应对农村妇女和女童及其家庭多样、具体且不断变化的需求，消除她们

在享受其权利时面临的不平衡、风险和障碍，并保护所有家庭成员免受任何形式

的暴力侵害，这些政策和方案是重要工具，除其他外，有助于消除贫穷、社会排

斥和不平等，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和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

增进社会融合和代际团结； 

 (jj)  促进和尊重妇女和女童、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和落在最后面的妇女和女

童终生接受各级教育的权利，为此应普及优质教育以及初等和中等免费义务教育，

确保提供包容、平等和非歧视性的优质教育，促进人人均享终身学习机会，消除

女性文盲现象，努力确保完成幼儿教育、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扩大对农村妇女

和女童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并酌情促进全民的跨文化和多语言教育； 

 (kk)  消除性别差距，致力于加大对公共教育系统的资助和投资，通过解决

教育系统(包括课程、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中的性别歧视、负面社会规范和性别陈

规定型观念，实现农村妇女和女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贬低女童教育和阻止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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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性别规范；向包容、安全、无暴力和无障碍的学校提供顾及性

别和残疾因素的基础设施(包括照明)以及安全、便利和负担得起的上学交通工具；

维护独立和适当的卫生设施；培训、招聘和留住农村地区的合格教师，特别是所

占比例不足的女性教师；在各级教育和培训中支持残疾农村妇女和女童；确保农

村妇女和女童在获得职业发展、培训、奖学金和研究金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并促

进其从接受教育或失业状态有效过渡至从事体面工作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ll)  采取措施推广教育和卫生做法，以形成一种月经被视为健康和正常现象

且女童不会因此蒙受耻辱的氛围，同时认识到对月经的负面看法和校内缺乏保持

安全个人卫生的手段，如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等满足女童需求的手段，

都会对女童上学产生影响； 

 (mm)  确保怀孕少女、年轻母亲和单身母亲能够继续学习并完成学业，在这

方面制定、实施并酌情修订教育政策，让她们继续上学和返回学校，为她们提供

获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渠道和支助，包括儿童保育设施、哺乳设施和托婴所，并

为她们提供上课地点方便且时间灵活的教育方案和包括电子学习在内的远程教

育，并铭记包括年轻人在内的父亲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责任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nn)  加强努力，防止和消除在学校和上学途中对女童施加的暴力和性骚扰，

包括为此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暴力活动，动员男子和男童参与其

中，从小教育儿童必须待人以尊严和尊重，并制定支持性别平等、相互尊重的关

系和非暴力行为的教育方案和教材； 

 (oo)  酌情在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制订政策和方案，

优先注重正规、非正式和非正规教育方案，包括科学上准确的符合文化背景的全

面适龄教育，与年轻人、父母、法定监护人、提供照料者、教育工作者和保健服

务提供者进行全面伙伴合作，根据校内外少男少女和青年男女不断发展的能力，

并在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提供的适当引导和指导

下，向他们提供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艾滋病毒预防、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

能、人权、身心发展和青春期发育以及男女权力关系的信息，使他们能培养自尊

并作出知情决定，掌握交流和减少风险的技能，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除其他外，

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防范艾滋病毒感染和其他风险； 

 (pp)  消除严重影响农村妇女和女童的数字鸿沟，为此促进她们获得信息通

信技术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机会，增强她们的权能并发展有助于她

们进入劳动力市场、谋生、提高福祉和复原力所需的技能、信息和知识，扩大信

息通信技术支持的移动学习和扫盲培训的覆盖范围，同时为妇女和女童提供安全

可靠的网络空间； 

 (qq)  加强措施，包括生成资源，以改善妇女健康，包括孕产妇健康，满足

农村妇女的特殊健康需求、营养需求和基本需求，并采取具体措施实现农村地区

所有年龄妇女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以及高质量、负担得起、

可动用和全面普及的初级卫生保健和支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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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  通过社区外联和私营部门参与等方式，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加强对

优质、负担得起和便利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和设施及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

起的基本药品和疫苗以及卫生技术的财政投资，争取每个国家都能迈上实现所有

农村妇女和女童健康保障的道路； 

 (ss)  增加投资以建立更加有效且对社会更负责任的卫生工作人员队伍，解

决农村地区医生、外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和其他保健工作者短缺和分配不均问

题，为此促进提供有适足报酬和奖励的体面工作，以确保农村和偏远地区有合格

保健专业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扩大农村和社区的健康教育和培

训，加强对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 

 (tt)  采取措施降低农村地区孕产妇以及新生儿、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和发病

