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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國參與觀摩UN-CSW的歷史脈絡 

一、研究背景 

研 究 者 在 1999 年 受 到 所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GO）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

駐聯合國(United Nation, UN)代表的邀請，參與周邊非營利組織婦女地位組(United 

Nation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f Status for Women, UN-NGOCSW)

舉辦的會前會參與座談的與談人之一，以及參加UN-NGOCSW在後來兩週與聯合

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ited Natio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CSW)同步

舉辦的平行論壇，聆聽各INGOs主辦的各種會議，並進入聯合國觀摩UN-CSW由

45個國家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討論當年主題的結論建議，並將在當年九月聯合國

開正式大會時提出性別觀點的建議。發現對自1973年就退出聯合國的台灣不啻是

一個很好機制，能經由民間團體的參與打開我國外交困境，尤其在我國性別平等

議題從1982年婦女新知雜誌社，與1985年台大婦女研究室成立，都在民間與校園

推展性別平等觀念，打破刻板印象導致的偏見與歧視。而行政院婦權會於1997

年成立，婦權基金會於1999年成立，再再顯示我國需要有更多國際資訊與資源來

開展國家的性別平等政策，觀摩聯合國UN-CSW的政府討論，蒐集相關資料，對

我國將有很大幫助，所以從2001年開始，先只以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為主，邀請關

心婦女議題的民間團體代表或學者，透過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所屬的國際民間組織

WFMH幫助參與者以國際組織的會員，而能申請到進入聯合國內觀摩的機會，當

然同時也可參與由UN-NGOCSW各參與團體主辦的周邊平行論壇（工作坊、座

談、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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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 UN-CSW 的觀摩，以及 UN-NGOCSW 周邊會議與國際專家互動，影響到

婦權基金會在 2003 年主辦第一場稱之為「性別主流化」的國際研討會，提出各

種面向的性別現況，如健康、工作、教育等，也帶動我國開始正式進入「性別主

流化」的工作。尤其在 2004 年女學會與婦女新知與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參與，將

當年討論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議題帶回台灣，讓國內更上一

層樓。也因為有 UN-CSW，國內陸續有團體代表或學者、專家，或政府工作人

員進入 UN 進行觀摩，在周邊平行 NGO 論壇中參與其他團體或自己受邀主動組

成座談，相當積極也頗有成效。外交部也在 2006 年開始較正式透過婦權基金會

的遴選，每年補助 10-13 位前往紐約參與 UN-NGOCSW 和觀摩 UN-CSW，但是也

因為僧多粥少，會出現是累積經驗者持續參與，或是每年都能帶動新人前往學

習，開始出現遴選的瓶頸，所以從 2001 年開始的行動，十五年後有必要重新檢

視參與 UN-NGO-CSW 的成果; 而婦權會開始協助遴選出國代表也歷經十年，本

研究的結果也可供未來遴選的參考。 

婦權基金會委託就研究者親身參與UN-CSW多年來的觀察，與訪談和資料分

析，提出UN-CSW影響評估報告。本評估研究分四個層面探討我們參與UN-CSW

的成效： 

(一) 個人層面：瞭解參加UN-NGOCSW並觀摩UN-CSW對與會者的影響與建

議。 

(二) 組織層面：檢視參加UN-CSW並觀摩UN-CSW對我國NGOs的影響（婦權

基金會） 

(三) 國家層面：參與UN-CSW並觀摩UN-CSW對我國在外交的影響與國際連

結的成效 

(四) 遴選建議：過去遴選方式的問題與建議。 

 

二、UN-CSW 介紹 

  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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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46年六月設立，為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底

下的功能委員會之一，也是該理事會與女性議題最直接相關的功能委員會。婦女

地位委員會成立目的是針對婦女與政治、經濟、公民、社會與教育領域的發展向

社會經濟理事會提建言與報告，並促進男女平權的實施原則。聯合婦女地位委員

會主要功能除對婦女權益關心外，也在做為各聯合國（UN）有諮詢資格的民間

團體（INGOs+NGOs）與聯合國各政府代表的橋樑。 

  UN-CSW1995年在北京舉行第四屆全球婦女大會後，1996年聯合國大會

（General Assembly）討論不能再等十年召開世界婦女大會才檢視婦女處境或其工

作，因此指派婦女地位委員會採納北京宣言12個行動綱領為持續推展方針，每年

檢視北京行動綱領主要關注的兩個議題，委員會扮演著將性別主流化落實在聯合

國的催化角色。因此從1997年開始，每年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召開年會時，

陸續針對十二項中的兩項主題進行討論；並秉持慣例，民間團體婦女地位委員會

（UN-NGOCSW）同時召開平行會議。 

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NGO CSW）於1972年在紐約設立，

由近兩百個國家級和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及個人共同組成，同時也在日內瓦及維

也納設有分部。NGO CSW針對與聯合國婦女議題相關之政策、研究與方案提供

了一個資訊交流、意識覺醒以及問題討論的平台，並支援聯合國相關單位，例如

CSW、提高婦女地位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DAW）、

提 升 婦 女 地 位 國 際 研 訓 中 心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INSTRAW）、婦女發展基金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UNIFEM）等部門及組織的工作(前述幾

個單位，在2010年正式整合並改組稱之為UN Women)，也透過推動CEDAW、

BPfA、SCR 1325及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等來促進全球婦女的權益與地位。第一次在墨西哥召開的婦女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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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有133個國家參與，以及六千多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或個人參與，召開

平行會議論壇。自此NGOCSW搭配UNCSW會議時召開平行論壇，已成為固定

形式。 

三、我國參與 UN-CSW 規模的改變 

我國每年陸續都有民間團體代表或學者專家陸續參與，從1999年一人，2000

年的三人開始，到2003年開始為雙位數，爾後也鼓勵政府單位以參與民間團體來

參加，2005年開始穩定維持在二十至三十人，到今年2015年甚至高達37人(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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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歷年來各團體參與 UN-CSW 之人數 

由於有些是自費參與並算進去，因此實際參與人數可能更多。以下是歷年參

與的人數： 

1999年 1名  2000年 3名  2001年6名  2002年 8名 2003年11名 

2004年 12名 2005年 25名 2006年 37名 2007年29名 2008年33名 

2009年29名 2010年29名  2011年28名  2012年31名  2013年34名 

2014年31名  2015年37名 

參與人員的組成也漸多元化：除了學者及非營利組織代表外，也有政府部

會、年輕女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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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年討論主題及目的 

自1997年開始。UN-CSW循著1995年公佈的十二項北京行動綱領，從1997年

逐年開始討論，1999年為健康與國家機制，到2002年十二個主題討論結束，開始

討論並提出四年內大家關心的主題，之後每四年除當年主題外也進行四年前該主

題的回顧，且提出新興的議題。 

 1999 年主題 

主題是 12 個行動綱領中的[健康]與[國家機制]。張珏以 WFMH 西太平洋地

區副主席身份受邀參與會前會諮詢日的座談，羽壇主題是[婦女充權與心理

健康]。 

 2000 年主題 

2000 年婦女: 21 世紀性別平等、發展與和平。為北京大會五年後，檢視各

會員國實施北京宣言及行動綱領的行動與措施達到共識。. 

 2001 年主題   

2001 年主題為「婦女/女孩與愛滋病」、「注重消除任何暴力與歧視於不同族

群」兩個主題為 UN-CSW 討論重點，特別是婦女處在各種邊族群中遭到雙

重與多重的壓迫，因此特別強調譴責所有形式暴力行為。 

 

 2002 年主題   

這次聯合國主題是｢貧窮、災難與婦女｣，強調以下三大重點: 

(1) 貧窮來自社會不平等，要消除貧窮必得加強對婦女和女童的充權。 

(2) 自然災害來自環境破壞，需要有永續保持環境生態觀念，尤其是女性觀

點。 

(3) 聯合國安理事會 1325 方案，提出婦女、和平與安全，必須放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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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2003 年主題  

這次大會主題有三項:婦女與媒體、婦女與資訊科技發展及消除對女性之暴

力。 

 

 2004 年主題   

今年 2004 年主題是(1)男孩與男性參與性別平等 (2)婦女平等參與衝突處理

與解決以及衝突後的和平建立。 

 

 2005 年主題 

今年的會議是聯合國的高階層會議，會議檢視的對象是提升至國家層級，檢

視對象包括各國政府最高層代表以及聯合國系統內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組

織執行【北京宣言行動綱領】的成果及責任。 

 

 2006 年主題   

2006 年為 UN-CSW 成立第五十週年，大會討論主題有兩項，一為「提升婦

女的發展參與：創造一個使能的環境－教育、健康及工作領域」。另一主題

為「男女享有同等機會參與各階層決策」。在此同時，以國際非政府組織成

員為主體的 UN-CSW 會議也同時招開。 

 

台灣婦女代表團體參與 UN-CSW 大會可分為三大方向進行。第一部分為參

與 UN-NGOCSW 主辦各項的大型會議與活動及場邊會議。第二部分為旁聽

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正式的官方會議。第三部分為參與以本團為名義主辦

或受邀，包括我國婦女團體參與其 INGO 主辦的六場周邊會議、與當地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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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見面之記者會、受邀並邀請 INGO 國際友人參與駐紐約代表處歡迎酒

會，以及主辦當地僑界交流座談會。 

 

 2007 年主題   

UN-CSW 會議與其他國際會議最大不同地方之一，是大會會安排許多不同區

域與不同議題的小組 caucus，每日上午大會簡報時，都會安排時間給各 caucus

代表分享會議之結論，顯示出 UN-CSW 對於 NGO 團體彼此合作串聯的重

視，目的是為遊說各政府提供更符合公平正義之政策或方案。 

 

2007 年第五十一屆 UN-CSW 會議，大會討論主題有兩項，一為「消除各種

形式之女童歧視與暴力」。另一主題為評估委員會第 48 屆會議針對「男性及

少男促成兩性平等之角色」達成共同結論之施行進度。 

 

 2008 年主題   

2008 年第五十二屆 UN-CSW 會議，大會討論主題有兩項，一為「性別主流

化」行動中的「性別預算」。另一主題是評估「關於婦女平等參與預防管理

和解決衝突繼衝突後建設和平的商定結論執行進度」，也就是一般稱之為「女

性參與解決衝突」。 

 2009 年主題   

本會優先主題為：男女平等分擔責任，包括對愛滋病毒/愛滋病患的照護；

新興課題為:金融危機的性別觀點；回顧主題則為:男女平等參與各級決策。 

 2010 年主題   

本屆 UN-CSW 大會主題為:檢視與評價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第 23 屆特別會

議「2000 年婦女:21 世紀兩性平等、發展與和平」執行情形以及同時討論北

京行動綱領與千禧年目標之關聯，以及討論未來在性別主流化下各國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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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2011 年主題   

大會優先主題為：女性接受、參與教育訓練及科學技術，包括充分就業與尊

嚴勞動；回顧主題評估第 51 屆會議「消除對女孩一切形式的歧視與暴力」

結論之落實狀況；新興議題則為:性別平等與永續發展。 

 2012 年主題   

大會優先主題為：鄉村女性在消除貧窮和饑餓、鄉村發展與當前挑戰中的角

色及其培力；回顧主題則為評估第 52 屆會議為性別 平等與女性培力籌措資

金之結論落實狀況；新興議題則為促進青少年參與共創性別平等。 

 2013 年主題   

大會優先主題為：消除與防治一切形式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回顧主題評估第 

53 屆會議「男女平等分擔責任，包括對愛滋及感染者的照護結論之落實狀

況；新興議題則為：應反映於後 2015 發展架構的關鍵性別議題。 

 2014 年主題 

大會優先主題為：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女性相關指標的成就與挑戰；回

顧主題則將評估第 55 屆會議｢女性取得、參與教育訓練及科學技術，包括

充分就業與尊嚴勞動結論之落實情形；新興議題 則為：｢女性生產資源的取

得」。 

 2015 年主題   

大會優先主題為：“落實北京行動綱領”，檢視各國在《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

與第 23 屆特別會議確認之進階方案與行動之執行進程；回顧主題:就達成

《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並分享在 性別平等與婦女

賦權方面的成就；新興議題則為：如何與｢後 2015 年發展議程 ｣結合以促

進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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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於 UN-CSW 舉辦座談會的情形與內容 

 1999 年報告 

張珏以 WFMH 西太平洋地區副主席身份受邀參與會前會諮詢日的座談，與

談主題是[婦女充權與心理健康]。 

 2001 年報告 

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婦女心理衛生需求座談會，台灣人代表分別從外籍婦女勞

工、外籍新娘、雛妓、愛滋病患及醫療受害者之人權角度報告現況及受歧視

的情形。 

 2002 年報告 

此次心理衛生委員會設計出的活動共五場，兩場座談會，三場是小組討埨。

座談會之一即由我國張玨教授擔任規劃與邀請工作，主題是在面對貧窮與自

然災害衝擊上亞洲婦女的心理健康。另一座談會是由我國宋惠娟參與報告原

住民在面對貧窮與災難環境處理上需要重視心理衛生。 

 2003 年報告 

由台灣三位成員共同合作舉辦檳榔西施與媒體討論會及勵馨舉辦受暴婦幼

希望花園徵信記者會。 

 2004 年報告 

這次我們一共參與四場正式的座談:一場是由 Crystal 基金會（黃維珊）與女

學會策劃（盧孳艷與陳瑤華負責），是完全以台灣代表發表，參加者有盧孳

艷、王麗容、陳彰惠、原住民黟布與沙威，張玨主持。另兩場是由世界心理

衛生聯盟規劃（張玨協助），四位座談專家中台灣各佔兩位，3/10 一場是張

玨與畢恆達參與，另一場 3/11 是陳瑤華與葉德蘭參與。另一場 3/9 是東南

亞婦女監督論壇(Asia-Pacific Women’s Watch)，我國也主動要求參與，由曾

昭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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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此次台灣婦團舉辦有四場 NGO 場邊會議，分別報告的主題為以下七點: 

