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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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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年，第 63 屆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CSW63），大會優先主題定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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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檢視公共政策與公共建設的

角度切入，聚焦討論社會安全保護網絡對性別平等與婦女賦權之重要。此外，大

會亦依照慣例設定回顧主題：「婦女賦權及其與永續發展的關係」（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SW60 議定結論），為明年

2030 發展議程（Agenda 2030）的第一個 5 年執行檢討而鋪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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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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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期

兩周的會議期間，召集來自全球各地的非政府組織，籌組了約 400 場緊扣大會主

題的平行會議，提供非政府組織一個能與官方會議相抗衡的發聲的平臺。此外，

NGO CSW NY 亦持續辦理倡議訓練以及區域會議，以凝聚共識並強化各國非政

府組織代表遊說官方代表的力道。

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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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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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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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PDH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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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 INLW)、國際蘭馨總會(Soropti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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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IFMSA)、國際社會福利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ICSW）、灰豹組織（Gray Panther）、國際女性和平自由聯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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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代表共同的與會焦點。

承上，今年代表團在 NGO CSW Forum 的參與方面，總計有 19 個民間團體（本

會、國際蘭馨交流協會、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女協會、開拓文教基金會、台灣女

科技人學會、現代婦女基金會、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勵馨基金會、萱民會、

台南水交社文化學會、國際崇她台南鳳凰社、國際社會福利協會台灣分會、國際

崇她社台北都會社、台北市婦女新知協會、介惠社會福利慈善基金會、台灣女人

連線、台灣民主基金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中華心理衛生協會）、1 個學術單位

（國立臺北大學邀請南康乃狄克州立大學共同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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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場平行會議。其中，本會呼應大會近

年來積極倡議強化青年參與之發展趨勢，協力與第四屆青年代表團成員共同舉辦

一場平行會議：Youth shaping future agendas for a divers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會議由我國青年代表分別就其所關注的議題做全球概況 V.S.台灣目

前現況的介紹。其中包含：家庭照顧責任重新分配議題、全球難民議題以及海洋

塑膠微粒汙染議題等，同時，亦邀請在希臘 Lesbos 島上難民營中，建造專屬於

女性安全沐浴空間的 Becky’s Bath House 這個組織代表擔任講者。該平行會議吸

引不少青年以及從是青年培力的非政府組織代表與會，我國三位青年代表亦在簡

報中提出針對各自關心議題的具體行動方案，因此能藉由該平行會議與關注相關

議題之青年進行意見交流，以及串連未來共同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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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SW 大會趨勢觀察 

由於 2020 年適逢《北京宣言暨行動綱領》25 周年檢視，因此，今（2019）年 CSW63

大會無論是優先主題的設定或是整體會期間的討論，皆瀰漫著為明（2020）年

CSW64 大會鋪路的氛圍，聯合國婦女署（UN Women）執行長 Phumzile Mlambo-

Ngcuka 亦在開幕致詞直言 CSW63 是「反省的時刻」（a reflect moment），不少

討論與議程皆圍繞如何使得性別平等運動在明年能有更突破性的發展。以下彙整

CSW63 會議討論之焦點以及 CSW64 大會主題趨勢，作為未來一年相關工作者

在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上之參考。 

CSW63 的大會主題以公共政策為切入點，相較於過去幾年的會議更強調國家的

責任，要求各會員國檢視並改善社會安全機制、公共服務與公共建設以加速達成

性別平等。強調制度的改變，是實質提升婦女地位的有效方法，也是落實永續發

展目標的捷徑。聯合國婦女署執行長 Phumzile Mlambo-Ngcuka 在開幕致詞直言

CSW63 是個反省的時刻（a reflect moment），肯定過去推動成果的同時，也檢視

目前所面臨的挑戰以及現行社會安全機制的缺失，以提出更具前瞻的公共政策。

本屆婦女地位委員會主席 Ms. Geraldine Byrne Nason 亦在非政府組織會前會

（NGO Consultation Day）上表示，如果不檢視目前現行的社會安全機制不合時

宜之處並改善之，改變是不可能發生的。例如，家務勞動者（domestic worker）

的退休保障、難民與移民在抵達目的國後的社會安全保障，以及遭受多重歧視或

交叉歧視的女性之權益等，都是當前迫切的議題。 

承上，在推動永續的公共建設方面，聯合國婦女署執行長 Phumzile Mlambo-

Ngcuka 也呼籲大家善用創新科技為工具，結合傳統智慧的友善環境工法，並帶

著具性別觀點的思維模式進行工程設計，使得各種不同需求的族群能真正受益於

公共建設。然而，在鼓吹新科技可為社會革新帶來助力的同時，會議期間也有不

少對於數位科技為性別平等運動所帶來的機會與挑戰的討論。拜社群網絡普及之

賜，近年來推動性別平等的串聯運動（例如：#MeToo、#TimesUp 等）在網路社

群上掀起新一波全球女性主義風潮，此外，也因為數位科技的發展使得婦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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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更容易取得資訊與對外連結。然而，發生在數位空間的

網路暴力問題卻也應運而生，且婦女與女孩在網路世界的處境，甚至比在真實世

界更容易受到攻擊。但截至目前為止，各國政府在制定防治網路暴力的相關法律

規範上，似乎一直跟不上數位科技發展的速度，也因此聯合國婦女署以及聯合國

人權高專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藉由 CSW 會議期間呼籲各國政府、公民社會以及網路服務提供者必須

攜手共商對策，以完善數位虛擬空間的暴力防治。 

此外，今年大會亦就全球性別平等運動所遭遇的反擊與反挫（push back and 

backlash）有更多地著墨，特別是針對政府對境內人權捍衛者發動的報復行動。

承上所述，近幾年，拜新媒體之賜，人權捍衛者透過社群媒體倡議串連，能迅速

地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奧援，然而，也因此使得這些願意拋磚引玉現身說法的

人權捍衛者更容易被反對者鎖定為報復對象。聯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表示，這類針

對人權運動的反擊與反挫，通常都被包裝在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或家庭價值

的論述中。因此，人權捍衛者除了普遍皆遭受網路攻擊與霸凌外，更非常有可能

在其返國後遭受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報復行動，且這類報復行動大多數皆由當權者

策動，受害者根本無力抗衡1。有鑑於此，聯合國婦女署刻正攜手聯合國人權高專

辦公室共同草擬 Guidelines to the UN System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OHCHR

亦設立通報管道2，以期在報復行動發生前阻止憾事發生。 

在與會代表的身份組成方面，自《2030 發展議程》推出後，聯合國婦女署更積極

推動跨部門、跨領域的夥伴關係，並呼籲所有利害關係者都應該加入推動性別平

等與婦女賦權的行列，因此，在近幾年的 CSW 場域中，除了官方代表與非政府

組織代表持續成長外，企業代表、青年代表和推動男性參與性別平等運動的組織

是也開始常態性的參與。聯合國婦女署自 2016 年起開始辦理青年論壇、2017 年

                                                       
1例如：2016 年宏都拉斯原住民族環保領袖 Berta Cáceres、2018 年巴西里約熱內盧左派「社會

主義自由黨」市議員 Marielle Franco 皆是遭到由當權者主謀的刺客槍殺。 
2 OHCHR 設立之通報 e-mail：reprisal@ohch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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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Forum 納入周邊會議(side event)辦理。前者，

每年皆吸引不少青年參與並討論 CSW 主題，雖然每年辦理的形式略有不同，但

持續提供青年參與機會與發聲的平台。後者，則鎖定邀請企業代表分享落實性別

平等的最佳案例，並積極在全球推動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Gender 

Gap Analysis Tools3，期待更多企業能自主檢視落實性別平等的現況。 

在議題趨勢方面，聯合國婦女署亦將今（2019）年大會視為明年大會的前導，在

非政府組織的會前會中，聯合國婦女署執行長 Phumzile Mlambo-Ngcuka 提到需

多基於性別的社會問題至今仍待解決，例如：性騷擾其實就如同火災一樣危險，

但為什麼公共場合到處都有滅火器，卻沒有性騷擾的通報機制？她強調非政府組

織持續維持倡議聲量的重要，除了讓政府有必須改變的壓力外，也有助於社會整

體氛圍持續關注性別平等與婦女賦權的發展。她鼓勵非政府組織用「開創新局」

(game changing)的思維來共同完成 Beijing+25 的檢視，替性別平等運動開啟新

篇章。 

明（2020）年是聯合國在推動性別平等與婦女賦權議題上一個重要的標誌年，除

了適逢《北京宣言暨行動綱領》25 週年（Beijing+25）外，亦是安全理事會通過

第 1325 號決議（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SCR 1325）20 周年以及聯合國

婦女署成立 10 周年，同時也是《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5 週年。因此，聯合國婦女署自去（2018）年公布 Beijing+25 檢視時程後，

其轄下相關機構、各會員國以及 NGO CSW NY 皆開始積極組織相關工作，目標

在 2020 年在該議題上能有突破性的發展。以下彙整聯合國婦女署就 Beijing+25

相關的活動時程規劃： 

2019 年 

 5 月 1 日前各會員國遞出 Beijing+25 檢視報告 

 11 月 25-28 日假泰國曼谷 UN ESCAP 總部辦理區域會議，凝聚區域共識 

 

                                                       
3  https://weps‐gapanalys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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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年 

 3 月假美國紐約聯合國總部辦理 CSW64 & NGO CSW Forum 

 6 月假法國辦理 Global Gender Equality Forum 

 9 月於第 75 屆聯合國大會期間辦理為期 3 天的 Special Session 

commemoration of Beijing+25 

四、 未來參與模式建議： 

本會做為籌組我國 CSW 代表團之資源與資訊平台，綜觀近幾年我代表團參

與 CSW & NGO CSW Forum 之成果，除了與會代表有持續成長的趨勢外，

與會夥伴們在辦理平行會議方面，皆已逐漸掌握籌組平行會議的技巧，並有

效結合國際非政府組織之力量，擴大分享我國在推動性別平等與婦女賦權之

行動與案例，甚至成功將所屬國際非政府組織之年會爭取來台辦理。因此，

促使本會開始思考如何奠基於目前的參與成果之上，開創更有效的參與途徑。

以下就近年參與的經驗，彙整建議的參與的路徑，提供明年預計與會的夥伴

參考： 

一、選定關注領域，追蹤大會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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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的

設定通常較為籠統，因此依據自己的專業來選定欲關注領域是非常關鍵的。

依據本會的經驗，想要充分且實質的參與會議，得至少在與會前一年即籌備

參與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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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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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蹤，皆有助於提升與會成效，並進一步比較各區域、各國或各組織不同的論

述與觀點。 

二、彙整工作成果，準備國際文宣與方案分享 

善用聯合國性別平等與婦女賦權相關國際宣言或框架 ，彙整所屬單位的工

作成果，並找出刻正執行的方案或行動中是否有與大會主題扣合之處，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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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將方案整理為國際文宣。近幾年我國非政府組織代表皆持續向 NGO CSW 

NY 申請辦理平行會議的空間，並透過平行會議和來自各國之非政府組織代

分享台灣經驗獲得不少迴響以及交流的機會。再者，參與國際會議的目標之

一，是將與會的成果轉化為持續在國內推動的計畫或方案，因此假設能善用

與會期間與各國代表討論交流刻正執行之方案計畫，透過國際的視角檢視計

畫內容，將會是與會者的寶貴收穫。

三、事先規劃欲連結的組織或代表，把握與會期間面對面交流機會

根據聯合國婦女署的統計，CSW63 共計有五千多位具聯合國經社理事會諮

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報名參與（以及近千多位官方代表隨團參與），由

此可見 CSW 會議規模之龐大，參與的非政府組織之多元。因此，如果能在

與會前先規劃好預計連結的組織或代表，鎖定其主辦之活動參與，甚至出發

前事先邀約會面時間，將可大幅提高與會的效率與收穫。

四、依照不同的身份類別，規劃參與路徑，組織工作小組

根據本會觀察，目前參與 CSW 的代表身份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公部門代表、

非政府組織代表(包含專家學者)、青年代表與企業代表等四大類別，又根據

不同身分別應該著重參與的場域，以及其應該設定的與會目標也會有所差異，

以下進一步說明本會的觀察並提供相關建議：

身分別 建議參與路徑

中央部會代表

 與會場域：聯合國內 CSW 官方會議與周邊會議

 與會目標：蒐集聯合國發展趨勢與各國政府作法

 連結對象：各國官方代表、聯合國轄下組織代表

地方政府代表

 與會場域：NGO CSW Forum

 與會目標：帶領地方非政府組織共同辦理平行會

議，展現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夥伴關係

 連結對象：推動 Cities for CEDAW 相關組織代表以

及各國地方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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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代表

(包含專家學者) 

 與會場域：NGO CSW Forum

 與會目標：

1. 辦理平行會議擴大我國經驗分享與交流平台

2. 共擬一份針對大會主題的 Statement 在與會期

間共同倡議

3. 爭取在國際非政府組織所辦理的平行會議上

擔任講員

 連結對象：各國 NGO 代表、所屬 INGO 代表、各

國專家學者

青年代表

 與會場域：青年對話或論壇、NGO CSW Forum

 與會目標：

1. 共擬一份針對大會主題的青年議題觀察，於青

年活動中露出

2. 辦理平行會議，分享我國青年之性別觀察

3. 連結當地留學生與青年僑胞辦理性別議題討

論聚會

 連結對象：各國青年代表、我國當地留學生及僑胞

企業代表

 與會場域：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Forum

 與會目標：蒐集各國企業在落實性別平等的作法

 連結對象：各國企業代表

圖：我國代表與國際自由婦女聯盟(INLW)代表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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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1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11 日至 15 日 

撰寫人：官曉薇（國立臺北大學法律學系副教授）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CSW 63 的主題是社會保障，因此不論是在 CSW 的 Side Events 或是在 NGO CSW

的平行會議，有許多都與婦女的經濟平等和賦權有關，特別是工作平等、薪資平等以及

無薪的家務及照顧工作。與此同時，雖然與本次主題不直接相關，但仍舊每年持續受到

關注的，是關於「對婦女及女孩的暴力」的相關討論。除此之外，本報告撰寫人還注意

到，許多會議皆討論到一個重要、但在臺灣不受重視的議題：數位科技對於女性帶來的

影響。

 近年來數位科技發展迅速、日新月異，然而由於資源的分配不均，在某些地區或階

級，女性的數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與男性有落差，呈現不均衡的發展和使用情形；

但另外一方面，也由於數位溝通的快速性和便利性，使得女性得以利用數位科技與外面

的世界連結，不受所處位置、時間、家庭照顧和移動能力的侷限，女性可能因此比過去

更容易取得資訊、組織社群、及建立連結。也因此，圍繞著數位使用的性別觀察和實踐，

成為越來越重要的議題。

舉例來說：在 CSW 的周邊會議，就有以下八場主題和科技及數位使用有關係： 

 為女性及女孩建立安全與賦權的數位空間： BUILDING SAFE AND EMPOWERING

DIGITAL SPACES FOR WOMEN AND GIRLS（Slovenia, Sweden, Germany, UN

Women, Council of Europe and European Women's Lobby 於 3/11 舉辦）

 防治性暴力與基於性別的暴力--資訊與通信科技的角色：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THE ROLE OF ICT （Estonia,

Sierra Leone, Canada and Liberia 於 3/11 舉辦）

 數位科技在中東北非地區如何促進性別平等？HOW CAN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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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GENDER EQUALITY IN THE MENA REGION?（ITALY, JORDAN,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ITU, Apebi 於 3/12 舉辦） 

 數位戰士：婦女如何以數位行動主義改變世界：DIGITAL WARRIORS: HOW

WOMEN ARE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DIGITAL ACTIVISM

（ Germany 於 3/12 舉辦）

 普及金融及數位改造如何加速性別平等及永續發展： HOW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ACCELERATE GENDER

E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ombia, Peru, UN Women

and BBVA Microfinance Foundation 於 3/13 舉辦）

 新科技在家庭/事業平衡的運用以及容納性在家庭政策的促進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WORK-LIFE BALANC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FAMILY POLICIES FOR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WOMEN AND MEN （ITALY, GREECE, ZAMBIA, UN-WOMEN, COUNCIL OF

EUROPE 於 3/14 舉辦）

 新聞與女性之賦權：數位世界的新挑戰：JOURNAL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NEW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WORLD（ Lithuania, France,

Members States of the Group of Frien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Journalist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於 3/14 舉辦）

 科技平等：性別數位平等報告 EQUALS IN TECH: TAKING STOCK OF THE STATE

OF GENDER DIGITAL EQUALITY - LAUNCH OF EQUALS RESEARCH GROUP'S

INAUGURAL REPORT（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and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於 3/15 舉辦）

在 NGO CSW 周邊會議談數位科技的主題在比例上雖然較少，但民間團體也對於此

主題在幾個方面有特別的關注。例如有些 NGO 談數位經濟中的性別平等（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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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Technology for Gender Equality）、女性的數位素養（The Promise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Power of Digital Literacy）、如何運用科技與媒體達到性別平

等（Leveraging on Technology and Media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Goals）以及女性投入

科技數位工作的全球趨勢（Sparking a Global Movement: Women in Tech Shaping Our 

Future），這些與數位使用的議題都非常值得關注。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CSW 前述對於數位科技對女性影響的重視，在臺灣還是初步發展的階段。雖然臺灣

的學術發展龍頭--科技部--已對科技與性別加以重視，並投入資源鼓勵研究，多年來也在

科技產業培養許多女性人才，但是數位科技使用對女性的影響，在社會倡議和民間團體

的重視仍舊不高。

撰寫人此次赴紐約開會，同時也受到 Facebook 邀請前往其紐約公司，進行一場與

CSW 共襄盛舉的平行會議（Side Event），該場次討論的主題是關於女性在網路世界的安

全性問題，特別著重在未得同意的親密影像傳播（Non 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ries，簡

稱 NCII）。該會議邀請了 UN 的特別報告員 Dubravka Šimonović以及來自人權高專辦公

室的代表 Andrew Gilmour（辦公室任副秘書長）和多達九個國家 20 多個代表一起與談，

足見 NCII 這個議題高度受到聯合國人權主責機構的重視（座談部分採直播互動方式：

https://www.facebook.com/fbsafety/videos/550365732138938/；圓桌論壇部分受保密協定拘

束無法公開內容）。

被 UN 賦予針對婦女暴力的成因和結果進行研究任務的特別報告員 Dubravka 

Šimonović，已在 2018 年完成了一個關於婦女和女孩受網路暴力攻擊（Onlin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的報告書（A/HRC/38/47），對於網路暴力的防治有長達兩頁

的建議。一方面受到性別歧視社會的影響，女性在網路世界仍舊與真實世界一樣，易受

到歧視和攻擊。但另一方面，數位使用的特性使得對女性的暴力和傷害比起一般管道和

場域更加嚴重。

會議中我與特別報告員 Šimonović女士交換意見，當我問及聯合國是否會在不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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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對於這個問題採取行動，她對我表示，雖然不知道聯合國何時會有更多的行動，但

是若各國對於網路暴力有更多的瞭解和認知，對於各國的防治作為將更有幫助。她並強

調網路暴力的防治特別需要政府、網路服務提供者以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努力，面對層出

不窮卻超越現有法律管制架構的網路暴力問題，需要大家更積極地商討對策。

因為前往 Fabcebook 公司參與周邊會議的圓桌論壇，使得我過去近兩年對於網路暴

力的研究有了更進一步的擴展和提升。也因為這次的機會，與臺灣關心此議題的學者和

民間團體夥伴有了進一步的連結。這使我深刻感受到，對於網路暴力及相關數位空間使

用的歧視和暴力問題，在臺灣應該有更多的探索和研究，尤其在法律上如何防範和救濟

策略的研究，更是作為法律學者的責任。未來撰寫人將放入更多的資源和精力，對於網

路暴力的主題進行研究。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The Imperative of Intersectionality in Advancing Women’s Accessibility t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Lessons from LGBT Rights Advocacy in Taiwan and Beyond

 合辦單位：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其他受邀講者：

1. Yi-Chun Tricia Lin, Director,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2. Jennifer Lu, Chief Coordinator, Marriage Equality Coalition Taiwan

3. Nada Chaiyajit, Legal Advisor, Transpiration Power

4. Yen-wen Pe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5. Ching-yi Yeh, Researcher, Office for Gender Equalit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一）會議籌劃

本次參加 NGO CSW 63 的會議，主要以性別法律學者的身分參加。因此在籌備時即

與在美國南康乃狄克州婦女與性別研究的主任林怡君教授（Dr. Yi-Chun Tricia Lin）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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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劃。林教授在美國任教近三十年，主要研究為原住民婦女及女性主義文學。林教授為

Fulbright 學者，學術地位崇榮，曾擔任兩任美國婦女研究學會主席（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與此同時，我邀請同樣前往 CSW 進行研究觀察的彭渰雯教授一起

參與籌劃。經由討論，我們將會議的主題設定在近幾年相當受重視的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想討論在臺灣的社會保障脈絡中女性身分與其他身分如原住民、同

性戀、跨性別等相互交織下，有什麼樣值得討論的問題和努力的方向。場次計畫很榮幸

獲得 NGO CSW 的接受，因而開始著手邀請更多講者一起與談。 

 感謝北市府性平辦的葉靜宜研究員、婚權大平台的總召呂欣潔答允擔任講者，也感

謝欣潔為我們邀請泰國婚權運動者 Nada 來分享泰國的運動經驗。由於大家的主題比較

著重在 LBT 族群的運動和倡議，因此將交叉性的重點著重在性別認同以及性傾向上。最

後確認本會議場次的副標題為「臺灣及其他國家的 LGBT 權益倡議分享」（Lessons from 

LGBT Rights Advocacy in Taiwan and Beyond）。 

（二）會議的準備

 出發前往紐約之前，彭教授幫大家製作了色彩豐富的傳單。傳單主題明確，顏色大

方，一目瞭然。由於我們的場次放在 3/12 下午，大家都在 3/10 後才陸續到紐約，所以

相約在 3/11 做完整的討論和與談分配。我們並在其他會場桌面放置傳單，進行宣傳。由

於色彩亮麗，在傳單中非常醒目。

（三）會議進行

 會議當日的與談，首先由呂欣潔對於臺灣同志人權與性別政策之間的關連性進行概

括性介紹，她提到性別平等教育法和同志教育的推動，對於臺灣同志人權得以在亞洲國

家中得以名列前茅，功不可沒。接著 Nada 介紹了泰國的同志團體如何與政府合作，儘

管目前的政府為軍政府，同志團體運用了政府內部的各種會議爭取婚姻權利，雖然無法

一步達到婚姻平等的保障，但政府提出的草案仍舊對於同志伴侶權益有基礎的保障。

 葉大葉（葉宜靜）則分享一個地方政府如何透過性別主流化政策，在尚未同婚合法

化的階段，保障同性伴侶的權益。我則分享臺灣同志家庭權益促進會（同家會）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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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運動中，以整個家庭的現身（coming out）方式作為遊說和倡議婚權的策略。

最後，彭渰雯教授分享臺灣性別友善廁所在校園中的運動、倡議及推廣。

 觀眾對於臺灣的性別人權進程感到很有興趣，觀眾覺得有趣的點，一是臺灣的婦女

團體對於同志權益議題相當支持，甚至在婚權及性別友善廁所運動上與同志權益團體同

樣扮演重要的角色。二是因為性別主流化政策的實施，使得同志權益在政府性別政策上

打開空間。其他國家的夥伴分享該國的婦運與同運的分流，並認為臺灣這樣合作的情況

在其他國家並不常見。這讓我們來自臺灣的與談人也才發現，原來婦運團體挺同志運動

及合作的程度，原來也算一種臺灣特殊性。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China-Abandoned Social Protection for Baby Girls and Elderly Women

 主辦單位：WUNRN-Women's UN Report Network

協辦單位：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本場次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我研究主題之一是婦女的人工流產

議題，對於性別選擇的人工流產僅閱讀過資料，沒有再深入的了解，二是因為過去不論

在國外或國內幾乎沒有機會接觸來自中國的婦女團體，因此希望能夠認識交流，三是因

為過去一年在台北大學與社工和社學的學者開始組成研究團隊，關心高齡者人權及相關

議題，因此對於中國高齡女性的人權狀況希望有進一步的瞭解。

本場次的講者有兩位，一位是 Reggie Littlejohn，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的創始人，另一位是 Women’s Rights in China（WRIC）的講者 Zhang。Ms. Littlejohn 是

律師，在耶魯大學法學院就學時第一次為來自中國的難民女性做政治庇護的諮詢。當時

有些中國女性因為懷孕第二胎，由於一胎化政策不願意依政府之令進行人工流產而尋求

政治庇難。Littlejohn 因接觸這些個案，瞭解到因為國家人口政策，加上強烈的重男輕女

觀念，在中國有大量女胎兒被強迫引產（femicide），不能存活。Littlejohn 因宗教信仰（口

頭未提及，但從新聞專訪資料得知）而成立了 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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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國女性能夠不要因胎兒性別而進行人工流產，並將中國違反意願強迫人工流產的

真相讓世界知道。

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的第二個重要宗旨是關懷高齡婦女被遺棄的情

形。這也是中國因為一胎化政策造成的社會問題。當中國的家庭只有一個子女，負擔家

計及照顧老年父母的工作便成為他們沈重的經濟負擔。尤其貧窮的偏鄉，子女為生計進

入大城市工作後，在家鄉的寡婦因此就沒人照顧、或被遺棄。在某些地區的中國高齡婦

女有極高的自殺率，她們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

WRIC 的 Zhang 接著提出報告，指出在中國某些地區的女童，過著悲慘的生活，有

些女童因為一胎化政策被棄養，有許多被丟到尼姑庵去才得以存活。童養媳和童婚的情

況也仍舊嚴重，仍舊很多女童年紀輕輕就當了媽媽照顧子女。

 這場會議吸引了很多聽眾，位子不夠，後面也擠了很人。主持人慷慨激昂的說像這

場訴說中國侵害婦權真相的討論，不可能在聯合國與辦的平行會議中談，只能在

NGO-CSW 辦。許多在中國為女性爭取婦權的維權人士被捕入獄，外界卻沒人知道。來

自各國的婦團夥伴也頻頻發出喟嘆，對於這兩個婦團的努力相當激賞。

從各種資料的彙整蒐集，我發現 Littlejohn 活躍於 Pro-Life 運動。這是我首次與立

場為 Pro-life 的婦團接觸。不過為了擴大接受度，Littlejohn 在演講中其實聽不出來其

Pro-Life 的立場，她甚至說，就強迫人工流產的議題來說，中國女性就生育根本沒有選

擇，因此，不論是 pro-choice 或是 pro-life 立場，都應該支持她們為中國女性的救援和協

助。

會後我前往與 Littlejohn 交流，表示臺灣團體和政府都對中國人權狀況有高度關注，

我並表示若有機會想邀請她來分享這些女性的故事。Littlejohn 表示很想到臺灣來，若有

邀請很願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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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Jing Zhang 女 Women’s Rights in 
China 