率，并增加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在怀孕和分娩前、期间和之后获得优质保健服务

的机会，为此采取干预措施，例如培训和装备社区卫生工作者、护士和助产士，

使其能提供基本的产前和产后护理以及紧急产科护理，尤其是提供自愿和知情的

计划生育服务，并增强妇女和社区的权能，使其能够确定妊娠和分娩的风险因素

和并发症并为其利用卫生设施提供便利； 

 (uu)  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京行动纲要》及相关审查

会议成果文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包括普遍享有性和生殖

健康保健服务，包括计划生育、信息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

并确认妇女的人权包括她们在不受胁迫、歧视和暴力的情况下控制与其性行为有

关的事项(包括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并自由和负责地作出决定的权利，以此促进实

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并实现其人权； 

 (vv)  加强国家和国际努力，改善公共卫生，加强卫生保健系统，增加提供

干劲十足、训练有素和装备适当的卫生专业人员和卫生工作者，以及为预防、治

疗和护理非传染性和传染性疾病及被忽视的热带病增加获得卫生设施的机会，包

括获得诊断服务的机会，为此根据按性别、年龄和与国家具体情况有关的其他特

征分列的数据，综合利用顾及性别平等的办法来预防和控制疾病； 

 (ww)  加强努力，让所有感染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存在感染风险或受其影响

(包括同时感染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妇女和女童，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

童，都可获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和支持，在她们不被污名化和歧

视的条件下，解决她们的具体需求和关切，并促进农村和边远地区感染艾滋病毒和

艾滋病的妇女和女童积极和切实参与、推动和领导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应对行动； 

 (xx)  制定、加强和执行纳入人权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反贩运综合战略，并

以顾及性别和年龄因素的方式酌情执行法律框架，以打击和消除一切形式的贩运

人口活动，提高公众对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认识，采取措施

减少妇女和女童易受现代奴役和性剥削的可能性，在适用情况下向人口贩运的受

害者提供保护和重返社会援助，并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打击并最终消除助长一切

形式剥削包括性剥削和强迫劳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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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加强和建设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应对

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灾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以及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极端

天气事件的不利影响并从中恢复过来，为此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服务、适当的融

资、技术、社会保障、人道主义救济、预报和预警系统，并为妇女提供体面工作； 

 (zz)  制定和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以支持提高

妇女和女童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办法包括提高她们的健

康和福祉水平以及获得可持续生计的机会，提供适当资源，确保妇女充分参与各

级对环境问题的决策，特别是关于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战略和政策的决策，

并确保将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要纳入应对自然灾害的人道主义措施、减少灾害风

险政策的规划、执行和监测工作以及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 

 (aaa)  促进和保护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为此消

除她们所面临的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视和障碍，包括暴力行为，确保她们获得优

质和具有包容性的教育、保健、公共服务、经济资源(包括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

妇女获得体面工作机会，并促进她们切实参与经济及各级和各个领域的决策进程，

同时尊重和保护她们的传统和祖传知识，并注意到《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5

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重要性； 

 (bbb)  促进和保护农村地区老年妇女的权利，为此确保她们平等享有社会、

法律和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经济资源，并确保她们充分

和平等地参与决策； 

 (ccc)  促进和保护农村地区残疾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因为她们面临多重和交

叉形式的歧视，应确保她们与他人一样平等获得经济和财政资源以及顾及残疾因

素的无障碍社会基础设施、交通、司法机制和服务，特别是在残疾妇女的保健和

教育及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方面，确保将残疾妇女和女童的优先事项和权利充

分纳入政策和方案，并确保与她们密切协商并让她们积极参与决策进程； 

 (ddd)  促进和保护非洲裔农村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包括在适用情况下承认她

们的土地和领土，并在制定和监测公共政策时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主流，同时考

虑到非洲裔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求和实际情况； 

 (eee)  加强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有关政府机构收集、分析和传播按性别、年

龄、残疾情况和与国家具体情况有关的其他特征分列的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的能

力，以支持改善农村妇女和女童状况的政策和行动并监测和追踪这些政策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加强伙伴关系和调动各种来源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使发展中国家能

够系统地设计、收集和获取高质量、可靠和及时的分类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 

 (fff)  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为此重申《亚的斯亚贝巴

行动议程》所作承诺，致力于实现政策一致性和营造有利环境，促进各级和所有

行为体的可持续发展，并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25 大会第 61/295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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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g)  采取措施大幅增加投资以缩小资源差距，为此调动所有来源的财政资

源，包括调动和分配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资源，具体做法包括通过建立现代

化累进税收制度、改善税务政策和提高税收效率来加强收入管理，以及在官方发

展援助中更加优先重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借此巩固已取得的进展，并确

保官方发展援助得到有效利用，以加快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 

 (hhh)  敦促发达国家充分履行各自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作

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 0.7%和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 0.15%至 0.20%的承诺，并鼓励发展中国家

在确保官方发展援助得到有效利用方面已有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促进实现各

项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特别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 

 (iii)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同时铭记南

南合作补充而非取代南北合作，并邀请所有国家在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所

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重点关注共同的优先发展

事项，同时指出这方面的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农村妇女

和女童权能不可或缺； 

  加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集体发言权、领导力和决策权 

 (jjj)  确保考虑到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观点，确保让妇女并酌情让女童充

分和平等地参与影响其生计、福祉和复原力的政策和活动的设计、执行、后续落

实和评价，确保妇女及妇女组织和由女童和青年领导的组织能够充分、安全和积

极地参与各级决策进程、政策和机构，为此应促进和保护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

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依法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参加地方和自治机构(如社