(1) 婦女啟動心理健康媒體的倡導 

(2) 台灣家暴十二年的回顧並提出建議 

(3) 228 婦女走出陰霾的復原歷程 

(4) 提出教會如何引導台東原住民受暴、受虐、孤兒等受災女孩 

(5) 性別主流化與心理健康主流化:充權、需求評估、與能力建構 

(6) 預防武裝衝突的性別觀點 

(7) 女性充權與經濟環境 

 2006 年 

婦女團體舉辦六場座談會，舉辦華人媒體記者會、受邀參與紐約經文處主辦

的歡迎酒會以及主辦僑界座談會。 

 2007 年 

    大會期間我代表團成員於場邊會議同時發表並參與共十場座談會。 

 2008 年 

本屆台灣代表籌辦或擔任引言人的場邊會議共有五場，報告主題為以下五大

點: 

(1) 台灣在家庭暴力防治的經驗 

(2) 從諮商與教育的觀點探討衝突管理的策略 

(3) 介紹台灣在家庭暴力防治的預算 

(4) 分享心理衛生的性別主流和資金發展策略 

(5) 呈現台灣在促進婦女及兒童經濟能力發展的良好範例 

 2009 年 

本屆台灣代表籌辦或擔任引言人的周邊會議共有四場，分享報告主題及內容 

為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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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母嬰垂直傳染的防制為題:指出台灣自 1980 年代起愛滋病感染途徑、

感染者性別與性取向比例的變化，以及台灣在愛滋病防治上領先其他

國家之處，並分享愛慈基金會收容與照護愛滋病感染者及愛滋病寶寶

的珍貴經驗。 

(2) 台灣法律專業男女兩性在決策位置的趨勢:1982-2006 為題:依序介紹

1982 至 2006 年間，台灣法律系畢業生、司法院不同層級法院法官、

檢察體系不同層級檢察官和台北地區執業律師的性別比例變動，近二

十年間，女性在法律專業的各層級參與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3) 男女分工照護者的身心健康工作坊，將焦點放在亞洲女性的照護角

色。 

(4) 家務移工與其家庭生活權為題:探討台灣移工的處境(特別是缺乏家庭

生活部分)及政策回應。 

 2010 年 

本屆台灣代表擔任與談人的周邊會議共有四場，分享報告主題為以下四大

點: 

(1) 跨國婚姻與女性的性及生育權 

(2) 台灣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服務方案之回顧與評估計畫 

(3) 透過非正式教育裴利女孩:百年經驗 

(4) 從性別觀點介入水災與土石流災難導致的社會心理過程和方案:台

灣經驗 

 2011 年 

大會期間我國民間代表人及政府代表 3 人於 12 場周邊會議擔任與談人。分

享議題為以下六大點: 

(1) 防制暴力侵害女性的法律機制與救助實務 

(2) 和平教育與女性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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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對女性科技教育 

(4) 弱勢女性經驗 

(5) 促進女性的職場心理健康與福利 

(6) 愛滋病對亞洲女性的心理健康的影響 

 2012 年 

大會期間本會配合大會優先主題，分別與聯合國系統學術理事會、國際法律

專業女性協會及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合作，分別舉辦兩場論壇為:「增進鄉

村地區婦女健康」及「美國平權行動方案工作坊」。並且我國共有民間代表 13 

人及政府代表 3 人於 10 場周邊會議中擔任與談人，分表報告的主題為以

下十大點: 

(1) Advancing the Rights of Rural Women in Taiwan 

(2) Gender Perspective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3) Good Practices of Empowering Women in Areas 

(4) Linking CEDAW & CRC: A Case of School Bullying in Taiwan 

(5) Empowering Rural Wome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Poverty, Hunger 

and Development 

(6) Rights of Rural Women Self-Helping 

(7) Policy Innov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Health in Taiwa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8) Race/Ethnicity & Gende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9) Capacity Build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Women 

(10) Employment Service for Rural Battered Women in Asia 

 2013 年 

婦權基金會亦配合大會優先主題，籌辦「反性別暴力：預防與服務」論壇。

並且共有 9 位民間代表於 7 場周邊會議中擔任主持人或與談人，呼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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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暴力」的優先主題，與談議題及分享範例涵蓋家庭暴力、人口販運與戰爭

中的性暴力等不同暴力形式的防治，以及女性移工、原住民、愛滋感染者等

易遭受暴力群體的支援與處遇。其中報告主題為以下四大主題: 

(1) 反性別暴力：預防與服務 

(2) 回顧主題在臺灣臺北市落實過程：以雙胞胎家庭處境為例 

(3) 反性別暴力行動計畫：臺灣及美國德州的經驗 

(4) 人口販運受害者：亞洲觀點 

 2014 年 

計有 31 位代表透過十個 INGOs 報名參與，其中民間與政府代表 11 人(16 人

次)於 9 場周邊會議中擔任與談人或主持人，分享議題及台灣經驗內容包括: 

(1) 「千禧年發展目標 優良範例分享 」，包括 (i)女性健康與照護議題，(ii)

消除婦女各種形式暴力議題 

(2)  Asian-Pacific Shelters: Going the Second Mile 

(3) Elevating Asian Girl's Human Rights: Releasing the Power of Asian Girls to 

Bridge the Gender Gap 

(4) Addressing MDG 3:Empowering Mental Well-Being in Women through 

Alternative Healing Practices（重視千禧年目標三：透 過另類保健來充權

婦女的心理健康） 

(5) Decent Work and Gender Equality-Informal Economy（尊嚴工作、性別平

等與非正式勞動） 

(6)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in Asia Pacific Countries 

(7)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Women & Girl 

(8)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5: Innovative and Collaborative Efforts for 

Girls and Women’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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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計有 36 位代表透過 12 個 INGOs 報名參與，其中民間與政府代表 16 人(21

人次)於 10 場周邊會議中擔任與談人或主持人，分享議題及台灣經驗內容包

括: 

(1) Legal Mechanisms Advancing the Status of Women from Beijing to Today 

(2) Empowering “Women in Business” through Online Training & Mentoring 

(3) Women’s Mental Health and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4) From CEDAW Cities to Girl Friendly Cities 

(5)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Implementing MDGs and CEDAW in 

TaiwanStrategies from NGOs 

(6)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PfA and the Outcomes of the 23r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Challeng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 Empowerment 

(7) He for She Action in Taipei 

(8) Alchemy of Shame Transformation: Why Women & Girls are HardWired to 

Conquer Shame 

(9) Girls and Older Women/Intergenerationa l Dialogue 

(10) Integrating Women’s Mental Health into all Health Policies 

第二章 UN-CSW 影響層面分析-歷年報告及座談會的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所有歷屆曾經參與UN-CSW的成員，無論其成員是公

費還是自費、政府單位的參與者以及參與遴選組織的工作人員等。研究的主要方

法包括：1.檔案分析：從歷年出國的回來報告分析及討論成員的意見。2.深度訪

談:挑選過去幾位曾多次參與UN-CSW以及多次參與遴選的成員進行1.5-2小時的

深度訪談，也是針對研究目的中的四個議題，作為訪談的主軸。訪談研究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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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2015年7月。3.座談會:是運用在北中南舉行座談會的形式，邀請過去曾經

參與UN-CSW政府官員、與其他與會者以及當地的婦女團體共同參與並討論回來

之後的心得以及對於回來之後從事國內婦女工作的影響，是否將參加在UN-CSW

所學習到的一些知識運用本身實際的工作之上、有沒有產出方案或實際的行動等

等。無法前來者也有以書面提出其經驗。評估研究的進行至2015年7月到2015年9

月為止。 

以下就評估研究的四個目的進行分析，在本章中先分析歷年報告與座談會和

回饋，在第三章則將分析個人訪談的結果。 

一、參加 UN-CSW 對與會者個人層面的影響 

透過參與UN-CSW可使與會者了解，在推動一個概念或是一個政策時，是需

要民間團體；政府及各界共同推動。 

 

此次會議對我個人而言的收穫為從新認識 NGO 的定位與角色，思考提升台

灣 NGO 的功能。政府應正視 NGO 為援外的一種助力，尊重 NGO 的自主與

獨立，接受其獨特目標發展與任務推動，NGO 依其專業從事相關活動時，

時蘊含國際外交意義。(學者 I，2002) 

 

泰國名間團體代表 Mandy 經由過去幾年的參與，主動遊說各政府修改，更

主動向世界心理衛生聯盟與聯合國非營利組織的心理衛生組負責人提出邀

請，協助提供合適遊說的依據。這個經驗更讓我肯定在我國需要更多民間團

體來一起推動心理健康。(學者 A,2006) 

 

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可以和很多其他國家的婦女團體代表一起交流家庭暴力

對婦女及女童的傷害，這次交流也使我體認到民間團體扮演重要的監督角

色，政府無法面面俱到，需要非政府組織及相關聯盟適時提醒的聲音，才能

讓政府的施政服務更切合民眾的需要。(NGO H，2007 ) 

 

但經參與會議後，發現參與 UN-CSW 會議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

是各自提出問題，集思廣益做成遊說之決議後，向自己政府或他國政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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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NGO N1，2007) 

 

一開始會感嘆為何大多數議題還是環繞在身體與性暴力等，為何問題一直層

出不窮，但是繼續聆聽觀摩，也看到婦女團體的努力，國家政策的跨部會合

作等，不同使節團提出他們的工作成效。今年加上男性參與消除性別暴力的

實例，他們的反省與檢討是正向的呈現。也提出一些測量工具作參考。(學

者 C，2015) 

 

增加對於其他國家非營利組織工作模式的了解，對與會者本身來講也是一個

很好的學習，也在這過程中對NGO的精神有更深的認識。藉由參與UN-CSW機

會，能夠快速提升其本身專業的能力。因為全世界各地的婦女工作者都會在這個

時間集合，因此與會者可以這此會議中接收到最多、最新及最深入的議題和訊息。 

 

整體而言，UN-CSW 官方雖然具決策地位，會議卻充滿儀式與教條，相較於 

NGO 會議的多元、活潑，豐富具體經驗分享與交流，也因此讓我看到 NGO 

團體對於聯合國及各國政府早已成為政策制定與監督的主導力量，台灣婦運

團體及社運團體之結盟，發展影響決策力量，也是可貴的經驗，由下而上的

人民參與式社會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們繼續堅持的路。(學者 K，2004) 

 

個人今年有幸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不只對聯合國之於婦女地位 

提升的機制運作，對 NGO 角色的參與有進一步的了解。從巨視面來看，這

次的 經驗使個人了解到聯合國婦女政策的〝國際期待〞，從微視面來看，這

次的學習對個人在教學和婦女政策行動上也有新的啟發。(學者 C，2004) 

 

綜合我此次參與 UN-CSW 各項會議以及與同行團員互動的心得感想。我覺

得收穫是相當豐富的。能夠同時與至少五千位以上的世界婦女在紐約齊聚，

共同的婦女議題上做廣泛的交流、溝通、增廣見聞之餘，也收集一些參考資

料回來。(NGO V，2005） 

 

也是個『互動平台』，藉由報告的發表，聽取聽眾對報告主題的回應，可獲

取他國非營利組織的互動經驗。」(學者 B，2006) 

 

了解相關的世界相關婦女權益組織和他們的工作，是相當重要的收穫;碰巧

遇到來自奧地利的社工，她告訴我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歐洲反婦女人身暴力

的網絡，回國後，他把我放入他們的網絡聯絡員，看到了歐洲的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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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是一個很重要的非政府組織的聯合工作網絡，用以對抗婦女與兒童

受暴為止。(學者 B，2006) 

 

透過親身的經歷，不僅夠深入了解國際非政府組織將性別納入主流戰略和提

高婦女地所做的努力，婦女福利的全面狀況，也豐富了個人的生活經驗。也

可以用參與者或觀察者的身分加入各種議題的討論，各種議題的討論結果，

更可形成具體的共識或說帖，在會場上公布並帶回各國與其他團體分享。(其

他 C，2008) 

 

這次參訪 APICHA 收穫良多，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專業的 NGO 團體的專業服

務與責任分工，以及提供服務廣度及深度，且以顧客服務以全人照顧模式，

包括:心理、精神、社會狀況、身體、文化與生物各方面的服務模式，並以

顧客為中心的服務模式，以顧客便利性來考量服務地點，而非以計畫為機構

的導向，做責任與職責的分工，APICHA 由七個人的非營利組織團體努力至

今共有三百位專業工作人員，這是專業能力與服務的展現與肯定，是我們努

力及學習的目標。(NGO W1，2009） 

 