Founder, 
Executive 
Director

若需聯絡資訊請洽撰寫人

Juliana 
Andrade 
Cunha 

女 Safer Net Help-Line 
Coordinator 

若需聯絡資訊請洽撰寫人

Reggie 
Littlejohn 女 Women’s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Founder and 
President 

Denise 
Scotto 女 International Dat of 

Yoga Committee Chair 

Holly 
Jacobs 女 Cyber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Founder 

Asmita 
Singh 女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Consultant 
Photographer 

Dr. Ranjana 
Kumari 女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Director 

Zarizana 
Abdul Aziz 女 Due Diligence Director 

Sophie 
Mortimer 女

UK Revenge Porn 
Helpline Manager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因篇幅限制本部分合併於一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中撰寫。

圖 1：受邀參與 NCII 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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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與談人會前討論 

圖 3：平行會議現場－全體與談人及主持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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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平行會議現場－觀眾提問討論 

圖 5：平行會議傳單 圖 6：報告撰寫人發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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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2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10 日至 24 日 

撰寫人：林春鳳（屏東縣基督教女青年會）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1. 持續 CEDAW 之實踐：CEDAW 尚未在亞洲全面實施，未來持續發展之目標會針對

婦女、女孩及弱勢體為目標，消除婦女參與活動之限制與障礙，使其得以充分參與

發展進程，並提供社會保護、持續倡導性別平等及賦予婦女權利，藉以奠定堅實的

基礎。

2. 青年女性之培力：在會議中有多位青年女性參與其中，促使年輕人與聯合國之對話，

藉以提高世界各地青年女性的聲音，VISION VOICES 匯集全球年輕婦女的聲音，與

聯合國青年論壇上提供不同的觀點及想法，從中可以看見世代間的交替，年輕人會

在這樣場合獲得更多的啟示和教育，透過討論及交流，培養氣度與視野。

3. 偏鄉婦女之議題關注：針對多項歧視性法律，如最低結婚年齡、性侵害法、國籍法

等多項法律，到 2023 年加速廢除或修訂１００多個國家的歧視性法律，以促進家庭

及社會關係中的平等。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1. 致力於偏鄉與農村婦女之培力，特別著墨於原住民族婦女之陪伴與協助

2. 藉由擔任行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原住民族委員會委員及台東縣婦女權益促

進委員會委員等管道，參與公共政策之監督與實踐，以督促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之

性別敏感度與服務效能。

3. 組織地方婦女團體，例如屏東縣基督教女青年會、卡巴嗨文化協會等，定期培植

青年幹部人才，並培育有志青年一同參與團體，團體加入新的人才，使組織得以

永續發展，開始規劃明年 CSW 之平行會議與組織運作，預定鼓助原住民族青少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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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我文化之特色，並在平行會議中展現年長者與青少年之族群文化內容。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WOMEN’S RESISTANCE TO STATE AND SECULAR VIOLENCE:

INDIGENOUS AND MUSLIM PERSPECTIVES

 合辦單位：HABITAT PRO

 其他受邀講者：Ruth Mas ; Iman Hassan ; Khaoula Ben Haj Frej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個人聚焦於台灣原住民族與一般女性婦權及培育管道，例如台灣的教育部提供優秀人才公費

留學的機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各地方政府建置文化健康站提供對老年原住民族族人之照

護服務，尤其是原住民族年長者女姓的關心，另外談到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提供

學習管道及階段性課程訓練培養婦女意見領袖，長期陪伴民間組織藉以培力原住民族婦女參

與公共事務。同時我也強調民主的社會應尊重不同文化的保存，台灣的民主提供了文化保存

的語言學習的機會，其他的發表者就談到難民的經處境和回教婦女在主流社會的難處，另外

的教授則談如何促進多元文化的溝通，這是一場很溫馨的對話。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Thriving women

 主辦單位：seventh generation fund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原住民族婦女：Thriving women，七世代的基金會，強調自我決策的原住民族婦女團體，由

內部力量發起自我療癒歷程，這對少數族群婦女有啟示作用，如何自我強化與再組織，現場

參加人數很多，是成功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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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Ruth Mas 女 Freie 
Universitat,Berlin 教授

Iman Hassan 女 
Center on Conscience 
and War,Washington 
D.C. 

心理師

Khaoula 
Ben Haj Frej 女 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Boston 治療師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3 月 10 日 

台灣晚上 9:15 從高雄出發，搭乘國泰航空，竟然發生要有加拿大的簽證之問題，差一點登

不了機，幸好趕緊補辦，終於趕在飛機起飛前處理完，以後注意機票的轉機細節，到了美

國我也忘了旅行社給我的入境表格，但美國移民局已全面電子化，不需要書面資料了，也

讓我開了眼界，也學了一招，電子化的時代真的來臨了，原本擔心沒換美金怎麼存活，結

果信用卡一路從機場幫我帶到旅館入住，這真的要學習了。

3 月 11 日 

到紐約已是次日早上，在機上睡得很好，但仍有時差的負擔，傍晚 17:00 參加 TECO 的團

務會議，又是另一個看見台灣民間團體的機會，大家都準備充分，要為台灣的性平而努

力，無國界大使：范雲大使也在現場，辦事處處長還親自歡迎，感受到在外交與民間之合

作。

3 月 12 日 

今天專心參加平行會議，一大早起床往 church center 前進，因為這裡有許多的平行會議，

也可遇到許多的新人，也可宣傳台灣。

1. 加拿大的平行會議，談孩子的照顧，會中由加拿大不同的非營利組織發言，談到職業

婦女在生涯的發展上，孩子成為非常具挑戰的任務，如何平衡兩者之間，有需要政府

的介入，讓幼兒的照顧更為週全，會中有兩部影片播放讓人印象深刻。

2. 是 CSW 的連結與認識的小組工作坊，原本期待可以有小組研討，但最後仍然由講授的

主持人操控全場，沒有達到互動之效果，但再一次複習性別平等工具與行動綱領仍然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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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 

今天將參加台北市所辦的平行會議，及下午在 TECO 所舉行的研討會，主題較貼近國家的

政策，結果中午台北市的場次沒有去，但晚上的論壇有到場，16:30 開始，擠滿了各地來的

人，也看到了許多僑胞，這實在是很實在的外交活動，人在一個地區的活動造就了生活型

態，集結大家的思維就為了表達與追求更理性與幸福的生活，提升婦女地位的目標也就是

為此，政府和民間的力量要一起來，在這場的對話發揮了大家的能力，一齊為台灣的未來

而努力。

3 月 14 日 

這一天一大早即出發到 4thw 43rd street，參加 me too 的活動，有一位主持人及三位與談

人，兩位女士及一位男士，女性的角色是社工和教會的人員，而男士也來自教會，大家談

的有一些表面，也就是從他們的經驗去分享如何從基層陪伴被害者，也點到許多心路歷程

的原諒與遺忘的技巧，是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分享，但我想到的是如何串聯社會不同的個體

變成保護的網絡，社會成員的覺知也很重要，多一些人在孩子還沒有付出疼痛的代價前，

有更成熟的系統保護孩子的處境，避免 me too 的發生，這是今天早上的參與成果。 

圖 1：平行會議現場－與談發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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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平行會議現場－所有與談者合影 

圖 3：平行會議現場－會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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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3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10 日至 15 日 

撰寫人：徐文倩（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益推動聯盟專員）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首次參加 CSW，我主要專注在與本會工作相關之議題上，關注國際對於 LBTI 議題

的倡議趨勢與各國政策。從周邊會議與平行會議來觀察，可以發現相較於台灣對於多元

性別的爭論，多數仍停留在性傾向相關權益上，例如：同性婚姻、同志教育或愛滋權益，

國際社會則是逐漸將焦點轉移到「性別認同」，著重跨性別(Transgender)甚至是非二元性

別者(Non-binary)的權利保護，尤其是社會保障制度的近用，其中又以身分證件之變更與

醫療資源之缺乏最常被提起與討論。各國為促進跨性別及非二元別者對社會保障制度的

近用，最常採取的幾項政策措施如下：

1. 針對 LGBTI 社群進行大規模的調查，了解國內社群所面臨的歧視威脅、權利受損

等處境，其研究範圍必須涵蓋工作、教育、醫療等領域，方能正確掌握 LGBTI 社群

的需求與困境。

2. 提供多元的性別身分選項，例如：開放 X 性別等第三項性別選項、降低身分證明文

件的性別變更要件，使個人得以以符合自身性別認同的身份生活。另外，許多國家

也積極檢視公務機關的資料蒐集表單，盡量達到去性別化，減少性別二分或異性戀、

順性別霸權的設計。

3. 改善醫療體系與資源分配上不平等，使不分性傾向、性別認同者都能取得必要的醫

療資源，同時關注種族與性別之間的交織性，意識到同為多元性別者仍可能因種族

歧視的緣故，而面臨不同的疾病風險，如非裔跨性別者可能面臨比其他族群之跨性

別者較高的 HIV 感染風險。

4. 評估及訂定反歧視相關法規，使 LBTI 族群在校園、工作場所與日常生活領域皆能

免於受到差別待遇，及仇恨言論與仇恨犯罪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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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各國、各組織建議的政策取徑不盡相同，但皆強調人權是建立聯合國的根本基石，

而人性尊嚴是人權的重要基礎，推動所有政策改變不單是改善所有人的社會生活，更是

為了保障不分性別、種族、階級者的人性尊嚴。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將持續與國際結識的友人保持聯繫，同時將於今年 10 月底在台灣舉辦一場國際論壇，

趁著台灣同志大遊行的前夕，邀請國際的 NGO 夥伴來台共襄盛舉，針對婚姻平權與性

別承認兩大議題進行深度交流，將國際對多元性別人權的視野與觀點帶入台灣。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CEDAW X SDGs: Asian Model of Building a Gender Equality City

 合辦單位：開拓文教基金會／臺北市政府

 其他受邀講者：

1. 王麗容（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2. 葉德蘭（國立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3. 李沐磬（臺北市工務局專委）

4. 莊怡臻（財團法人台北市婦女救援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專員）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本次以台灣伴侶權益推動聯盟代表身分擔任平行論壇與談人，故相較於其他講者多以

SDGs 或台北市性別友善政策切入，我則多從一個 NGO 的角度來分享。平行會議上，許

多與會者聽完台灣婚姻平權的現況，了解何謂釋字第 748 號解釋與反同三公投後，紛紛

關心台灣同志正面臨的歧視行為與仇恨言論，同時也對台灣公民社會的蓬勃及草根組織

的經營深感興趣，希望能借鏡台灣經驗，得以凝聚社會力量、成功影響政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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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Non-Binary Gender Identities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主辦單位：Unites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 Unites Nations Association of the

USA-San Diego Chapter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本場重點聚焦在非二元性別者(Non-Binary)因性別認同無法簡單區分為男或女，而被社

會保障制度所排除的困境與解決方法。當社會保障制度的設計時常建立在二元對立的性

別分類上，非二元性別者因此被排除在制度之外，唯有透過積極檢視既有體制中性別二

元區分的狀況，並往盡量去性別化或中性化的方向進行修正。同時，正視同志運動與社

會資源上的不平等分配，予以改正，方能讓非二元性別者得以近用社會保障制度，不受

差別待遇。(其餘講座重點已整併在「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此不再贅述。)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Hoping F Out 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Global Public 
Service Legal 
Fellow 

hoping@OutRightInternational.org 

Sarhar 
Moazaml 

F Out 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United Nations 
Program 
Officer 

smoazami@OutRightInternational.org

Subha 
Wijesiriwardena 

F Women and Media 
Collective 

Programme 
Coordinator 

subha.wmc@gmail.com 

廉望舒 F 同語 發展官員 Wangshu.tongyu@gmail.com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本次是我首次申請補助，並赴美參加 NGO CSW。雖然參加多次行前會議，但未能真的

完全理解 CSW 各式各樣會議間的不同，同時對於進入聯合國的障礙也不甚了解，直到即將

出國前的幾次會議，由於一再提及換 Ground Pass 的困難性，方才理解台灣國際阻礙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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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未來在前期會議，尤其是 CSW 報名前可以及早說明，且不避諱台灣困境，以便初次參

與者能更容易掌握狀況。

 不過，雖然台灣由於複雜的國際處境，時常在國際事務上被排除與邊緣化，但這次出訪

讓我深刻體會到「人權外交」的重要性，藉由分享台灣人權政策的進展與公民運動的經驗，

有助於突破重圍、建立扎扎實實的外交關係，並真實贏得國際的尊重。盼未來經過更多準備

與了解，能獲取更多寶貴的連結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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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4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18 日至 22 日 

撰寫人：莊瓊足(國際崇她社台北都會社創社社長)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已經是變為內置的議題，猶如內政的一部分一樣。期趨勢是持續的。

這是好現象，只要對性別議題一直有關心，每年的 CSW 就是成功的。每年的議題也因

地區不同，婦女的關注也有所不一樣，同樣的層級也不一樣。當非洲婦女還停留在希望

能取得乾淨水之時，美國猶他州的婦女已開始回到提倡家庭核心價值與父母的角色對小

孩成長的重要性。賦權婦女及女孩(empower women and girls)永遠是一項重要議題，由於

父權社會的存在，婦女議題將會永遠遠會被討論，需要我們多多出力。並在我們的能力

範圍提供實質的協助，與國外連結共同為婦女的福祉出力與努力。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將繼續推動有關賦權婦女的議題並實際去持續執行計畫，崇她台北都會社將會與善牧

之家合作在高中提供相關性別平等的課程，並協助成立婦女熱線提供受暴婦女有可以

聯繫得到協助的管道。另外我們也將進一步了解介惠社會福利慈善基金會之運作情

形，試探將來可以合作的地方，一起成立新計劃或是加強現有的計畫。此外本人會在

月例會中也會分享這次在紐約開會的感想，加強會員的性別平等的意識以及世界各地

對該議題的看法，發展與關注的不同重點。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Recreating Healthier Environment for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介惠社會福利及慈善基金會

 其他受邀講者：

1. Dr. Ali Mazzara, Director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Office of the Global Affai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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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 Baktybek Abdrisaev, Former Ambassador of the Kyrgyz Republic to the USA and

Canada, Lecturer of Utah Valley University

3. Dr. Antoinette Ellis-Williams, Chair,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Jersey City

University

4. Ms. Hsin Chin Shih, CEO, Hieh Huey Social Welfare and Charity Foundation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1. Ali 講述該校她所主導的 Women Leadership Program，鼓勵更多不同種族，不同信

仰的女孩出現來學習將來當領導者。目前計畫已培養出多位女性領袖。

2. 大使則提出在猶他州有一個名為 mountain women 的計畫活動，以別於在各領域的

不同的賦權婦女的作法，相當與眾不同。

3. Antoinette 以自身為例子，說出一個女孩子如何努力，賦權提升自己的親身經歷。描

述由牙買加移民自美國所受到的一些歧視，在兄弟姊妹多而且父母都是藍領階級下

造就她不服輸的個性，經過努力後，她目前是個大學教授，女權捍衛者，詩人及作

家等等，可謂是少數民族婦女的表率。

4. 介惠基金會的施欣錦則介紹自己的基金惠，讓大家知道基金會的運作情形與成績，

與會者聽了都感到相當欽佩。

5. 我覺得小型會議也可達到效果，就如同在小型花園灑種子，終有一天種子會開花結

果。所有來聽人一定可以帶一些善知識回去或與人分享或儲存將來可使用。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Ultimate Social Protection: Attachment and Maternal Economy

 主辦單位：Big Ocean/ Women for Faith, Family, Motherhood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活動由四位與談人講述分別在瑞典與美國做母親的辛苦與喜悅。在講性別平等、多元婚

姻時，還是有很多團體提倡回到原始的家庭觀念，小孩長大是離不開父母的關懷，成長

中在父母的關懷中才能正常成長，不至於走偏，走歪成為問題小孩。瑞典母親提供很多

32



數據，強調母親所提供照顧家庭的勞務費用應該被政府認可，但往往卻不是如此。先進

國家婦女比較多外出工作用，兩份工作來養小孩，相較下，落後貧窮國家婦女卻可在家

看小孩或，不知哪一種情況較好。美國母親則強調做母親的喜悅，而且提出 maternality 

feminism，強調做母親的天職與其神聖性。這點很多人都忘了。 

Big Ocean 是一個 NGO， 在美國猶他州成立四年多，目前有 500 多個會員，希望

連結全世界有認同婦女天生具有特殊女性特質的女性主義，只要有兩人就可成立一個

Big Ocean 團體。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Michelle 
Lundell F Big Ocean Coordinator Bigoceanwomen.org 

Antoinette Ellis-
Willians F 

Jersey City
University 

Professor elliswilliams@verizon.net 

Astrid Fidelia 
Stand up to 
Property 

CEO & 
Founder 

Wendy Jyang Utah China 
CEO & 
Founder 

WJSL-China@aol.com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這是本人第二次參加，因此對會議進行比較了解也馬上能進入情況，更能抓得住重點。

此次感覺最深的是我們的講者包括我在內，在論壇上都是比較多報告性的宣講，相較下，外

國人比較能提出倡議(initiative)或是新的想法與新的詞彙，他們也敢挑戰 CSW 都只是較多論

述，而沒有行動。我們以後可以在倡議方面加強，這樣比較有新意。

 雖然論壇場次多，每場論壇以小型為主，但是可以看到主辦單位的用心，積極力陳自己

NGO 的倡議，看法與立場也會讓人心有戚戚焉。所有的論點也許在現階段影響有限，但誰也

不知道將來會如何。而且出席會議就是力挺婦權立場的表示。

建議繼續參加 CSW，但是可以整合我們台灣的論壇並提出我們最需要被聽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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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盡量每年有一個倡議。崇她總社和佛光山每一年一個論壇。我們可以一個大的主題論壇，

然後再由許多小的副主題論壇來支持。

圖 1：平行會議現場－主辦單位代表大合照

圖 2： 平行會議現場－與會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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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5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9 日至 16 日 

撰寫人：陳秀峯(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常務理事)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由於 CSW63 的優先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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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主題為「婦女賦權及其

與永續發展的關係」（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W60 議定結論），四百個左右的平行會議提供了各個層面的案例、經驗、思考、建議，

內容非常多元豐富。平行會議的議題非常多樣化，例如以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軸者：

以永續發展目標基礎檢討現行政策者、公私部門以夥伴關係合作保持與創新永續發展

等，以社會保護系統、女性賦權為主軸者：透過社會保護系統培力婦女之經濟力、人身

安全、經由終身教育協助婦女脫貧、女性的繼承權、女性之財產權、注重女性與女孩之

培力者、對農村婦女的培力、注意對女嬰與老年寡婦暴力問題、終止對女性之職場暴力、

受暴者之安置、女性移民與難民、終止人口販運、年輕乳癌患者之醫療與復健、對受性

暴力女性之心理健康、對 HIV/AIDS 女性之安全網、氣候變遷下之女性與家庭健康、消

除抗運動場上之歧視與性暴力、教會在#MeToo 時代對性暴力的回應、觀光業之全球性

培力女性與永續發展、消除結構性對女性之不友善、女性智慧之網絡、呼籲男性與女性

合作以為婦女之正義而奮鬥、性別敏感度與跨性別、性別認同等。平行會議所涵蓋面相

很廣泛，其中對女性的性暴力議題仍最受關注，另有從宗教、城鄉、社區、身心靈健康

等觀點討論對婦女與女童之保護。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對女性之培力、教育是增能女性的必要手段，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所採取的行

動。往後更堅定此方向之正確性，在活動的同時將男性也涵蓋在內，讓參與者不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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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皆可藉參與活動過程而增進其性別敏感度，以強化性別平等網絡。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Through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Network to Empower Women and Girls

 合辦單位：台北市婦女新知協會

 其他受邀講者：

主持人：Denise Scotto 

講者：

1. SILVANA VANADIA (義大利女律師,FIDA 總會副會長)

2. Chiang, Yueh-Chin 蔣月琴(台北市婦女新知協會常務監事),

3. Ezinwa Okoroafor (奈及利亞女律師, FIDA 總會秘書長 ),

4. Angela Dolmetsch (哥倫比亞女律師, FIDA 總會榮譽會長)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SILVANA 的主題是＂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dialogue between a student and a State

lawyer＂透過與學生的對話，說明在義大利對女性暴力的種類與救濟；Chiang 的講題是＂

Aged Care and Violence＂，提及老人照顧所衍生的暴力情形與老人受暴的原因；CHEN

透過在台南的學校進行的性教育宣導講述＂ Empowering Girls and Boys through Sex

Education and Advocacy＂；Ezinwa 以＂Empowerment through Breaking the Silence＂為

題，說明在奈及利亞如何鼓勵受暴者打破沉默而達到增能的情形；Angela 的主題為＂

Nashira in Colombia an example of women Empowerment＂，以其所創立 Nashira 生態村為

例，敘述女性在該村立足與脫貧的經過。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Teaching Consent and Ending Sexual Assault at School and University

 主辦單位：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 Girls Lear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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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此論壇在 Salvation Army 的 downstairs 舉辦，會中由十位左右在學少女現身述說自身遭

受性騷擾的經驗及影響，痛聲疾呼不要再發生性騷擾，並呼籲受害人挺身而出勇敢拒絕

性騷擾。

性騷擾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此次論壇會議尚有多個會議討論校園性別暴力及

#MeToo 運動。在我國，除校園性騷擾等性別暴力的防治因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施行迄今

已十四年之外，尚有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就職場與其他場所之性騷擾採取防

治作為，亦已十餘年，就是希望打造零暴力的友善環境，讓學生安心學習，民眾安心工

作與生活。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Madeline 
Moitozo 

F WOMEMSTRONG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http://MMoitozo@womenstrong.org/ 

WWW.WOMENSTRONG.ORG 

Vilma 
SAGEBIN 

F BIG OCEAN President of 

Missouri Cottage 
vilmasagebin@bigoceanwomen.org 

Jayanthi Devi 
Balaguru 

F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President vbjayanthi@gmail.com

www.inlw.org 

Madeline 
Moitozo 

F WOMEMSTRONG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http://MMoitozo@womenstrong.org/ 

WWW.WOMENSTRONG.ORG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此次參與 CSW63 論壇收穫良多，無論對國內團體或國際團體都有機會加強連結，針對國內

團體，因互相支援而得以更深化連結、互通訊息。就國際團體部分，一方面是因籌組 panel 致

有機會邀請所屬國際團體的成員擔任講者，因而增加了不同層面的交誼，讓國際友人體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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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實力，另一方面因在所屬團體所主辦 panel 分享我國經驗，讓國際友人瞭解我國的制度，

又因參與其他國際團體所主辦 panel，得以理解各國所發生的特定議題之成效與困境，有見

聞、有比較，更可增進對事物認識及處理之客觀度與宏觀化。建議保留年輕人參與的機會，

讓年輕人藉以增廣見識，成為推廣性別平等概念之種子；同時注意鼓勵較偏遠地區團體參與，

以發揮縮小城鄉差距之實質效益。

圖 1：平行會議現場－與談分享 

圖 2： 平行會議現場－主持人與所有與談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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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6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9 日至 24 日 

撰寫人：陳金燕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1. 強調落實性別平等教育對實踐性別實質平等的重要性。

2. 呼籲對性別暴力防治採取積極、有效之作為。

3. 提出 Health is a human right 的論述與觀點。

4. 針對保守勢力（尤其是宗教團體）之性別歧視與仇恨言論提出明確的批判。

5. 聯結 CEDAW（1979 通過、1981 生效）與 SDGs（2015 提出）。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1. 積極排除以基督教保守勢力為首的反性平舉措，確保台灣性別平等教育之落實，

進而有效防治基於性別的暴力（violence base on gender）。

2. 結合 WHO「Health is a human right」與「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的倡

議，加強心理健康納入國家重要政策的進程。

3. 積極協助政府培訓公務人員對 CEDAW、性別主流化及 SDGs 的知能，提升將性平

融入業務、透過業務推廣性平。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Mental Health: Key to Realize Sustainability in Light of Human Rights

 合辦單位：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其他受邀講者：

Moderator: Theresa Der-Lan Yeh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pening Remarks: Chueh Chang(President,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Board of 

Director, WF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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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s: 

1. Nancy Wallace(UN Main Representative, WFMH)

2. Tracey A. Bone(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Board of Director,

WFMH)

3. Chin-Yen Chen (Professor,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Member,

MHAT, WFMH)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以 WHO 製播之影片「Health is a Human Right」開場，主持人葉德蘭介紹張玨以中

華心理衛生協會理事長身份致歡迎詞，並帶領與會人員演練「笑笑氣功」，在熱鬧氛圍下

開啟本場論壇。接著先由 Nancy Wallace 以「Mental Health: A Framework for Human Rights」

為題，說明日益重要的心理健康議題；其次是 Tracey A. Bone 以「Modern day slavery: 

Exploring the ment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 in Canada」為題，介紹及

分享加拿大的經驗；最後由我以「When human rights become a referendum option: The 

influence of same-sex marriage disput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LBTI women in Taiwan」為

題，分享同婚法案在台灣的進程，並說明此項爭議對於台灣多元性別族群的負面影響。

雖然，因為 Church Center 投影設備的適用問題（只適用 Mac 電腦，Asus 筆電無法

使用）造成設備技術面的困擾，但是大約 30 多位與會成員反應不錯，當場提問欲罷不

能，致遭工作人員以「時間已屆」提醒退場，然而仍有與會者於場外與講者頻頻對話、

交換意見。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WOMEN'S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ADVANCES THE CULTURE

OF PEACE （該會議為 UN CSW63 周邊會議 2019/3/21(UNConf. Rm. A)