区和村委会以及政党和其他组织)的权利； 

 (kkk)  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决策进程以及土地、林业、渔业、海洋和水资源

管理机构等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并纳入有关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运输和能源的

规划，同时在管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借助妇女的参与和影响力； 

 (lll)  保护和促进结社自由权、和平集会自由权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从而使

农村妇女工人和创业者能够组织起来并加入工会、合作社和企业协会，同时确认

这些合法实体的建立、修改和解散符合国家法律并考虑到各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mmm)  确保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以及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考虑农村

妇女并酌情考虑农村女童的观点，确保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切实有效地参

与设计、执行、后续落实和评价与预防冲突、调解和平、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

有关的政策和活动，并考虑到境内流离失所和身为难民的妇女和女童的观点；确

保所有农村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在所有应对、恢复和重建战略中得到充分尊重和保

护，并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在这方面对农村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 

 (nnn)  确保受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造成的自然灾害影响的妇

女权能得到增强，使其能够在与男子平等的条件下，切实有效地参与这方面的领

导工作和决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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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  支持农村妇女有效参与企业、农民和渔民组织、生产者合作社、工会、

民间社会和其他有关组织并作出决策和发挥领导作用，以确保创造一个安全有利

的环境，并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包括投资开展各项方案，为农村妇女和女童行

使话语权、发挥能动性和领导作用提供机会； 

 (ppp)  制定并执行促进农村妇女和女童参与并获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

政策和战略，包括为此加强她们的数字素养和信息获取能力； 

 (qqq)  认识到媒体能够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包括进行不带歧视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报道和消除性别陈规

定型观念，包括商业广告长期宣扬的此类观念，并鼓励对媒体工作者进行培训，

发展和强化自我监管机制，以促进以平衡且非陈规定型的方式描述妇女和女童，

这有助于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和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剥削行为； 

 (rrr)  支持民间社会行为体在促进和保护农村妇女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

重要作用；采取措施保护这些行为体，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在为捍卫人权创造

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时纳入性别平等观点，并防止在农村地区发生侵犯和践踏人

权行为，包括威胁、骚扰和暴力行为，特别是事关劳工权利、环境、土地和自然

资源时；采取措施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确保迅速公正地调查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

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sss)  让男子和男童积极参与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包括农

村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积极参与消除公共和私人领域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

歧视和暴力；制定和执行规定男子和男童作用和责任的国家政策和方案，致力于

确保男女平等分担照护责任和家务劳动；进行改革以消除纵容对妇女和女童施暴

的社会规范以及视妇女和女童为男子和男童附庸的态度和社会规范，包括查明和

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比如使妇女和女童长期受歧视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会

规范、习俗和陈规定型观念；促使男子和男童参与促进和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努力，以为女子和男子、女童和男童谋福利。 

47. 委员会确认其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委员会工作的基础)的后续落

实发挥主要作用，并强调指出，在对《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进行国家、区域和

全球审查时，必须考虑并纳入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问题，还必须确保

《北京行动纲要》的后续行动与促进性别平等的《2030 年议程》后续行动之间协

同增效。 

48. 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适当加强国家机制在所有各级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

女和女童权能方面的权力和能力，应将其安排到尽可能高的政府级别，为其提供

足够的资金，并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所有相关国家和地方机构的主流，包括劳动、

经济和金融政府机构，以确保国家规划、决策、政策制定和执行、预算编制程序

和体制结构均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包括在农村地区。 

49. 委员会呼吁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

署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并呼吁有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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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攸关方平台，应会员国请求支持它们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农村妇女和女

童权能的努力。 

50. 委员会鼓励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合作，并把资源用于发展农村地区和可持续农

业与渔业，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小户农民(特别是女性农

民)、牧民和渔民。 

51. 委员会回顾 2017 年 12 月 19 日大会第 72/181 号决议，并鼓励秘书处根据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议事规则，继续考虑如何加强完全遵守《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26 的国家人权机构的已有参与，包括

这些机构在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上的参与。 

52. 委员会促请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继续发挥核心作

用，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应会员国的请求向各国政府和国家妇

女机构提供支持，协调联合国系统和动员各级民间社会、私营部门、雇主组织和

工会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支持充分、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并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2030 年议程》，包括努力实现性别平等和增

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 

 

 

 

__________________ 

 26 大会第 48/134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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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63 (2019)
The sixty-thir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will take pla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from 11 to 22 March 2019.

Representatives of Member States, UN entities, and ECOSOC-accredi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from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attended the session.

Themes
Priority them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Review theme: 
Review theme: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reed conclusions of
the sixtieth session);

Bureau
The Bureau of the Commiss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preparation for, and in ensuring the
successful outcome of the annual sessions of the Commission. Bureau members serve for two years. In
2002, in order to improve its work and ensure continuity, the Commission decided to hold the first meeting
of its subsequent session,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losure of the regular sessio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electing the new Chairperso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Bureau (ECOSOC decision 2002/234).