藉此平台機會分享，更深入瞭解性別議題。更透過此機會，認識相關專業團

體並與之連結，了解世界各國都有共同的婦女問題，相信對個人及專業未來

的國際交流能有具體貢獻。(NGO P，2010) 

 

藉由此次參與盛會，對於灰豹(Gray Panthers)、幫幫忙(Simply Help)、泛太平

洋繼東南亞婦女協會(PPSEAWA)、世界女童軍(WAGGGS)等國際性非政府組

織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NGO E2，2010) 

 

藉由這次參與聯合國 UN-CSW 會議，我觀摩也學習到國際間大型會議舉辦

時關於議程安排，會議中與會議間的流程優先順序和各個 NGO 團體舉辦

Panel 時的互相合作模式。這些都是未來我國在舉辦國際會議或和其他國家

團體共同合作時，可參考學習進而效仿的方向。(其他 F，2010) 

 

特別是在這次的會議參與過程，因為有直接的參與 WCCI 的工作分配，能夠

實際去了解一個國際行組織，特別是聯合國教課文組織之下的組織他們如何

形成一個議題、研發、討論與最後的行程論壇，然後在論壇之後如何去追蹤、

組織與行程政策與行動策略等過程她們嚴謹的態度與思維更是學習豐富的

地方。(NGO Q1，2011) 

 

此次參加 56 屆 NGO/UN-CSW 周邊會議,有很深的感動。看到來自各國的

非政府組織參與者,共同關心婦女地位和婦女權利,分享各國或區域面臨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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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或待克服的問題,有文化的、有法令的、有天然資源的，更有尋求理念溝

通或解決方法的交流,共同努力改變女性受歧視或不平等的處境，是頗具鼓

舞性的。(NGO Z1，2012） 

 

有的農村發展小農科技、男女平等的狀態下，發展環保與建立合作機制，如

瑞典。透過參與聯合國內部座談會，對於國際上的狀況有很多的學習。也因

此看到台灣在農村發展上的進步以及農村婦女展現出的創意與生命力。

（NGO E1，2012） 

 

參觀 CONNECT 這樣的倡議機構的經驗也很有意義，機構的服務方式非直

接提供案主個案服務而是透過家庭暴力相關問卷，了解社區需求以發展計

畫，透過教育訓練來教導社區人士面對家庭 暴力並學習防範，並學習如何

與被害人互動，並讓被害人透過批判性思考看到法律的不足。但在台灣現行

家暴防治工作上，卻將責任放在專業社工及司法體系身上，反而導致被害人

無法在服務上感覺自己的能量與激起其改變的動力，我們實在有必要重新反

省服務的提供是賦權抑或案主的削權。（NGO E1，2012） 

 

本次參與過後，個人覺得 UN-CSW 設有多元的分享平台，如:晨會、區域論

壇、和 conversation circles 等等，都是除了論壇(Panel)之外，認識國際友人、

針對議題內容尋求聯署支持、以及分享工作經驗的好平台。特別是在晨會的

場合，我觀察到許多國家的民間團體會將其消除對婦女暴力的國家觀察報

告，或是各民間團體的研究報告。(NGO M1，2013） 

 

每次參加 UN-CSW，因參加成員的不同呈現的風貌與感覺也不一樣，UN-CSW

是世界各國的婦女，通過分享彼此學習並帶來改變的很好的平台。（NGO N，

2014） 

 

有幸換得入場證進入聯合國旁聽 UN-CSW 官方會議，獲得很正向的經驗。

場內提供的主題和報告風格皆多元，得以吸收此聚集全球鎂光燈焦點場合所

獨有的新知。(學者 N，2014) 

 

打開基層社工的國際眼界，認識國際上不同的民間團體，學習各國多元豐富 

的創新方案與工作策略。(座談會 H，2015) 

 

  藉由參與 UN-CSW 對於 INGO 而言更是重要的場合，因為國內有參與

INGO 的非營利組織，可藉由參加 UN-CSW 才能夠跟總會和其他各分會的與

會者互動，進而建立台灣分會與總會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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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能夠有機會參與聯合國婦女節大會，無論是個人視野的開拓、亦或是本

身工作上 NGO 國際連結的增加，都感到助益甚多。(NGOX1，2004) 

 

參與 NGO 打開了我的國際視野，使我獲益良多，也讓我明確知悉如何運用

互動關係來爭取有限資源，以為整個弱視原住民團體與婦女團體謀求任何一

絲的希望與建設。(NGOY1，2004) 

 

以美國相當知名的國際組織 Grey Panthers 為報名管道，並在紐約當地與 Grey 

Panthers 的理監事會面進行交流，試圖建立長期關係。(NGO W，2005) 

 

我在亞洲各國 NGO 的重要婦運網絡『亞洲太平洋婦女觀察』Asia-Pacific 

Women’s Watch 所主辦的 NGO 論壇中，遇到了中國在 UN-CSW 的政府代表

張靜(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性別問題顧問)，我抓住機會私下與他攀

談，說明婦女新知基金會相當關心大陸配偶在台灣的處境，請他介紹我們可

以與中國哪個單位聯繫交流。(NGO A，2006) 

 

這次 UN-CSW 所討論的議題，要持續追蹤及關心，並和以借力聯繫管道的

國際與會者，保持良好的友誼，分享彼此在工作上的進度，彼此更成長。(NGO 

C，2006) 

 

我認為，UN-CSW 最大的功能在於提供了一個溝通交流的平台，對於實務工

作者來說，可以找到跟別人討論的主題焦點，然後界定這個焦點以何種形式

進行最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官員 A，2006) 

 

本次目標：瞭解聯合國 UN-CSW 之運作及其與 NGOs 之間之關係；和國際

NGOs(INGO)交流並學習；瞭解當前最受國際重視的婦女議題，以便日後有

參與或進行合作的機會。(NGO C，2006) 

 

對於台灣分會與總會的聯繫，及台灣分會與我所代表申請本次活動的台南市

女性權益促進會之間的聯繫，甚至與我同時所屬的台灣防暴聯盟及台南縣女

性權益促進會如何連結，都是我所可以努力促成。(NGO Q ，2009) 

 

另一收穫，今年我發現我在學生時代就是成員的女性主義社會學會(SWS)也

是聯合國的諮詢委員會會員，唯一個連結。(學者 F，2009) 

 

此行不僅對主題議題有更多的體會，也有與國際有人更密切交流的機會，著

實獲益匪淺。(NGO Q，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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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UN-CSW可了解其他國家的政策推動情況，得知目前台灣與其他國

家政策上仍需要改進的地方，回國後，與會者可將其在UN-CSW所觀察到的具體

的共識及接收國外對於各議題不同的看法和建議，帶回國內與其他NGO分享，抑

或是在參加諸多研討會中，將最新的訊息傳遞給台灣民眾。 

 

個人參與幾場 WORKSHOPS，印象極深刻的是一場印度微型貸款或微型金

融(microfinance)的 國家政策與民間導向分享。微型貸款方案在印度某些地方

運作的很成功。其實，在台灣，我們的多元就業服務方案，也有異曲同工之

妙，婦女從 NGO 和政府合作過程中，已經有其經濟自主性成果。但是我們

的微型金融仍有待更〝女性友善化〞，不宜缺乏性別思考，目前一併納入中

小企業的貸款邏輯中, 實有不妥。事實上獨立的婦女信貸基金運作是極為關

鍵的。(學者 C，2004) 

 

另一個令我動容的組織是 Isis – WICCE，主要以提升婦女正義為目標，尤

其在於記錄婦女受暴方面，透過鼓勵婦女站出來述說受暴的經驗，克服恐

懼，見證婦女所 受到的不正義。這一次遇到的是她們在烏干達的代表 Jessica 

B. Nkuuhe，她為我們放一卷述說烏干達政府均凌虐婦女的口述紀錄，並且再

會後帶領大家討論如何因應的問題。會後葉德蘭和我都買了這捲錄影帶，希

望台灣學生有機會知道其他地方有關於婦女處境的問題。(學者 J，2004) 

 

2005 年六至十一月間，我們一共召開三次「CEDAW 工作小組」會議，組成

一個「民間推動台灣落實 CEDAW 聯盟」，並且透過陳瑤華、張珏兩位委員

在行政院人權委員會及婦權委員會的提案催促，讓「落實 CEDAW」成為內

政部 2006 年的重點政策補助之一。這些後續性發展，都是源自於近年參與

聯合國「CSW」暨「UN-CSW」會議的刺激與鼓勵。(NGO B，2006) 

 

亞洲各國移工團體代表，均認為應更加強亞洲區域間的彼此連結，尤其是移

工的輸出國和接收國之間的 NGO 串連。我也將這些訊息帶回給台灣其他移

工/移民團體(NGO A，2006) 

因此參加UN-CSW會議，是一個很好的訓練，使其更具有國際觀。許多從該

會議回來的與會者，也都談到能增加自己的視野，並且對於婦女工作者這是一個

很重要場合，可以使工作者跳脫原本狹隘的婦女工作觀點，促進其思考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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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且參與UN-CSW，與會者不但可以針對自己有相關、 興趣之議題進行深

入的理解，從中學習到他國面對此議題的應因策略與解決之道；還可以在準備個

人報告中，涉略到更多議題，學習新知識，獲得自我充權的效能。 

 

開闊視野，藉著與各國 NGO 交流分享而學到學校及自己國家所欠缺的，認識

及瞭解其他國家婦女的奮鬥與狀況。(NGO L1，2001) 

 

強化自己的性別意識，心理、社會、經濟、階層各方面的性別觀。(NGO L1，

2001) 

 

像我自己就屬於是針對自身在台灣長期投入特定主題(與十二行動綱領有關

的主題)的實踐者，透過 INGO 會員身分，有機會分享自己的經驗，並且認識

UN-CSW 及 UN-CSW 現階段的工作模式及國際社會目前關注的焦點。這是一

個見習與充權的過程。（NGO S ，2005） 

 

這次我能夠再有機會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無論是個人視野的開拓丶

亦或是本身工作上 NGO 國際連結的增加，都感到收穫甚多。(NGO W，2005)  

 

為期兩周的 UN-CSW conference 是我參加過最長的會議，也是討最廣泛的會

議，個人覺得這是很難得的經驗，也覺得獲益匪淺，未來在婦女的議題，期

待自己能更具國際觀，且能針對不同的婦女議題，有更多的涉獵與啟發，婦

女的權利與福祉也在變動，我需要去了解更多不同層面的需求，才能在日後

婦女政策的倡導方面，更貼近婦女的需要，而不是單靠自己憑空的想像。

(NGO H，2007)  

 

這次很榮幸代表婦女救援基金會在 96 年 2 月 28 日 NGO Panel Discussion 

報告台灣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 in Taiwan)的議題，讓台灣的現況議題跟

國際販運議題接軌，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也充分讓自己學習如何以英文

簡短而有效率的做相關議題的整理與分享，這個經驗對我而言實足珍貴。這

次簡報的經驗強化了原本我在人口販運議題的欠缺不足，也增加自己在不同

暴力議題的涉獵，讓自己的社工實務視野更開闊。(NGO H，2007 ) 

 

很榮幸有此機會與台灣 NGO 團體的精英婦女代表同行，此行收穫良多，對

各位專業在不同領域上，為弱勢族群的付出深感欽佩，不但打開視野，也進

一步了解社會族群另一層面。(NGO O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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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讓我獲益最大者，就是接觸到跟討論性別與稅制有關的論壇，讓自己開

始以性別為切入角度思考我國的稅制。舉同工不同酬為例，女性薪資、職位

長期低於男性，若能城市將童工不同酬的情形加以量化，則可做研擬適度提

高女性薪資扣除額的依據。(其他 D，2008) 

 

參加這次會議就是自己的｢在職訓練｣，大大擴張自己的視野。最大收穫是眼

界大為開闊，增加很多彈性，也有很多構想。例如:在日後課程安排設計或

常向具有｢世界觀｣之思維，如｢全球國家婦女地位現況｣；｢家庭照顧責任分

工｣、｢婦女無幾給職家庭照顧責任之影響及衝擊｣、｢移居家庭之照顧:政府

與民間團體服務｣……。(NGO T，2009) 

 

此多面向的婦女權益探討擴大了本人過去多環境繞於經濟、心理創傷和平權

倡導等範圍之視野。(NGOV1，2009) 

 

由於本人一向較專注在婦女健康與心理進康的性別視野，又因為最近半年來

投入八八水災心理健康重建工作的民間團體策畫工作，因此也選擇災難重建

的需要對原住民或農村婦女的應因策略。(學者 A，2010) 

 

此次有機會至美國紐約參與聯合國 NGO 的周邊會議，是非常好的經驗與學

習。能有這樣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 NGO 工作者一同分享，讓我更加增進視

野並且有更多反省與創意的出現。(NGO D2，2010) 

 

我本來就是來自於非營利組織，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也比較具有興趣，特

別是非營利組織往往會比政府單位更勇敢於表露實情於熱烈的討論參與，這

對於整個國際婦女參與的學習與運動則更能夠有豐富的了解，特別是一些跨

文化的參與及了解上面，更是具有挑戰與認識。(NGO Q1，2011) 

 

這次會議個人收獲滿滿，因為個人負責報告台灣千禧年目標達成之情況，獲

得在場國際友人的肯定，再則是非典型工作者之原住民情況也得到許多外國

參與者的支持，另外到波士頓做一場台灣原住民族文化介紹時，引發北美婦

女會與波士頓的華人團體的回響，更甚的是全場的台語之演說對我來說是個

挑戰，但更是潛能開發，從中學習到許多新的東西。(學者 G，2014) 