 主辦單位：Permanent Mission of Bangladesh Global Movement for the Culture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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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由 Ambassador Anwarul K. Chowdhury(former Under-Secretary-General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擔任主講人(Keynote speaker)，接著由 Ms. Paivi Kannisto (Chief of the Peace and 

Security Division, UN Women)擔任第一位與談人。兩位重量級的講者大大地提升本場的視野

與高度；前者從整體 UN 的角度與立場講述了女性的平權與賦權對於和平的意義與貢獻，後

者則具體提出了六點作為以落實女性在衝突與和平議題及決策餐與。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Porche- Poh F Silver Ribbon- 
Singapore 

Executive 
Director 

Porschepoh@silverribbonsingaplre.com

Chiu Nga 
Kwan, Fiona 
(趙雅筠) 

F 

Hong Kong 
Federaion of 
Women 
香港各界婦女聯合

協進會

UNSCSW63 
Delegate 

cnk@fyk.edu.hk 

Mme Chebili F
Tunisien 
Association of 
Women Juges 

President Saida.Chebili@yahoo.fr 

Vivian 
Walczesky 

F 
Governor 
Midwestern Region 
USA 2016-2018 

vivianwalczesky@yahoo.com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根據前述對國際性別議題趨勢的觀察，反觀我國近十年來在性別平權上的發展與進程，

在在地提醒著：各級學校及公私部門的性別平權意識與教育需要不斷、持續地推展與落實，

否則就會因保守勢力的反挫而停滯，甚至退步，正所謂「逆水行舟、不進則退」；而，這都是

國家無可逃避、推卸的責任與義務。

 其次，多數場次都強調及呼籲：透過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與落實，各種樣態或形式的性

別暴力才能有效、積極的防治；UNICEF 於 2018 頒佈「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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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ity education: An evidence-informed approach」之際，同時也提出「2018-2012Gender Action 

Plan (GAP)」，兼顧性別教育人員及各級學生的訓練課程與計畫。針對各國（包含台灣）以宗

教團體為首的保守勢力之性別歧視與仇恨言論，政府及教育主管機關均應提出明確的回應、

澄清與批判，方能消彌因錯誤訊息的不當流傳而帶來的嚴重負面影響。

因此，除了就性平教育的規劃與實施多所分享與討論之外，本屆不論是 side events 或

parallel events，均有檢視宗教因素對性別平權與性平教育之影響的主題。有批判以 

梵諦岡為首之天主教教會、組織對於女性、LGBTIQ、兒童等族群之人權迫害，檢視此

種人權迫害情形乃導因於教會組織對聖經及教義的扭曲與誤用；同時，也因著 UN 的縱容致

使梵諦岡一直擁有 UN 的諮詢地位，認為這是對 CSW 的宗旨實屬極大的大諷刺。亦有致力

於呼籲善用宗教信仰的力量落實性別暴力防治，並強調所有宗教領袖都應該接受性別平等教

育。當然，針對以文化、傳統、宗教為由的性別暴力與歧視作為，更是每屆 CSW 都會有的

議題，尤其是校園性別暴力之防治。

最後，基於 UN 於 2015 年提出了延續及擴展 MDGs 的 SDGs，其 17 項發展目標幾乎涵蓋

了人類所有層面的議題，因此，UN 原有的公約訴求（如：人權宣言、CEDAW 等）均朝向與

SDGs 聯結的作法，其中又以 UN 人權高專辦公室（OHCHR）主辦之「THE CEDAW 

CONVENTION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場次最具

代表性，請到 CEDAW 現任副主席、UN Women 執行長等人擔任講者，以聯結 CEDAW 與

SDGs 為主軸，視性別暴力防治為落實性別平等的重中之重，強調教育是落實性別平等的關

鍵途徑。因此，我國各部會及 NGO 亦應致力於瞭解及熟悉 SDGs 各項目標的內涵並加以聯

結，方能有與國際接軌的共通語言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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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mbassador Anwarul K. Chowdhury (former Under-Seccretary-General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 擔任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 

圖 2： Ms. Paivi Kannisto (Chief of the Peace and Security Dvision, UN Women) 

擔任第一位與談人

43



44



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7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9 日至 18 日 

撰寫人：黃嫆茹（林口長庚醫院整形外科醫師、女科技人協會、歷屆十大傑出女青年協會）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這是我第一次參加 CSW 以及其周邊會議，很謝謝有這次機會。雖然我是臨床醫師，

而我病患也以女性居多，即使我努力提供有別於父權下的照護，整體而言，在會議中的

所見所聞，對我而言，仍是有趣而意外，當這些書本或新聞上才會出現的醫療衛生相關

問題，真實的被呈現在會議上時，也給予我許多省思的空間。

 第一次參與這樣的活動，很令我驚豔的是，非常活躍的人士，有不少來自比較落後

的國家。也許源於這些國家的女權比其他先進國家更落後而亟待改善，而這些有機會出

國為自己的女性同胞發聲往往也是比較幸運、有機會接觸新世界的人。在跟這些來自開

發仍不足的國家的外國友人接觸的過程中，深深覺得，教育，無論是給予女性的，或是

灌輸男性正確的尊重女性，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性別議題上，這是大家都注意到的，

刻不容緩的課題。同時，不少人提及網路無遠弗屆的力量，希望建構一個給予這些年輕

女生教育的網路資源。這是很棒的事情，需要當地熱心的人，與外界搭起一座橋樑，讓

正確的資訊進入封閉的社會裡，如一股漫漫飄逸的煙，把這些觀念，變得與日常生活中

的習慣一樣的平常。

 因為個人背景，我關心的女性議題還是以醫療相關為出發點。在醫療上，台灣當然

早已跳脫醫療上的不足，而走向更人道關懷的一面。那，在國際上呢？與我幾年下來到

處參加醫學會的感受互相呼應的是，在女性醫療上，最弱勢而需要幫助的，仍是來自女

權低下的國家。需要的醫療照護程面上，不只來自普遍的醫療問題，很多事、其實是人

為造成的。換言之，如果來自已開發國家的我們或是歐美相關人士希望提出建議與幫助，

需要著眼的，不只是醫療的協助與教育，亟待解決的，我相信有一部分是文化與宗教所

帶來的災難。最明顯的例子，莫過於“割禮＂。（後述）其他我以前刻意忽略的，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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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小屋“、＂童年新娘“這樣的事情，當有人站在你面前侃侃而談時，這些事情不

再是傳說，他變成了我們的責任，有機會，每個人都應該盡自己的力量，去改變它。

 除此以外，獨居、婚姻暴力、單親、移工與新住民的權利，在無限流動以及資源分

配不均的世界裡，受到了很多的關注。這些，有的是老調重彈、但照護的模式充滿新意，

有些是新興社會慢慢發現了、開始關注的議題。是新型態的世界（國與國）相處模式下，

以及弱勢國家出走的女性建構的特殊文化。這樣的文化融合下，善於利用，可以、激盪

出很棒的火花，但需要女權團體的努力，與每個國家主政者的智慧去克服。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身為一位臨床醫師，與手上握有 10000 位會員的“國際顯微外科俱樂部＂的

International Microsurgical Club 的 co-funder，我與我的 partner 一直在努力的，是提供顯

微外科的知識與技術平台。在參加 CSW 之前，我已經跟我的 partner 積極談著義診、義

務教育……等等的可能性，在 CSW 會議期間，我也不斷對國外友人介紹我們的平台，

回國後，更加體會到藉由這個我們經營的平台，應該積極提供需要幫助的地區相關醫療

服務與知識的交流。一來，我們將更加凝聚在這個團體中女性醫師的角色，二來，我們

積極策劃第一次的義診的同時，女性醫療將會是我很在意的一塊。

 因為這個平台，某次因緣際會下，我被問及女性“割禮＂後的重建議題，雖然當時

不適合伸出援手，但我想，在我們的平台上建立醫療知識、指導手術方式，也必然間接

幫助了某些有緣人。

 我在這個會議上提出的平行會議是關於提供年輕女性乳癌相關照護的倡議，會議

中，聽眾的踴躍討論讓我瞭解到，我仍應秉持初衷，以更貼近病患的心情與同理心，去

建構一個給予年輕女生暖心醫療服務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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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Young Breast Cancer: Bridging Gap between Medicine and Heart-Touching

Recovery

 合辦單位：女科技人學會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其他受邀講者：Shan Shan Qui, Ya-Chin Tsai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The event is started by the organizer, Dr. Jung-Ju Huang’s introduction of how the medical 

journey they patient will have to go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and possible resolutions we could 

do to help. With her talk, a lot of videos of the patients are shown, describing their feeling, 

difficulties, and how they go through it. Following with Dr. Huang’s presentation, Dr. Ya-Chin 

Tsai, who is a pediatrician and a breast cancer survivor with Dr. Huang shared about her 

experience and the gap between her medical background and being a cancer patient. Her talk 

convinced us that a warm care from medical professions is important to help them go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life and return to normal life as possible. Finally, Dr. Shan Shan Qui 

introduced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treatment-related lymphedema and her expeirnec of 

treating and patients’ experience of receiving the treatment.  

    The event attracted a lot of discussion regarding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treatment, health 

education and selection among medical choices. Basically, it was a successful event relating to 

medical issues.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Addressing Gender Through the Compact for Safe and Orderly Migration

 主辦單位：泛太平洋暨東南婦女協會/國際蘭馨交流協會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猶記得我當住院醫師時，當時嘉義長庚醫院剛開幕不久，輪訓中，遇到了斷臂的外

勞、更聽到了某些關於外籍新娘的悲歌……其實，當時的我很想寫點小說闡述他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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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經歷。很多很年輕時的想法，隨著忙碌，漸漸淡忘，稿子，早已在搬家中不知去

向……可是在這個 CSW 一開始就舉行的一場 event 中，卻打響我心裡埋藏的記憶。 

從台灣講起，在 event 裡聽到台灣蘭馨幫助外配建立自己的經濟模式，其實是很感

動的，一直以來，外配不只離家千萬里、放棄年輕女孩心目中嫁給愛情的夢、更在不熟

悉的環境下承受了不少歧視。這些幫助，很暖，不只實質的幫忙了這些外配，也為台灣

傳達了接受多元文化的真心。希望這些女權團體的努力，可以給大家正面的思考與影響。

住在美國的 Dr. Nina Smart 講起穆斯林國家的“割禮“。每次聽到這個，我都很心

痛。文化，跟著移民者到了他們落地生根的地方延續著，這原是一件好事，但是，不合

時宜以及殘忍的文化，真的不應該再繼續下去。除卻割禮本身，這個小小的演講給予我

的教育是，每一個人都有義務觀察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不窺視隱私，但是，當不

正當的事情在身邊發生時，不能讓它悄悄來去，這是也是面對＂女權“，最有機會改善

的方式，靠每個人。

 日本移居美國、在國外長大的日本人如何面對自身文化……，離婚者怎麼辦？這整

場 event 中，已經超越女權的範疇，這是文化的遷徙、交流、與揚善棄惡的新機會。重

紡文化的紗，織在每個遠嫁新娘的頭紗，也飄在視與不可視之處，這是地球村裡每日的

課題。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Nina Smart 女 Soropmist 
International 
Advocatory 
Chair 

DrNinaSmart@gmail.com 

Eleanor 
Nwadinobi  

女 
Nigeria Policing 
Programme 

Gnder Advisor elenwad@yahoo.co.uk 

Kenneth Liao 男
Buddihist Tzu Chi 
Foundation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KL4@n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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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2016 年的三月某天，在紐約做研究的我，送自己的孩子到 UN 旁的幼兒園上學後，走到

UN 外準備搭公車回醫院的實驗室，看著 CSW 的布條，有種很奇妙的感覺，似乎，我也該

為此做些什麼。沒想到，那是一種機緣與暗示，運氣帶著我，回到這個熟悉的地方。

 因為我做了不少婦癌的重建，幾年前，輾轉收到是否願意到某非洲穆斯林國家看看受過

“割禮＂的女病人，看能否提供一些協助。因為這是宗教問題，主管們當然為了我以及醫院

的人身安全，我們並沒有成行（歐洲某醫師因為做這領域的重建而被宗教團體追殺），但在

CSW 的 parallel event 上，當我再次聽到這些報告，仍讓我為這些大女生與小女生感到很難

過。心中屬於“義務＂的那一面再次浮現出來。回台後，與我的夥伴討論起我們關於義診、

教學的想法，郵輪醫院的夢想……，也許，我們仍可以在不經意下，間接幫助這些辛苦的女

孩們。題外話，這些積極，讓我們談成了一些可能的義診兼顯微手術教學模式，期待成功。

 在會議中，我遇到好多個非洲國家政府補助過來參與會議的外國友人，發現了一個有趣

的現象。對這些國家而言，第一，女權與婦女健康衛生議題密不可分，第二，國家貧窮、醫

療水準不足的情況下，有些國家傾力將病患外送，以給予好的醫療照顧（不知是不是真的？）

其實醫療這一塊，會是台灣無論是政府做務實外交，或是民間團體的人道協助上，很值得一

試之處。

 除了醫療，我想，足以改變女性地位與社會環境的，當屬教育無誤。教育，不只應該被

普及，對男性的尊重女性的教育，是一樣的重要的。在台灣，這點做得不錯，其實，很少有

人談這一塊，我倒是覺得，值得我們下次組織一個 parallel event 專門講點對男生的女權教育

與彼此尊重、分工、合作的共榮模式。

Orientation 中，看到很年輕的女孩為自己國家女孩的教育而努力，深深覺得，受到足夠

教育的我們，很幸運。也希望這份幸運，可以帶著我們，幫助更多大女生小女生，往生命的

光亮處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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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平行會議現場－講者和與會者合影 

圖 2：平行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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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8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7 日至 16 日 

撰寫人：楊資華（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中華民國總會監事、PPSEAWA International 國際

總會企劃發展委員會主席）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聯合國希望藉由此次婦女地位委員會 (CSW63)，建構出

性別觀點的創新技術並融入生活中，例如在常有性騷擾案件發生的地區，增加行人安全

措施或設置更好的照明系統；以生物識別技術取代身分證，解決部分女性無法自主取得

身分證明。

聯合國秘書長 Jean Marc Ferré也指出目前女性權利正在倒退，世界上有七百多萬的

女性沒有納入社會保護制度中，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需要反抗女權的倒退，極促進女性

賦權，消除一切形式的性別不平等。

此次 (CSW63)行前諮詢會發表了今年  UN Women 的主題為平等思考（Think 

Equal ）、 集思廣益（Build Smart）、創新改革（ Innovate for Change ），邀請了各個領

域專家討論如何落實兩性平權，包含可以在社群網站上提升兩性平權意識、在制定法律

時納入兩性平權、在建構基礎建設時也可以思考如何融入性別平等之概念。

 個人關注之議題為『聯合國安全有序常態性移居全球約定』及『婦女面對年齡老化

及照顧問題』。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鑑於內政部移民署成立新住民基金會，積極關注移入人民之權益及福祉。另外民間團體

也積極投入新住民服務計劃。因此，從 CSW 得到各國照顧新住民的政府措施及民間團

體的計畫方案，都可以加以介紹與推廣。當台灣政府在推動長照 2.0 時，他國的作法，

也可作為借鏡。另外，我自 2007 年 3 月首次參加 CSW 會議，轉眼之間，至今已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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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之久，期間所累積的籌組論壇及國際交流經驗，希望能傳承與後進之士。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Addressing Gender Through the Compact for Safe and Orderly Migration「聯合

國安全、有序及常態性移居的全球約定之兩性探討」

 主辦單位：Pan-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PPSEAWA International

 合辦單位：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I)/台灣防暴聯盟

 其他受邀講者：

1. Yvonne Rafferty, Ph.D. Pace University

2. Barbara T. Rochman, UN Representative/NY for SI

3. Kesinee Dulyarat, UN Representative/NY for PPSEAWA

4. Nina Smart, Ph.D., Human Rights Activist & Author

5. Yolanda Tsuda, Ph.D. PPSEAWA Japan

6. Jenny Yang, President, PPSEAWA Canada

7. Enpu Kuo, Coordinator, TCAA

8. Helen Yang, Chairperson of PDC, PPSEAWA and Council Member of SIA Taiwan

Region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108/3/11 於紐約舉行，活動預期受益人數為 200 人，經統計此次活動為 210 人，

座位全部坐滿，另有 10 民眾站著聆聽講座。來自國內與國外參與觀眾的肯定會議發表

的議論, 許多觀眾會後與演講者進行交流。日本講者期望能和台灣有更多國際合作交流，

一起為新住民的需要努力。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這次會議發表，特別與 SI 合作撰寫『會

議結論宣言』，這是我們以往沒做到的。"Migrants Statement"見附件一。 

Professor Yvonne Rafferty 講題為『The Rescue, Recovery, and Reintegration of Victims 

of Child Trafficking: The Impact of Vulnerabilities in Migration』 她介紹了兒童人口販運，

多是起因為金錢，兒童常因為高薪工作的假象，而被販運，因此提出三項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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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嚴控檢查並管制工廠、按摩店、KTV 店、賭場、飯店，人口集團常會出沒的地點

2. 提供人口販運防制訓練給予常會接觸到人口販運之受害者，例如醫生、藥局、海關

3. 建立專線電話和在社群網路上宣傳提升人口販運意識，讓更多孩童認識人口販運進

而預防

兩位聯合國代表：Nina Smart 是位女性割禮的受害者，他分享了他在西非塞拉利昂

如何遭受生殖器被切出的經歷，藉由庇護來到美國，把此創傷轉變成正向力量，成立了

反女性割禮組織 SWF，透過教育、演講、和出書來保護及預防女性淪為生殖器切割的

受害者。Yolanda Tsuda 介紹了現今日本移民上的現況和問題，日本有 250 萬移民人口，

包含娛樂者和國際婚姻者，而娛樂者（性交易者）雖然可以領取簽證，但是也造成許多

非法移民的現象。而移工也是目前日本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2019 將會有 34 萬的外

籍工作者至日本工作，但他們對於醫療、教育和社會保護系統都沒有提供完善的制度給

這些移工和移民人口，例如沒有移工翻譯服務的服務等，Yolanda 期望日本政府提供有

效的保護措施。

加拿大楊珍妮會長介紹，來自加拿大馬偕醫生，在 1871 年以移民身分，來到臺灣

淡水幫助弱勢當地居民，改善他們的健康與生活，建立學校、教會與醫院，直到他於 1901

年去世為止。如今，他的醫院與基金會繼續為來到台灣的新住民服務。每年在台加拿大

商務總會，都為馬偕醫院及基金會籌募款項，繼續為台灣人民服務。

 楊資華介紹了南投和澎湖的移工服務處，包含提供生活資源、工作訓練、民主講座

等等。郭恩璞此次介紹了台灣政府在人口販運的防治和保護系統之成果，包含法律協助、

生活協助、直接雇用機制和廣為宣傳人口販運提升人民意識。

53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Critical Mass to Gender Parity—Women in Decision-Making Do Make a

Difference!

 主辦單位：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Permanent Mission of Albania and Canada to UN, the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Fiji and UN Women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此場平行會議的協辦單位之一為 NGO CSW, PPSEAWA International,也有幸為協辦單位。

這場平行會議內容為『Here and discuss how women leaders have brought positive change,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and in efforts to eliminate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內容除了契合 CSW63 主題之外，事先也做足宣傳，現場擠滿了聽眾，許多人只能站著 

(我是其中一位)。講者們來頭不小，計有： 

1. HE Pennelope Beckles, Ambassador of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

2. Hon. Gabriela Cuevas Barron,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President

3. Hon. Mereseini Vuniwaqa (Fiji, Minister of Women, Childre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4. Hon. Margaret Mensah-Williams Chairperson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Namibia

5. 主持人為 Rosalee Keech from League of Women Voters and she is the Chief Observer to

the UN

以我的觀察，講者的內容為一般性，鮮少創新，但情緒與肢體語言豐富，能掀起現場氣

氛，鼓動人心，是這場會議成功之處。台灣有無可能有代表在 UN 內的平行會議發聲? 

我個人認為很有可能! 到底台灣在婦女議題上，有先進的看法與實務的案例。然而，需

要透過 International NGO 做長遠的規劃與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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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Valerie Unite 女

OMAEP (World 
Organization for 
Prenat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for 
ECOSO, the 
UN and EU 

Valerie.unite@gmail.com 

Barbara T. 
Rochman 

女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UN Rep./NY Btrochman1@gmail.com 

Nina Smart 女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vist 

drinasmart@gmail.com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這次是我最後一次成為台灣 CSW 代表團的團員，因此我竭盡全力，卯足了勁，要打破

自己以往籌組 CSW 周邊會議的記錄。我運用兩個 INGO 的資源，憑信心支付美金$450 元申

請 200 人的會議廳，結果來了 210 人。我讓聽眾簽到證實人數。 

我認為外館 TECO 齊頭式補助申辦周邊會議，有失公平。這次我必須自掏腰包，補足 50

美元的差額。反觀有些申辦周邊會議的場次，聽眾人數只有十幾二十人，我的人數是她們場

次的十幾倍，為何補助是同樣呢? 

 當然我在講員的邀請上，煞費心機，她們非但是專業領域的翹楚，更是分文未領，自付

機票、交通費、住宿費與膳食費的志工。總算我 12 年來累積的人脈與資源，派上了用場。當

然要改善地方可歸納以下三點：

1. 預留更多時間在問與答，增進講者和觀眾互動

2. 使用線上問與答系統，整合觀眾提問，更有效運用時間。

3. 使用問卷調查觀眾滿意度，以數據化分析活動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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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平行會議現場－所有與談人合影，圖右：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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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09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9 日至 22 日 

撰寫人：葉德蘭 （國立臺灣大學外國語文系教授兼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2019 年 NGO CSW 各處論壇多多少少皆提及明年是北京宣言和行動綱領 25 週年紀念，

也是安全理事會第 1325 號決議 20 週年紀念，更會進行 2030 發展議程第一個 5 年的執

行檢討，然而今年 NGOCSW 論壇數目達到 400 場以上之盛況，似乎是全球婦女運動團

體為明年暖場的先行。本人 10 天參加 43 場論壇，僅十分之一場次，學習甚多，其間觀

察性別議題心得整理略述如下：

1. 年輕化：較之於 2016 年，年輕女性和男性聽眾在各個場次明顯增加，且年齡下降，

高中生已經不算最年輕的了。不僅論壇講者安排則多見年輕女性由新世代角度發

聲，不少老字號婦女團體也出現年輕女性做為理監事，深度參與決策，傳承改革理

念，或許是 UN WOMEN 2016 年開始舉辦的青年論壇發生了相當的影響，不同世代

不必對立，可以合作向前推進。

2. 外交化：CSW 長久以來皆是各國官方代表傲言其國內性別平等成果的場域，由今

年的論壇觀之，性別平等已經轉為歐洲國家的外交日常，如瑞典與法國將以聯合外

交（Joint Diplomacy）方式向國際社會推動「罰嫖不罰娼」模式，由重新定義性需

求滿足的意涵及理解娼妓制度本質為剝削暴力的宣導來消除嫖妓需求，兩國實踐成

果即已證明此一模式的利益及可行性，刻正透過兩國外交系統列為 2019 年重點工

作。

3. 兩極化：近年各國性別平等運動皆面臨不少來自保守勢力的阻礙，今年亦見教廷或

宗教支持團體舉辦不少論壇，或以變性人侵害生理女性權益，或以快樂來自男女各

司其職等論述。然這些場次未見擔任聯合國職務人士出席，且自 2018 年 UNESCO

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技術指導出刊，不再出現前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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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面性教育的攻擊或要求實施全人性教育（Holistic Sexuality Education），可見明

文確立官方立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或許是為了因應這些反挫，今年有好幾場論

壇以女性主義為名，旗幟鮮明，強調在推動性別平等行動中，不可忽略理論觀點以

免走偏，甚至為反向勢力所用。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1. 聯絡瑞典無任所大使，探索重新引介「罰嫖不罰娼」模式的可能，以改善目前我國

專區皆不罰的法律。

2. 配合行政院性別平等處今年 CEDAW 一般性建議訓練，將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運用

在婦女救援基金會防治數位暴力教育活動。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CEDAW X SDGs: Asian Model of Building a Gender Equality City

 合辦單位：Frontier Foundation of Taiwan /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其他受邀講者：

1. 李沐磬/ When SDGs meet gender equality－Sharing Taipei's experience；

2. 莊怡臻/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women

empowerment；

3. 徐文倩/ LGBTI rights in Taiwan；Representative from Huairou Commission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本人應邀發表短講，題目為 Her Midas Touch: CEDAW X SDGs，比較 CEDAW 和 SDGs

重疊相同之目標和內涵，並介紹臺北市政府性平機制及如何由性別統計落差出發改善女

性權益的作為。整個場次均無人離席，發表後討論熱烈，到時間仍欲罷不能，好幾位表

示想搬到台北市居住，還要安排紐約市政府與台北市座談，顯然聽眾甚為肯定發表內容，

也對臺灣性別平等推動成果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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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Leadership Development for Women and Girls

 主辦單位：Muskoka Woods/ Anglican Women of Canada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本活動於第一天最早場次舉行，仍有超過 50 人參加，可見主講者 Ellen Duffield 博

士在英語系國家頗具號召力，活動先以 BRAVE 內容說明 Muskoka Woods 組織對於領導

知能的內涵想像，之後說了加拿大有名女性 Pauline Johnson（詩人、演員）的生平故事，

藉此講解了 12 個高效能領導發展原則，並於其間穿插數個分組討論時段。前者用

acronym (首字母縮略字) 方式將 BRAVE 一字分為 5 個橋樑/變革型領導的面向 : 

Bravery and Moral Courage, Resilience and Risk Taking, Advocacy and Actions, Voice and 

Values, Expanded Perspective, Skills and Mindsets. 後者則貼合現代社會女性成長過程中

不利處境提出對治方法，如預防自信降低，經驗性學習等，認為領導非權力位置，而是

看見另一種可能的現實、做出改變的心態和行為，不強調個人英雄主義或偉大壯志，動

機乃是為了他人福祉，邁步向前實現願景，由兒童時期加強這種橋樑變革型領導風格領

導知能最有成效。

 本活動內容重要之處在於直指女性在發展過程中，因社會性別角色期待及刻板印象

而從 9 歲起自信逐漸降低，以致失去成為領導者有效參與決策的生涯選項，並提出針對

女性社會化結果順勢重塑領導知能內涵的訓練方式，一字不著性別，卻透過倡議新世紀

的橋樑變革型領導風格，讓女性不必削足適履去玩現行父權體制遊戲，也讓所有人皆可

以培養符合全球化世界強調跨文化連結及跨領域共事的領導知能，同時提高女性參與或

成為領導人的意願和機會，實質促進了公領域的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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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Alethia 
Jimenez 
Garcia 