The Bureau for the 63rd session (2019)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members:

H.E. Ms. Geraldine Byrne Nason (Ireland), Chair (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 States Group)

Ms. Koki Muli Grignon (Kenya), Vice-Chair (African States Group)

Mr. Mauricio Carabali Baquero (Colombia), Vice-Chair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Group)

Ms. Rena Tasuja (Estonia), Vice-Chair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Group)

TBD, Vice-Chair (Asia-Pacific State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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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2016年会议聚

焦于“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联

系”，从而产生了以促进性别平等方式实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历史性承诺。

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届会议上针对这一主题通

过的"商定结论”（E/2016/27）就如何以

促进性别平等方式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供了详细的路线图，以确保不让任

何人——任何一位妇女和女童——掉队。  

介绍部分（第1段至第22段）阐述有

关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现有承诺。此

部分重申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及其他成果文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欢迎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权

能做出承诺。此部分分析了性别平等各个维

度与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之间的联系，认识

到想要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必须加快行动步伐，

履行各项近期和长期承诺，实现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平等享有一切人

权和基本自由。

在介绍部分之后，委员会敦促政府和其

他利益攸关者在以下五个领域采取行动： 

•  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第23 (a)段

到第23 (x)段）

•  营造为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童权能筹措

资金的有利环境（第（23 (y)段到第23

(ee)段）

•  加强妇女在所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导作

用和充分平等参与决策（第23 (ff)段到第

23 (kk)段）

•  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数据收集、后续行

动和审查进程（第23 (ll)段到第23 (nn)

段）

• 加强国家体制安排（第24段到第25段）

第一部分阐述了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

架所需的行动。委员会呼吁充分执行《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北京行动纲要》

以及《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并

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所有

目标和具体目标。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背景下采取行动，面向性别平等以及增强

全体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各个主要领域，不同妇

女群体的处境以及一系列利益攸关者的角色。  

第二部分旨在营造为性别平等和增强

妇女童权能筹措资金的有利环境。行动旨在

通过落实《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作承

诺，在金融、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的

性别平等主流化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财

政管理办法来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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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童权能。行动还促请大幅度增加投资以

弥合性别平等的资源差距。 

第三部分促请加强妇女在所有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领导作用和充分平等参与决策。这

包括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效参与的具体

措施，包括采取临行特别措施以及男女分担

工作和育儿责任。本部分还包括为所有民间

社会行为体营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以及为

妇女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和

支持等行动。  

第四部分以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数据收

集、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为目标。行动旨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家后续行动

和审查中纳入促进性别平等办法，加强标准

和方法以改善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和

传播以及数据收集方面的技术和财政合作。

最后一个部分促请加强国家体制安排。

这包括采取行动（包括提供资金）以加强国

家机制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

能方面的权威和能力，以及在国家规划、决

策、政策制定和执行、预算编制程序和体制

结构方面加强与相关行为体的统筹协调。  

结束段落（第26段至第30段）强调了其

他行为体在以促进性别平等方式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委员会促

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向各国提供支持，促请

妇女署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向成员国提供支

持，协调联合国系统和动员民间社会、私营

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本部分还突出

了委员会自身在这些举措中的作用，包括其

对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的贡献。

委员会现促请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落实商定结论所含行动，以实现性别平

等、加强全体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完全实

现她们的人权。联合国妇女署随时准备着为

进行这些努力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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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强妇女权能和与可持续
发展的联系的商定结论

1.	 	妇女地位委员会重申《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以及委员会在
纪念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召开十周年、十五周
年和二十周年时通过的宣言。

2.		 	委员会重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
童权利公约》	及其《任择议定书》以及其他有关公约
和条约，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以及所有妇女和女童一生充分、平等享有所有人权
和基本自由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和一整套措施。

3.�� �委员会重申，促进、保护和尊重妇女的普遍、不可
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
括发展权，应被纳入一切旨在消除贫穷的政策和方
案的主流，还重申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每个人都有权
参加、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
并应一视同仁地重视并紧急考虑促进、保护和充分
实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
文化权利。

4.	 	委员会重申联合国相关首脑会议和大型会议包括国
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其《行动纲领》 对性别平等和
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作出的承诺。委员会还重
申关于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对
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作出的承诺，
以及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第三次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第二十一届会议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
童权能予以确认，并回顾2015年9月27日举行的关
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行动承诺”的全球
领导人会议和2015年10月13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
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会议。

5.  委员会重申，《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其审
查成果文件以及联合国各次主要相关大型会议和首
脑会议的成果及其后续行动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重申充分、切实和迅速执行《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将为执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作出重大贡献。

6.	 	委员会承认区域公约、文书和倡议在各自区域和国
家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包括促进
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7.	 	委员会欢迎2030年议程对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
和女童权能作出承诺，确认妇女作为发展的推动者
发挥重大作用，承认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
和女童权能对于逐步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
体目标至关重要。委员会强调指出，如果妇女和女
童仍无法全面获得人权和机会，人的潜力就不可能
得到充分发挥，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8.	 	委员会表示关切贫穷妇女人数持续增加，并强调消
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穷，包括极端贫穷，是可持
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求。委员会承认，实现性别平
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与消除贫穷有着相辅
相成的联系，需要通过社会保护制度等渠道确保妇
女和女童终身享有适当生活水平。