 

參加 UN-CSW 為我帶來相當多的學習與震撼，長期在婦女議題中工作的我

們，總是想要爭取與男性平起平坐，有同樣的機會可以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參

與決策，一位女性講者特別提醒我們，別因為太執著想加入男性的決策團

體，而忘記婦女本身的力量。(NGO G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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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基層社工了解我國現行政策、法規、國際公約等鉅視面的論述，平行論

壇籌備經驗加強國內實務工作者参與並籌辦國際會議的能力。(座談會 H，

2015) 

 

許多的與會者表示，回國之後，都對於繼續推動婦女工作，更有信心也更有

熱忱，換言之，參加 UN-CSW 的經驗，是一個出發的力量，增加婦女未來

推動台灣婦女工作的動力。(NGO D2，2009) 

 

本國幾位 NGO 團體的代表在各工作坊的分享，獲得其他國家對於我們草根

基礎與草根經驗的讚賞，尤其其他國家許多與談人都是學界背景，他們表達

一聽台灣代表的分享就知道我們是實際接觸基層的，這些鼓勵與回應讓我更

加肯定實務、草根經驗的重要。(NGO L1，2001) 

 

個人服務移工與原住民，從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層面體會到這些邊緣人是國際

關懷議題的主流，使我感受到更需要強化對於移工、原住民的培力與服務。

(NGO L1，2001) 

 

如瑪阿泰所言，台灣婦女的環境運動所走的方向，與世界潮流趨於一致。她

的成就婦女參與環境工作的國際肯定。目前，台灣雖非聯合國之會員，但台

灣在各項婦女議題上，幾乎與世界同步在進行。此次，參加 UN-CSW 會議，

讓我在婦女與環境議題上，更加堅定前行。(NGO X，2005) 

 

 個人有幸參加這次大會，讓我更加深深肯定勵馨的工作方向-肯定女兒性別

價值、鼓勵女兒多元發展為設計策略，同時舉辦 Formosa 女兒獎、女兒成年

禮、女兒工作坊…….等一系列活動，期待台灣社會能建構少女友善城市，讓

少女在有尊嚴有價值與性別等的環境中成長。（NGO F，2007） 

 

此次的參與最大的收穫就是讓我對世界所關注的女性社會議題有更深入的

認識，以後我看到議題及倡導，將不再只是事件與口號，而是會認真踏的去

面對，並尋求解決途徑，將所知分享，未來將積極推動健康觀念，藉由透過

女性的力量，使她人在我們更完備的策略及號召下，對社會創造出正向改

變。(學者 M，2013) 

 

從美國同樣從事婚姻暴力社工身上，打破了我在台灣工作時的孤單，也因對

自己的處境有了理解而找到繼續努力的方法，這個動力解放了我的離職壓

力。(座談會 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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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有六千多位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熱烈檢視 1995 年北京行動綱領在

自己國家的執行成果與困境，我有機會實地參加不同國家的分享，也閱讀

129 個會員國提交的各國在『對女性暴力』問題的執行成果報告，除了對照

台灣經驗，也確認我所經驗到的實務困境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尤其關於系

統是那麼輕易就複製了權力濫用問題的現實，於是我的『婚姻暴力實為立基

於性別不平等的人權問題的核心信念』再次得到確認，也獲得可以繼續工作

的力量。(座談會 I ，2015) 

 

二、 參加 UN- CSW 對我國 NGOs 的影響 (組織層面)  

參加UN- CSW讓許多國內NGOs更有意願，能夠投入國際婦女的議題或是投

入訓練具有國際觀點的人才，也有許多的NGO開始追隨聯合國的議題，希望能夠

讓其組織，更能夠追隨國際上有重要的發展。 

聆聽幾個場次工作坊的報告，那一年會議的焦點是弱勢或是窮人的那個群體

是我們心理、醫療健康、經濟、教育、就業等 等各領域的弱勢者是同一群

體，換言之，是重疊的對象。任何國家關注這統計上的弱勢群體從各面向去

解決其問題，實際上就真正可解決問題了。這讓我所負責的機構更徹底規劃

長期服務原住民、基層勞工、移民，因為他們會在社會各領域都呈現弱勢的

種種問題。(NGO L1，2001) 

 

從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與分享，更加肯定與強化本中心對於移工、原

住民服務的深度及持續性。(NGO L1，2001) 

 

訓練同仁關注統計報告最弱勢者會是各問題的同一群體，只要掌握到此群

體，就可以改善社會狀況。(NGO L1，2001) 

 

我並且在報告即將結束之時，表達台灣有強烈意願加入  Asia Pacific 

Women’s Watch 此一國際組織，本會也將擔起此一責任貢獻台灣 NGO 的

力量。(NGO X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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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與聯合國相關組織的資訊之觀摩，學習，拓展國際觀，與國際團體結盟，

將國內成果得以與國際行動同步發展，是組織得以持續發展，也是堅實化國

內婦女運動之能量的重要工作之一。(學者 A，2005) 

 

 希望能借用他們的長才協助我們在南台灣繼續舉辦『女性國際事務講堂』，

增進南台灣女青年參與國際事務能力，以及邀請在本會上做有關婦女議題之

專題演講，以提昇國際蘭馨在台灣活動的真正落實。(其他 B，2006) 

 

我們 GO 要努力來落實聯合國決議之 1995 年北京行動綱領有關性別主流化

的規定，及千禧年宣言等各項人權指標。(NGO D，2006) 

 

 我在 NGO 的會議中，進行移工相關組織串連時，大家也一致同意，以聯合

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進程為座摽，做為大家合力進行跨國遊說的時間表，一

年有二次重要的決策會議時間，我們可以掌握一致的議題，對各國代表進行

國內、跨國的遊說。（NGO E，2006） 

 

回台之後希望對於外籍婦女及孩童保護問題，能做更深入的調查研究及討

論，將來在國際會議上可以就此問題與他國多做交流，共同為保護外籍婦女

及孩童而努力。(NGO N1，2007) 

 

CEDAW 會議結束後回到 YWCA，YWCA 的理監事會中隨即通過每地方分

會派一代表組成 CEDAW 委員會，地方分會負責地區婦女人權現況之回應，

全國協會負責統合暨訓練。(NGO M，2007) 

 

今天第一次聽到「墮胎」、「避孕丸」與乳癌議題頗感興趣，想探討台灣乳

癌患者與此議題相關程度。本會已經訂下未來 10 年(2007~2017)目標─「建

立台灣乳癌患者經驗資料庫」，台灣乳癌現況：年輕化(罹癌高峰年齡為 45 

歲左右)、篩檢率低(個位數字，7.8%)、被診斷出癌症期數高等，如果能從姐

妹(本會現有九千多名乳癌病友)的問卷中找出答案，對日後推廣乳癌防治觀

念會是一個新方向。(NGO O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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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公部門及民間團體既有政策或計畫方案施行成效,本會將持續引導與

會者於會議期間儘量爭取舉辦論壇,或與國際組織聯繫爭取擔任該場引言人

機會;欲籌辦論壇者亦可洽請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TECO)協助邀請我邦交國

之外賓一起參與討論,以增進國際合作機會。(NGO J，2012) 

 

尤其家扶基金會素來以幫助經濟弱勢的家庭(尤其是以母親為主的單親家

庭),今年 UN-CSW 的主要內容又以提升貧窮婦女及女孩的職能,幫助她們在 

家庭地位、社會地位、財產所有權、教育權的充權為主訴求;透 過不同國家

的演講者,分享她們自己服務方案,真的給自己有 REFLESHING 之感,也有不

一樣的想法產生,可以給自己的組織提出新的建議作為。(NGO A2，2012) 

 

在 UN-CSW 大會中更加奠定了本協會持續為原住民文化與婦女與青年培力

的目標。教育可讓婦女擁有知識的力量,編織夢想的勇氣,自信的提升也強化

行動力的付諸。行銷與說故事的能力會增加一個團裡的渲染力, 組織串聯可

集結更多的能量也可以有更宏大的作為。(NGO A1，2012) 

 

女性身心障礙者需求被忽視，除了文化社會結構影響，沒有性別統計資料，

也常被各學者點詬病。台灣本土女性身障者在 就業、照顧、健康等領域，

和男性差異的需求研究，可從服務機 構實際調查著手。伊甸身為台灣最大

的身心障礙服務機構，每天服務八千人次的身障者，也應對個案作分析，發

展本土論述。(NGO D1，2012) 

 

對組織而言，大會中有關人口販運、衝突中受暴與家庭暴力幾個議題的論述

與相關資料相當豐富，而議題之間的關連性、發展脈絡與全面性視野的分

享，令人為之雀躍，這對於我們思考倡議的發展方向，有了更清楚的座標。

(NGO J1，2013) 

 

本會擬規劃 4 場讀書會，分別與｢後 2015 發展議程｣、｢教育文化｣、｢環境

保護｣及｢經濟賦權｣等議題相關，同時，並持續辦理廣獲回響的｢性別暨國際

事務青年人才培訓營｣，藉以傳遞國際性平觀點，掌握年度議題重點，提升

青年學員參與性別事務的意願與能力，為參與國際會議預做準備。(NGO J，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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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回親身體驗，更能理解台灣國際地位的困難，回國後也接獲工作坊參

加者來信互動，更讓我深思落實「全球夥伴關係」的具體行動，除了建言本

會開發雙語模式的網站與宣導品，海外相關派訓，接納國外實習生，多加辦

理國際研討會，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爭取發表機會，另外，對於

開發中地區或國家，亦可以仿照早期農耕隊作法，派員前往協助當地推動暴

力防治與性別平權，致力於台灣與國際接軌的民間行動。(NGO F2，2014) 

 

為了突破因為支持女性權力所帶來敵視男性的迷思，近年來我也參與邀請年

輕男性認識自己的憤怒情緒的教育方案，我們邀請大學生一起探討什麼是健

康的生氣表達方式，協助他們分辨什麼是憤怒的情緒、什麼是暴力行為，再

協助他們到小學去陪伴更年輕的孩子學習安全地生氣，分辨什麼是暴力，如

何看待霸凌問題。 (座談會 I，2015) 

 

從性別意識的再教育，原鄉工作人員意識到潛在性別歧視對於女性的限制，

從而發展出正向充權的培力計劃，如：原鄉婦女經濟培力計畫，把土地永續 

發展的概念放進來，重新檢視性別與土地的關係，思考如何將聯合國 SDG 

發展計畫與在地方案連結。(座談會 H，2015)  

 

國際民間團體與伙伴的持續聯繫與合作，積極透過網絡平台和亞太地區婦女 

團體保持聯繫，並參考國際伙伴的經驗，嘗試發展在地創新方案。 (座談會

H，2015) 

 

幫助組織內部工作人員看到ㄧ線的保護服務和性別議題的關連性。(座談會

H，2015) 

 

提升組織內工作人員認識 CEDAW、性別相關法律政策與直接服務的關聯

性， 並鼓勵組織辦理內部人員的性別意識教育訓練，進而提升一線工作人

員的性 別意識，並反思性別對於一線服務設計、提供的影響。(座談會 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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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案提升到國際會議分享，並獲得許多的回饋與建議，充權並鼓勵在地 

工作人員，重新體認到服務的價值，以及持續思考未來發展的方向。(座談

會 H，2015)  

 

自 2005 年級開始協助辦理遴選工作的婦權基金會，也提到他們角色的轉

化，以及出國參與帶回來的新行動 

第一次去所帶的任務是照顧全團隊，我們甚至帶著影印機，發日誌給大家，

三天兩頭要開團務會議。(前工作人員，2005) 

覺得團員有太多要求，我們不是旅行團的領隊，要安排所有住宿等事宜。 

有需要自己帶投影機去美國嗎，大使館不是說可以支付次項費用? (不過瞭解

能省則省的原則，還是應自己帶，只是需要協調機器使用時間) 

婦權會返台後組織讀書會，出版專書，補助平台論壇等等，很多是來自 CSW

的經驗。 

現在在培力年輕女性，也是看到 NGOCSW 有多國家女孩來發言，我國也不

能缺席。 

 

有許多與會者提到藉由參與 UN-CSW 的機會與場合，可以與國內的 NGO 互

相更熟悉且更可以結識許多國外的 NGO 的單位及代表，未來在國內推動相

關工作時，都可以形成夥伴關係，增加自己團隊的結盟或是結合的力量。尤

其在這會議中有許多婦女團體的專長是政策遊說，對於國內婦女團體而言，

是一個相當好的學習機會。 

 

先由前秘書長報告新移民女性議題，目前新知已經和台灣各地服務外交配偶

丶外勞的社團結合成移民／移往人權修法聯盟,聯合監督相關法案政策。會

後有不少當地社工和我們交談，和東南亞 NGO 連結的可能性。(NGO W，

2005 ) 

 

與各國代表進行經驗交流分享，增強實務工作能力。(NGO D，2006) 

            

在參與場邊會的會場中結識一些關心本議題的 INGO，並留下聯絡方式。

(NGO 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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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各團員及所屬之 NGO 與 GO 的資源後，未來在一些相關議題的活動上

可以互相協力配合。(NGO D，2006) 