女 
UNWOMEN/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ection 

Policy Specialist 
Alethia.Jimenez@umwo
men.org 

Per-Anders 
Sunesson 

男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Ambassador at Large 
for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er-
anders.sunesson@gov.se 

Carole J. 
Petersen 

女 

University of Hawaii/ 
Matsunaga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Professor and Director carolep@hawaii.edu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臺灣各團體今年舉辦 20 場 NGOCSW 論壇，盛況空前，婦權基金會行前協助準備，時時通知

CSW 最新消息，並印製了精美的 SDGs 報告書籤，眾人皆受益良多。未來如可沿此模式，將

利於在地婦團成員赴美前即可熟悉 CSW 運作，若能事先針對不同重點議題分組來參加論壇，

小組在美或回台皆可資源共享，討論國際當前對該議題的發展，進而促進各團體間合作。

圖左：聯合國外；圖右：勵馨基金會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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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10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10 日至 20 日 

撰寫人：蔣月琴（台北市婦女新知協會常務監事）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這是第一次參與 CSW，以 parallel event 為主要參與範圍，在參與過程中發覺經濟議

題的場次總是滿滿人潮共鳴度高、反觀在保護性議題上雖然人數不多但與會者卻更深入

提出問題及互動。因此無論從事哪一性別領域的研議或實務工作，其實都不必憂慮與拘

限，只要在性別平等基礎下出發，其實都可以在國際會議上獲得知音與行者的。

CSW63 強調以社會保護系統、公共服務和可持續基礎設施來確保婦女與女孩之性

別平等(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認知國家促進機制的重要作用，

要求與期待政府角色的積極作為，充分體現性別主流化的精神，而身為民間社會婦女工

作者也應為婦女之賦權與倡議平等措施，做出相對應的貢獻。這個主軸非常符合我們在

民間一直以來的努力方向，因此十分被激勵！也更能堅定地走下去。

另外，檢視 CSW63 51 項結論，整體結構上與 2015 年所提出：「變革我們的世界：

2030 年可持續發展議程」相近，此外結論也一再重申北京宣言和行動綱領以及相關國際

公約；提及婦女人權包含公民，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權利，同時也將移民女性、開

發國家女性之弱勢處境要求被正視。更有意義的是第 13 項：「強烈譴責針對所有婦女和

女孩的一切形式的暴力行為根植於歷史和結構的不平等以及人與人之間不平等的權力

關係」(The Commission strongly condemns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ll women and girls, 

which is rooted in historical and structural inequality and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t reiterates th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n all its forms…) 此項結論有

利於各國婦女團體在國內闡述與推動性別平等時更深入的看到結構問題。最後，在老年

婦女雖有提到其照護與生活，但是比重較少，對於高齡化社會之危脅與嚴峻較未能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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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於障礙婦女也僅僅要求官方統計，著墨甚微，此兩類群女性人口顯係沒能在 UN 

CSW63 被關注，較為可惜。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1. 舉辦三場分享會：將國際參與經驗帶給台北、桃園及彰化的婦團夥伴，鼓勵偏鄉社

區婦女工作者了解自己並不孤單，全球各國婦女也同樣在為性平、為女性而努力；

提供 CSW63 會議結論讓更多婦團姊妹連結進而國際性別議題發展趨勢。

2. 持續老年婦女服務網絡，促成政府提供可持續性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護系統。

3. 深入弱勢障礙婦女議題，影響地方政府重視並提供具體支持服務方案。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Never Be Alone--Building a Community Care Network

 合辦單位：國際法學

 其他受邀講者：

1. Lih Rong Wang 王麗容/台大社工系教授

2. Hsiu-Fon Chen 陳秀峰/台南市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常務理事

3. Shu-Hua Kan 康淑華/康乃爾大學博士生；

4. 主持人：黃嫆茹/長庚醫院外科醫師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首先蔣月琴理事長以桃園市姥不孤單方案做為分享，希望能夠阻止社區中無休止的

護理悲劇，因此招募社區居民，然後培訓他們成為訪客，以便將公共部門或非政府組織

的資源結合起來幫助或陪伴老年人。女性平均壽命比男性長，應該互相照顧。 這是成立

了中年婦女社區關懷服務方案的主要理由。再由王麗容教授從性別角度探討照顧議題，

以及台灣走向老年社會時台灣照顧上的風險。 並以實證方法，提出社區上值得倡導的

社區政策。陳秀峰教授則以台南社區為例說明台灣現在老年人口之 80％的健康和亞健

康者 如何以一些活動可以增強健康，提高他們的生活能力，積累社會參與能量，豐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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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活內涵，減少他們因精神疾病而產生的孤獨感。

 最後康淑華博士生介紹非營利部門和企業如何能夠從中受益，同時為女性賦權和社

會參與的事業提供價值。 建立 Reeds Trust Fund 與台灣社會責任咖啡連鎖店 Louisa 

Coffee 以及多家社區組織(台北市婦女新知協會)和產品設計師共同努力，將咖啡豆麻袋

重新塑造成創意產品。 跨界合作為社區中的女性創造就業機會和社會參與，鼓勵社區

團體相信追求夢想，並確保社會創新的持續增長。

演講後，有與會者熱烈提問，並與來自各國的參與者(二十多位)合影，也成功獲得

現場與會者的通訊資料。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MAJOR SUPPORTER OF EVENT :Positive Action for Girls and Women

 主辦單位：Inwelle Study and Resource Centre :Broadening the Horizon for Women and

Youth In Consultative statu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本討論主題包含：Generation Girls=Global Citizens、Strengthening the core value of Women as 

social change makers through global citizenship、education for all and Reinventing a new world 

with new rules…and so on.對於女孩和女性的賦權給予一個很令人振奮的詮釋，是足以改變世

界的力量，與談人有極正向的激勵、鼓舞人心的神奇魔力，讓人充滿希望與力量！感受十分

深刻！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Denise 
Scotto,ESQ 

女 
International Day of 
Yoga committee At 
The United Nations 

Chair 
Denise.Scotto@gmail.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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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 Carco 女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eni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ficer 
Department of Agri-
Business 

M.Carco@unido.org 

Yi-Chun 
Tricia Lin 

女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Ph.D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Women’s 
Studies Program 

LinY4@SouthernCT.edu

Madeline 
Moitozo 

女 
Womenstrong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 

MMoitozo@Womenstro
ng.org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這一趟學習之旅，有大大打開視野的激勵、也有勉力承擔陌生場域活動主辦者的勇氣、

更發覺來自各國的婦女朋友、因為在關注相似的性平議題而產生難以言喻的情誼…大多數的

人都是友善親切的，讓國際交流成為可持續延伸的網絡。很慶幸自己在面臨父母離世的苦痛

下仍選擇勇敢前往，能夠改變自我的永遠還是自己。

 在參與許多場次的活動中，也很有感觸，能夠辦得成功熱烈的，確實需要不少同伴與人

力，不少 INGO 是有龐大參加團的，而且現場有大海報、DM、接待人員、拍照人力…等等，

是一整個團隊作戰的氛圍；但是台灣代表幾乎都是個人戰，容或有些相互奧援，但是仍很微

弱，如果明年可以將參與者分議題分組，打幾場次漂亮的團體戰，甚至和 TECO 合作，邀請

僑胞、在地學校學生，能同時讓台灣僑胞和各國與會者感受到來自台灣的努力與成果，應該

會比參與人數稀少的許多場次，要來得更有效益。此外，爲顧及個別差異，所以沒有團進團

出，如果能有統一的必參與日期天數讓大家有團體行動與討論的機會，其它或前或後則各自

安排，是將目前的做法更嚴謹一些。這些建議僅是個人看法，提供主責伙伴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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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11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9 日至 15 日 

撰寫人：李姿萱（東吳大學政治系 / 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青年代表）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以今年的優先主題而言，大抵涵蓋的範圍非常廣泛，舉凡與婦女議題相關的社會保

護網絡、公共政策或是基礎設施等都包含其中，不過參與青年論壇時，與其他來自各個

不同國家的青年討論與社會保護網絡相關的問題時，南非與南蘇丹的青年們皆提及了性

暴力與童婚的議題在其國家案例不勝枚舉，也是當地長期的文化傳統，這部分亦是台灣

內部較少討論的性別議題；另外，因為這次特別著重參與難民與移民的平行會議，因此

也特別觀察到幾個關於此議題目前在世界各地發展的現況。參與的六場相關平行會議

中，共有來自中東地區（包含埃及、摩洛哥、敘利亞等國）、德國、土耳其、美國等非營

利組織於各地進行難民與移民婦女的陪伴、支持與培力。

 在這些場次當中，每一個國家的非營利組織都提及的問題即是我在平行會議中所提

出的三個面向，一方面是心理健康，很多經歷戰亂或暴力等的人們容易在過程中得到創

傷後症候群(PDSD)或是因為社群孤立等衍生的許多問題；一方面是教育，特別是語言的

學習，而語言又與社會融合相關，如果沒有教育，孩子很難在以後有機會回國重建自己

的家園，也很難重建自己的人生；最後，是婦女失業率的問題，舉希臘為例，根據國際

法與希臘的國內法，尋求庇護者在獲得難民地位有權利可以獲得工作權，但實際而言，

沒有實質技能的婦女再加上如他們的丈夫已在戰亂中過世，他們很難在抵達的庇護國有

穩定的收入，亦影響個體戶孩子的未來發展，這些問題都環環相扣，並且在 2015 年後

當鎂光燈不再聚焦在這些議題上時，部分的培力組織在運行上又更加的艱困。但部分組

織也在難以生存的環境設法創造更多的工作機會與培力模式與難民共創新的生活，這是

這次觀察到的些許問題，也學習到許多良好的模型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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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1. 文章撰寫：除了學生的身份，目前也持續寫作撰稿，希望透過文字的力量讓更多人

在鎂光燈離開這個議題之後還能有資訊了解問題的始末，以及不曾間斷過的地中

海、東巴爾幹路線的現況。

預計回台後發布 1-3 篇相關文章，除了談論關注的議題，亦希望可以以青年的身份

向更多台灣青年分享自身的經驗，鼓勵青年看見世界，發揮自身影響力。

2. 擬定拜訪土耳其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難民培力相關組織的行動計畫：由於接下來下半

年將前往土耳其首都安卡拉交換一學期，在這之間，也希望有機會可以拜訪在紐約

認識的當地組織，更深刻地了解各組織的運作以及當地目前的情況，所以回台後將

陸續擬定行動計畫與一些細瑣的訪談稿，期待可以帶回更多資訊，也讓其他國外組

織理解台灣在難民議題上沒有缺席，亦希望可以間接讓台灣政府了解難民法的重要

性，台灣推動難民法通過刻不容緩。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Youth Shaping future Agenda for a Diverse, Inclusive, Sustainable Community

 合辦單位：Impact Hub Taipei

 其他受邀講者：

1. Mckenzie Szarmach (Volunteer of Becky’s Bathhouse)

2. Rowan Cooper(manager of Becky’s Bathhouse)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chores: Increasing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 Care

首先介紹青年代表創立的組織 Dadable，向參與者解說團隊的成立目的，並佐以數據與

故事敘說，具體陳述目前台灣在托嬰育兒的父母分工狀況、台灣政府的政策與國際間其

他國家的差異，以及國際趨勢；並藉由實際訪談、工作坊以及研究數據證明為什麼父親

參與育兒這件事情重要；最後，分享自身如何改善這個問題，以及如何讓更多人參與其

中，讓整個育兒環境更為友善與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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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ugees and migrants: Rebuilding lives and women empowerment 

透過問題與解法雙面具呈的方式，讓參與者理解台灣青年與政府在難民與移民的議題上

做了哪些努力。首先，簡述難民與移民議題之於世界為什麼重要，其與戰爭、氣候變遷

之間的相關性；再者，列出三個觀察到的問題面向，分別為心理健康、教育與性別相關；

最後，對照三個問題，舉列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正在進行的培力活動與解決方案，並呼籲

更多人重視此社會議題。

Plastic waste: More fish, Less trash 

青年代表介紹了個人創立的公司 Micro PC，並點出塑膠微粒之於海洋污染的嚴重性，爾

後，條列台灣在相關法律上的進程，顯示我國政府對該議題的重視與設法從政策面配合

解決問題，最後，分享在台灣與美國關注環保議題的組織，讓更多人知道這些組織的努

力，並以女性領導者的角色鼓勵青年起身行動。

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Civil Society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Refugee Women

 主辦單位：Set Them Free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這次參與平行會議有一個自訂目的，即是希望可以在國際場域知道更多關於難民婦

女與其孩子培力的行動方案，因此這場會議內容是最符合我心中期待的一場，四位講者

分別提供在紐約、土耳其等國的培力方案。

 其分別提供關於心理健康的培力模式，如摻有藝術治療性質的工作坊、社群建立減

緩文化融合過程中的不適應感等；另外，亦有跨越疆界的語言教學形式，如常見的線上

課程，但特別的是所有教授語言課程的老師都是心理師；最後，另有提供法律協助，以

及職場技能的培力等專注於不同領域的組織。

 與土耳其的組織互動的過程中，觀察到目前土耳其相關的組織並不是很穩定，一來

是因為土耳其在 2018 年 7 月之後表面上政變已然結束，但實際上仍有許多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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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導致有一些組織在進行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協助時遭遇到許多困難；不過另外一部

分亦觀察到，不論是位於何處的組織，每個組織都致力於婦女培力，包含皆設置婦女友

善空間與友善婦女的措施，如協助育嬰，讓媽媽更安心上課或工作等。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Rooan Al-
Kalmashi 

F Settl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Youth collective Roan.alkalmash@icloud.com 

Dr. Lara-
Zuzan 
Golesorkhi  

F With or Without Founder& Executive 
Director 

golesorkhiwow@gmail.com 

Nazli Cizmeci F Raindrop women 
association  

Fine arts director/ Erbu 
spcialist  

ebruwatermarbling@turkishho
use.org 

Rooan Al-
Kalmashi 

F Settl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Youth collective  Roan.alkalmash@icloud.com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1. 參與 pre-youth dialogue/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很慶幸第一天參與 pre-youth dialogue，這是一個可以將青年聲音真實帶入聯合國的環節，

透過小組討論，除了更了解每個青年的國家發生的婦女議題，也藉由交流彼此的看法，

讓問題有了改善的機會。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讓青年可以實際進到聯合國總部參與

最終版決議的部分，也可以實際聽到聯合國的官員向青年們喊話。

2. 認識其他台灣組織

有許多的組織雖然在去紐約之前就聽過，但沒有媒介與管道實際接觸，透過這次的機會

認識了很多台灣的組織，也更了解這些組織的運作與成就，學習外交學的我亦在此次有

機會體會實際的外交場合，著實收穫許多。

3. 與國際組織/個人建立連結

最後，對此次 NGO CSW 一行的感謝莫過於給予機會讓我可以至紐約看見更寬廣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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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來接觸了許多組織觸發很多新的想法，某種程度上也調整了未來的生涯規劃，亦

與許多組織建立連結，另外，也讓我意識到自己如往後真的要投入解決難民與移民的議

題，我仍有一段很長的路需要努力，所以很感謝基金會給予此次機會，此行獲益良多。

圖 1：跨世代對話會議現場 

圖 2：平行會議現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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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12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8 日至 18 日 

撰寫人：洪以柔（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管理研究所 / 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青年代表）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這次有特別聽到美墨邊界的難民議題，知道那裡的情況有多慘烈，還記得講者說的

一句話點醒了我“新聞媒體上退了熱潮後，問題不代表已經解決了，反而第一線的情況

更需要大家的協助與關心＂在寒冬中，可以想像一位母親帶著孩子七天都沒有洗澡甚至

是連鞋子都沒有得穿（直接強製驅離時，都來不及穿好鞋），而且母親也還正值生理期，

沒有報導不代表能漠視這樣的議題。

 在新住民女性人權的會議裡，發現新住民女性需要更多的保護及保障，除了點出新

住民女性人口在某些年度失蹤率大幅提高外，也提到延伸出許多相關的問題。在平行會

議裡對在座的各位呼籲著 We have to do our own need to help ourselves。 

 我是一位青年，所以在青年論壇裡看到一群青年也和我一樣在做同樣倡議的事情，

覺得很感動特別是在討論時提到：Standard should be realized and delivery of service, 

infrastructure. 持續保持著：We have the world, we haven＇t seen 就可以一直不斷地勉勵

自己去改進，也讓我覺得許多的問題仍然需要多方涉略，想想看能否為這些議題舉凡是

氣候變遷難民問題、年長者照顧的問題，偏鄉婦女經濟的問題，這都是這次在平行會議

當中發現的國際性問題能夠有所貢獻; Be a game changer, and policy maker，同時在這當

中也發現有趣的是，可以在各個會議當中看到許多非洲人，他們對於國際議題結合自身

國家問題的關注度很高，甚至還結交成為了朋友，也看見許多非官方組織都是默默地在

耕耘幫忙協助女性創業、環境保護等，此次的經驗讓我覺得性別趨勢有正在努力改善但

當然待解決的問題仍非常多，但也看到每一年度有一大群人在致力解決他們所關注的議

題，會覺得有他們真好，無論在哪一個議題上的貢獻，都是對這世人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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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之後想與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或是與其他基金會做相關的合作，並希望能夠辦理工

作坊不但講述自己組織的理念，更廣召更多青年與我們一起共襄盛舉！因為很難得我們

能有機會可以看到最前線的困境，也了解到世界之大所以台灣人不能在國際上缺席。希

望透過大家的力量能夠讓這個世界，有機會看見有來自台灣的力量，即使在國際上的艱

辛，但學習用最溫柔、最軟性的方式慢慢去影響，所以期盼能召集更多同溫層。

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Youth Shaping future Agenda for a Diverse, Inclusive, Sustainable Community

 合辦單位：Impact Hub Taipei

 其他受邀講者：

1. Mckenzie Szarmach (Volunteer of Becky’s Bathhouse)

2. Rowan Cooper(manager of Becky’s Bathhouse)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由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在經過多輪審慎考慮與評比後遴選出三位青年代表，與基金

會一同前往紐約參與 2019 年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並舉辦

平行會議。Youth Inception 共有三位青年代表，關注議題集結了 SDGs 三大發展面向，

分別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永續環境。由謝璿開場， Dadable 爸爸大冒險致力於提高

父親的育兒參與率，透過提供簡易的育兒指南、寶寶冷知識及幼兒行為發展實驗，讓爸

爸能迅速上手，期待更多家庭能一起參與這場「爸爸的大冒險」。接著李姿萱與他邀請的

國外講者 Becky＇s bath house 一同分享難民議題與婦女權利，希望這些人的聲音能夠理

解、被看見。最後是我洪以柔，關注永續環境問題，除了介紹自己帶領的 Micro PC 點

點塑 新創團隊更在會議中更介紹了三個同樣也是為環境努力的台灣團隊 RE-THINK

重新思考 環保星勢力志工隊 GoEco 以及台灣政府現在推動的情況和紐約當地的運河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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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聯合國 Take the hot seat 和 Pre CSW Youth Dialogue

 主辦單位：聯合國婦女署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在聯合國 Take the hot seat 的會議裡，與會者有許多來自聯合國的官員像是愛爾蘭

大使、尼泊爾的市長等，看見各國青年如何與與會大使表達各國問題，甚至還認識了 22

歲於阿富汗推動女權教育，現任為阿富汗總統幕僚的女生，更有幸認識駐紐的台灣大使

們親眼看見他們在海外的努力，而也使我的紐約行收穫滿滿。

在 Pre-CSW Youth Dialogue 中，可以感受到各國青年們的熱情！我們花了一天的時

間，進行小組式地討論女性於科技、社會服務、公共建設等幾項應有或是該新增的條例，

而會後這些準則也都如大家所願地可能變成聯合國官員訂定指標的一項參考！

在 CSW 會議期間，與會年齡落在 40-50 歲區間，可以看見各國推動女性權利的非

營利組織都來共襄盛舉！不論是經濟、教育、性別平等……等，有很多都是從年輕到老

投身於女權的奶奶就像我在矽谷看見的，參加創業 meetup 的都是爺爺一樣有趣的畫面；

非洲、尼泊爾人都非常熱情地投入於國際會議，勇敢說出自己國家的問題以及他們如何

解決、倡導。我自己就認識了經濟學家（諾貝爾經濟學組織的其中一位）、了解了美墨邊

境難民的實境情況和中南美洲原住民的情況。CSW 期間有 200 多場會議，可以隨心所

欲地進到會場裡聽聽各個組織的行動，同時，在聯合國也有近 100 多場會議；正所謂場

外、場內都大力地在推動性別會議及各式各樣議題的討論，為了 2025 年北京的協議推

動能夠有所準備，進到會議中跟各國討論。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Mckenize 女 Showers for Sisters Ig: @showersfors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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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Yalaisa 

女 美國青年女童軍
YAYA 

Ig:@iamyalaisa

Edward Hall  男 海鮮保護協會 理事長 +1 347 510-8580 

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很榮幸能夠參與這次的平行會議，身為一個台灣的青年、女性創業家，很榮幸能站在世界的

舞台與大家分享我們所做的努力。在演講當中，有幸能與來自 60 個不同國家的組織與機構

分享；如何堅持並鼓勵更多青年來一起動手解決社會問題，我的團隊平均年齡 22 歲，我們

深知自己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的顧問團隊皆是來自不同專業背景。年輕，是我們最大的

本錢，如果現在不動手試試將來成本只會逐年升高；會議後很開心得到許多鼓勵及聽到最感

動的回饋是“今天為止聽到最完美的一場會議＂感謝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讓

我們三位青年有機會能與世界分享我們的努力和目標。也謝謝兩位青年，讓我學到許多不同

的議題，難民問題 – 李姿萱，沒有你的親身經歷，我永遠不會明白難民所遭遇的困難。在

我們爭取權利之前，賦予公平的人權需求以真正理解和聆聽難民的聲音，與他們親自陪伴他

們都是必要的工作！育兒問題 – 謝璿，如果不是你，我永遠不會知道在育兒問題上有很大

的改進空間，男性也有護理室的需求！感謝這次由婦團舉辦的平行會議讓我對解決世界問題

再次充滿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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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跨世代對話會議現場 

圖 2：平行會議現場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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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第 63 屆婦女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論壇 成果報告_13 

與會時間：2019 年 3 月 8 日至 18 日 

撰寫人：謝璿（國立台灣大學哲學系 / 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青年代表） 

一、 請分享參與 CSW63 後，您對國際性別議題的趨勢觀察與未來計畫 

 國際性別議題趨勢與觀察

在會前的 Consultation Day 以及大部分的平行會議中，可以發現世界各地的婦女團體都

有一個現象—缺少年輕人參與；但近幾年的會議，由 UN Women 舉辦的青年論壇，剛好

給了青年一個聚集、串連、發言的機會。這次的年度主題較為廣泛，有許多議題都能扣

合，像是難民議題、婦女教育、性暴力等。我參與的平行會議則是以「家庭」及「女性

經濟賦權」為主軸，聽完了許多場次之後，發現了一個問題：大多數的會議都提供了各

國的數據及現況報告，或是組織執行的專案，講了許多「做了什麼」，卻沒有提供給與會

者「如何做」的建議。同樣地，在許多場合裡，都能聽見大家強調青年參與，或是女性

必須進入領導階層，但是當青年舉手發問該如何參與時，得到的建議卻很模糊，像是「多

利用社群媒體」等。尤其在經濟面向相關的議題上，青年能做的少之又少，除了進入公

會領導階層、發動罷工、修改法律等之外，似乎沒有發展出能擴散影響力至其他社群的

方式。

 返臺後的目標與行動

去年和三位學校夥伴組成了 Dadable 團隊，希望能透過舉辦活動、工作坊的方式，

漸漸改變社會對男性育兒的看法，讓整體社會氛圍對男性育兒更為友善。因此我們舉辦

了「爸爸加速器」，結合了新手父母課程，以及爸爸社群；也申請到瑞典攝影師 Johän 

Bavman 的「瑞典爸爸」攝影展策展權。 

 返臺後，希望能持續去年的倡議，繼續舉辦「爸爸加速器」；而也和婦權基金會、瑞

典駐台北商貿辦事處合作，將在今年九月舉辦「台灣 x 瑞典爸爸育兒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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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分享您在 NGO CSW63 Forum 所辦理的平行會議或擔任講者發表的成果 

 會議主題：Youth Shaping future Agenda for a Diverse, Inclusive, Sustainable Community

 合辦單位：Impact Hub Taipei

 其他受邀講者：

1. Mckenzie Szarmach (Volunteer of Becky’s Bathhouse)

2. Rowan Cooper(manager of Becky’s Bathhouse)

 會議（發表）成果摘要：

 會議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由我報告的「家務分工不均：育兒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由姿萱報告的「難民和移民：重建生活及女性賦權」，以及由以柔報告的「塑膠廢棄物：

讓海洋中垃圾更少、魚更多」。

 在家務分工的部分，先簡介了台灣目前的法規、育嬰假申請現況，以及職場歧視及

女性二度就業的數據。接著介紹國際趨勢，以及一些外國成功倡議的行動及團體。最後

說明自己在台灣所做的行動，以及成功案例的分享。

難民議題上，除了姿萱之外，也邀請了在 Lesbos 島上難民營中，建造專屬於女性的

安全沐浴空間的 Becky＇s Bath House 作為講者。姿萱先提及難民議題的重要性，接著

以健康、教育、性別三個主軸分別介紹難民遇到的困境。接著分享台灣政府及民間團體，

在難民議題上的貢獻及努力，並以自己在希臘難民庇護所的志工經驗，帶出青年能在這

個議題上做的努力。而 McKenzie Szarmach 則以紀實的方式，分享自己在希臘難民營中

第一線觀察到的事，像是抵擋不住烈陽而昏厥的婦女、害怕自己被侵犯而數個月不敢洗

澡的少女等，讓人聽完十分有感觸。

 最後以柔的分享，除了介紹了自己公司在清除海洋塑膠微粒上所做的努力之外，也

帶著許多台灣的團隊的案例，和在場的大家分享。同時以青年創業家的身份，鼓勵在場

與會的青年，要勇敢追逐自己的夢想，也不要害怕要和一群有勢力的難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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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分享您認為與會期間收穫最大的 1 場平行會議 