9.	 	委员会重申，实现受教育的权利有助于促进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也有助于促进人权、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在
弥合中等教育入学、就读和毕业的性别差距方面没
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中等教育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增
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实现其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推
动取得其他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关键。因
此，所有妇女和女童都必须享有终生学习机会，并
能够平等接受各级优质教育，包括幼教、小学、中
学和大学教育以及技术和职业培训。

10.		委员会确认，妇女的平等经济权利、增强妇女经济
权能和妇女独立对于实现2030年议程必不可少。委
员会着重指出，必须进行立法改革和其他改革，以
实现男女之间及在可适用情况下女童和男童之间的
权利平等，彼此平等获得经济和生产性资源，包括
土地和自然资源、财产和继承权、适当新技术和包
括小额供资在内的金融服务，以及妇女在充分和生
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同工同酬或同值工作同等报
酬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委员会承认移徙女工对包容
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11.	 	委员会还确认，为实现2030年议程，必须将妇女充
分融入正规经济，包括在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等领
域，让妇女切实参与领导各级决策并享有平等机会，
并改变基于性别的现行劳动分工，以确保平等分担、
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无偿护理和家务工作。

12.	 	委员会确认，冲突、贩运人口、恐怖主义、暴力极
端主义、自然灾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其他紧急
情况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过于严重。因此，委员会
确认，必须确保增强妇女权能，使之能够切实有效
地参与领导和决策进程，确保她们的需要和利益在
各项战略和对策中均处于优先位置，并确保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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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努力中并在冲突、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其他紧
急状况时促进和保护妇女和女童的人权。

13.	 	委员会强调指出，在执行2030年议程时必须确保不
让任何人掉队，在这方面，认识到难民妇女和女童
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保护她们并增强其权能，包括
在冲突中国家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还需要加强收
容难民社区的复原能力，特别指出必须向这些社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社区提供发展支助。

14.		委员会重再次表示关切气候变化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构成的挑战，面临不平等和歧视的妇女和女童往
往过多地受到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的影响，除
其他外，包括荒漠化、森林砍伐、沙尘暴、自然灾
害、持续干旱、极端气候事件、海平面上升、海岸
侵蚀和海洋酸化。此外，委员会还确认，各国应根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巴黎协定》， 
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尊重、促进和顾及性别
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15.	 	委员会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所有妇女和女
童行为。委员会表示深切关注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行为、尤其是针对最弱势妇女和女童的此类
行为仍在世界各地发生，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
和女童行为，除其他外，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家庭暴力、贩运人口和杀害妇女等行为以及童婚、
早婚和逼婚及切割女性生殖器等有害做法，都有碍
充分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有碍所
有妇女和女童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有碍她们
作为男子和男童的平等伙伴充分发挥潜能，也有碍
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委员会欢迎在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
取得进展，同时强调没有哪个国家充分实现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男女之间以及女童和男
童之间不平等问题在全球各地仍十分严重，许多妇
女和女童由于除其他外一生受到多种形式的交叉歧
视而十分脆弱并受到排挤。

17.	 	委员会认识到，为了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
2030年议程必须加快行动步伐，履行各项近期和长
期承诺，实现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
及平等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18.		委员会重申，必须通过调动各方财政资源等办法，
包括调动和分配国内和国际资源、充分落实官方发
展援助承诺和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大幅增加投资以
缩小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方
面的资源差距，以便在已有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并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加强南北、南南和三角合作的
作用，同时铭记南南合作补充而非取代南北合作。

19.		委员会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全面、有效和加速执行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并回顾至关重要的
是要将性别平等视角有系统地纳入2030年议程执行
工作的主流。

20.		委员会注意到，2030年议程所涵盖的范围很广，意
义重大，前所未有。该议程为所有国家所接受，适用
于各国并将在各国国内以及在区域和全球各级实施，
同时考虑到不同的国情、能力和发展水平，尊重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的政策空间，同时继续恪守相关国际规则和承诺。委
员会申明，各国政府对2030年议程在国家、区域和
全球各级进展情况的跟进和审查负有首要责任。

21.	 	委员会欢迎民间社会包括妇女组织和社区组织、女
权团体、妇女人权捍卫者以及女童和青年主导的组
织为将妇女和女童的利益、需求和愿景纳入地方、
国家、区域和国际议程包括2030年议程作出重大贡
献，并确认必须与它们进行开放、包容和透明的接
触，促进以性别平等方式执行2030年议程。

22.		委员会确认，必须全面动员男子和男童作为变革的
推动者和受益者，参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
女和女童权能，并作为同盟者参与消除一切形式的
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参与充分、有效
和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并参与
以促进性别平等方式执行2030年议程。

23.		为了继续致力于全面、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大力推动执行2030年议
程，委员会敦促各国政府在各级酌情与联合国系
统相关实体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一起，在各自任
务范围内，同时铭记国家优先事项，并邀请现有
的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
特别是妇女组织和社区组织、女权团体、青年主
导的组织、信仰组织、私营部门、雇主组织、工
会、媒体和其他相关行为体酌情采取以下行动：