 

會議期間了解聯合國如何綜合各國討論做出決定，也深感婦女的熱情與活

力，來自設界各國不同的婦女團體聚集分享討論以集結婦女的國際力量，尋

求更好的途徑及建立資源網絡，來增進婦女權益與提升女性地位，並學習如

何向政府遊說或倡導。(NGO D，2006) 

 

雖然明知在現階段此為極高難度的挑戰，但也讓自己在 UN-CSW 會議中得

以特別留意多向幾位在 UN 中對推動 CEDAW 有豐富經驗之 CEDAW 委員會

委員及實務專家多請益，過程中邀請二位 CEDAW 委員 11 月來台為我們做

國內執行面之訓練。(NGO M，2007) 

 

團外參訪方面，學習到如何提升組織運作及發展，與國際性的 NGO 團體會

保持 e-mail 聯絡，交換經驗並學習新資訊，並且在本會刊物及活動中批露

國內其他婦女團體的資源。(NGO O1，2007) 

 

近期我有收到幾位在 UN-CSW 會議中交換名片的參與代表寄來的電子郵

件，溝通關於合作與參訪事宜，我覺得這是開啟國際交流合作的好機會，

Email 或網路無國界，我也很願意成為台灣在世界舞台的一顆小小的種子，

很期待生根萌芽後的生氣盎然與豐碩成熟的果實。(NGO H，2007 ) 

 

很高興我有此機會可以走出我的象牙塔中，和許多從事社會工作的同好們一

起腦力激盪、一起學習，一起想像更多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及策略。

(NGO P1，2011 ) 

 

另外也在會議中也認識了許多的朋友與團體，包括 PRP 計畫的 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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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次從這些人發展出來的未來交往關係，更是乃千所期待發展的。像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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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特別是協助台灣在於外交與婦女性別運動上的發展。(NGO Q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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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過此盛會,對各國的政策及實施情形有所瞭解,更認知農村婦女議題存在

於各國,並有其共通點—接觸資源、資訊的管道不如都市女,這非常有努力的

空間。此行不僅對主要議題有更多的認識,也有與國際有人更多交流的機

會，確實收穫良多。(NGO F1，2012) 

 

對於聯合國婦女會議的參與是原住民族婦女的溝通機會,在會中本協會很高

興有機會用實際經驗與各國代表對話,應用實際行動力量建置原住民族生存

的機會,在會中分享我們每一步實踐文化的經驗,獲得許多能量活化與外界的

指導。(NGO A1，2012) 

 

而多場的 NGO 周邊座談，讓我有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瞭解平常

在台灣較少接觸的國家，同時也介紹台灣讓大家認識，並進而思考可以如何

改善及拓展我們現有的服務，收穫良多。(NGOB1，2012) 

 

幾場論壇聽下來，個人發現參與相同議題的與會者幾乎都是熟面孔，多見幾

次面、再交換一下名片，討論一下不同場次聽完後的心得，再趁機交換彼此

的工作經驗，除了可以多認識不同國家在相同領域的工作者外，個人覺得從

交談中也獲得非常多寶貴的建議與新的想法。(NGO M1，2013） 

 

參與論壇又是另外一種收穫,除了觀摩他人如何將議題主軸透過不同景的講

者相互連結、呈現外,也因為關注同樣的議題,而能與國際組織相互交流彼此

的經驗,並為台灣在地組織注入新的可能──不論是來跨國合作、學習對方

長處或為彼此發聲等,都是難得可貴的經驗。(其他 F，2013) 

 

透過國際連結認識了一起在相同領域努力的他國夥伴，也因此受邀進入一 

些國際基金會透過這次的機會，在夜間所籌辦的私下討論會或歡迎會，整體

來說是收穫非常大的，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和國內的 NGO 夥伴建立 關

係與資源連結，故在此也必須再次表達我的感謝之意。(NGO K1，2013) 

 

會議中參與並觀摩聯合國及各國政府如何處理婦女事務及其所採行的政策

與行動，廣結善緣，與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 NGOs 及 INGOs 建立交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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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我會與她們保持聯繫，繼續吸收別國的經驗，也分享台灣的資訊。(學

者 M，2013) 

 

在文化的介紹時大家都非常的專注地學習這方面的知識，也對這此內容產生

了感情，想主動地協助未來發展，我若行有餘力，可以帶更多的原住民族同

胞做一些深度的文化探訪活動，不只是台灣人關心這個主題，連同其他外國

人相信也都會被這個議題吸引著，如何將原住民族的品牌打出去是一個長遠

可以思維的問題，尤其是好山好水的部落文化要具體的轉型去承接到訪的好

奇心，文化永遠是最感人的核心價值。(學者 G ,2014) 

 

首先，在先前較缺乏投入直接實踐 MDG 和提升婦女處境經驗的基礎上，

初次隨台灣代表參與會議，受到來自台灣夥伴和國際資訊強而豐富的激盪和

鼓舞，從而啟動個人慎重思考自己對八大 MDG 領域當中的何者有真實的

熱情，如何應用現有的資源，致力於與哪些國內外非營利組織建立連結。(學

者 N，2014) 

 

區域論壇参與和多國民間實務工作者交流激盪，累積個人國際交流的經驗。 

(座談會 H，2015) 

政府單位的與會者，也提到藉由參與UN-CSW的機會與場合，可以了解國際

趨勢，以及在地方案的發展面向，又能與國內的NGO互相更熟悉，未來在國內推

動相關工作時，都可以結合的力量形成夥伴關係。 

 

三、參與 UN- CSW 對我國外交與國際連結的影響(國家及國際層面) 

參與UN-CSW的經驗，許多與會者開始了解我國在國際間是沒有地位的狀

況，對其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因過去在國內很難理解此情況，而對於這樣一個衝

擊，與會者則有兩極的反應-有一部分的人更積極投入所謂的INGO，透過INGO

的參與，努力讓台灣的聲音及經驗是國際上可以聽到的；而另一部分的人則回國

來一直希望我國外交部可以協助國內的NGO去參與國際的事物並可在UN-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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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會議中提出臺灣觀點。但是也因一個這樣的經驗，才可顯現出透過NGO提升

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是相對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是值得國家去支持的方向。 

 

對於以 NGO 參與聯合國，一方面是考量本國在國際間之外交困境，一方面

也希望以 NGO 角色參與，讓全世界都知道台灣 NGO 對世界的努力，也屬於

一種外交策略。(學者 A，2001) 

 

個人在三月十一日之研討座談中，亦提出臺灣觀點，以「和平促進基金會」 

為國內新一代的和平運動之代表，探討在強鄰威脅下的小國中，進行包括個

人、 家庭、社會各個層面的全面性和平運動之可行性與必要性獲得極大迴

響。特別是華文「尤太人」正名運動與會人士一致肯定，認為是主動向國際

社會表達和平善意之全新途徑。(學者 D，2004)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是在紐約參加第四十九屆聯合國婦女地位

委員會會議參與大會與經驗交流，不只學習到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性別平

等理念、行動與策略，及實務經驗推向聯合國的婦女會議舞台。(學者 C ，

2005) 

 

本代表團成員分別透過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世界和平婦女會、國際蘭馨協 

會等十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報名參加，並受前 UN-CSW 主席之邀餐與茶敘。

與會期間與多國 INGO 領袖，如 BPW 主席、FIDA 副主席、UN-CSW 主席及

重要幹部、UN-CEDAW 主席等進行會談訪問，對於我國拓展外交有實質助

益。(學者 A，2006) 

 

唯有我方持續不斷伸直並發展 NGO 工作專業實力，並與國際組織間進行伸

直專業有好的合作關係，才是面對中國強權的根本辦法。(學者 A，2006) 

 

在我的觀察，是個「發聲平台」，可以讓台灣的婦女權益事務的成果，討論

機會的建構，在國際舞台上發生；更是個提昇台灣世界能見度的平台，讓參

加聯合國 UN-CSW 的他國人士看見台灣的努力與成就機會。(學者 B,2006) 

 

雖然目前台灣仍無法參加聯合國，但針對第 1325 號決議所做的官方訓練及

種種資源的使用，他們極為願意協助我們加強國家安全中的性別考量，並在

各層級的和平建構過程中落實此一決議。(學者 D，2006) 

希望讓國際社會認同並看見台灣政府及民間團體在人權維護、性別平等、婦

女地位提昇等各方面努力的成果。(NGO 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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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台灣拓展外交的困難度，以專業醫療與教育防治推展外交模式，不但

可以將台灣傲人的成果幫助需要的其他國家，展現台灣的專業與服務大社會

的大愛，並從各專業領域提升台灣的能見度，是最容易與外國建立友誼、拓

展外交模式。(NGO W1，2009) 

 

中華民國的全民健保是各國稱羨的制度,台灣民間社團和社會企業的各種健

康方案結合了傳統與創新,也都各具特色,各有成效,都可以做為進行國民外

交的重要工具,健康快樂的人生也是提升世界和平的重要目標。(官員 C，2012) 

而台灣政府及民間組織在追求性別平等走過的路, 包括法令及執行的經驗

等,頗有值得分享及驕傲之處,雖然受限於台灣國際地位的現實,無法在聯合

國內與其他國家作官方交流, 但仍值得繼續耕耘、交流與傳承,讓台灣落實性

別平等原則、CEDAW 公約的努力被看見、被聽見。(NGO Z1，2012) 

 

台灣的外交處境艱難，本次會議可以藉由 NGO 的參與凸顯一國婦女運動的

活力，同時以台灣十多年來婦女運動的基礎，在女權即是人權的聲浪中，台

灣可以藉著 NGO 拓展人權外交。(NGO I1，2013) 

    

將來要走的路很長，政治上台灣的特殊處境，一定要與國際交流，善用 INGO 

的連結能豐富我們的資源，讓小而美的台灣被世界看見。（NGO N，2014） 

 

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表示台灣這地區及住在其上的人民尚未形成聯合國認

可，今年參與成員持台灣護照皆被聯合國拒絕入場。事實上，像這樣的跨國

性的會議或活動，台灣過去已累積不少相關參與經驗，但仍然會有政治因

素，導致有時無法入場。我們必須持續發聲、連結國際友誼，增加台灣在國

際上的能見度，也能讓台灣在困難的國際空間中，發表或參與仍能精彩。

(NGO 0，2014) 

 

尤其周邊場次的很多議題，我們有發言和討論的機會，對於台灣的國際能見

度和參與，會更容易呈現；畢竟我國的國際狀況要從聯合國官方進入大概很

難，但是在婦女團體，尤其是有一樣關注議題的團體，我相信會很容易得到

支持和以後合作的機會。(NGO K，2014) 

 

其實UN-CSW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促進實際場域及學習的機會，在UN-CSW

兩周的運作中，可以看出婦女團體如何藉由國際組織的架構去促使國內政策促進

的管道，雖然其他國家在政策推動上是有所困境的，但是UN-CSW若做成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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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會對國內政策是有所影響的，也是突破國內政策一種很重要促進的方式。我

們可以將其覺得他國好的政策或是聯合國決議相關公約的內容及指標帶回我

國，使台灣在制定國家報告時可以將其納入，與國際接軌，我國婦女權利也能同

時與時俱進獲得保障。 

 

然而在「全世界 70％的感染是在性交過程中未採取保護措施所造成」的情

形下，性別觀點是愛滋病防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檢視台灣目前在愛滋病防

治工作上尚缺乏對性別觀點之敏感，這是愛滋病防治工作的一大漏洞，從以

上聯合國會議討論中，所列舉之行動與建議，不僅可成為我們在防治世紀黑

死病時之參考，在我們思及如何積極加入國際舞台時，具有世界觀的防疫觀

念也提供我們與國際對話的基礎。(NGO Y，2001)  

 

國際上相關原住民族所做的討論，多集中在土地問題、民族自決等重大議

題。對於原住民的議題關切除了以上相關的討論外，更涵蓋了經濟、環境、

糧食、疾病與文化等面向。然而綜觀台灣當局對於原住民非政府組織的糧食

補助，多傾向僅就｢文化面向｣的發展作考量。使得台灣大多數的原住民非政

府珠對於過繼上討論的議題無參與討論的能力，甚至對於這些議題的漠視。

這樣的現況，實為台灣原住民非政府組織發展國際連結的重大阻礙。(NGO 

T1，2002) 

 

聯合國最近通過的第 1325 號決議，要求婦女應在各個層次的和平及戰爭運

作上有全面的參與決定之權利，正是對這些戰亂中遭受大難的婦女的正面支

持。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多年來或多或少亦生存在戰亂的威脅之下，

在預防戰爭發生的努力中，也應該參酌聯合國第 1325 號決議，全面納婦女

於國家安全機制當中，以徹底有效地保障人民安全。(學者 D，2004) 

 

請政府正視 1995 年北京行動綱領有關性別主流化的規定，並請考慮將聯合

國安理會 1325 決議案，以及 CEDAW 國內法化，為台灣人權維護符合聯

合國的國際標準奠定良好的基礎。(學者 J,2004) 

 

我則負責報告台灣各婦團推動性別專責機構的進展,這其實是聯合國推動性

別主流化的重要政策機制，從這次 UN-CSW 各國政府代表幾乎都是該國婦

女委會、婦女部丶婦女局等單位，可以看出各國已多在設立機制上，完成基

礎工作，而台灣政府目前還是停滯不前、令人焦急。(NGO W，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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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對政府是有影響的。政府每年組團參加 UN-CSW，顯示在國際上的企