 活動主題：Gender Empowerment starts at home

 主辦單位：NGO Committee on the Family, LDS Charities

 簡述活動內容與觀察：

 這場會議主要分為兩個部分，分別由兩位講者介紹。前半場的講者是名心理學家，

她以在科技領域中的性別差距為例，介紹家長對兒童的教養會如何影響他未來的職涯選

擇。她認為從生物學角度來看，男女性在數理領域的能力沒有差別，但在有「信心」能

在數理領域有傑出表現上，男女就有巨大的不同了。講者簡單介紹了三個主要原因：家

長的期待、家長對待孩子的方式、從小玩的玩具影響。而她也提供了可以如何改善社會

現況的方式，她認為應該要設立開給父母的教室(parent education programs)，讓父母們意

識到自己的行為會影響孩童發展，並且告訴父母們在科學領域上的表現不會因為性別而

有所差異，最重要的是父母不該因為孩子的性別而對他們有不同的態度和期待。而下半

場的講者是耶魯孩童發展中心的教授(Yale child study center)，他透過一些數據證明，來

解釋為什麼父親該多照顧孩子，他認為教導一個男人如何成為一個爸爸是一個社會該做

的首要任務。

 整場活動結構很清晰，以兩種不同的角度扣回「家庭」這個主題，談到了家庭的教

養責任，也談到家長的育兒分工，整體的結構很完整，資訊量也很豐富，是一場很充實

的演講。

四、 請分享本次會議中連結的國際友人資訊

姓名 性別 所屬組織／單位 職稱 e-mail / 其他連絡方式 

Nava Kavelin Female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incipal Researcher nkavelin@bic.org 

Alison Bishop Female New Father 
Foundation 

Board Member alison@dadsadventure.com 

Laxman 
Belbase 

Male Men Engage Alliance Acting Director and 
Networks Manager 

laxman@menenga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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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與會心得與建議

這次參與 NGO CSW 真的收穫許多，想從兩個面向分享心得，分別是「籌辦平行會議」

與「參加會議」。

 籌辦平行會議的過程很順利，我們三個青年代表分別帶著各自關心的議題來，並在會議

中分別展現自己在關注領域上的行動計畫。籌備期間 Annie 給了我們很多建議和指導，也讓

一路上的準備輕鬆許多，比較可惜的是最後沒能邀請到外國講者，一起呼應我所關注的議題，

但也從這次的經驗中學到：可以在 handbook 中找有籌辦平行會議的組織，邀約他們來當講

者，成功的機率比較高。覺得這次融合大家關注的議題很棒，因為這個過程中激盪出很多火

花，也讓我們彼此都更了解一點了對方領域的內容，而且透過實際青年行動的案例分享，也

讓平行會議的與會者更容易有共鳴。會議當天觀眾的迴響也十分不錯，在 handbook 上甚至

被標記成「熱門場次」，會後也有觀眾前來鼓勵我們，和我們說這是他目前聽到最好的場次

了。

而這一週，我參與了 18 場左右的平行會議，包含了兩場官方辦的青年論壇。青年論壇

讓我印象尤其深刻，看到來自世界各地、年齡層不同的青年，每個人對自己生活環境的細膩

觀察，以及具體的、想讓社會更好的行動，都讓我非常驚艷及佩服。覺得在這個場域內「世

界共好」並不只是一個口號，而是大家身體力行的準則，也更鼓舞了我在推廣平權這條路上

的決心，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感動他人的人。而其他周邊會議，也聽到了許多之前從來

不知道的是，像是挪威國內雖然有很高的社會福利，但是仍然有許多移民女性的健康安全福

利未被納入；如何透過商業模式及行銷策略，確保女性在公司內擁有和男性相同的晉升機會；

女性如何在決策桌上發聲，以教師工會、勞工工會、罷工遊行為例；以及美墨邊境的真實情

況報導，女性在難民營中的處境及承受的心理、生理壓力等。平時在新聞媒體上都看過的新

聞，由真實經歷過的人分享，感受是完全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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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聯合國外與 CSW63 Banner 合影 

圖 2：聯合國外與 SDG 標語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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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我國代表團相關資訊彙整 

CSW63 & NGO CSW Forum 大會官方資料 

CSW64 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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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W63 & NGO-CSW Forum 與會成員相關資料摘要表 

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1. 

王麗容 

WANG  

Lih Rong 

國立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泰國分會 

PPSEAWA, Thailand 

wanglr@ntu.edu.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3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44th Street 

& 1st Ave 

2. 

官曉薇 

KUAN  

Hsiao-Wei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

授 Associate Professor ,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wkuan@mail.ntpu.edu.tw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3. 

林春鳳 

LIN  

Chun-Feng 

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常務

理事 Executive Director,  

YWCA of Taiwan Pingtung 

灰豹組織 Gray Panther joy.boayond@gmail.com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4. 

徐文倩 

HSU  

Wen-Chien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

聯盟專員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 Taiwan Alliance to 

Promote Civil Partnership 

國際 LGBTI聯合會 

International Gay, Lesbuan, 

Bisexual, Transgender, 

Intersex Association (ILGA) 

wen@taccpr.org.tw 

出發：03/02 長榮航空 

班機：09:30 BR32 

回程：03/15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POD 39 

地址：145 East 39th Street, 

NY 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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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5. 

莊瓊足 

TZUANG  

Chyong-Tze 

國際崇她社台北都會社創社

社長暨國際翻譯委員會委員

Chater President and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Zonta International Club of 

Taipei Cosmo 

 
tzuangpauline@yahoo.com

.tw 

出發：03/15 聯合航空 

班機：10:35 UA872 

回程：03/27 聯合航空 

班機：18:50 UA871 

旅館：POD 39 

地址：145 East 39th Street, 

NY 10016 

6. 

陳秀峯  

CHEN  

Hsiu-Fon 

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常務

理事 Executive Councillor,  

Tianan Gender Equality 

Promotion Association 

國際婦女法學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FIDA) 

sirayachen@yahoo.com.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9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Pod 39 

地址：145 East 39th Street, 

NY 10016 

7. 

陳金燕 

CHEN  

Chin-Yen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Professor,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 

gucychen@cc.ncue.edu.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3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Hampton Inn 

Manhattan Grand Central 

地址：231 E. 43rd St.,NY. 

10017 

8. 

黃瑢茹

HUANG  

Ju-Rong 

林口長庚醫院整形外科副教

授級主治醫生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Chang Gung Memorial 

國際女科技人聯絡網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INWES 

jungjuhuang@gmail.com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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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9. 

楊資華 

YANG  

Tze-Hua 

(Helen)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

分會監事/Council Member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of 

the Americas Taiwan Region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2012helenyang@gmail.co

m 

出發：03/0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Plaza, New 

York, 44th Street & 1st Ave 

10. 

葉德蘭 

YEH  

Der-Lan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Forw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ires, National Taiwan 

國際女性和平自由聯盟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 

theresay@ntu.edu.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3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Hampton Inn 

Manhattan Grand Central 

地址：231 E. 43rd St.,NY. 

10017 

11. 

蔣月琴

CHIANG  

Yueh-Chin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常務監

事 Standing supervisor,Taipei 

Awakening Association 

 yuehchinc@gmail.com 

出發：03/10 中華航空 

班機：17:30 CI12 

回程：03/20 中華航空 

班機：01:20 CI1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12. 李姿萱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2019青年代表) 

 

shanli19961208@gmail.co

m  

出發：3/8 國泰航空 

班機：14:50 CX467 / 18:30 

CX890 

回程：3/17 國泰航空 

班機：10:00 CX841 / 15:50 

CX472 

旅館：Airbnb 

地址： 360 East 50th Street 

3D, 紐約, 紐約 10022  

13. 洪以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企業

管理研究所 (2019青年代表) 
alice869988@gmail.com  

14. 謝 璿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2019青年代表) 
sabrinahseih@gmail.com  

15. 

張 珏 

CHANG,  

Chueh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 

President,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in Taiwan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 

twinchueh@gmail.com  

出發：03/13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2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 

地址：240 E. 47th Street 

Apt. 13E New York, NY 

10017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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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16. 

紀惠容 

CHI, 

Hui-Jung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執行長 CEO,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 

chi@goh.org.tw 

出發：3/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3/15 暫定 

班機： 

旅館：Club Quarters Hotel, 

Grand Central 

地址： 

17. 

潘璦琬 

PAN, 

Ay-Woan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董事 Board Mmber,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 

goh1705@goh.org.tw 

出發：3/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3/15 暫定 

班機： 

旅館：Club Quarters Hotel, 

Grand Central 

地址： 

18. 

董東尼 

Anthony 

Carlisle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組長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pervisor,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 

goh987@goh.org.tw 

出發：3/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3/15 暫定 

班機： 

旅館：Club Quarters Hotel, 

Grand Central 

地址： 

19. 

李婉菁 

LI, 

Wan-Ching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社工諮詢部總督 Supervisor,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 

goh378@goh.org.tw 

出發：3/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3/15 暫定 

班機： 

旅館：Club Quarters Hotel, 

Grand Central 

地址： 

20. 

葉音均 

YEH, 

Yin-Chun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國際事務組專員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ecialist,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 

goh1705@goh.org.tw 

出發：3/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3/15 暫定 

班機： 

旅館：Club Quarters Hotel, 

Grand Central 

地址： 

88

mailto:chi@goh.org.tw
mailto:goh987@goh.org.tw
mailto:goh378@goh.org.tw
mailto:goh1705@goh.org.tw


0306 更新 

    

 

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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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utive Councilor, 

PPSEAWA Taiwan R.O.C.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Pan Pacific and South 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mcmd2003@gmail.com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Courtyard New York 

Manhattan/Time Square 

地址：114West 40St., New 

York, NY, USA 

22. 

陳修鳳 

CHEN, 

Hsiu Feng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中華民國分會秘書 

Secretary, PPSEAWA Taiwan 

R.O.C.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Pan Pacific and South 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PPSEAWA International 

hfchen7969@gmail.com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Courtyard New York 

Manhattan/Time Square 

地址：114West 40St., New 

York, NY, USA 

23. 簡 儀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中華民國分會青年代表 

PPSEAWA Taiwan R.O.C.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Pan Pacific and South 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Courtyard New York 

Manhattan/Time Square 

地址：114West 40St., New 

York, NY, USA 

24. 楊珍妮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加拿大分會理事長/President 

of PPSEAWA Canada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 

Pan Pacific and South East 

Asia Women’s Association 

Jmaylink@gmail.com 

出發：03/07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5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ited Nations 

Plaza, New York, 44th Street 

& 1st Ave 

25. 

郭恩璞 

KUO, 

Enpu 

台灣防暴聯盟專員

/Coordinator, Taiwan 

Coalition Against Violence 

PPSEAWA Thailand angeltw3826@gmail.com 

出發：03/07 中華航空 

班機：17:30 CI12 

回程：03/18 中華航空 

班機：01:20 CI11 

旅館：The Vanderbilt 

(Airbnb) 

地址：235 E 40th St. New 

York, NY 10016  Apt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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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26. 

呂欣潔 

LU, 

Hsin Chieh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資深

研究員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aiwan Tongzi 

Hotline Association 

國際 LGBTI聯合會 

International Gay, Lesbuan, 

Bisexual, Transgender, 

Intersex Association (ILGA) 

shjlu@hotline.org.tw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27. 

蔣念祖 

CHIANG, 

NIen-Tsu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 

President, Taipei Awakening 

Association 

 ly51398@gmail.com  

出發：03/10 中華航空 

班機：17:30 CI12 

回程：03/20 中華航空 

班機：01:20 CI1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28. 

戴翌軒 

DAY, 

YiShuan 

(Shane)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執行秘書/Executive 

Secretary,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Shane.yishuan.day@gmail.

com 

出發：03/09 國泰航空 

班機：06:00 CX463 

回程：03/22 國泰航空 

班機：01:20 CX845 

旅館： 

地址：4112 60th Street, 

Queens, NY 11377, United 

States 

29. 彭渰雯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

所副教授 

People’s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Learning 

人權教育人民運動組織 

ypeng@cm.nsysu.edu.tw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30. 

陳明利 

CHEN, 

Ming-Li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生

/Student,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世界醫學生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IFMSA) 

estellachen2939@gmail.co

m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8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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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31. 潘維剛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長 /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美洲聯盟 

2019-2020主席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 

地址： 

32. 譚令玫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總監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紐約藝站 

地址： 

33. 

侯曼慈 

HOU, 

Man-Tsz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

Executive Secretary,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mantszhou@38.org.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Airbnb 

地址：: 711 2nd Ave, NY 

34. 宋名萍 

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 

Social Worker,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 

地址： 

35. 

莊佩芬 

CHUANG, 

Peifen 

台東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 

 siraya@gm.nttu.edu.tw 

出發：03/07 國泰航空 

班機：21:00 CI890 

回程：03/14 國泰航空 

班機：14:50 CI831 

旅館：紐約藝站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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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36. 

施欣錦 

SHIH, 

Hsin Chin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執行長 CEO, Jieh Huey 

Social Welfare& Charity 

Foundation 

 hcshih@jhf.org.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3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 Plaza, New 

York, 44th Street & 1st Ave 

37. 

高靜雯  

KAO  

Ching-Wen 

國際崇她台南鳳凰社 2018-

2020社長 President, Zonta 

Club of Taiwan Phoenix 

台南市水交社文化學會理事 

國際崇他社 

Zonta International 

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BPW International 

chingwenkao@gmail.com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38. 
張慧芳 

Alice Chang 
台灣普力關懷協會/理事長  alicechang393@gmail.com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39. 
石佳臻 

Gloria Shih 
台灣普力關懷協會/執行秘書  Pulicare@gmail.com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40. 

江俊寬 

CHIANG, 

Chun-Kuan 

國際崇她台南鳳凰社 Golden 

Z/Z club委員 Golden Z/Z 

club committee chair, ZI of 

Tainan Phoenix Club 

香港商都樂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採購主任 

國際崇他社 

Zonta International 
wide1980tw@gmail.com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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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41. 

陳斐琪 

CHEN, 

Feichi 

崇她社第 31區會員 

Zonta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1 
 fayechen100@yahoo.com 

出發：03/11 國泰航空 

班機：CX 890 

回程：03/18 國泰航空 

班機：CXZ899 

旅館： 

地址：2 Columbus Ave. 

NYC 

42. 

粘庭瑄 

NIAN, 

Ting-Siuan 

民進黨中央黨部婦女發展部

專員 Associate Staff of  

Department of Women’s 

Affairs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Sharon40222@gmail.com  

出發：03/10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0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POD39 Hotel 

地址：145 East 39th Street, 

New York City, NY10016 

43. 

黃淑英 

HUANG,  

Sue Ying 

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 Plaza, New 

York, 44th St. & 1st Ave 

44. 

黃怡翎 

HUANG, 

Yi Ling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 

President, Taiwan Women's 

Link 

 curly.1023@yahoo.com.tw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 Plaza, New 

York, 44th St. & 1st Ave 

45. 

林綠紅 

LIN, 

Lu Hung 

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  greenred116@gmail.com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Millennium Hilton 

New York One UN Plaza 

地址：1 UN Plaza, New 

York, 44th St. & 1st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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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張玉玲 

Christie Chang 

國際佛教婦女協會 

Sakyadhit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47. 
田運富 

Frank TIEN 

國際佛教婦女協會 

Sakyadhit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Women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48. Lily Lin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會員 

Member,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INLW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49. 方秀蓉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會員 

Member,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INLW 

 

 

住紐約 

旅館： 

地址： 

50. Jenny Wang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會員 

Member,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INLW 

 

 

住紐約 

旅館： 

地址： 

51. 
劉怜君 

Linda LIU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 

Executive Board Member, 

NCW of Taiwan, R. O. C 

國際婦女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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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范 雲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Ambassador-at-large for 

Women’s Empowerment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53. 

楊黃美幸 

YANG, 

HUANG, 

Maysing 

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副主席 

Ambassador-at-larg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an, INLW 

maysing2000@gmail.com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54. 

林靜儀 

LIN, 

Ching-Yi 

中華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Legislator, Legislative Yuan 

Taiwan (R.O.C.) 

國際自由婦女聯盟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INLW 

lcydpp@gmail.com  

出發：03/09 中華航空 

班機：17:30 CI12 

回程：03/15中華航空 

班機：01:20 CI11 

旅館：POD 39 

地址：145 East 39th Street, 

NY 10016 

55. 卓春英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出發： 

班機： 

回程： 

班機： 

旅館：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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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栗嘉儀 

LI, 

Chia-Yi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諮議

Excutive Officer, Department of 

Gender Equality,Executive 

Yuan 

 kmchia@ey.gov.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57. 

李育穎 

LEE, 

Yu-Ying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科長

Section Chief, Social and 

Family Affair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lyy11625@gmail.com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58. 

賀麗娟 

HO, 

Li Chuan 

勞動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 

Ministry of Labor 
 

Sophieho2001@yahoo.co

m.tw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3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59. 

李沐磬 

LEE, 

Muching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專門委員 

Senior Specialist for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eemuching@gmail.com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1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Hotel 32 32 

地址：32 E 3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6 

60. 

莊怡臻 

CHUANG, 

I-Chen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高級專

員/ Senior Specialist,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ichenchuang@twrf.org.t

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1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Hotel 32 32 

地址：32 E 3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6 

96

mailto:kmchia@ey.gov.tw
mailto:lyy11625@gmail.com
mailto:Sophieho2001@yahoo.com.tw
mailto:Sophieho2001@yahoo.com.tw
mailto:leemuching@gmail.com
mailto:ichenchuang@twrf.org.tw
mailto:ichenchuang@twrf.org.tw


0306 更新 

    

 

編號 姓 名 現  職 可報名 INGO 

相關資料 

聯絡方式 機票 住宿 

61. 

葉靜宜 

YEH, 

Chingyi 

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研

究員 Researcher, 

Office of Gender Equalit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_gndr@mail.taipei.gov.t

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21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Hotel 32 32 

地址：32 E 3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6 

62. 

簡秀蓮 

CHIEN, 

Hsiu-Lien 

桃園市政府參事 

Counselor,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045001@mail.tycg.gov.tw;

10010201@mail.tycg.gov.t

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63. 

劉淑惠 

LIU,  

Shu-Hui 

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執

行長/Executive Director of 

Gender Equality Offic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sally10558@gmail.com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10017 USA NY紐約 

52E 41st St 

64. 

張燕珊 

CHANG,  

Yen-Shan 

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科

員/Officer, Gender Equality 

Offic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kidstar@mail.tainan.gov.t

w  

出發：03/08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10017 USA NY紐約 

52E 41st St 

65. 

郭亭萱 

KUO, 

Ting Hsuan 

(Kaya)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聯合國事務

科 Dep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UN Affairs Section 

 thkuo@mofa.gov.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6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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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顏詩怡 

YEN, 

Shih-I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組長 

Supervisor,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siyen@wrp.org.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67. 

張琬琪 

CHANG, 

Wan-Chi 

(Annie)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研究員 Researcher, Foundation 

for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annie.chang@wrp.org.tw  

出發：03/09 長榮航空 

班機：19:30 BR32 

回程：03/17 長榮航空 

班機：01:20 BR31 

旅館：Dylan Hotel NYC 

地址：52 East 41s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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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CSW63 Forum 與會成員平行會議時間及其他共同行程表 

第一週 Week 1 

3/10 星期日 3/11 星期一 3/12 星期二 3/13 星期三 3/14 星期四 3/15 星期五 

9:00 AM～3:30 PM 

NGO CSW63 Forum 

Consultation Day 
@Tribeca-Performing Arts 
Center  
(Borough of 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 199 
Chambers St, New York, 
NY 10007) 
 
 
 
 
 
 
 
 
 
 04:00~06:00 PM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TECO 

NY CSW63 Orientation & 
Training @ TECO/NY 

 06:30~08:00 PM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_酒會@ 

TECO/NY 

 10:30 AM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

會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Addressing Gender 
Through the Compact for 
Safe and Orderly 
Migration @ 4 W 43rd 
Street, Social Hall 

 12:30 PM 

(1)婦權基金會/青年代表團 

Youth shaping future 
agendas for a divers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 4 W 43rd 
Street, Gallery 
(2)開拓文教基金會／臺北

市政府 

CEDAW X SDGs: Asian 
Model of Building a 
Gender Equality City @ 4 
W 43rd Street Aqua 
Room 

 05:00 PM  

團務會議_@ TECO/NY 

 08:30 AM 

(1) INWES/黃嫆茹醫師

Young Breast Cancer: 
Bridging between Medicine 
and Heart Touching 
Recovery @ 4 W 43rd 
Street, Green Room 

(2)現代婦女基金會/國際蘭

馨交流協會(TW) A Cross-
Cultural Conversation: 
NGO/GO Partnerships 
Serving Women Under 
Domestic Violence@ 
Armenian Convention 
Center, Guild Hall 
(3)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

Through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Network to 
Empower Women and Girls 
@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04:30 PM 

官曉薇老師 /南康乃狄克

州立大學 The Imperative of 
Intersectionality in 
Advancing Women's 
Accessibility to Social 
Security System @ 4 W 43rd 
Street, Green Room 

 08:30 AM 

勵馨基金會 

Tipping the Balance: Sexual 
Assault and Power 
Relationships @ CCUN 8th 
Floor 

 12:30 PM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萱

民會 

Framing Gender Responsive 
Policy for Low Fertility Rate 
but High Aging Society @ 4 
W 43rd Street, Green Room 
 02:30 PM 

台南水交社文化學會/國際

崇她台南鳳凰社

Empowering and Promoting 
single Mother out of 
poverty in Tainan @ 4 W 
43rd Street, Aqua Room 
 

 04:00 -08:00 PM 
駐紐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Women Leaders Promote 
Policies that Advance Public 
Services for Gender Equality
研討會 暨 歡迎酒會

@TECO/NY  

 08:30 AM 

國際社會福利會協會/ 國

際崇她社第 31 區臺北都會

社 Social Protection —
Cross Border Model @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02:15-03:45 PM 
NGO CSW/NY  

Asia/Pacific Regional 
Caucus Meeting 1 @ Ford 
Foundation (320 E. 43rd 
St.) 
 
 04:30 PM 
全球婦女安置網絡/勵馨基

金會 Women's Shelters: 
The Heart of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 
CCUN 2nd Floor 

 

 10:00-11:30 AM 

楊黃美幸大使 / 國際自由

婦女聯盟 聚會@TECO/NY 

 

 

 

 

 

 

 

 

 

 

 

 

 

 04:30 PM 

楊黃美幸大使 / 國際自由

婦女聯盟 /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ion 

Transforming Social 
Protection: Can the 
Istanbul Convention 
Help? @ CCUN 8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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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Week 2 

3/16-星期六 3/18 星期一 3/19 星期二 3/20 星期三 3/21 星期四 3/22 星期五 

 08:30 AM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 

The Elderly Are Not 
Lonely:" Building a 
Community Care Network 
@ CCUN 8th Floor 

 02:30 PM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 

Recreating A Healthier 
Environment for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Salvation Army, 
Auditorium 

 06:15 PM
台灣女人連線/台灣民主

基金會 

Reproductive Rights 
Should Include Childbirth 
Accidents Relief @CCUN, 
10th Floor 

02:15-3:45 PM
NGO CSW/NY  

Asia/Pacific Regional 
Caucus Meeting 2 @ Ford 
Foundation (320 E. 43rd 
St.) 

 06:15 PM

紅十字會/國際崇她社第

31 區 

Making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be Gender-
responsive and Gender-
Transformative @ CCUN 
10th Floor 

 04:30 PM
(1)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Mental Health: Key to 
Realize Sustainability in 
Light of Human Rights@ 
CCUN 8th Floor 

(2)林春鳳老師 / Habitat 

Pro Association 

Women’s Resistance to 
State and Secular 
Violence: Indigenous and 
Muslim Perspectives @ 
Salvation Army, 
Downstairs 

 10:30 AM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 

Recreating A Healthier 
Environment for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 CCUN 8th Floor 3/17 星期日 

01:00-05:00 PM
Women Major Group 

WMG orientation / 
Strategy Meeting @地點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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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E/CN.6/2019/1/Add.1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Distr.: General 

18 December 2018 

Original: English 

18-22246 (E)    261218 

*1822246*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Sixty-third session  

11–22 March 2019 

Item 2 of the provisional agenda* 

Adoption of the agenda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matters  

Proposed organization of work 

Date/time Agenda item Programme 

Monday, 11 March 

10 a.m.–1 p.m. 1 Election of officers 

2 Adoption of the provisional agenda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matters  

3 Ministerial segment 

Follow-up to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to the twenty-
thir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entitled “Women 2000: 
gender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ea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pening statements 

Introduction of reports 

General discussiona 

3–6 p.m. 3 (a) (i) Ministerial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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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erial round tables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lessons learned and good 
practices on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3–4.30 p.m. Round tables 1 and 3 (in parallel) 

Round table 1: good practices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for recognizing and 
valuing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 E/CN.6/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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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time Agenda item Programme 

     Round table 3: good 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the design, and the 
pro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various sectors and all levels  

4.30–6 p.m.  Round tables 2 and 4 (in parallel)  

  Round table 2: good practices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for recognizing and 
valuing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Round table 4: good 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the design, and the 
pro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various sectors and all levels  

Tuesday, 12 Marchb   

3–6 p.m. 3 Ministerial segment  

  General discussion (continued)  

3–6 p.m. (in parallel) 3 (a) (i) Building alliances to promot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High-level interactive dialogue among ministers on the priority theme  

Wednesday, 13 March 
10 a.m.–1 p.m. 