加强规范、法律和政策框架

(a)	 	考虑作为一个特别优先事项，批准或加入《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
择议定书，限定保留范围，提出尽量准确和局限的保
留，以确保这些保留不会违背《公约》的目的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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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定期审查保留，以期撤销这些保留，撤销违背相
关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并通过除其他外出台有效
的国家立法和政策等措施充分实施这些条约；

(b)		加快充分和有效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及其审查会议的
成果，以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和增强
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以及缔约国遵守《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
议定书及其他相关公约和条约的基础；

(c)� �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所有目标和具
体目标，体现该议程的普遍性、综合性和不可分割
性，同时尊重每个国家的政策空间和领导力，同时
继续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和承诺，包括制定连贯一致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
女童权能，并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各级政府政策和
方案；

(d)	 	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为此视需要制
定、采用以及加速有效执行和监测法律及全面政策
措施，取消法律框架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条款，包
括惩罚规定，并制定法律、政策、行政和其他综合
措施，包括酌情制定暂行特别措施，确保妇女和女
童平等和有效地诉诸司法，并追究侵犯妇女和女童
人权的责任；

(e)	 	颁布立法和进行改革，以实现男女平权，并在可适
用情况下，让女童和男童获得经济和生产性资源，
包括获得、拥有和控制土地、财产和继承权、自然
资源、适当新技术和金融服务，包括小额信贷，并
让妇女享有获得充分生产性就业及体面工作的平等
机会；

(f)	 	通过促进人人体面工作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方
案，促进妇女的经济权和独立、妇女工作权以及工作
场所的权利，确保同工同酬或同值工作同等报酬，保
护妇女在工作场所免遭歧视和虐待，投资于和增强妇
女在所有经济部门的权能，为此要支持妇女领导的企
业，包括有的放矢地制定一系列方法和文书，促进获
得普惠公共服务、金融、培训、技术、市场、可持续
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以及运输和贸易；

(g)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承认、减少和重新分配无酬照
护工作，为此要优先制定社会保护政策，包括为儿
童、残疾人、老年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患者
以及所有其他需要照顾的人提供可获得和负担得起
的优质社会服务和照料服务，并促使男女平等分担
责任；

(h)	 	促进对社会负责和接受问责的私营部门，除其他
外，按照《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
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关
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各项劳工、环
境和卫生标准、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
能署(妇女署)制定的增强妇女权能原则以及《全球
契约》行事，以实现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
能，并促使她们充分和平等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
由；

(i)� �确认移徙者包括移徙女工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并
承认需要消除对移徙女工的暴力和歧视，促进增强
其权能，包括所有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原籍国、过境
国和目的地国开展国际、区域或双边合作；

( j)� �采取具体步骤消除性别差价习俗，也称“粉色税”，
即旨在用于和推销给妇女和女童的货物和服务价格
高于旨在用于男子和男童的类似货物和服务；

(k)� �敦促各国政府为所有人，特别是在学校、公共设施
和建筑物，提供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价廉饮用水以
及适当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机会，特别注意所有
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求，因为她们受到水和卫生设
施不足的影响过于严重，在露天大小便时面临更大
的暴力和骚扰风险，在经期个人卫生管理方面也有
具体需要，还敦促各国政府在妇女的积极参与下改
善水管理和废水处理；

(l)� �确认妇女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倡导采取促进性别平等办
法，将性别平等视角和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纳入
的环境、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筹资、政
策和程序中，以便让妇女切实和平等地参与环境问
题的各级决策，并增强妇女和女童有意义的和妇女
平等参与决策在各级对环境问题和建设复原力，增
强妇女和女童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

(m)��确保国家和国际计划、战略和对策能保障那些因冲
突、人口贩运、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自然灾
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其他紧急情况而受到影响
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的权利，满足他们的具体
需求，并确保妇女和女童参与紧急情况、恢复、重
建、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进程的各级决策，为所有
人尤其是女童提供教育，以促进从救济向发展顺利
过渡，并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将此作为每项人
道主义对策的优先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委员会鼓
励2016年5月23日和24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
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适当考虑将性别视角纳
入其审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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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不颁布也不采取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妨碍充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何单边经济、金融或贸易
措施；

(o)� �确保根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北
京行动纲要》及其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促进和保
护所有妇女的人权以及她们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
生殖权利，包括制订和执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及加强
保健系统，使妇女普遍获得优质和全面的性健康和
生殖健康保健服务、商品、信息和教育，其中除其
他外包括安全和有效的现代避孕方法、紧急避孕、
预防少女怀孕方案和孕产妇保健，如国家法律允许
的、能降低产科瘘管病和其他怀孕和分娩并发症的
熟练助产护理和产科急诊、安全堕胎和防治生殖道
感染、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毒和生殖系统癌症，同
时确认人权包括有权自由和负责任地控制和决定与
妇女性生活有关的事项，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免受胁迫、歧视和暴力；