圖心，回到國內也可以再調整工作和任務。政府並提供婦團參加者經費補

助，都是有實質助益。(NGOX，2005) 

 

政府制訂許多家庭暴力、性騷擾等相關防治法律，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

之下也都有促進婦女權益的委員會，在制度面來看，比許多國家都要進步。

（其他 A，2006） 

 

相較於中美洲草根婦女流血衝突的組織，顯然台灣的草根婦女運動顯得安逸

而『失色』。(學者 E，2006) 

 

 即便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有進步的決議還是可以拿來進行國內施壓。台

灣的國際地位艱困，但藉著非政府組織展現的民間活力、開放的國際視野，

進步的性別／階級主張、扎實的草根組織，才有可能在國際交流中，受到肯

定、即贏得外交。(NGO E，2006) 

 

這個計劃以人為本的出發點也相當重要，FJC 對於個案當事人的保密與保護

工作進行的相當徹底，例如：門口有嚴格的過濾機制確保當事人不會與被 告

相遇、社工與檢察單位轉介過程的保密、女性檢察官等。此外，依當事人的

需要，也建立 one juduge - one family 制度(由同一法官審理同一家庭內所有

家事案 件)、創傷諮詢、完整的托育中心(包括助理教師、護士)、以及多語

的個案管理員 等服務。這樣的單一窗口且以個案為本的精神相當值得台灣

學習。(NGO G，2007) 

 

參加 UN-CSW 會議之目的，對非政府組織團體而言，是一個學習擬定政策，

並敦促政府改善婦女的性別平等權益, 達到全球性的標準, 使國際社會能辨

識參加國所願面對挑戰的誠意 , 及為攺進婦女福祉所做努力的一個好機

會。(NGO M，2007)   

 

在國際趨勢影響下，我國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由立法院三讀修法通過，將

原之｢兩性工作平等法｣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修訂的條文包括育嬰留職

停薪及家庭照顧假受益範圍過大、陪產假天數增加、罰則提高等婦女團體關

心重大議題。(NGO J，2009) 

 

他們在招募新進員警時，男女的體能標準已經完全超越型別，同樣的標準，

同樣的勤務，因此自然不再有性別設限。而紐約市警察在執行家暴防治業務

時，針對加害者均採取逕行逮捕的零容忍原則。他們的經驗，非常值得台灣

參考。(NGO 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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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遲遲未果的育嬰留職津貼亦於本次會議回國後，2009 年 3 月 31 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就業保險法修正案｣，表示未來育有三歲以下子女的勞工，父母

可各請領六個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月領月投保薪資六成，但不可同時請

領，藉此鼓勵男女共同分擔照護責任。(NGO J，2009) 

 

一場由中南美婦女團體致力與災後重建、建構具復原力的社區，其中印象深

刻是對｢偏遠地區或原住民婦女社區發展復原力方案｣的報導。值得學習的地

方是在長期社區復原力發展採用組織大型婦女團體平台論壇與社會連結、肯

定且正式取得婦女的長處、土地、房屋長期使用或擁有權、擴大農業的永續、

資源儲存、建立婦女能力管理經濟或財務的機制、發展整合且可靠的在地資

源，以強化婦女生產團體、保護並管理自然資源、協商公共政策與資源以支

持婦女的計畫、方案落實、監督全面發展角色。(學者 A，2010) 

 

舊金山則是因為美國本身並未簽屬 CEDAW，所地方政府主動自己落實，分

享它們的經驗，尤其是一位會計師，由完全排斥到積極參與｢性別預算｣的推

動過程。這方面也可以提供我國參考，讓各地政府提出它們的努力。(學者

A，2010) 

 

如美國加州的舊金山市與喬治亞州的 Foulton County(縣)已在落實 CEDAW 上

卓然有成，其利用城市與鄉鎮之策略結盟與共享資源模式，就城鄉政府各個

局處單位逐一進行全面性之性別分析，並針對每一單位提出檢視報告與三至

五年分年改善計畫等作法，頗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這些積極正面的策略正

可以深化國際公約及性別主流化在地方政府施政上的影響。(學者 D，2010) 

 

相關論壇引言者皆要求與會知各國 INGO 代表回到國內要提醒政府準備

CEDAW 國家報告，我國即將提出第二次國家報告，於此準備之過程亦應注

意當此一規定納入第 1325 號決議相關檢核示結果。(學者 D，2011) 

 

UN 在鄉村女性的工作,社會心理性別平等融入、農村婦女充權指標建立等，

都是我們可在國內落實參考。(學者 A，2012) 

 

Russia 在墮胎法案的情況與台灣類似,一直有政府及宗教團體設法修法限縮,

即使在周邊婦女論壇上,依然受到保守婦女攻擊支持墮胎者。去年 Heinrich 

Boell Fundation of Moscow 在當地舉辦數場遊行,要求改以重視避孕取代限縮

墮胎。她們的行動值得關注,也可與之串連以分享論述與經驗。(NGO K，2012) 

 

我認為有經驗的國家，若其議題的報告人準備充分，其事實及統計數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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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創新的發展對策方案，或有新修訂之法律時，即成為其他國家政府與

非政府組織之重要參考指標。此乃 UN-CSW 之舉辦，我認為最具價值與意

義也是令人珍惜之處。(NGO H1，2013) 

 

雖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在法條推動上較難與國際組織進行互動，但透過

長期參與和接軌，將所有行動與計畫與聯合國法規和發展計畫連結，並將國

際議題帶回國內是必要且須持續進行的工作。(NGOA1，2013) 

 

分享台灣的經驗，不僅可以成功輸出我國經驗，更有助於民間外交的實質拓

展。讓世界各國更認識台灣，知道我們也有依據大會的目標所實踐的方案及政

策，透過此行動使我國能藉此獲得更多慕名學習我國的夥伴，以增加國際間合作

的機會。 

 

愛滋與女性女孩為例，目前台灣對於愛滋議題的教育宣導及感染者服務大多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因此與各國政府代表及非政府組織代表進行經驗交流

時，具實務經驗之台灣 NGOs 代表應參與其中，以台灣經驗在國際場合中發

聲，將國際經驗回饋台灣本土。(NGO Y，2001) 

 

台灣代表們也覺得我國婦女對慰安婦的努力，應該讓全世界知道。因此世界

心理衛生聯盟副主席、台灣大學教授張玨主動上台要求發言，獲得掌聲。會

後，接受美國之聲、星島日報、世界日報的記者針對慰安婦之相關議題的訪

問，此外其亦與日本的代表松井耶依有所交流互動。(學者 A，2001) 

 

筆者把握機會，主動分享台灣經驗(政府與民間團體、媒體工作者的參與)舉

凡婦女的覺醒和行動力聯結，在改變社會的各樣舊狀成績斐然。人口販賣問

題已經顯示為跨國議題，既然是共同要面對，多國多邊、更多更廣的對話有

其必要。因此，關於中國女子非法來台滯留在靖廬收容中心一事，在一個自

然的場合中與對方的代表主動談到可能與可行的方法，讓無知受害婦女歸

鄉，在遣返作業執行之前透過教育培養成為《種子教師》，期能在中國成為

預防色情犯罪的啟動力量。(NGO R，2004) 

 

座談會中台灣政府發展中小企業及鼓勵婦女創業的經驗引起許多與會者的

興趣，尤其是來自開發中國家的 NGO 代表，對於包括如何引進市場與商業

機制於給予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之貸款、人才培訓、台北市與 NGO 合作之

模式等，整體來說，此座談會主旨與國際關心之焦點一致，並適時提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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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法與經驗及檢討之處，因此會議之報告及討論有助於各國進一步了解婦

女創業之問題，並能從台灣經驗中找到一定之參考價值。(NGO Z，2005) 

 

十五分鐘的報告，我從政府的收容不幸少女、勵馨中途之家、反雛妓運運動、

少女商品化、培力少女，各種反省娓娓道來，得到不少迴響，當場有四個人

針對我的分享回應、提問，事後更有五人主動找我談話、交換名片，期待與

勵馨合作。(NGO F，2005) 

 

讓世界知道台灣願意；並有能力與各國際組織為締造更好的生存環境同心協

力，也參加有關環境議題先聽取她國的報告，再將台灣關於淨水的發展(如

科學園區與高雄市飲水的改善)與成果和與會的幾位非洲代表在會後分享。

分享台灣派遣外交役工作隊在友邦國家的醫療和鑿井的救助方案。(NGO 

R，2005) 

 

對台灣婦女代表團而言，本次參加聯合國會議具有多層的意義，不指向過去

瞭解聯合國的決議與各國的典範，本次我們更超越｢取經｣做為我國性別等政

策的參考，我們更分享許多本土及草根的經驗，讓世界的政府和 NGO 代表

瞭解台灣婦運的發展和性別平等發展的措施與策略，聰分線台灣的自信與驕

傲。(學者 C，2005) 

 

能夠持續地在 Church Center 發表台灣的個案情況和優秀案例讓台灣的能見

度提高，上台簡報的台灣代表各個表現優異值得政府和人民驕傲。(NGO I ，

2008) 

 

此次聯合國之行最大的收穫，是替台灣和台灣女童軍發聲，很幸運的，透過

世界女童軍總會的安排，我擔任了三場周邊會議的演講嘉賓，雖然演講內容

並非替台灣爭取聯合國資格，但是卻做了成功的國民外交、讓參與者對台灣

及台灣的事物有深一層的了解和印象。(NGO L ，2010) 

 

特別是我在「國際法律事業的女性協會」舉辦「促進女性法律地位」，發表

去年底才完成的「我國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服務方案之回顧與評估計畫」。在

場，得到許多回應，顯示我忙不但有法令，也積極落實。(學者 F，2010) 

 

從相關國際報告主動將我國「以教育基本法規範零體罰」之作為納入報告中

的事實來看，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是，國際組織仍十分關注我國與國

際接軌及符合世界普世價值之舉措。(學者 H ，2011) 

 

由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申辦的一個分享台灣的經驗－－台灣兒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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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及成效、早產兒基金會之出養加拿大早產兒回台認親紀錄片、台南

市性別平等促進會介紹社區之老人照顧關懷的發表會，也成功吸引不少外賓

與會，她們並於 Q＆A 時間提出不少問題，達到將台灣經驗分享予外賓之目

的。(NGO Q，2011) 

 

跟國際友人分享台灣特有的文化下對於女性的歧視或是不平等，例如”同

妻”women who married with homosexual men 或是“外籍配偶“mar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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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台灣經驗被看到的另外途徑，國際組織十分需要嚴謹的研究及跨國合作

成功的經驗。(學者 L，2011) 

 

本人的報告以台灣高齡女性的健康方案為主,配以統計圖表和三個自行剪輯

的短片,頗受歡迎,很多人來向本人索取 PPT, 本人也基於宣揚台灣公私部門

的努力和成果,樂意分享。(官員 C，2012) 

 

單獨報告台灣的努力與策略時,加上壓力紓解的笑笑功,其他則開放給大家一

起討論,效果不錯,而笑笑功的紓壓更實質讓大家體驗放鬆。(學者 A，2013) 

 

今年婦權基金會所籌辦之｢千禧年發展目標優良範例分享｣，各參與成員在健

康照護、婦女賦權及消除性別暴力等面上的分享，以及幾位在 TECO 舉辦

的研討會上所分享有關我國在 MDGs 的總體表現， 和我國以 CEDAW、

MDGs 為基礎，為促進女性工作權所做的努力等，皆獲得與會人士的讚揚。

此不僅成功輸出我國經驗，更有助於民間外交的實質拓展。(NGO J，2014) 

    

   民間團體對政府參與代表的期許 

有部分政府代表常常沒有與我們一起參與，目標只放在有無進入聯合國大
樓，參與 CSW 大會而已，去拍照，其他時間就去參訪紐約市區，回國後也
不見他們有提出特別與婦女權益相關方案，需要檢討如何派人出去的機制 
(學者，2011) 
 
有政府官員長途飛來紐約一天，只為參與一場由 TECO 辦事處辦的座談，根
本連 CSW 為何都不了解。(座談會，2015) 
 
政府代表透過 NGO 提供的 INGO 參噢，卻連該 INGO 的特色功能也不了解，
不願與他們互動，需檢討。(學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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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參與 UN-CSW 返國的建議 

（一）對於國家政策的建議 

在我國，許多公部門內部是有經費的支持公務人員參與國際會議，但NGO

卻很難取得相關的資源，可以參與國際的會議。在加拿大是設有婦女基金輔助出

國開會的資源，及訓練婦女團體的人才。況且我國是沒有國際地位的狀況之下，

透過支持NGO參與國際事務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因此國內必須運用國家的力

量，多支持類似的活動，才能夠使台灣被看見。 

 

希望外交部繼續支持民間組織參加國際事務與國際會議，一方面增加國際社

會中台灣的發言機會，另一方面培養國際事務方面的人才。 (NGO S1，2002) 

 

 本大會如能成為常態性之業務，亦將有助於與會代表將其參與經驗及資訊

有系統地傳承於國內各界，包括婦女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研究機構等，

以利各界對於 UN-CSW 大會之重要議題進行持續性之追蹤與研究。(NGO 

Z，2005)  