3 Ministerial segment  

  General discussion (continued)  

10 a.m.–1 p.m. 
(in parallel) 

3 (a)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preparing for the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on its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Interactive dialogue  

3–6 p.m. 3 General discussion (continued) 

3–6 p.m. (in parallel) 3 (a) (ii) Review theme: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ntary presentations by Member States, followed by an interactive 
dialogue 

Thursday, 14 March   

10 a.m.–1 p.m. 3 General discussion (continued) 

10 a.m.–1 p.m. 
(in parallel) 

3 (a) (ii) Review theme: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ntary presentations by Member States, followed by an interactive 
dialogue 

3–6 p.m.c 3 (b) Focus area: women and girls of African d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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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8-22246 

Date/time Agenda item Programme 

Friday, 15 March 

10 a.m.–1 p.m. 3 General discussion (continued) 

3–6 p.m. 3 (a) (i) Priority them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Harnessing synergies and securing financing 

Interactive expert panel discussion 

Monday, 18 March 

10 a.m.–1 p.m. 3 (a) (ii) Review theme: women’s empowerment and the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ata challenge – and opportunity: good practices 

Interactive expert panel discussion 

3–6 p.m. 3 General discussion (continued) 

Tuesday, 19 March 

1 p.m.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of proposals under agenda item 3 to the 
Secretariat 

Wednesday, 20 March 

10 a.m.–1 p.m. 4 Communications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women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ommunications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losed meeting)  

5 Follow-up to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General discussion 

3 Introduction of draft proposals  

General discussion (conclusion) 

Friday, 22 March 

10 a.m.–1 p.m. 3 Action on draft proposals 

6 Provisional agenda for the six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visional agenda for the six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7 Adop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ts sixty-third session 

Consideration of the draft report 

Closure of the sixty-third session 

a The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on the list of speakers for the general discussion is 1 p.m. on 11 March 2019.  
b No formal meeting is scheduled on 12 March from 10 a.m. to 1 p.m.  
c Informal consultations on the agreed conclusions will be held on 14 March from 3 to 6 p.m., on 15 March from 10 a.m. to 

1 p.m. and from 3 to 6 p.m., on 18 March from 3 to 6 p.m., on 19 March from 10 a.m. to 1 p.m. and from 3 to 6 p.m., on 

20 March from 3 to 6 p.m., and on 21 March from 10 a.m. to 1 p.m. and from 3 to 6 p.m., or a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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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016*

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9年 3月 11日至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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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主题：通过社会保护制度、获得公共服务 

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 

女童权能 

通过社会保护制度、获得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促进性别

平等，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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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3/2号决议，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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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再次申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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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8 及《残疾人权利公约》，9 为实

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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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各次相

关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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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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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作出了重大贡献。 

4. 委员会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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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和审查成果文件就性别平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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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5-

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13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

巴行动议程》14 和《新城市议程》15 除其他外，有助于改善所有妇女和女童在

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的境况。委员会回顾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16 下通过的《巴黎协定》。17 

5. 委员会回顾《发展权利宣言》18 及《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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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准是增强妇女经济权能的关键，也确认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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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8 同上。 

 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515卷，第 44910号。 

 10 大会第 71/1号决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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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大会第 69/15号决议，附件。 

 13 大会第 69/283号决议，附件二。 

 14 大会第 69/313号决议，附件。 

 15 大会第 71/256号决议，附件。 

 1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卷，第 308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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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大会第 41/128号决议。 

 19 大会第 71/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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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公共服务的相关标准，包括其《2012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号)的

重要性，回顾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程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

和权利宣言》，20 并指出必须将其予以有效落实。 

7. 委员会知悉，区域公约、文书和倡议及其后续机制可在各自区域和国家实现

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她们获得社会保护、

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 

8. 委员会重申，促进、保护和尊重所有妇女和女童普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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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和女童充分、平等地参与社

会和增强经济权能至关重要，应纳入所有旨在消除贫困、减少社会排斥的政策和

方案的主流。委员会又重申，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人有权参与、促进和享有经

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并应当同等重视和紧急考虑促进、保护和充分实现

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9. 委员会再次申明，有必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反映出其普遍、综合和不可分割的性质，顾及各国不同的能力、现实情况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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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委员会申明，各国政府对跟进和审查《2030年议程》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

进展情况负有首要责任。 

10. 委员会强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与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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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委员会承认，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

女童权能以及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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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并确保所有人的福祉都至关重要。 

11. 委员会确认，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确保妇女和女童获得社会保护、公

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委员会也确认，目前依然存在重大

挑战和性别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已有的进展可能因预算削减和紧缩措施而遭到

破坏。委员会强调指出，必须确保在保护方面已取得的进展不出现逆转，并必须

消除在限制妇女和女童平等获得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仍然

存在的差距。 

12. 委员会确认，由于男女之间权力关系历来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在获得、拥有

和控制资源方面也存在不平等和不利因素，机会均等日趋匮乏，难以利用社会保

护制度并获得全民保健服务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加之存在贫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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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酬照护和家务负担分担不

均，因此在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并确保她们享有人权方面的

20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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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一直受到抑制。委员会强调指出，迫切需要消除这些结构性障碍，以实现性

别平等并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 

13. 委员会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

男女之间历来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和不平等权力关系。委员会再次申明，在公共和

私人领域普遍存在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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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和强迫结婚、残割女性生殖器等有害传统习俗，

而且对这种行为的认识不够、举报不足，在社区一级尤其如此。委员会深感关切

的是，妇女和女童遭受多维贫困，很难或无法诉诸司法、获得有效的法律补救和

服务(包括保护、康复和重返社会服务)及保健服务，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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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

女童权能的主要障碍，并会侵蚀、损害或剥夺她们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的机会。 

14. 委员会强调指出，在私人和公共空间，包括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中以及数字

环境下的性骚扰会导致产生不友善的环境，可对妇女和女童享有权利和平等机会，

包括充分、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给受害

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后果，并可能对其家庭带来负面影响， 

15. 委员会确认，必须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如交通和卫生设施，以加强妇

女和女童的安全。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某些方面的出行和交通问题，包括站台

无法进入、车厢拥挤不堪或车站照明不足，会给妇女和女童造成障碍，使她们面

临暴力风险，包括袭击、骚扰和其他安全风险，进而限制她们在公共领域自由、

安全出行的能力。委员会还表示关切的是，妇女和女童在收集家庭用水和燃料以

及到住家以外地点使用卫生设施时尤其面临风险。 

16. 委员会确认，贫困、失业、缺乏社会经济机会、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

别暴力、歧视、边缘化和持续的需求是导致妇女和女童易受贩运人口行为伤害的

部分深层原因。 

17. 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缓慢或停滞，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

不平等日益加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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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加之存在水短缺、流行病和人口变化，人口无规划地快

速城市化，发展投资不足，渔业做法和海洋资源利用不可持续，还有自然危害、

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更有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流离失所、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

不利影响造成日益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加剧妇女和男子、女童和男童

及其家庭在利用社会保护制度、获得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的弱势、脆

弱性和不平等。 

18. 委员会对贫困妇女人数日增表示关切，并强调指出，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

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增强妇女经济权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委员会确认，生活贫困的父母，包括年轻父母，可能无法为其子女提供保健和教

育，从而使贫困的世代相传永久循环。委员会承认，有必要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

方协商，酌情制定和执行对性别敏感的全面、参与性消贫战略，解决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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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宏观经济问题，以便通过社会保护制度、获得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等办

法，确保妇女和女童享有适当生活水准。 

19. 委员会表示关切的是，在劳动力参与和领导地位、工资、收入、养恤金和社

会保护以及经济和生产性资源获取方面持续存在重大性别差距。委员会也表示关

切的是，女性为主的行业计价过低，工作条件不平等，职业提升机会有限，非正

式和非标准形式就业日益增多且其中从业妇女比例过高。委员会还表示关切的是，

当应享福利与正规就业密切绑定时，这些因素会限制妇女获得社会保护，进而致

使她们的经济不安全和贫困永久化。委员会确认，投资于并提供公平、包容、优

质、可获得和负担得起的幼儿教育和照护服务，对促使妇女有能力进入并坚守劳

动力市场至关重要。 

20. 委员会深感关切的是，气候变化对消除贫困，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社

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实现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而妇女和女童，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往往过度地受到气候变

化、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以及土地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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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环境问题的不利影响。此外，委员会回

顾，《巴黎协定》及其缔约方承认，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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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及代际公平；委员会在这方面又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通过了性别平等行动

计划。21 委员会承认，必须确保今世后代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

够享有足以维持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而确保享有这样的环境对增强妇女和女童

权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复原力至关重要。委员会确认，可持续发展对避免

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的损失和损害、减少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妇女和女童的损失和

损害风险十分重要，而妇女作为变革推动者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1. 委员会强调指出，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是相互关联和

相辅相成的。委员会强调有必要在各级采取协调办法并保持供资和政策的连贯性，

以确保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政策互补。 

22. 委员会强调指出，需要采取综合办法，设计、执行和评价社会保护制度、公

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以满足妇女和女童的需要，承认并重视无酬照护和家

务工作，使妇女和女童有能力出行，推动妇女更多地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并获得

更多经济机会，特别是获得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同工同酬或同值同酬，

并加强她们抵御冲击的能力。 

23. 委员会确认，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没有充分

满足照护者和受照护者的需要。委员会还确认，妇女和女童往往过多地承担无酬

照护和家务工作，包括照护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而这

些工作目前仍被低估且得不到充分承认。男女之间的这种责任分配不均严重妨碍

了妇女完成教育和培训或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限制了她们进入和重返有偿劳动力

 

 21 FCCC/CP/2017/11/Add.1，第 3/CP.23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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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并在其中获得提升，制约了她们的经济机会和创业活动，并可能造成社会保

护、薪酬和养恤金方面的差距。委员会还确认，要创造有利环境，增强所有妇女

和女童的社会和经济权能，就必须在家庭和社区层面消除视妇女和女童为男子和

男童附属品的态度和消极社会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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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不均的情况，或对其进行重新分配，推动男女双方在家

庭中平等分担责任，并除其他外，优先关注可持续基础设施、适当的国家社会保

护政策以及可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社会服务，包括保健服务、保育服务、产假、

陪产假或育儿假。 

24. 委员会注意到，普遍获得社会保护在减少不平等、消除一切形式和层面的贫

困、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委员会再次申明，人人有权享有足以

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祉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

要的社会服务，母亲和儿童有权得到特别照护和援助。然而，委员会感到关切的

是，在覆盖范围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对妇女和女童而言尤其如此。委员会确认，

社会保护制度大大有助于实现人人享有人权，对陷入贫困、处于弱势或边缘化境

地、受到歧视的人尤其如此。 

25. 委员会注意到，出生登记对实现所有人权包括社会保障权、利用社会保护制

度至关重要，并对一些土著妇女和女童、残疾妇女和女童、移徙妇女和女童、农

村妇女和女童的出生登记率低表示关切，还关切地注意到，所有没有出生登记的

人可能更容易被边缘化、排斥和歧视，陷入无国籍状态，遭遇暴力、剥削和虐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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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充分实现

这项权利对妇女和女童的生活和福祉及参与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能力至关重要，并

对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极为重要。委员会确认，有针对性地

处理并从根本上消除保健服务中的性别不平等、歧视、污名化和暴力，包括获得

公共保健服务的机会不平等、不充分等问题，对所有妇女和女童都十分重要。 

27. 委员会强调有必要加速取得进展，实现全民健康全覆盖的目标，其中包括人

人普遍公平地获得促进性别平等的优质保健服务以及优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基

本药品；此外，促进身心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特别是应为此提供初级卫生保健、

保健服务和社会保护机制，包括通过社区外联、私营部门参与和国际社会支助来

对此加以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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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必须使妇女有能力积极参与卫生系统的设计与落实。 

28. 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由于无法或很难获得基本保健服务和信息、无法完全

掌控自己的生活，农村妇女在健康包括生殖健康方面与城市妇女存在显著差距，

例如，与城市妇女相比，农村妇女的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与发病率更高，罹患产

科瘘的比率也更高，在计划生育方面的选择更为有限。委员会还对这些差距因多

重交叉形式的歧视而加剧表示关切。 

29. 委员会确认，尽管在提供教育机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女童得不到受教育机

会的可能性依然高于男童。委员会还确认，在妨碍女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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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中，与性别有关的因素包括贫困妇女人数日增，女童从事童工劳动，童婚、

早婚和强迫结婚，残割女性生殖器，早孕和重复怀孕，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包

括上下学途中和校内在以技术为中介的环境下的性暴力和性骚扰，缺乏安全、充

足的卫生设施，包括经期个人卫生管理手段，女童分担的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负

担过重，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以及致使家庭和社区在教育问题上重男轻女、可能影

响父母允许女童上学的决定的消极社会规范。 

30. 委员会确认，女公务员担任领导和决策职务的比例不足，而占据一线服务职

位的比例过高。委员会进一步确认，需要为劳动者，特别是从事公共服务的妇女

提供体面工作和公平而良好的工作环境，包括基本生活工资。 

31. 委员会确认，交通运输系统在规划时应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需求，某些方面

的问题，包括站台无法进入、车厢拥挤不堪或车站照明不足，会对妇女和女童获

得公共服务造成障碍。委员会重申，必须有安全、无障碍、负担得起并对年龄、

性别和残疾问题敏感的可持续水陆交通系统及道路，以满足妇女和女童的需要。

委员会重申致力于使妇女和女童能够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并为此在整

个农村、城市和地区规划中纳入运输和出行计划，推出各种交通和出行选项。 

32. 委员会深表关切的是，妇女和女童在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享有适

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面临特殊障碍，对生活在偏僻社区，包括灾

后环境、疏散和难民营以及城市和农村非正规住区的妇女和女童而言尤其如此。

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妇女和女童尤其受到缺水、水不卫生、环卫设施不足和

个人卫生差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世界许多地方，妇女和女童承担着收集家庭

用水和照护水传播疾病患者的主要责任，这限制了她们从事教育和休闲等其他活

动或谋生的时间。 

33. 委员会确认，新式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可为在社会保护、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使用和提供公共服务带来潜在的惠益和挑战，同时这种技术对

妇女和女童的影响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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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妇女充分参与社会、保持工作与家庭的

平衡和家庭单元的自给自足。委员会确认，有必要确保包括社会保护政策在内的

所有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顺应家庭在发挥众多功能

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并确保尊重所有家庭成员的权利、能力和责任。 

35. 委员会确认，分担家庭责任可创造有利的家庭环境，促进在不断变化的工作

场所内增强妇女经济权能，这有助于发展，而妇女和男子都为家庭福利作出巨大

贡献，特别是妇女对家庭的贡献，包括仍未得到充分承认的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

创造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力和社会资本。 

36. 委员会承认，在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推动实施《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要》并以促进性别平等方式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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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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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委员会承认，当妇女和女童面临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和边缘化时，她们可能

无法充分利用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并从中受益。委员会尊

重和重视妇女和女童处境和条件的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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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情况下的妇女和女童有特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需要作出适当的回应。 

38. 委员会确认，移民妇女和女童，尤其是移民女工作出的积极贡献可能会促进

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强调所有部门移

民妇女的劳动，包括家庭和护理人员的劳动的价值和尊严。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

许多移民妇女，特别是那些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并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工作的妇

女尤其容易遭受虐待和剥削。委员会承认需要协助所有技能水平的移民女工获得

目的地国的社会保护，并使适用的社保应享权利和既得福利具有可携带性，这样

她们在原籍国或在决定到另一国工作时，都能享有受这些权利和福利。委员会也

确认需要加强努力，在移民的各个阶段就国家、社区和移民及其彼此之间的移民

相关问题提供、发布和传播及时准确、便于获取和清晰透明的信息。 

39. 委员会承认，有必要缓解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对包括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

者在内的妇女和女童及其利用社会保护制度机会的影响。 

40. 委员会确认，难民妇女和女童面临挑战，需要保护她们并增强她们的权能，

包括在受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影响的国家这样做，并确认需要向有需要的人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强难民收容社区的复原力。 

41. 委员会强调指出，必须加强妇女和女童作为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

续基础设施的使用者和受益者的发言权、能动性、参与和领导能力。委员会也承

认，妇女充分、平等、有效和有意义地参与和领导各级决策，以设计、制定、执

行、监测和评价这些部门的政策，从而使之支持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并消除仍

然存在的差距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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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主导组织和工会为将妇女和女童，包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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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也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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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所有妇女和女

童权能方面的资源差距，特别是为此调动各方财政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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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同时铭记南南合

作是为补充而非取代南北合作。委员会也申明，加快对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

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对农村地区和外岛的投资，对实现性别平等、增

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十分重要。 

44. 委员会特别指出，对所有国家来说，以国家自主原则为重点的公共政策以及

国内资源的调动和有效使用是共同谋求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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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确认国内资源的首要来源是经济增长，同时辅之以各

级的有利环境，包括运作良好、高效和透明的税收制度。 

45. 委员会确认，为支持各国通过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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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过来又将

加强赋能技术的使用，促进妇女创业和增强妇女经济权能。 

46. 委员会确认，男子和男童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以及战略伙伴和盟友，

充分参与促进妇女和女童利用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实现

性别平等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十分重要。 

47. 委员会敦促各级政府，并酌情会同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及国际和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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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妇女

组织、生产者、农业和渔业组织、青年主导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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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履行在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及她们

充分、平等地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现有承诺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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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和严格，以确保这些保留不会违背这些公约的目的和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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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制定有效的国

家立法和政策等办法充分实施这些公约； 

 (c) 确保妇女的充分和平等参与，包括参与治理机构和司法系统，并确保赋

予她们权能，使她们能够充分和平等地诉诸司法； 

 (d) 考虑批准、对那些已批准的国家而言考虑执行国际劳工组织各项基本公

约，并注意到其他相关国际劳工标准，即国际劳工组织《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

标准)公约》(第 102号)、《2012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号)、《2015年关

于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号)和《2011年关于家庭工人体

面劳动的公约》(第 189号)的重要性，以协助妇女获得社会保护；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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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确保国家法律框架中的社会保障权，并在国家战略、政策、行动计划和

充足资源的支持下，确保普遍获得社会保护，以促进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

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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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对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设计、预算编制、执行、

监测和评价采取全面和综合办法，以确保设定促进性别平等的决策进程，包括公

共财政管理和公共采购进程，以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h) 确保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有助于消除、预防和应对公

共和私人空间中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为此采取多部门和协调一

致的办法，调查、起诉和惩罚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人，结束有罪不罚现象，

并向所有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保护以及平等获得适当救济和补救及全面的社会、

保健和法律服务的机会，以支持她们充分康复和重返社会，包括为此提供心理社

会支持和康复服务、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就业，同时铭记必须让所有妇女和女童都

免于暴力，如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性骚扰)、家庭暴力、以性别为由杀人(包括

杀害女性)以及虐待老年人；通过加强预防措施、研究、协调、监测和评价，解决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结构性和根本性原因，为此，除其他外鼓励开展提高

认识活动，包括宣传暴力行为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并与地方社区合作； 

 (i) 消除有害习俗，如切割女性生殖器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结婚，这些习

俗可能对女童和妇女的生命、健康和身体产生长期影响，包括使她们更容易遭受

暴力和性传播疾病侵害；尽管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大了努力，包括增强所有

妇女和女童权能，与当地社区合作，打击纵容这类习俗的消极社会规范，增强父

母和社区权能以使之放弃这类习俗，解决家庭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并确保面临

风险或受这些习俗影响的女童和妇女能够获得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

保健，但这些习俗在世界所有区域继续存在； 

 (j) 制定、加强和执行纳入人权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全面反贩运战略，并酌

情以对性别和年龄敏感的方式实施适当的法律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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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尤其是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认识；采

取措施，减少妇女和女童遭受现代奴役和性剥削的脆弱性；酌情向人口贩运受害

者提供保护和重返社会援助；加强所有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查明和阻止因

贩运妇女和女童而产生的非法资金流动，同时也确认有必要保护受害者个人数据

的机密性；加强国际合作、信息共享、立法和其他措施，以遏制助长对人特别是

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剥削的需求； 

 (k)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承认、减轻和重新分配妇女和女童在无酬照护和家

务劳动方面的过重负担，促进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男女平等分担责任，男人公

平分担照护和家务劳动的责任，包括作为父亲和照顾者的责任，为此在不减少劳

动和社会保护的情况下灵活安排工作，支持母乳喂养的母亲，提供基础设施、技

术和公共服务，如水和卫生、可再生能源、运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执行和促

进立法和政策，例如产假、陪产假、育儿假和其他假期计划，提供可获得、负担

得起和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包括为儿童和其他受抚养人提供保育和照护设施，采

取步骤衡量这项工作的价值，以确定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挑战性别陈规定型

观念和消极的社会规范，以便为增强妇女权能创造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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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确保所有年龄的无酬照护者都能获得社会保护，包括健康保险和养老金，

并在这方面加强社会保护计划，酌情促进无酬照护和家务工作得到经济、社会和

法律上的承认，并允许在缴费计划中认可这类工作的价值； 

 (m) 投资于并加强面向家庭、顺应妇女和女童及其家庭多样、具体且不断变

化的需求的政策和方案，消除她们在享有自己权利方面面临的不均衡、风险和障

碍，保护所有家庭成员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侵害，并确保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和支

持妇女包括丧偶妇女，例如使其能够获得各种社会服务和诉诸司法，因为这些政

策和方案可作为重要工具，用以除其他外消除贫困、社会排斥和不平等，促进工

作家庭平衡和性别平等及增强农村妇女和女童权能，并增进社会融合和代际团结； 

 (n) 推动男子和男童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以及战略伙伴和盟友充分

参与：促进妇女和女童利用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在公共

和私人领域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为此了解和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根

源，如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致使歧视妇女和女童永久化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做

法；制定和执行涉及男子和男童作用和责任的国家政策和方案，包括男女平等分

担照护责任和家务劳动的规定；确保执行关于子女抚养费的法律；改变并最终消

除纵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消极社会规范以及将妇女和女童视为男子和

男童附属品的态度； 

 (o) 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欠缺该视角的关于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

础设施的各种发展政策、计划和方案，包括预算政策的拟订、执行、评价和后续

落实工作，确保各职能部委、性别问题决策者、性别平等机制及具备性别问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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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确保普及出生登记，并确保及时登记所有婚姻，包括消除妨碍登记的实

际、行政、程序和任何其他障碍，并在没有出生和婚姻(包括习俗婚姻和宗教婚姻)

登记机制的地方提供登记机制，同时铭记出生登记对实现个人权利，包括社会保

障权以及获得公共服务至关重要； 

 (q) 在各级利用可持续和充足的资金，包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加强促进性

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国家机制的能力，以支持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社

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设计、交付和评价工作的主流，加强它们

之间的联系，并落实这三个重点领域的工作； 

 (r) 消除对所有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执行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除

其他外，消除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并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

平等获得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这除其他外，有助于消除一切

形式和层面的贫困，包括赤贫，特别是贫困妇女人数日增现象，并有助于在必要

时颁布法律、采取全面政策措施并有效加速执行和监测这些法律和措施，减少不

平等现象，确保妇女和女童能够诉诸司法，并对侵犯其人权的行为进行追责；确

保多种法律制度的规定(如有)符合国际人权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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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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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面临的包括暴力在内的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和障碍，确保她们获得优质和包

容性教育、保健、公共服务、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经济资源及体面工作，促进她们

有意义地参与各级和各领域的经济和决策进程；在尊重和保护其传统知识和祖传

知识的同时，确认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土著妇女和女童，不论年龄大小，往

往面临暴力和更高的贫困率，获得保健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金融

服务、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有限，同时也确认她们在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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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促进和保护残疾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因为她们面临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

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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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疾妇女的保健和教育及生产性就

业和体面工作方面尤其如此；还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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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根据国际法规定的相关义务，通过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移民政策和立法，

保护所有移民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不论其移民身份为何；承认移民女工的技能和

教育，促进在所有经济部门增强她们的权能，并酌情帮助她们在教育和科学技术

等领域获得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并融入劳动力队伍；确认必须保护移民女工和

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女工的劳动权利和安全环境，包括防止和解决虐待和剥削问题，

保护所有部门的移民女工，并促进劳动力流动；向新来移民妇女提供有的放矢、

促进性别平等、对儿童问题敏感、易于获得和方便掌握的全面信息和法律指导，

说明她们在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获得工作和居住许可、调整身份、向当局登记、

诉诸司法投诉侵权行为和获得基本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鼓励包括原籍国、

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确保移民妇女和女童有适当的

身份证明并为其提供相关证件，以便利她们利用社会保护机制；通过向回返的移

民妇女和女童提供平等的社会保护和服务，促进她们可持续地重新融入社会； 

 (v) 采取措施通过或制定法律和政策，促使农村妇女有机会获得土地，支持

妇女合作社和农业方案，包括自然农业和渔业方案，以促进学校供餐方案，作为

吸引儿童特别是女童留校上学的一个拉动因素，同时注意到学校供餐和带回家的

口粮可吸引和留住儿童上学，确认学校供餐是一个提高入学率和减少旷课，尤其

是提高女童入学率和减少女童旷课的奖励办法； 

 (w) 加强努力，普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和支助服务，并酌

情提供对艾滋病毒问题敏感的社会保护措施，包括现金转移和其他多部门方案，

以确保所有感染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包括合并感染和其他性传播感染)、有艾滋病

毒和艾滋病风险或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和女童都能获得保健、教育、

住房和就业；在免受污名化或歧视的情况下解决她们的具体需要和关切，并推动

感染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妇女和女童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防

治工作，作出贡献和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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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酌情促进老年妇女有效和有意义地参与制定和执行与她们从中受益的

社会保障及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有关的规范和政治框架； 

 (y) 促进获得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并在设计和监测公共

政策时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同时考虑到非洲裔妇女和女童的具体需要和现实情

况，并铭记执行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2015-2024年)活动方案；22 

 (z) 确保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平等和不

受歧视地利用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包括获得优质教育，

并采取步骤提供负担得起的保育和上下班交通服务； 

 (aa)  通过纠正结构性障碍、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消极社会规范来消除职业

隔离，促进妇女平等进入和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接受教育及培训，支持妇女在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新兴领域和日益增长的经济部门实现教育

和职业选择多样化，同时承认有大量妇女从业的部门的价值； 

 (bb)  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制定或加强并执行维护同工同酬或同值同酬

的法律和条例，作为消除男女工资差距的关键措施，为此针对不合规情况提供有

效的补救和诉诸司法办法，并通过例如社会对话、集体谈判、职务评价、提高认

识运动、薪酬透明度、性别薪酬审计、薪酬做法认证和审查及提供更多关于性别

工资差异的数据和分析等方式，促进同工同酬政策的执行； 

 (cc)  提供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以支持妇女工作的

生产力和经济可行性，并保护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

工作的妇女，同时支持她们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以确保适足的生活水

准，并采取措施，通过促进对非正规经济中工人的职业安全和健康保护，改善非

正规经济中不安全和不健康的工作条件； 

 (dd)  采取措施，促进对妇女的金融普惠并增长她们的金融知识，协助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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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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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和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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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妇女和女童获得社会保护的途径 