(p)� �促进和尊重妇女和女童、特别是落在最后面的妇女
和女童终生接受各级教育的权利，为此要普及优质
教育，确保提供包容、平等和无歧视的优质教育，
促进人人均享学习机会，确保完成小学和中学教
育，并消除所有中等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入学性别差
异，推广金融知识，确保妇女和女童平等享有职业
发展、培训、奖学金和研究金机会、并采取积极
行动增强妇女和女童的领导技能和影响力，还要采
取措施促进、尊重和保障在校妇女和女童的人身安
全，并支持残疾妇女和女童接受各级教育和培训；

(q)� �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教育和培训方案，包括科学和
技术方案，消除女性文盲现象并通过技能发展支持
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使妇女和女童能够积极参与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治理和决策，并创造条件
促进妇女充分参与和融入正规经济；

(r)� �通过、审查和确保快速有效执行将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以及各项全面、多学科
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预防、保护和起诉措施与服务，
以消除和防止公共和私人空间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
女和女童的行为及有害做法；

(s)� �制定和执行适当的各级国内政策，以改变歧视性社
会态度和性别成见，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
和女童的权能；

(t)� �让男子和男童包括社区领袖作为战略伙伴和同盟者
充分参与落实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以

及充分参与消除公共和私人空间一切形式歧视和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和方
案，使男子和男童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并力求确
保妇女和男子平等分担照料和家务责任，进行变革
以消除纵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社会规范，
以及视妇女和女童为男子和男童附庸的态度和社
会规范，包括了解和处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如使
妇女和女童长期受歧视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会规
范、习俗和定型观念，并促使她们参与促进和实现
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及女童权能的努力，为妇女和
男人、女童和男童谋福利。

(u)� �确认农村妇女和女童以及地方社区对粮食安全、消
除贫穷、环境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和
贡献，并致力于支持增强她们的权能，确保农村妇
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决策；

(v)� �与土著人民特别是土著妇女及其组织协作，制定和
实施旨在促进能力建设和加强其领导能力的政策和
方案，同时认识到土著妇女和女童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独特重要作用，并防止和消除歧视和暴力侵害
土著妇女和女童行为，这些行为对她们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产生不利影响，使她们容易受到过度伤害，
并构成有碍土著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社会、
经济和政治决策的主要障碍；

(w)��采取一切立法、行政、社会、教育、就业和其他适
当措施，保护和促进所有残疾妇女和残疾女童的权
利，确保她们充分切实参与和融入社会，并消除她
们面临的多重交叉歧视；

(x)��确认家庭是促进发展、包括实现针对妇女和女童的
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推动者，确认性别平等和增强
妇女权能可增进家庭福祉，在这方面，强调需要制
定和执行家庭政策，力求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权能，并加强妇女在社会中的充分参与；

营造为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
女童权能筹措资金的有利环境

(y)��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为此重申第三次发
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所作承诺，致力于实现政策一致性和营造有利的环
境，促进各级和所有行为体的可持续发展，并重振
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

(z)��重申需要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包括在制订和执行
所有金融、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开展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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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动和投资，以及在各级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
强妇女和女童权能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可执行
的立法和变革行动；

(aa)��支持和建立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财政管理办法，包
括在所有公共开支部门推行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
制和跟踪办法，以弥合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
权能的资源差距，并确保充分计算促进性别平等和
增强妇女权能的所有国家和部门计划与政策所需的
费用，并提供充分资源，确保其有效实施；

(bb)		采取步骤大幅度增加投资以缩小资源差距，包括调
动所有来源的财政资源，包括调动和分配公共、私
人、国内和国际资源，其中包括加强收入管理、建
立现代化累进税收制度、改善税务政策、提高税收
效率以及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更加优先重视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权能，以巩固已取得的进展，还要确保
官方发展援助得到有效利用；

(cc)		敦促发达国家充分履行各自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
括很多发达国家作出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
展援助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7%和对最不发达国
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15%至
0.20%的承诺，鼓励发展中国家借鉴在确保有效利
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已有进展，帮助实现各项发
展目标和具体目标，以便除其他外帮助实现性别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dd)		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
角合作的作用，同时铭记南南合作补充而非取代南
北合作，委员会邀请所有会员国在政府、民间社会
和私营部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加强南南
合作和三角合作，重点关注共同的优先发展事项，
同时指出国家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和领导作用对于实
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不可或缺；

(ee)		执行促进充分生产性就业、人人都有体面工作的宏
观经济、劳工和社会政策，以使妇女受益并促进性
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同时提高经济效率，优化
妇女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贡献，推动在全球开发和
协助提供适当知识和技术的进程，使决策者、私营
部门和雇主更充分地意识到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必
要性，以及妇女作出的重大贡献；

加强妇女在所有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领导作用和妇女充分平等
参与决策

(ff)		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效地参与所有领
域的工作，参与领导公共和私营部门各级决策以及
公共、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和所有领域的可持续
发展；