 

 希望政府若重視婦女議題，就應有固定方案，規劃與執行。(學者 A，2005) 

 

若外交部與民主基金會補助金額能既定，婦權基金會出人力統整，開設婦女

平台會議介紹國際參與，並統合鼓勵國內既有國際組織能夠較積極關心國

事，也鼓勵有潛力既有草根婦女團體，參與國際組織，以擴大視野和國際合

作同步。(學者 A，2006) 

 

應正式編列預算，持續參與並培訓國際人才。(學者 F，2007) 

 

建議外交部除對外的工作之外，也能就其多年累積的豐富經驗，有組織、有

系統地向普羅大眾作基礎教育與提供資源，如揭露與協助國際會議報名程序

資訊、擴大經費補助民間團體參與國際等。(其他 E，2009) 

 

建議政府編列多一點的出國補助預算，增加婦團參與機會。(NGO B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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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之婦女均積極參與 UN-CSW 之會議，也藉以提提升各國國內之婦

女權益與地位，我國也應該更為重視，一方面可以提升婦女權益，另方面也

藉以打開台灣在世界舞台之能見度。(NGO C2，2010) 

 

應重視參加 UN-CSW 會議，但需要周詳之準備，應有常設幕僚單位，彙整

各國格方資料，保持聯繫，國內各 NGO 與學者、政府均保持聯繫，長時期

溝通，做長期之準備。(NGO C2，2010) 

 

宜繼續提供經費,持續培訓國內人員,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

(INGO/CSW)會議的能力。(NGO Z1，2012) 

 

至於公部門最大問題在於，出國經費逐年縮編，在資源排擠的情況下，各部

會難以每年編列參與 UN-CSW 的出國經費。故建議以下三點作法: (1)由行政

院性平處於會議前一年，即得知 UN-CSW 年度主題時，在性平委員會議作

成決議，由該處統籌編列出國預算，請涉及之部會派員出席。(2)以該會議的

決議，請涉及該次討論主題的部會編列出國經費與會。(3)以 105 年的預算為

例，出國經費的編列，必須在 104 年編列並送立院核定。(官員 B，2013) 

 

長遠來說,若政府能研發設立補助組織之方案,將會是支持國內 NGO 團體成

長的穩定力量。(其他 F，2013) 

 

中央對於地方的補助、教育、輔導等等都必須有規劃的進行。（座談會 B，

2015） 

 

過去在我國參與該會議的人數沒有太多的情況之下，是可以進入聯合國的總

部的旁聽席參與各國官員報告的會議。但是近年來，大陸政策改變，並且我國團

隊人數增多，聯合國開始嚴格管制與會者進入聯合國總部，也使得許多與會者只

能參加UN-NGO的周邊會議。因此，過去的與會者都會希望這個不能進入聯合國

的情形能有解決的途徑，讓參與者可以除了參與UN-NGO的周邊會議之外，也可

進入聯合國吸收正式會議的經驗。 

 

聯合國的窄門，一年嚴似一年，但對外交部亦是非戰之罪，要改善此情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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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安局和陸委會負責設法與對方談話，要求改善。(NGO M，2010) 

 

國內女性團體應該盡快與其他進步議題團體聯合向政府要求解決護照通行

問題，已持續增強國家的軟實力，確保我國在這些進步領域之相對優勢地

位。(學者 D，2010) 

 

我認為與其透過抱怨我們國家受到打壓，使用不合法手段強行進入，不如坐

下思考是否由其他管道，採取軟性訴求方式使國際間聽到台灣人民在兩性平

權所做的努力和我們遇到的挑戰。傳遞聲音是我們的目的，藉由 NGO Parallel 

Events 這國際的場合與其他會員團體和國家交流我們在兩性平權議題上的

努力才是我們的重心。(其他 F，2010) 

 

然而在與會過程中，深深體會我國在外交事務上的困境。我們雖以 INGO 身

分，持大會邀請函參與，遺憾的是在辦理 Ground Pass 時因持台灣護照而受

差別待遇，使得多數團員無法進入聯合國國際會場參與議程。(NGO P，2010) 

 

但如同本人在旁聽聯合國 UN-CSW 會議心得所分享的，UN-CSW 會議並未

允許 NGO 以觀察員方式參與討論，因此光是「參加、旁聽」的意義並不大，

倒不如發揮我國在相關議題的專長，結合 INGO 提出會議議程或舉辦 cacus。

(NGO P，2010) 

 

我國目前政府高階委員會中，有民間組織大量參與之人權委員會皆應請主任

委員會張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正面積極處理此事，以免時間拖長，成為國

際慣例，就很難有轉圜之地，而未來之國家處境與發展，則可能將日益困難，

處處受限。(學者 D,2010) 

 

針對我國 NGO 成員之前述處境，外交部應更具體落實對外館人員(尤其是派

駐紐約經文處人員)之職前訓練，強化外館人員在「瞭解」的前提下提供國

人有效之協助與服務。(學者 H，2011) 

 

受限於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UN-CSW 會議參與仍以民間非政府組織為主。

建議政府部門協助民間組織參與國際會議,並將良好施政成效及民間推動範

例見諸於國際社會。同時,亦可與民間組織發展夥伴關係,透過民間組織達成

實質國民外交,或透過業務相關之民間組織,以民間身份參與 UN-CSW & 

UN-CSW 會議,以汲取國際資訊做為施政參考,同時亦可藉由擔任與談人宣 

揚政策成效。(NGO J，2012) 

 

將來要走的路很長,政治上台灣的特殊處境，小而美的台灣沒有被孤立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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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一定要與國際連結，善用 INGO 的連結能豐富我們的資源。(NGO N，

2013) 

 

應考量南北如何連結整合？不僅僅是通知婦女團體，而是讓各團體可見，本

身更應該懂得適時向主管爭取出席國際會議，以獲取擴展「視野」的機會。

（座談會 E，2015） 

 

婦女團體必須懂得利用國家資源，索取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而不是用意識型

態去對抗。（座談會 E，2015） 

 

我國與會者雖為非政府組織的名義參加，但如能夠在行前即針對此件主題招

開行前會議、讀書會或是建議規劃我國成立CSW的小組，形成對此次主題的共

識，在UN-CSW周邊會議討論時，將台灣的聲音帶入分組討論中，如此即便台灣

非會員國，無法在官方會議中發言、或進行遊說，也依然能夠讓台灣的聲音和意

見產生影響。 

幸好紐約使館請 Nancy 的說明會令大家獲益不少，即使在台灣曾將過去報告

給大家看，都因為太忙而為閱讀。因此建議若要持續參與，可能可以舉辦一

天的行會議，甚至將其做成影片，更清晰。(學者 A，2005) 

 

既然我國已通過 CEDAW，不論聯合國是否會批准加入，未來國內婦女團體

需要更積極的組織連結，監督公約落實的狀況，提出 Shadow report，因此學

者專家個人的參與以外，建議未來也可產生專門參與此類 Caucus 的小組，

透過參與 Caucus 擴大國際參與。(NGO G，2007) 

 

個人認為 Caucus 形式的討論是十分適合我國在推動餐與國際事務的策略，

也許可結合我國友人在下次會議時提出''Caucuses on Elder Women''，尤其是我

們國正在規劃長期保險制度，應能提升我國能見度有具體貢獻。(NGO P，

2010) 

 

建議成立 UN-CSW 的工作小組，UN-CSW 的工作平台是需要長期經營的，

相信有關心並常常討論的地方就一定會有發展，也可將議題為中心分小組定

期討論，或是 GO 和 NGO。(NGO N，2011) 

 

分組針對近一、兩年 UN-CSW 優先議題和回顧議題定期進行讀書會 ,對 

UN-CSW 議題的了能累積一定的基礎,參與 UN-CSW 活動才有連結國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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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友人的實力。到底出去要認識誰,可以建立夥伴關係,進行長期交流,提供

支持需要對特定議題有一定的共識、關心,建立出國際的專業網絡。(NGO 

G1，2002) 

 

（二）對於出國代表的遴選方式建議 

  對於出國的評選機制與會者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一部分的人認為說聯合

國是一個重要的會議，應該優先讓有經驗的 INGO 代表，優先參加，更能發揮其

與國際結合的能力。 

 

一個是已經有國際參與的 INGO，鼓勵他們能主動積極爭取，同時若能協助

沒有國際組織支持的婦女代表一起報名；因此鼓勵也興趣參與的婦女也能瞭

解該 NGO 在台灣與國際的發展，甚至加入該組織；這類組織包括 ZOTA、

PASIWA、女童軍協會、女醫生協會等。(學者 A，2005) 

 

往後台灣婦女代表團參與 UN-CSW，能增加台灣婦女 NGO，特別是草根婦

女 NGO 的比例。(學者 E，2006) 

 

確定有 INGO 的報名資格以及確定會在周邊會議中進行發表列為遴選的優

先條件。(NGO R1，2009) 

 

深耕組-可與 INGO 連結，並有持續發展合作關係者。(NGO Q ，2009) 

 

宜有確定可以進入正式會場之代表，長期參與，重點則在觀察正式會場內政

府代表團與 NGO /NPO 互動，及各國政府正式報告時之專家評論答詢部分，

以為國內公部門與民間團體合作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學者 D，2010) 

 

能夠請幾位資深與國際有多方連接的專家 1-3 位，保障其被補助資格，請其

繼續連結。(學者 A ,2011) 

 

在各 NGO 組織代表方面,鼓勵已參與過的民間團體繼續出席,才能維持同一

議題領域的動能,並維繫與他國組織的連結。(其他 F，2013) 

 

語言障礙是一個滿重要的問題。(座談會 C，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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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團體出走國際，但卻欠缺翻譯資源。(座談會 F，2015) 

 

  另一方面的意見，是認為說 INGO 平時就其資源較豐富並且與國際的總會

平時就有連結，應該不只補助 INGO 的人士參加，應該鼓勵更多年輕 NGO 代表、

語言能力受限或是過去沒有參加的國際組織經驗的婦女團體，應優先培育，才能

夠達到人才培育的目的。也有人建議可先由 UN-CSW 區域會議開始參加學習起，

通常 UN-CSW 區域會議會在曼谷舉行，先參加 UN-CSW 會前會先吸收一些參與

國外會議的經驗，相信有經驗之後，再參加聯合國大會會更有其成效性，並且

UN-CSW 區域會議每個人所需的經費會比較低。 

 

另一區塊則為具領導能力與潛能的草根民間婦女團體或婦女/女青年/女孩。

對於要栽培年輕女性或女孩，則也要有明確選拔定義，是否具有領導潛力，

以及未成年監護人或協助翻譯等責任歸屬。(學者 A，2005) 

認為應讓更多同仁和婦團可以參加增加視野，也對婦女議題在台灣婦團更有

使命感，回來後跟同仁及婦團作分享。(NGOX，2005) 

 

我建議每年參加 UN-CSW 者，新人和舊人可以各半，讓舊人可以引導新人

適應 UN-CSW 的程序和眉眉角角。(NGOX，2005) 

 

遴選民間代表方面：除依會議主題徵詢相關民間組織之實務工作者參與，建

議用經驗傳承方式，或可擇優遴選出一至兩位(或一定比例)之尚未出席過相

關國際會議經驗的代表，以資深帶領青年工作者方式，藉以充實台灣相關人

員之國際交流經驗。(官員 B，2013) 

 

也有與會者提到成員應依背景及被賦予的參與目標的不同而分配不同的任

務及行程安排，因在經費資源有限及效益考量下，實有必要再檢討各類型成員的

比例及邀請原則。易言之，透過多元化成員的參與，可以促使我國婦女的各項權

益能更確實獲得保障，使政府可以更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應多鼓勵並培養原住民人士參與國際會議，尤其是多元文化為國際學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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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的曝光可以顯示台灣對多元文化的努力，對弱勢族群的關心，堆

人權議題的誠信與努力。也是台灣對中國大陸政權最好區分的方法之一。

(NGO U1，2002) 

 

另外在原住民方面，也希望政府提供更多金錢與資源的協助，讓她們能夠不

受資源短絀之壓力，全心參與會議。(學者 J，2004) 

 

另一區塊是有民間團體參與的學者專家，能與 NGO 和 INGO 一起工作，對

政府制定政策歷程有興趣者。(學者 A，2005) 

 

希望未來能徵選優秀的在校學生參與國際重要的 UN 會議，從年輕培養青年

的國際觀，並提早體驗台灣國際地位的艱鉅與困難。(NGO W1，2009) 

 

有關鼓勵政府代表參與部分，因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主管我國之性別平等相關

政策，性平處出席與會能夠將國際經驗帶回台灣公部門參考，性平處應是出

席代表之一。另，其他部會部分，建議依據當年的主題，請主要涉及部會派

員與會。(官員 B，2013) 

 

其他意見還包括：受訪者表示赴美參與 UN-CSW 代表應具備要有基礎的能

力，並且可以積極籌劃相關與國際交流的事物，爭取我國在國際間的發聲機會，

提升我國的能見度。並且建議可以以與會者在回國後，是否有延續性與發展性的

作為，做為下次遴選的檢視標準。 

 