 (ee)  鼓励并确认各级为制订和加强社会保护制度和措施所作的努力，包括

为所有妇女和女童提供国家安全网和方案，诸如以工换粮和以工换现金、现金转

移和补助券方案、学校供餐方案及母子营养方案，并增加投资，加强能力建设和

体制发展； 

 

 22 大会第 69/16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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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根据对所有妇女和女童风险及脆弱性的具体情况评估，改进社会保护

制度和适合国情的措施的设计、实施和评价； 

 (gg)  努力建立或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包容性社会保护制度，包括设立最低

标准，以确保所有人不受任何形式歧视地全面获得社会保护，并采取措施，逐步

实现更高水平的保护，包括推动从非正规工作转为正规工作； 

 (hh)  确保在发生自然灾害、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及其他紧急情况时，把

社会保护措施切实纳入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同时加强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编制

方案和规划；并确认在建设社区和个人的复原力，帮助他们应对冲击，包括与气

候变化有关的冲击方面，社会保护制度可在灾害风险管理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方式包括从短期应急方案向长期社会保护制度转型； 

 (ii)  实施营养政策，提供综合食物、营养支助和服务，特别关注妇女、女童、

婴儿和幼儿；确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安全、营养的食物，满足积极

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物要求；并支持适当的护理和最佳喂养做法，特别是在

怀孕、哺乳和婴儿期营养需求增加时，包括提倡六个月以内全母乳喂养和以后适

当补充辅食喂养，从而帮助妇女充分、平等地享有社会保护和资源； 

 (jj)  促进法律、行政和政策措施，加强失业保护计划，确保妇女不论职业轨

迹如何，都可通过缴费和(或)非缴费计划，充分、平等地获得养老金，包括使年

纪较长妇女得到收入保障，并减少覆盖面和福利水平的性别差异； 

 (kk)  协助所有技能水平的移民工人在目的地国获得社会保护，并使适用的

社保应享权利和既得福利具有可携带性，这样他们在原籍国或在决定到另一国工

作时，都能享有这些权利和福利； 

 (ll)  保证产妇获得保护，除其他外，推动带薪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及妇女

和男子的适足社会保障福利，同时采取适当步骤，确保他们在获取这些福利时不

受歧视，推动男子认识和利用这种机会，以使妇女能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确

认产假、陪产假、母职、父职的社会意义以及父母在抚养子女方面的共同责任；

为父母和法定监护人履行抚养孩子的义务提供适当援助，并为此发展普遍和负担

得起的保育服务和设施，包括工作场所的母乳喂养设施； 

 (mm)  若有与现金转移方案有关的附加条件，则评估这些条件是否必要，并

推动修订条件，以便除其他外，避免强化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加重妇女的无酬工

作；确保附加条件适当、相称、非歧视，确保不履行规定不会招致惩罚措施，将

本已边缘化或处于弱势境地的妇女和女童排除在外； 

加强妇女和女童获得公共服务的途径 

 (nn)  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都能获得现成可用、负担得起、可接受的优质公

共服务，包括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其他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时，或在流离失所、武装

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获得这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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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优先进行有助于男女平等分担责任的投资，包括为此发展可获得、可

负担的保育和其他支助服务；扩大覆盖面并确保公平、包容、优质、可获得和负

担得起的幼儿教育及保育服务和设施；提供更多儿童和青少年课后服务； 

 (pp)  确定并消除限制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妇女和女童获得

公共服务的障碍，如地理、法律和体制障碍，以保证她们能定期并在紧急状况下

获得这些服务； 

 (qq)  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所有妇女和女童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

的权利；确保提供可用、可获得、可接受的优质保健服务，以应对所有传染性和

非传染性疾病，包括提供人人可享的初级保健和支助服务及社会保护机制； 

 (rr)  加快实现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普遍健康覆盖，包括使所有人都能普遍、公

平地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基本、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和药品，同时确保这些服

务和药品的使用不至于给使用者带来经济困难； 

 (ss)  确保提供和增加财政投资，为所有妇女和女童提供负担得起和易于利

用的优质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和设施，使人人都能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基本和

负担得起的药品和疫苗，并发展卫生保健技术，系统地利用新技术，建立综合保

健信息系统，途径包括社区外联、私营部门参与和国际社会支持； 

 (tt)  持续开展教育、培训，增加投资，以建立更加有效、对社会更负责任、

更有动力、装备适当、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者队伍；解决卫生专业人员短缺和分

布不均的问题，为此促进他们获得有适当报酬和奖励的体面工作，确保农村和偏

远地区有合格的卫生专业人员，包括使用数字技术为保健服务提供者和病人服务，

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扩大社区健康教育和培训；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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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成果文件，确保普遍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生殖权利，包括普遍享有性保健

和生殖保健服务，以利于计划生育、信息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

案等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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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由和负责地就此作出决定的权

利，以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并实现其人权； 

 (vv)  采取措施降低孕产妇、新生儿、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增加

所有妇女在怀孕和分娩之前、期间、之后获得优质保健服务的机会，为此采取干

预措施，例如改善交通和保健基础设施，确保妇女能获得紧急产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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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护理及紧急产

科护理，除其它外，提供自愿、知情的计划生育服务，并增强妇女权能，使她们

能够识别妊娠和分娩的风险因素和并发症，并为她们利用卫生设施提供便利；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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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性别差异问题，途径包括投资于公共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

消除歧视性法律和做法，使人人都有机会获得包容、公平和无歧视的优质教育，

包括免费义务初级和中级教育，促进人人享有终身学习机会，扫除女性文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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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金融和数字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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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积极行动增强妇女和女童的领导技能和影响力，并支持妇女和女童在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信息和通信技术等新兴领域实现教育和职业选择多样

化；努力确保完成幼儿、小学和中学教育，扩大所有妇女和女童的职业技术教育，

并酌情促进全民的跨文化和多语言教育；消除教育系统中，包括课程和教学方法

中贬低女童教育、阻止妇女和女童接受、完成和继续教育的负面社会规范和性别

陈规定型观念； 

 (xx)  确保怀孕少女、年轻母亲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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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她们能继续留在学校或重返校园，为

她们提供获得保健和社会服务及支助的渠道，包括保育设施、哺乳设施和托婴所，

为她们提供授课地点便捷、时间安排灵活的课程，并提供包括电子学习在内的远

程教育，同时铭记父亲包括年轻父亲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责任及面临的挑战； 

 (yy)  继续制订和加强适当的政策、战略和方案，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教育课程及技能发展和职业培训、终身学习和再培训以及远程教育，提高妇女包

括青年妇女的就业能力，使她们有机会获得薪酬更高的工作；扩大教育和培训的

范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以促使妇女进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技术开发等新兴领域并获得机会；并加强妇女和在适当情况下

女童作为使用者、内容创造者、雇员、企业家、创新者和领导者的参与；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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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关注正规、非正式和非正规教育方案，包括科学上准确、与年龄相称、与文

化背景相符的综合教育，与年轻人、父母、法定监护人、照护者、教育工作者和

保健服务提供者充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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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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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权力关系的信息，使他们能培养自尊

并作出知情决定，掌握沟通和减少风险的技能，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以便除其

他外，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防范艾滋病毒感染和其他风险； 

 (aaa)  为在提供公共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历来被低估的以女工为主的

部门工作的一线女工创造机会，提高就业标准，提高体面工作、安全、社会保护

和体面薪酬的条件，并确保她们有机会获得决策和领导职位； 

使基础设施为妇女和女童服务 

 (bbb)  制定并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支持提高妇女

和女童应对包括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在内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及从中恢复

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途径包括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可持续的社会保护和公共

服务，利用适当的融资技术、人道主义援助、预报和早期预警系统；除其他外，

还包括提高她们的健康和福祉水平，推广可持续生计机会，提供适当资源，同时

确保妇女在各级有效参与对环境问题的决策，特别是参与制定与气候变化影响有

关的战略和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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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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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减少灾害风险政策的规划、落实、执行和监测(特别是灾后城市和农村基础设

施和土地使用规划以及重新安置和搬迁规划)以及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确保社

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办法是在其中纳入气候智能层面

和工具，包括在有关部门参与下开发的准确、降尺度气候服务，将科学、政策和

实践联系起来； 

 (ccc)  增加妇女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以提高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和

流动性；加倍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

设施的效率、问责和透明度，造福妇女和女童，包括那些最难接触到的妇女和女

童；努力消除数字性别鸿沟，促进妇女和女童平等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及互联网，

探索适当的方法来应对新技术可能会对性别平等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确保各种

方案、服务和基础设施能适应并切合不同的积极文化价值观以及包括读写能力在

内的技术障碍； 

 (ddd)  在妇女和女童通过社会对话充分、平等、有效参与的情况下，对基础

设施项目的性别影响和环境影响进行系统、透明的评估，以此促进她们享有人权； 

 (eee)  确保在家庭，学校，难民、移民或受自然灾害、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或

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影响的人的临时住所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和私人空间，为所

有妇女和女童供水，并对水进行可持续管理，使她们能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的饮

用水，享有适当、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可进行经期个人卫生管理，包括

有卫生设施和服务可用；采取措施减少妇女和女童收集家庭用水所需的时间；消

除由于不能充分、平等地获得饮用水、卫生设施和能源服务而对女童受教育机会

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促进妇女充分、有效、平等地参与有关水和环境卫生的决策； 

 (fff)  通过适当的并网和分散型离网解决方案，包括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确保每个家庭都能获得充足、可靠和负担得起的供电，电力得到充分维护并支持

妇女和女童的具体生计需求； 

 (ggg)  为妇女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激励，鼓励她们作为能源用户和生产者

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加强烹饪用清洁燃料的供应，遏制对妇女儿童影响过大的

室内空气污染； 

 (hhh)  将性别观点纳入公共空间的规划和使用、智能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区

的设计和开发以及智能出行的规划流程；促进妇女和女童，包括那些残疾或无家

可归的妇女和女童的出行和赋权，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办法包括提供适当住房，

并在此过程中确保城市、农村和周边公共交通，包括水陆交通系统和基础设施可

持续、无障碍、安全、负担得起并能促进性别平等，考虑到妇女和男子、女童和

男童的不同需求，且能作出适当调整以便于残疾人和老年人使用； 

 (iii)  通过促进性别平等的农村和城市规划及基础设施，包括可持续、安全、

无障碍和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空间的安全性，改善妇女和女童的

安全和安保，防止和杜绝妇女在上下班途中遭遇暴力和骚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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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遭性暴

力等人身威胁或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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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资源、加强妇女的参与、优化证据 

(jjj)  采取步骤大幅增加投资以缩小资源差距，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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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为

此在官方发展援助中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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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妇女和女童

权能； 

(kkk)  采取步骤设计、执行和推行财政政策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以

促进性别平等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特别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来扩大社会

保护覆盖面，推动拓宽获得社会保护和向妇女提供信贷等金融、商业服务的途径，

并推动对确保利用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所需投资进行成本

计算和成本效益计算，同时铭记这类政策和预算编制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支持

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lll)  鼓励国际社会并推动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消除包括极端贫困

在内的一切形式和层面的贫困，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保护

穷人和处境脆弱者，以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改进税收制度，增加获得金融

服务的机会，提高生产能力，促进创业、创意和创新，鼓励中小微企业实现正规

化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mmm)  敦促发达国家充分履行各自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很多发达国

家作出的给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本国国民总收入的 0.7%、给最不发

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本国国民总收入的 0.15%至 0.20%的承诺，鼓励发展

中国家借鉴已取得的进展，确保有效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帮助实现各项发展目标

和具体目标，并除其他外帮助促进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以实

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 

(nnn)  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包括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同时铭记南南合

作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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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及

改善她们的生活和福祉不可或缺； 

(ooo)  支持民间社会行为体在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

的重要作用；采取步骤保护这些行为体，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在为捍卫人权创

造安全有利的环境时纳入性别观点，并防止在农村地区发生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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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发生这种行为；采取步骤打击有罪不罚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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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  确保妇女和女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所有领域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包括参与行政和管理，并参加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体育活动和运动，例如获

得参与机会、辅导、培训、比赛、报酬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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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q)  考虑评估私营部门参与社会保护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和开发基础设施

的成本和效益； 

(rrr)  建立和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问责机制，例如审计，并让受益者和用户

参与对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价； 

(sss)  加强各国统计局和其他有关政府机构收集、分析和传播按性别、收入、

年龄、残疾情况和与具体国情有关的其他特征分列的数据的能力，以支持改善妇

女和女童处境的政策和行动，使她们能获得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

施，并监测和追踪这类政策和行动的执行情况，加强伙伴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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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获取优质、可靠、及时

的分类数据和性别统计数据； 

48. 委员会确认自己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委员会工作的依据)的后续

落实发挥主要作用，并强调指出，在对《2030年议程》落实情况进行国家、区域

和全球审查时，必须考虑并纳入性别平等及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因素，还必须确

保《北京行动纲要》的后续行动与《2030年议程》促进性别平等的后续行动之间

协同增效。 

49. 委员会促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加之其他相关的国际金融

机构和多利益攸关方平台，应会员国请求，支持它们加强社会保护制度、公共服

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以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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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的国家人权机构的已有参与，包括

这些机构在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的参与。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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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应请求向各国政府和国家妇女事务机

构提供支持，协调联合国系统并动员各级民间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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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2030 年议程》，包括努力通过社会保护制度、公

共服务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 

23 大会第 48/134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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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0, the global community will mark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adoption of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 A five-year milestone will be
reached towards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0 is therefore a pivotal year for the accelerated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ll women and girls, everywhere.

The six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s planned to take pla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from 9 to 20 March 2020. Representatives of Member States, UN entities,
and ECOSOC-accredi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from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a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session.

Themes
The main focus of the session will be on the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the outcomes of the 23r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review will include an assessment of current challenges that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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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th session (2020)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members:

H.E. Mr. Mher Margaryan (Armenia), Chair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Group)

Mr. Mohammed S. Marzooq (Iraq), Vice-Chair (Asia-Pacific States Group)

Ms. Jo Feldman (Australia), Vice-Chair (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 States Group)

Vice-Chair (African States Group) – to be designated

Vice-Chair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 Group) – to be designated

Preparations
National-level reviews: States are called upon to undertake comprehensive national-level reviews of
the progress made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Regional 25-year review processes: The regional commis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 invited to
undertake regional reviews and convene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meetings. These will feed into the
sixty-fourth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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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20 年将是加速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的关键一年。随着国际社会庆祝第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通过（1995 年）1二十五周年，以及《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2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五周年，现在正是世界各地在实现对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普

遍承诺方面取得不可逆转和可衡量进展的适当时机。    

  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应开展涉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国家级综合审查。在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的领导下，应动员所有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联合国系统各实体

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学术界、媒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审查。审查应特别动员各年龄段的所

有女性和男性，围绕新的和重新的对话以实现变革和采取行动防止和消除针对所有妇女和女童的

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  

  应利用这一纪念日，让年轻一代的性别平等倡导者和那些仍然处于边缘状态的人成为整个政

府和社会努力的中心。通过联合行动，政府与社会形成合力，以克服和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并为实现真正的、实质性的平等铺平道路，为妇女和女童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这一纪念也是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和执行其他全球承诺的机会，例如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2000 年)及关于妇女及和平与安全的后续决议；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亚的斯

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 年）等。  

  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二十五周年之际，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将在 2020 年 3 
月对执行进展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估3。   

  因此，呼吁所有国家对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以及 2000 
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开展国家级综合审查4。呼吁各国政府在各级与利益

攸关方就 2020 年审查的筹备工作开展合作，以便从他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中受益。邀请联合国各

区域委员会进行区域审查，以便将区域层面的政府间进程的成果纳入委员会的 2020 年审查。   

  最后，2020 年 9 月，大会将有望召开为期一天的高级别会议5，庆祝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并加

速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  

  妇女署与以下五个区域委员会合作编写了本“国家级综合审查指导说明”：联合国非洲经济

委员会 (ECA)，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UNESCAP)，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以及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UNESCWA)。  编写

本指导说明的目的是支持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国家级综合审查。  

  在第一部分中，“指导说明”就流程提出建议（涵盖机构设置、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和国家报

告的编制，包括时间表和可能的信息来源）。  在第二部分中，“指导说明”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和

问题，以支持国家报告的编制。  

                                                            
1参见《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报告》，北京，1995 年 9 月 4-15 日，第一章，第 1 项决议，附件一和二。  
2参见联合国大会第 70/1 号决议。  
3经社理事会第 2018/8 号决议。  
4第 S-23/2 号决议，附件，以及第 S-23/3 号决议，附件。 
5经社理事会第 2018/9 号决议。 

129



2 
 

 

第一部分、 国家级综合审查  

a. 目标  

  国家级综合审查应评估实施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并指出遇到的挑战。审查应该盘点所取得的成

就，找出差距和挫折，并概述解决这些差距和挑战的策略。应该通过审查重申承诺和明确的优先

行动，并为行动的实施确定时间表、行动者和资源。审查应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

保持一致并建立协同作用，并推动其促进性别平等工作的实施。所有利益攸关方均应参与到审查

中来。   

b. 机构设置和沟通 

  领导权：国家级综合审查应采用全政府方法。为此，建议将国家级审查的总体领导权授予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国家机制负责人，最好是履行协调职责的部长

级领导人。  

  全政府方法和协调：由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国家机制负责人担任主席，并由所有部

委和政府机构参与的部际委员会或工作组可作为全政府审查方法的渠道，从而确认所有部委和政

府机构都在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方面做出贡献和参与其中。地方和市级政府机构

也可以做出重要贡献。已有部际委员会的可为此加强职能履行。此外，建议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内阁针对审查开展至少一次讨论。还应寻求与其他现有机构安排的合作与协调，特别是那些负责

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或根据国家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编写报告的机构。  

  访问数据：高质量的最新分类数据应为国家级综合审查提供信息。审查也可以作为额外收集

按性别、年龄和其他因素分类的数据以及性别统计的推动力。国家统计局的作用以及与其开展的

合作至关重要。   

  全社会方法和协调：除了确保采用全政府方法的机构设置外，还应落实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

合作和协商安排。应由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国家机制负责人召集国家指导委员会或类似

安排，以便与利益攸关方进行定期交流，从利益攸关方处获取意见和建议。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

但不限于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和基于社区的组织）、女权组织、妇女人权维护者、女

童和青年领导的组织、工会、专业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以及他们所在的国家人权机构。  

  信息传递：应充分宣传国家级综合审查，并通过传统媒体和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定期

更新所提供的活动。   

c.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和贡献 

  利益攸关方：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是一项社会责任 — 这在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关注的所有关切领域中、在 2000 年首次审查的成果以及后续成果中

得到了充分证实，这些成果要求利益攸关方为实施做出贡献。因此，对于国家级审查，全社会方

法应对全政府方法予以补充。这些工作的关键特别是在于：  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

妇女人权维护者、他们所在的国家人权机构、代表遭受多种交叉形式的歧视的妇女和女童的组织，

以及其他代表组织，如工会、妇女自助组织、青年团体、基于信仰的组织和专业组织，以及私营

部门（包括雇主组织）。主动联络学术界并与之合作也很重要。也应把媒体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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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需要在各个层面进行变革，包括在个人层面。  
国家级审查提供了一项机会，让公众（女性和男性，女童和男童）参与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全国性

讨论中来。可以利用宣传活动，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国家、次国家和地方论坛，市政厅式会议和

其他适当平台，确保广泛的外联和包容性参与。   

  贡献：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一项进程可以提升主人翁意识。国家级综合审查应确保所有利

益攸关方参与这一进程，并为加速实施现有的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与女童权能的承诺做出贡

献。  可以实施一项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策略，以便系统地与所有主要利益攸关方进行接触和吸引他

们参与进程，并让他们为审查进程提供动员和做出具体贡献。个别利益攸关方，例如私营部门、

教育机构、学术界等，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行动直接为实现性别平等做出贡献。   

  活动：应维护一份活动日历，汇编和公布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贡献，包括他们对具体行动的承

诺。  

  联合国系统的角色：应邀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为这些进程提供支持，特别是联合国妇女署，

包括驻地协调员，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性别主题组。这些支持可能包括技术投入和支持，作为利

益攸关方合作和参与的召集者，以及对数据收集和分析提供支持。   

  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的角色：  鼓励各区域委员会进行区域审查，以便将区域层面的政府间进

程的成果纳入委员会的 2020 年审查。  区域委员会也将视情况支持其各自的成员国开展国家筹备

工作。区域审查会议预计将于 2019 年深秋和 2020 年初举行。        

d. 国家级综合审查、编写国家报告及向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和妇女署提交报告的时间表 

  应以高度可见的方式尽快启动国家级综合审查，并提供与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的时间表，以

及成就、指出实施中的挑战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各层面采取具体行动的承诺。  

  部际委员会或工作组可以监督国家报告的编写过程。   

  国家报告应综合提供过去五年的进展情况（大约为 2014 年至 2019 年，或自完成关于《北京

行动纲领》20 周年的国家报告以来），妇女和女童面临的持续挑战，以及根据本“指导说明”第

二部分提供的调查问卷确定的前进方向。  它们是国家级综合审查的一项切实成果。  

  完成后，应以高度可见的方式发布国家报告，最好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发布，并广泛传播。  
它们应以电子方式提交给妇女署和各自的区域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将为各自的区域政府间审查编

制区域综合报告，国家报告将被纳入各区域综合报告。国家报告还将纳入妇女署的一份全球综合

报告，这份全球综合报告将在 2020 年 3 月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提交。  
 
  提议的国家级综合审查时间表如下所示：  

➢ 2018 年 9 月：妇女署和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发布本“国家级综合审查指导说明” 
➢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启动政府内部规划流程，包括建立委员会和工作组，以及与利益

攸关方的初步外联；利益攸关方启动规划流程  
➢ 2019 年 1 月至 5 月：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正式启动国家级综合审查进程之后，在编写

国家报告的同时进行磋商和开展利益攸关方活动  
➢ 2019 年 5 月 1 日：向各自的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和妇女署提交国家报告  
➢ 2019 年 4 月至 9 月：区域委员会与各利益攸关方组织区域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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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至 10 月：在国家层面对国家报告进行高可见性的介绍，随后开展实施活动。

（此外，在适当情况下：完成所有已发起的国家报告并提交给区域委员会和妇女署）  
➢ 2019 年 10 月/11 月/2020 年 2 月：区域政府间会议   
➢ 2020 年 3 月：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  
➢ 2020 年 9 月：有关《北京宣言》达成 25 周年纪念的大会高级别会议，由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参加   
 

  在 2019 年 5 月 1 日之前，请各国政府采用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的其中之一，以电子版和纸质

版向各自的区域委员会和妇女署发送国家报告，地址如下： 

联合国妇女署 

政府间支助司  
220 East 42nd Street, Room 18-43  
New York, NY 10017 
联系人：Christine Brautigam 女士 
政府间支助司司长 
电子邮箱：Beijing25nationalreviews@unwomen.org  
 

非洲经济委员会 (ECA) 

联系人：Ngoné Diop 女士  
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科科长 
电子邮箱：diopn@un.org（关于：《北京宣言》达成 25 周年）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AP) 

联系人：Cai Cai 女士 
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科科长 
电子邮箱：escap-sdd@un.org（关于：《北京宣言》达成 25 周年） 
 

欧洲经济委员会 (ECE) 

联系人：Malinka Koparanova 女士 
高级社会事务干事和性别问题协调人 
电子邮箱：ECE-Beijing+25@un.org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联系人：  Lucia Scuro 女士 
性别事务司社会事务干事  
电子邮箱：Lucia.scuro@un.org；dag@cepal.org（关于：《北京宣言》达成 25 周年）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 (ESCWA) 

联系人：Mehrinaz El Awady 女士 
ESCWA 妇女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escwa-ecw@un.org（关于：《北京宣言》达成 25 周年） 
 

  妇女署将不翻译报告，而是将它们以收到的语言发布在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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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信息来源 

  国家报告应依赖并借鉴国家协商进程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报告还应该利用现有的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包括：   

• 提交给国际人权条约监测机构的报告，特别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参见 
http://tb.ohchr.org/default.aspx，查看缔约国报告）；提交给区域监测机构的报告，例如根

据 《 伊 斯 坦 布 尔 公 约 》 (https://www.coe.int/en/web/istanbul-convention/country-
monitoring-work) 和《贝伦杜帕拉公约》(http://www.oas.org/es/mesecvi/nosotros.asp) 建立

的机构  
• 根据国际审查进程提交的报告，例如普遍定期审议（在人权理事会下）或自愿国家审查

（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 
• 根据区域审查进程提交的报告，例如在区域政府间机构主持下开展的审查。 

  关于《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过往审查和评估进程的信息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包括成

员国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之前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的报告，以及关于会后五年

（ 2000 年 ） 、 十 年 （ 2005 年 ） 、 十 五 年 （ 2010 年 ）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index.html) 和二十年（2015 年）审查和评估进程 
(http://beijing20.unwomen.org/en) 的信息。  

  相关信息也可在以下出版物和网站中找到：  

• “践行承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等”。这份报告由妇女署于 2018 年编制，

从性别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差距和挑战进行了全面和权威的评估：

http://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18/2/gender-equality-in-the-2030-
a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8#view  

• “预防冲突，变革司法，确保和平：关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的全球研

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针对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十五周年而编写，提供了进展评

估 和 对 未 来 发 展 的 建 议 ：   
http://www.unwomen.org/~/media/files/un%20women/wps/highlights/unw-global-study-132 

• “经社理事会发展筹资论坛”。这是一个普遍参与的政府间进程，其任务是审查《亚的斯

亚贝巴行动议程》（亚的斯议程）和其他发展筹资成果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实施

方 法  http://www.un.org/esa/ffd/ffdforum/ 。 年 度 报 告 概 述 了 进 展 和 前 景 ： 
https://developmentfinance.un.org/ 

• 联合国气候变化网站：https://unfccc.int/  
• 《新城市议程》网站：http://habitat3.org/wp-content/uploads/NUA-English.pdf  