(gg)		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效参与，包括酌
情采取临时特别措施，制定和致力于实现各项具体
目标、指标和基准，包括提供教育和培训，以及在
各部门和各级消除直接和间接阻碍妇女和所涉女童
参与决策的一切障碍，例如无法获得优质包容性教
育和培训以及暴力、贫穷、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分
配不均及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等障碍；

(hh)		采取措施确保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
全的有关决议的规定，让妇女在各级和各个阶段有
效参与和平进程和调解努力、预防和解决冲突、维
持和平、建设和平和恢复；

(ii)						鼓励各国确认妇女和男子需要分担工作和育儿责
任，以促进妇女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并采取适
当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包括采取措施调和家庭、
私人和专业生活；

( jj)						为所有民间社会行为体营造安全和有利的环境，
使它们能够根据2030年议程的有关规定，为以促
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跟进和审查该议程作出
充分贡献；

(kk)			为基层、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级妇女组织
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以推动
和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以及妇女和女童
的人权；

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数据收
集、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

(ll)					在2030年议程国家后续行动和审查中纳入促进性
别平等办法，同时酌情考虑到商定全球指标框架，	
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等
方式加强国家统计能力，以便有系统地设计、收集
和确保获得按性别、年龄和收入以及适合国情的其
他特征分列的优质、可靠和及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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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制定和加强国家和国际各级标准和方法，以改善
除其他外有关贫穷、家庭内部收入分配、无酬照
护工作、妇女获得、控制和拥有资产和生产性资
源，参与各级决策以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等性别
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传播，以衡量妇女和女
童在2030年议程框架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展；

(nn)		在联合国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提供的支持和民
间社会组织的适当参与下，加强各国之间的技术和
财政合作，以便收集从性别平等视角跟进和审查
2030年议程执行情况的数据和统计。

加强国家体制安排

24.��委员会促请各国政府通过可能时提供资金等办法，
加强国家机制在各级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
童权能的权威和能力，包括在2030年议程框架内支
持将性别视角纳入政府各部门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
流，促进这些机制的可见度并为其提供支助。

25.��委员会还促请各国政府酌情加强有关促进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国家机制与相关政府机构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统筹协调，确保国家规划、决
策、政策制定和执行、预算编制程序和体制结构有
助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

26.��委员会促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
应各国请求支持它们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执行
2030年议程。

27.��委员会确认对其工作所基于的《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要》的后续行动发挥主要作用，并强调指出，
必须顾及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并将之
纳入所有国家、区域和全球对2030年议程执行情况
的审查，并确保《北京行动纲要》的后续行动与促
进性别平等的2030年议程后续行动之间协同增效。

28.		�委员会促请妇女署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促进性别平等
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应会员国的请求向它们提供
支持，协调联合国系统和动员各级民间社会、私营部
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支持充分、有效和加速执行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2030年议程。

29.��委员会回顾大会第70/163号决议，并鼓励秘书处根
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议事规则，考虑如何加强完
全符合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原则(
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的已有参与，包括参加委
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

	
30.		委员会申明，它将对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进行的专题审查作出
贡献，并为性别平等主流化发挥促进作用，以确
保后续行动和审查进程惠及所有妇女和女童，并
为到2030年全面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
女童的权能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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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简介:

  妇女地位委员会(简称妇地会)是联合国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的一个职司委

员会，是专门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

权能的全球决策机构。该委员会于1946年成

立，其任务是编制有关在政治、经济、民事、

社会和教育领域促进妇女权利的建议。该委员

会还负责监测、审查和评估1995年《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各级执行工作取得的进展和遇

到的问题，并支持性别平等主流化。

 成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和具有经社理事会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代表 

参加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年度会

议。会议通常在3月召开，为期10天，为审查

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方面的进展、确

定挑战和制订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

全球标准、规范和政策提供机会。会议包括全

体会议、高级别圆桌会议、互动对话和专题小

组讨论会，以及许多边会活动。会议的主要成

果是所有国家就优先主题谈判达成的“商定结

论”。 

   妇女署充当委员会实务秘书处，以该身份支

持委员会各方面的工作。妇女署编制政策分析

和建议，以此作为委员会讨论每届会议选定主

题和达成谈判成果的基础。妇女署与各利益攸

关方广泛联络，以宣传审议中的各个专题，并

围绕这些专题建立同盟，还促进民间社会代表

参加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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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署是专门致力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的联合国组织。妇女署是支持妇女和女童的全球机

构，成立该机构是为了加快世界各地在满足妇女和

女童需求方面的进展。

妇女署在联合国会员国制定实现性别平等的全球

标准时为其提供支助，并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合

作，制定执行这些标准所需的法律、政策、方案和服

务。妇女署支持妇女平等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

侧重于五个优先领域：加强妇女的领导能力和参与；

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使妇女参与和平和安全进程

的所有方面；增强妇女经济权能；使性别平等成为国

家发展规划和预算编制的核心。妇女署还协调和促进

联合国系统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

220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7, USA

Tel: 646-781-4400 
Fax: 646-781-4444

www.unwomen.org 
www.facebook.com/unwomen 

www.twitter.com/un_women 
www.youtube.com/unwomen 

www.flickr.com/un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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