  各区域委员会的网站也提供可支持国家级审查的出版物和信息来源。   

  有 关  25 年 审 查 和 评 估 进 程 的 信 息 ， 包 括 国 家 报 告 ， 将 在 以 下 网 站 发 布 ：

http://www.unwomen.org/en/csw/csw6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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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北京加 25 国家报告内容的调查问卷  

 

  本指导说明提供了指导国家审查和报告的问题，涵盖了《北京行动纲领》（下文简称为

“BPfA”）的 12 个关切领域。2020 年将首次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文简称为《2030 
年议程》）的背景下来审查《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为了切合实际，12 个关切

领域被集中为六个总体方面，突出了两个框架的一致性。    
 
  《2030 年议程》包括一个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目标（SDG 5，
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其具体目标与 BPfA 产生强烈共鸣（见下表中的两

栏）。它还强调，将性别观点系统地纳入议程实施的主流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跨越其他可持

续发展目标 (SDG) 的问题，该议程包括一系列与性别相关的涉及 BPfA 关注的关切领域的目标，从

妇女贫困到环境中的妇女（见下表中的底行）。 
 

《北京行动纲领》  

 （12 个关切领域）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SDG 5 下的目标）6 

A. 妇女与贫困 5.1 在全球消除对所有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 
5.2 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 
5.3 消除所有有害做法 
5.4 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务 
5.5 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并享有进入各级决策领

导层的平等机会  
5.6 确保普遍享有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5a 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 
5b 加强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增强

妇女权能 
5c 采用和加强合理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立法，促进

性别平等 

B. 妇女的教育和培训  

C. 妇女与健康 

D.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E. 妇女与武装冲突 

F. 妇女与经济 

G. 妇女参与权力与决策  

H. 提高妇女地位的体制机制 

I. 妇女的人权  

J. 妇女与媒体  

K. 妇女与环境 

L. 女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针对性别的具体目标）7 

无贫困（1.1，1.2，1.3，1.4，1b） 
零饥饿 (2.3) 
良好的健康和福祉（3.7，3.8） 

减少不平等 (10.2)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11.7) 
气候行动 (13b) 
和平、正义和强大的机构（16.1，16.2，16.7） 

                                                            
6采用官方目标的缩写版以便于交流。 
7此列表是说明性的，并不全面。只有在相关指标明确要求按性别分列和/或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目的时，才会纳入该具

体目标。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妇女署报告（2018 年，纽约）“践行承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

等”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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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4.1，4.2，4.3，4.5，4.6，4.7，
4a） 
体面工作（8.3，8.5，8.7，8.8，8.9）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17.18)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二十周年之际发表的《政治宣言》8强调了充分、有效和加速执行《北京

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若干执行战略。因此，国家报告应审查有关法律、政策和战略的进展情

况；促进性别平等的体制机制；歧视性规范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转变；投资以缩小资源缺口；

针对现有承诺和能力建设、数据收集、监测和评估的问责制。鼓励各国对这些领域的成就以及挫

折和挑战进行基于证据的评估，并将重点放在 2014 年之后。  
 
  第一节应对优先事项、成就、挑战和挫折进行宏观分析，重点关注过去五年（即 2014 年至 
2019 年，或自上次报告完成后的五年）以及未来新的和新出现的优先事项。  
 
  第二节应更详细地分析为在 BPfA 的十二个关切领域推动性别平等而采取的措施，重点关注过

去五年（即自 2014 年或上次报告完成以来的五年）。鼓励使用专题组和指导性问题，以反思如何

以相辅相成的方式实施 BPfA 和《2030 年议程》，从而加速所有妇女和女童的进展。对于每个领域，

应特别注意详细说明所采取措施的具体实例、遇到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

数据进行记录。 
 
  第三节应涵盖国家进程和机制，将与《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和监测有关的进程

和机制与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关的进程和机制关联起来。 
 
  第四节应强调在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性别统计的可用性方面取得的进展，将《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监测与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系起来。 
 
  鉴于《2030 年议程》做出的“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有关面临多重和交叉形式歧视的妇女

和女童的情况的指导性问题已被整合进各节。此外，请各国尽可能提供有关他们为处境不利的妇

女和女童群体，特别是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实施的针对性措施的信息。同样，鼓励各国在各节和

各个维度考虑妇女的人权（关切领域 I.）和各年龄段的妇女和女童，包括女童（关切领域 L.）。 
  

                                                            
8E/2015/27，第 59/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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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优先事项、成就、挑战和挫折 

1. 在过去五年中，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以及面临

的最重要的挑战和挫折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请解释为什么贵国认为这些重要，它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遇到的挑

战以及在每种情况下导致进展或导致挫折的因素（3-5 页）。  
 
2. 在过去五年中，以下哪些是贵国通过法律、政策和/或方案加快针对妇女和女童的进

展的五大优先事项？（请勾选相关类别） 
 

 法律规定的平等和非歧视以及诉诸司法的机会  
 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优质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 
 消除贫困，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加强粮食安全 
 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政治参与和代表 
 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例如性别工资差距、职业隔离、职业发展）   
 妇女创业和妇女的企业 
 无偿护理和家务/工作-家庭协调（例如带薪产假或育儿假，护理服务） 
 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障（例如全民医疗覆盖、现金转移支付、养老金） 
 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卫生、能源、运输等）  
 加强妇女在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参与  
 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 
 妇女的数字和金融包容性  
 促进性别平等的减少灾害风险和提高复原力  
 改变负面社会规范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其他  

 
请简要回顾贵国是如何处理这些优先事项的（3-5 页）。 

 

3. 在过去五年中，你们是否已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歧视并促进遭受多重和交叉形式歧视

的妇女和女童的权利？（请勾选相关类别） 
 
 生活在偏远和农村地区的妇女 
 土著妇女  
 种族、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中的妇女  
 残疾妇女 
 感染艾滋病毒/患有艾滋病的妇女 
 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妇女  
 年轻妇女 
 年老妇女 
 移民妇女  
 难民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妇女  
 处于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妇女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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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人群、预算、
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以支持
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4. 由冲突、极端天气或其他事件引起的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否影响了贵国对 BPfA 

的实施？  
 

是/否 
 

如果是，请提供具体实例，说明人道主义危机对贵国在妇女和女童方面的进展产生了哪些
影响，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以促进性别平等的方式预防和应对人道主义危机（最多 1 

页）。 
 
5. 贵国认为，在未来五年中以下哪些是贵国通过法律、政策和方案加快妇女和女童的进

展的五大优先事项？（请勾选相关类别） 
 

 法律规定的平等和非歧视以及诉诸司法的机会  
 为妇女和女童提供优质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机会 
 消除贫困，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加强粮食安全 
 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获得经济实惠的优质医疗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  
 政治参与和代表 
 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例如性别工资差距、职业隔离、职业发展）   
 妇女创业和妇女的企业 
 无偿护理和家务/工作-家庭协调（例如带薪产假或育儿假，护理服务） 
 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保障（例如全民医疗覆盖、现金转移支付、养老金） 
 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卫生、保健、能源、运输、通讯等）  
 加强妇女在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参与  
 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 
 妇女的数字和金融包容性  
 促进性别平等的预防和减少灾害风险以及提高复原力  
 改变负面社会规范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 
 其他  
 

请简要回顾你们计划如何处理这些优先事项（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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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12 个关切领域取得的进展 

  本节介绍《北京行动纲领》的 12 个关切领域取得的进展情况。为便于分析，12 个关切领域

被集中为六个总体方面，突出了 BPfA 和《2030 年议程》的一致性。这种方法旨在以相辅相成的

方式促进对两个框架的实施的反思，以加速针对所有妇女和女童的进展。   
 

包容性发展，共同繁荣和体面工作  
 

 
 

6.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促进妇女在有偿工作和就业中的角色方面的性别

平等？  
 
 加强/执行法律和工作场所政策和做法，禁止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招聘、留任和晋升

方面歧视妇女，并加强同工同酬立法  
 引入/加强促进性别平等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教育和培训、技能、补贴） 
 采取措施防止性骚扰，包括工作场所性骚扰 
 加强土地权和土地产权稳定性 
 改善金融普惠和增加获得信贷的机会，包括针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妇女 
 增加获取现代技术（包括气候智能技术）、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农业推广）的机会 
 支持从非正式就业到正式工作的过渡，包括通过法律和政策措施使妇女在非正式就业

方面受益  
 为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决策机构（例如贸易和金融部委、中央银行、国家经济委员会）

设立机制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7.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来认可、减少和/或重新分配无偿护理和家务并促进

工作与家庭的协调？ 
 

 在国家统计和会计中纳入无偿护理和家务（例如时间使用调查、估值做法、附属账

户） 
 扩大儿童照管服务或使现有服务更加实惠 
 扩大对体弱老人和其他需要密切护理的人群的支持  
 引入或加强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或其他类型的家事假  

关切领域： 

A. 妇女与贫困 
F. 妇女与经济 
I. 妇女的人权 
L.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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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于节省时间和劳动力的基础设施，如公共交通、电力、水和卫生设施，以减轻妇

女在无偿护理和家务方面的负担  
 促进有偿护工（包括外来工）的体面工作 
 开展宣传活动或意识提升活动，鼓励男性和男童参与无偿护理和家务  
 引入有关离婚后婚姻资产或养老金权益分配的法律变更，承认妇女在婚姻期间对家庭

的无偿贡献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8. 在过去五年中，贵国是否已引入经济紧缩/财政整顿措施，例如削减公共开支或缩减

公共部门规模？  
 

是/否 
 

如果是，是否分别评估了这些措施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  
 

 是，在采取措施之前估计了它们对女性/男性的影响。  
 是，在采取措施之后评估了它们对女性/男性的影响。 
 否，尚未评估这些措施对女性/男性的影响。 

 

如果是，请对结果进行描述（1-2 页）。  
 
 

消除贫困，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  
 

 
 
9.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减少/消除妇女和女童的贫困？ 

 

 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职业培训、技能、就业补贴等）和有针对性的措

施，增加贫困妇女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  
 扩大获得土地、住房、金融、技术和/或农业推广服务的机会  
 支持妇女的创业和业务发展活动 

关切领域： 

A. 妇女与贫困 
B. 妇女的教育和培训 
C. 妇女与保健 
I. 妇女的人权 
L.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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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妇女和女童引入或加强社会保障计划（例如，针对有子女妇女的现金转移支付，

针对劳动适龄妇女的公共工作/就业保障计划，针对老年妇女的养老金） 
 为生活贫困的妇女提供/加强低成本法律服务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10.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改善妇女和女童对社会保障的获得？ 
 

 为失业妇女引入或加强社会保护（例如失业津贴、公共工作计划、社会援助） 
 引入或加强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引入或加强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引入或加强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 
 改革缴费型社会保护方案，以加强妇女获得社会保障和提高福利水平 
 改善特定人群（例如非正式就业的妇女，包括家政工人、外来务工妇女和难民妇女、

处于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妇女）获取上述利益的机会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11.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改善妇女和女童的健康结果？ 
 

 通过扩展全民医疗覆盖或公共健康服务，增加妇女获取健康服务的机会 
 扩大针对妇女和女童的特定健康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精神、孕产妇

保健和艾滋病毒服务 
 开展针对性别的公众意识/健康宣传活动 
 为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促进性别平等的培训 
 在学校或通过社区方案加强全面的性教育 
 为难民妇女和女童以及处于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妇女和女童提供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

康服务的机会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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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改善妇女和女童的教育成果和技能？ 
 

 采取措施增加女童获取、保留和完成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 (TVET) 和技能

发展计划的机会 
 在各级教育中强化教育课程，以提高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敏感度并消除偏见  
 为教师和其他教育专业人员提供促进性别平等和人权培训 
 为妇女和女童提供安全、无骚扰和包容的教育环境   
 增加获取新的和新兴领域（特别是 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技能和

培训的机会，以及有关数字技术知识和熟练应用的培训机会 
 确保获得安全的水和卫生服务，并促进经期卫生管理，特别是在学校和其他教育/

培训环境中 
 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怀孕，并使少女能够在怀孕和/或生育的情况下继续接受教育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摈弃暴力、羞辱和定型观念 
 

 
 

13. 在过去五年中，你们针对哪些形式的妇女和女童暴力侵害，以及在哪些具体背景或环

境中优先采取了行动？ 
 

 亲密伴侣暴力/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和婚内强奸  
 公共场所、教育场所和就业中的性骚扰和暴力 
 技术促进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例如网络暴力、在线跟踪） 
 杀害妇女/性别灭绝 
 政治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 
 切割女性生殖器 
 其他有害做法  
 贩卖妇女和女童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关切领域： 

D.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I.  妇女的人权 
J. 妇女与媒体  
L.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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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14.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优先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处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引入或加强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法律及其执行和实施 
 引入、更新或扩大关于终止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的国家行动计划 
 引入或加强措施，增加妇女诉诸司法的机会（例如设立专门法庭、对法官和警察开

展培训、保护令、补救和赔偿，包括针对杀害妇女案件的此等措施）  
 引入或加强针对暴力侵害幸存者的服务（例如庇护所、帮助热线、专门的健康服

务、法律、司法服务、咨询、住房） 
 引入或加强相关战略，预防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例如在教育部门和媒体中

引入或加强，社区动员，与男子和男童合作开展相关举措） 
 监测和评估影响，包括证据生成和数据收集，包括有关特定妇女和女童群体的数据

收集  
 引入或加强措施，提高负责执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暴力行为的措施的人员对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的原因和后果的理解  
 其他 

 
请提供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人群、预算、
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妇女和女童群
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以支持你们的
回答。（最多 2 页） 

 

15.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策略来防止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  
 

 提高公众意识，改变态度和行为  
 开展相关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包括全面的性教育 
 基层和社区层面动员   
 改变妇女和女童的媒体形象 
 与男性和男童开展合作 
 施害者计划 
 其他 

 

请提供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人群、预算、
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妇女和女童群
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以支持你们的
回答。（最多 2 页） 

 
16.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来预防和应对由技术促进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

为（网上性骚扰、网上跟踪、非自愿分享私密照片）？  
 

 引入或加强法律和监管规定  
 在教育环境中针对一般公众和青年男女开展提升意识的举措  
 与技术提供商合作，制定并遵守良好的商业惯例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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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人群、预算、
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妇女和女童群
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以支持你们的
回答。（最多 2 页） 

 

17.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解决媒体中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描述、歧视和/或

性别偏见？   
 

 制定、加强和实施法律改革，以抑制媒体中的歧视和/或性别偏见 
 引入针对媒体（包括广告）的具有约束性的规定 
 支持媒体行业制定自愿行为准则 
 为媒体专业人员提供培训，鼓励其在媒体中创建和使用非性别成见、平衡和多样化

的妇女和女童形象  
 促进妇女在媒体行业的参与和领导 
 建立或加强消费者保护服务，以接收和审查有关媒体内容或媒体中基于性别的歧视

/偏见的投诉  
 其他 

 
请提供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人群、预算、
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妇女和女童群
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以支持你们的
回答。（最多 2 页） 
 

18. 贵国在过去五年是否采取任何行动，以专门解决针对面临多种形式歧视的特定妇女群

体的暴力行为？ 

 
是/否 

  
如果是，请将其列出并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
围、目标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
针对特定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
提供数据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参与、问责制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制度 
 

 
 

关切领域： 

G. 妇女参与权力与决策 
H. 提高妇女地位的体制机制 
I. 妇女的人权 
J. 妇女与媒体 
L.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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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和措施来促进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决策？  
 

 改革宪法、法律和法规，促进妇女参与政治，特别是在决策层面，包括选举制度改革

和采取临时特别措施，如配额、保留席位、基准和目标 
 实施能力建设、技能开发和其他措施  
 鼓励少数民族妇女和年轻妇女参与，包括通过宣传和导师计划  
 提供有关导师、领导力培训、决策、公开演讲、自我肯定、政治竞选的机会 
 采取措施，以预防、调查、起诉和惩罚政治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收集和分析有关妇女政治参与的数据，包括任命和当选职位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20.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以增加妇女在媒体中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机会，

包括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加强在媒体和 ICT 领域提供正式和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 (TVET)，包括在管理和领导方面 
 采取措施增加妇女和女童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可及性、可负担性和使用（例如免费 wifi 

中心、社区技术中心） 
 引入促进妇女在媒体和 ICT 领域同工同酬、留任和职业发展的法规  
 与媒体和 ICT 领域的雇主合作，在自愿基础上改进内部政策和雇用惯例 
 为妇女的媒体网络和组织提供支持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21. 你们是否跟踪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而投入的国家预算的比例（促进性别平

等的预算编制）？  
 

是/否 
 

如果是，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而投入的国家预算的比例大致是多

少？  
 

请提供有关这些资源投入的具体领域的信息，以及对使预算促进性别平等所取得的成就和
遇到的挑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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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捐赠国，贵国是否跟踪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而投入的官方发展援助 

(ODA) 的比例（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  
 

是/否 
不适用 
 
如果是，请提供有关方法、跟踪范围、过去趋势和当前投资比例的进一步信息。 

 
 
23. 贵国是否制定了有关性别平等的有效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 
 

是/否  
 

如果是，请列出计划的名称和涵盖的时期、计划的优先事项、资金以及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 SDG 5 下的目标）的一致性。 
 

如果是，是否已对国家行动计划进行了成本计算，且为其在当前预算中的成

就分配了充足的资源？ 
  

  

24. 贵国是否制定有执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如果是缔约国）或普遍定期审议或处理

针对妇女的性别不平等/歧视的其他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建议的行动计划和时间表？ 
 

是/否 
 

如果是，请提供行动计划和实施时间表的一些要点。 

 

 

25. 贵国是否设立有国家人权机构？ 
 

是/否 
 

如果是，它是否有专注于性别平等或基于生理/社会性别歧视的任务授权？ 
 

如果是，请提供国家人权机构如何促进性别平等的最多三个例子。（最

多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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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包容的社会  
 

 
 

26.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建立和维护和平，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并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  
 

 通过和/或实施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 
 将妇女、和平与安全承诺整合进关键的国家和部际政策、规划和监测框架  
 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传播战略，提高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认知 
 增加用于执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预算拨款 
 采取措施减少过多的军事开支和/或控制军备的可用性  
 从军事支出中重新分配资金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包括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支持包容性和性别敏感的冲突分析、早期预警和预防机制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27.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增加妇女在武装冲突和其他冲突局势中以及在脆弱

或危机环境中，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建设和平、人道主义行动和危机应对方面在

决策层面的领导、代表和参与？  
 

 促进和支持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进程和执行和平协定  
 促进妇女在各个层面平等参与人道主义和危机应对活动，特别是在决策层面 
 将性别视角整合到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或其他冲突的过程中  
 将性别视角整合到人道主义行动和危机应对中  
 保护民间社会空间和妇女人权维权者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关切领域： 

E. 妇女与武装冲突 
I. 妇女的人权 
L.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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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贵国在过去五年采取了哪些行动，以加强在武装冲突和其他冲突或人道主义行动和危

机应对中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害妇女和女童人权的行为的司法和非司法问责？  
 

 实施法律和政策改革，以纠正和防止侵害妇女和女童权利的行为 
 在冲突和危机应对期间加强体制能力，包括司法系统和过渡司法机制（如适用） 
 加强公共安全部门机构在人权和预防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性剥削和性虐待方

面的能力 
 使受冲突影响的妇女、难民妇女或流离失所的妇女更容易获得暴力预防和保护服务 
 采取措施打击非法武器贩运 
 采取措施打击非法药物的生产、使用和贩运 
 采取措施打击拐卖妇女和儿童的行为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29.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消除对女童的歧视及其权利侵犯？ 

 
 采取措施打击负面的社会规范和做法，提高对女童对其需求和潜力的认识 
 加强女童获得优质教育、技能发展和培训的机会  
 解决由于营养不良、早育导致的健康结果（例如贫血）以及因接触艾滋病毒/艾滋病和

其他性传播疾病导致的健康结果的不利因素  
 实施减少和消除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政策和方案 
 实施政策和方案，以消除针对女童的暴力行为，包括身体暴力和性暴力以及有害习俗 
 实施消除童工以及女童承担过度无偿护理和家务的政策和方案 
 提高女童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认识和参与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环境养护、保护和复原 

 

 
 

关切领域： 

I.  妇女的人权 
K.  妇女与环境 
L.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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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将性别视角和关切纳入环境政策？   
 

 支持妇女在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与治理方面的参与和领导 
 加强有关性别特定的环境和健康危害（例如消费品、技术、工业污染）的证据和/或提

高对此方面的认识 
 增加妇女获得和控制土地、水、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机会 
 促进妇女和女童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科学、工程、技术和其他学科方面的教育 
 增加妇女获得可持续的、省时省力的基础设施（例如获得清洁水和能源）以及气候智

能农业技术的机会 
 采取措施保护和保留与传统药物、生物多样性和养护技术有关的土著和地方社区中妇

女的知识和做法 
 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平等地受益于绿色经济中的体面工作 
 监测和评估环境政策和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标
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
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
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31.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在减少灾害风险、气候适应性和减缓气候变化的

政策和方案中纳入性别视角？ 
 

 支持妇女（包括受灾害影响的妇女）参与和领导减少灾害风险、气候适应性和减缓气

候变化的政策、方案和项目 
 加强证据基础，提高对妇女和女童在环境退化和灾害影响方面不成比例的脆弱性的认

识 
 促进妇女在灾害情形下获得救济金、灾害保险和补偿等服务  
 引入或加强和实施与减少灾害风险、气候适应性和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促进性别平等

的法律和政策（例如，解决妇女在灾害中的脆弱性的灾害法律）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目
标人群、预算、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
特定妇女和女童群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
数据以支持你们的回答。（最多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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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家机构和程序 
 
32. 贵国目前关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国家机构是什么？请指出其名称并描述

其在政府中的位置。 
 

33. 国家机构负责人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机构程序的成员（例如，部际协调办公室

或委员会）？   
 

是/否 
没有关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程序 
 
如果是，请提供进一步信息 

 

34. 是否落实了正式机制，让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和监测？ 
 

是/否 
 

如果是， 
  

a) 以下哪些利益攸关方正式参与了为促进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建立的国家协调机制？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民间社会组织 
 妇女权利组织 
 学术界和智库 
 基于信仰的组织  
 议会/议会委员会 
 私营部门  
 联合国系统 
 其他行动者，请具体说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民间社会组织 
 妇女权利组织 
 学术界和智库 
 基于信仰的组织  
 议会/议会委员会 
 私营部门  
 联合国系统 
 其他行动者，请具体说明……………… 
 

b) 你们是否落实了相关机制以确保来自边缘化群体的妇女和女童能够参与其中并

且在这些程序中反映她们的关切？ 
 

是/否 
 

请提供有关所使用机制的更多详细信息。（最多 2 页） 

 

c) 请说明利益攸关方如何为编写本国家报告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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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是否将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能列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

/战略的关键优先事项？ 
 

 是 
 否  
 没有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战略 

 

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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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数据和统计 

36. 在国家层面的性别统计方面，贵国在过去五年中取得最大进展的前三个领域是什么？

 颁布规定性别统计发展的法律、法规或统计方案/战略 
 建立关于性别统计的机构间协调机制（例如技术工作组、机构间委员会） 
 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方案与项目时使用更多性别敏感的数据 
 重新处理现有数据（例如人口普查和调查），以产生更多分类的和/或新的性别统计数

据 
 开展新的调查，以生成关于专门主题的国家基线信息（例如，时间使用、基于性别的

暴力、资产所有权、贫困、残疾） 
 改进基于行政的数据来源或其替代数据来源，以缩小性别数据差距 
 创作关于性别统计的知识产品（例如，易于理解的报告、政策简报、研究论文） 
 开发关于性别统计的基于网络的集中式数据库和/或看板 
 开展能力建设以加强性别统计的使用（例如，培训、统计理解研讨会） 
 其他  

请提供所采取措施的最多三个具体实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所采取措施的目标和范围、预算、
影响评估、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信息的链接。另请提供有关针对特定妇女和女童群
体的行动的信息，例如问题 3 中列出的群体。如果相关且可能，请提供数据以支持你们的
回答。（最多 2 页） 

37. 以下哪些是贵国未来五年加强国家性别统计的三大优先事项？

 制定促进性别统计发展的法律、法规或统计方案/战略 
 建立关于性别统计的机构间协调机制（例如技术工作组、机构间委员会） 
 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方案与项目时使用更多性别敏感的数据 
 重新处理现有数据（例如人口普查和调查），以产生更多分类的和/或新的性别统计数

据 
 开展新的调查，以生成关于专门主题的国家基线信息（例如，时间使用、基于性别的

暴力、资产所有权、贫困、残疾） 
 更好地利用和/或改进基于行政的数据来源或其替代数据来源，以缩小性别数据差距 
 创作关于性别统计的知识产品（例如，易于理解的报告、政策简报、研究论文） 
 开发关于性别统计的基于网络的集中式数据库和/或看板 
 让用户-生产者之间的对话机制实现制度化  
 用户统计能力建设，以增加对性别统计的统计理解和使用（例如，培训、统计理解研

讨会） 
 其他  

请提供有关你们计划的简要说明和示例（最多 2 页）。 

38. 你们是否制定了一套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国家指标？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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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它包括多少指标，其中有多少是性别指标9？ 

如果是，有多少性别指标是额外的国家指标（即，不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

测和指标框架的一部分）？ 

请在附件中提供指标 

如果否，贵国可以使用多少全球性别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列表在附件 1 中提供）？ 

请在附件中提供指标 

39. 是否已开始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5 的指标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性别指标进行数据

收集和整理？
 是 
 否 

如果是，请说明优先针对哪些指标进行数据收集和汇编 

如果否，请解释收集和汇编有关这些指标的数据面临的主要挑战 

40. 贵国的主要调查10通常包括以下哪些分类？

 地理位置 
 收入  
 性别 
 年龄 
 教育 
 婚姻状况 
 种族/民族 
 移民状态 
 残障 
 与国家背景相关的其他特征 

* * * 

9“性别指标”一词是指明确要求按性别分列和/或将性别平等作为基本目标的指标。例如，SDG 指标 5.c.1 抓取的是有

系统跟踪公共拨款的国家百分比，这些系统针对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方案，其基本目标是促进性别平等。该术语还指

的是将妇女和女童指定为目标人群的指标（参见联合国妇女署。2018.  “践行承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

等”。纽约）。 
10按照 A/RES/70/1 的规定，增加了教育和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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