增加以民間團體做為甄選的代表單位: 國際交流與合作需要長期培力，更需 

要一棒接一棒的接力，方可和國際 NGO 團體建立長期互動與互信的合作關

係，是否可每 2-3 年檢視曾經補助出國參與 UN-CSW 的團體，並視其返國

後的工作推動現況，給予組織甄選的名額，建議包含:返國後有無 2-3 年的

延續性在地服務方案與計畫、是否從先前的出國的經驗中，發展出國際合作

的計畫。(座談會 H，2015) 

 

赴美參與 UN-CSW 代表應具備之基礎能力檢視，建議包含:獨立報名，並安

排出國行程、對外書面宣傳資料製作，如:機構簡章、國家介紹、方案分享

簡章等、與相關國際 NGO 團體聯繫，並於會議期間安排交流訪問。 (座談

會 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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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參與 UN-CSW 代表的甄選是否可增列出國參與計畫檢視，建議包含: 

籌組平行論壇、規劃與國際 NGO 團體交流互訪、以及後續合作規劃、參與

區域會議，並針對區域會議討論主題提出組織的立場或聲明 (statement)。 (座

談會 H，2015) 

 

赴美參與 UN-CSW 代表甄選返國後延續性與發展性檢視，建議包含:於平行

論壇發表的計畫或方案，返國後是否持續推動，或是有其他創新的服務方

案、返國後持續與國際 NGO 的聯繫，返國後是否和其交流之國際 NGO 組

織有後續的合作、是否在其業務單位、機構內部分享與推 UN-CSW 之參與

經驗、相關國際合作之培訓、或性別平等相關之培力工作。(座談會 H，2015) 

 

參與人員必須將到聯合國學習的知識與工作方式帶回台灣運用，甚至做為教

學。(座談會 G，2015) 

 

台灣團體應該著重在重視資源/資訊/權力分享：目前的資源運用並沒有發揮

最大效益，而團體之間的串連也必須透過種種資訊，團體在參與聯合國會議

回國後卻無法將議題發揚光大。(座談會 A，2015) 

 

除了關注聯合國的主題變化以外，也必須注意台灣的在地學習/在地連結。

參與聯合國會議最重要的是必須整合台灣的做法，然後透過代表到國際上發

聲，最後帶回有用的資訊，也就是可以根據所謂的「事前發表，事後回應」

機制來做準備工作及事後成果檢測。(座談會 D，2015) 

 

（三）對於出國代表的培訓機制 

有與會者表示針對國內草根性團體，需要定期培訓，以增強其且對外的能

力，且對於年輕沒有出國經驗的代表而言更是有培訓機制的需要，甚至希望參與

遴選者可以提供語言證明，因為沒有適當的語言能力，其實參與UN-CSW會議成

效是有限的。 

個人在一些場合分享感受到年輕代表需要強化英語、了解國際會議議題運作

方式，及在國際場合如何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倡導、遊說施壓等的訓

練很重要，而不是被動學習。(NGO L1，2001) 

 



50 
 

行政院婦權基金會全婦會得組甄選委員會，在政府經費支助下，代表出席婦

女地位委 員會會議是榮譽也是責任，成員有責任代表報告婦女(性別)各領

域之議題與概況，汲取國際經驗回饋台灣社會，成員應具備豐富性別之實

務、研究經驗，除弱勢團體及原住民代表外，並應具備英文、或法文、或西

班牙文之溝通能力。(學者 K，2004) 

 

對於國內草根性團體亦應定期舉辦不同之講習或宣導會議，以逐漸協助各團

體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NGO Z，2005)  

 

建議師法「師徒制」精神對於國內草根性團體亦應定期舉辦不同之講習或宣

導會議，以逐漸協助各團體與國際發展趨勢接軌。(NGO Z，2005)  

 

需要有條理的訓練。一些內容也可以在台灣舉辦「模擬 UN-CSW、UN 

UN-CSW 會議」，以及先參與多場在台灣或鄰近國家的國際會議。(學者 A，

2011) 

 

建議在組成赴美參與團之前，應先做好準備－－強化國內 NGO 網絡的聯

繫、加強國內 NGO 的國際觀、訓練國內 NGO 習慣於說出自己的經驗與成果，

並提供國內 NGO 出國交流的機會。(NGO Q，2011) 

 

將 UN-CSW 也視為一個國內 NGO 組織教育訓練平台之一，計畫性地讓年輕

女性參與，多栽培並協助有些 NGO 實務工作人員克服語言的障礙，讓他們

參與國際場合時能更充分發揮。（NGO U，2011) 

 

為免民間團體參與國際會議受限於語言限制未能充分傳達其經驗與想法,建

議未來在代表遴派上宜選具基本英文溝通能力者為佳。(NGO J，2012) 

 

遴選民間代表及促進政府代表參與方面：除依會議主題徵詢相關民間組織之

實務工作者參與，建議用經驗傳承方式，或可擇優遴選出一至兩位(或一定

比例)之尚未出席過相關國際會議經驗的代表，以資深帶領青年工作者方

式，藉以充實台灣相關人員之國際交流經驗。(G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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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與會者表示，建立有組織、有系統地培養年輕新秀國際事務參與的素養

與能力，更能讓她們及早參與國際實務的運作，累積國際人脈資源。易言之，透

過後輩帶前輩的方式，使在UN-CSW習得的經驗得以傳承下去。 

希望台灣將來也可以從 NGOs 組織中培養參與的年輕新秀，到 UN-CSW 當

見習生，接受實際的訓練。(學者 J，2004) 

 

實習生制度有必要及早建立起來，尤其是鼓勵對於人權及女權感興趣的學

生，參與每場座談會，並且擔任做紀錄及提供報告的工作，可以早一點培養

人才，成為未來參與聯合國的優秀人才。(學者 J，2005) 

 

建議建立”mentor system”師徒系統，讓一個具備有復運實務經驗的前輩帶

領 2~3 位學習動機強烈又具備語言能力的新鮮人。(NGO I，2008) 

 

鑒於此行在聯合國會場內外皆看到各個組織有許多年輕實習生到場參與會

議及討論，除了拓展視野之外，更能讓她們及早參與國際實務的運作，累積

國際人脈資源。(其他 E，2009) 

 

師徒 mentor 制:能將以參加過的與會者和第一次參加的人員進行隨機配對，

能更有效的協助第一次參加的人進入狀況。(NGO L，2010) 

 

相關經驗傳承的活動建議多舉辦，特別是年輕世代，針對國際婦女議題與發

展進行交流討論，已達經驗傳承之效。(NGO B2，2010) 

 

很多年輕女性(青少女)參加這個會議，應該鼓勵及培養國內女學生及海外移

民的女學生持續加入參與 UN-CSW，擴增視野及國際觀點。(學者 L，2011) 

 

希望可以鼓勵台灣其他非政府組織也可以選送實習生至國際非政府組織，藉

機培訓更多年輕學子在國際活動的參與能力，及增加台灣年輕人在國際組織

中的能見度。(NGO P1，2011) 

 

建立培育年輕婦女國際參與的機制，所有工作需要傳承。(NGO N，2011) 

 

透過非政府組織模式讓年輕學子學習國際議事型態、認識國際專業用語並訓

練意見表達管道與技巧,培養新一代的領導人,可注入更多新血與朝氣。建議

透過輔導模式帶領青年女性參與會議,讓前人努力得以延續。(NGO A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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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台灣的主辦單位未來可思考如何讓整體台灣代表發揮更大的綜

效，可思考有類似老手帶新手的方案，讓第一次參與 CSW 的夥伴可以有充

份的準備及學習。(NGO B1，2012) 

 

建議師法｢師徒制｣精神，邀請曾參與的代表建立 UN-CSW 聯繫網絡，透過

與年度議題相關之讀書會交換意見並進行交流；而資深參與者亦可有效扮演

｢帶領與傳承｣的角色，達到溝通與分享參與策略及有效建立國際連結的目

的。(NGO J，2012、2014) 

 

建立培育女大學生、研究生國際參與的機制，讓年青人能關心世界性議題，

所有的工作需傳承。(NGO N，2013)  

 

建議國內可公私協力,在平日即共同促成類似的培力團體,鍛鍊女孩學習將自

己的觀點形成並努力發聲,確實展開校園與社會中的女權倡導小革命與行

動。日後在徵選民間代表時,始有可能真正吸引新世代自主參與,集結女孩培

力的經驗後與國際交流。(NGO J1，2013) 

 

同時,亦培育新血,鼓勵下一代年輕女性組織工作者參與國際事務,傳承組織

工作、培養國際視野。(其他 F，2013) 

 

 政府單位參與觀摩者也提出政府宜投入培訓工作 

 政府部門鼓勵民間團體參與國際會議，應該透過政策性的補助、培力民間

團體組織成員，及提供相關資源，以協助組織參與國際事務的資源連結以及

參與國際事務的環境。(官員，2012) 

 

政府部門(GO)與非政府組織(NGO)應為夥伴關係(官員，2012)，經過四年努

力，終於台中有女兒館的成立 (座談 T，2015) 

第三章 資深參與者的影響分析-深度訪談結果 

一、個人層面 

 

受訪者表示參 UN-CSW 可以在短時間內吸取最多主題，或是針對一個主題

看到最廣泛的樣貌，對受訪者來說受益良多，可拓展其國際觀，亦可透過此機會

去更深層了解問題的脈絡。且對受訪者有啟發性的功能，亦可促使其思考如何與

自己的婦女工作做連結，為台灣婦女權權益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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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UN-CSW 會議，讓其視野更加開闊，因為以前只做慰安婦的國際連結，

知道面相較單一，但參與 UN-CSW 後，從中知道更多議題，在婦女領域也

開闊了很多，知道自己沒接觸過的領域，獲得更多面向的資訊，所以甚是感

動。(訪談 A，2015) 

 

看到國外婦女人權與兒童人權公約連接，國際上是連接一起做的，促進我考

如何將國際化落實在地化的方法及作為。回國後，向台北市政府要求編列性

別預算，促使我國開始補助其經費，讓 NGO 可以開始有其經費參與

UN-CSW。 (訪談 B，2015) 

 

參與 UN-CSW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增加視野、抓到國際的脈絡，例如第一

次聽到 CEDAW。(訪談 C，2015) 

 

參與 UN-CSW 短時間內可以吸取最多主題或是針對一個主題看到最廣泛的

一些做法，而且在早期網路沒有很發達，所以參與 CSW 可以是獲得很多新

資訊的來源；雖然現在網路很發達，但是有一些資訊我們不可能去找每一個

網站，但那邊可以很快接受到一些她們在做什麼，可以從那些方向去找，對

於收集資訊也比較方便。(訪談 C，2015) 

 

參與 UN-CSW，可以精進國際化、國際會議及準備演講等能力，上台演講，

也因被鼓舞的掌聲而感受到支持及增權。(訪談 D，2015) 

 

去 UN-CSW 我都去聽女性跟和平議題，因此今年剛好在演講中聽到 UN-CSW

預告會去南韓 38 度線做跨越的一個動作，她們會講她們如何發想，會跟報

紙和網路上看到的又有不同，網站看到比較是結果，所以對學者有啟發性，

不管是再問題和意識的培養上面或者是在收集資料和研究取進上面，可以更

深層去了解問題的脈落。(訪談 C，2015) 

 

UN-CSW 會議聚集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婦女部會，更可以和不同婦女團體交

流，視野更加擴大，受訪者也表示透過這場域，讓他們可以與他國的友人，有機

會互相問暖，熱絡，建立更良好的關係，進而形成夥伴關係，互相幫忙，國際上

亦可互相合作，提升台灣的知名度。 

 

參與 UN-CSW，視野會變大，再加上可以跟不同族群的婦女連結，想的東西



54 
 

會越寬越多。(訪談 D，2015) 

 

因工作關係，一個月會出國三次，因此在 CSW 能見到相同的參與者或朋

友，就可以馬上重溫友情，使溝通透過每次的見面更加熱絡，透過參與可以

拓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藉此國際間與台灣的友誼連結才有可能變友善與願意

幫忙。(訪談 D，2015) 

 

二、組織層面 

 

參與 UN-CSW 會議，讓台灣在國際地位有了發聲的機會，激勵受訪者，持

續推動台灣能與國際緊密的各項事務，扮演使能者，將 UN-CSW 聽到的新政策

和概念，透過受訪者及所在組織的團隊力量一起，讓社會大眾、國內的 NGO、

國家了解其最新的政策內容，進而促進我國婦女工作者持續為婦女權益繼續努

力。並且放眼未來，透過根本教育著手，為我國培養未來的人。 

 

參與 UN-CSW 後，促使其思考回國後能夠做什麼以及可以帶著台灣婦全會

能做什麼，並且有鑑於台灣已經開啟這扇通往 UN-CSW 會議的門，不應該

中途放棄，因此激勵我，想要繼續延續國際的事務。也由於，我看到許多與

會者對聯合國不了解，去那邊則會耗費精神又沒有達到效果，因此我回來馬

上開辦國際事務講堂，希望成員可以透過此講堂了解聯合國在做什麼以及其

機制的運作、8 大面向議題，讓其更能貼近 UN-CSW 會議重點，進而與會者

可以慢慢在婦女領域找到與國際的連結點。 (訪談 A，2015) 

 

台灣婦全會之前一開始成立就是把國際事務列為很重要的工作，定位為台灣

的聯合會，會帶著婦女走入國際，因此參與 UN-CSW 後，讓我更加確定要

推動與跟國際更接軌的業務，但碰到缺點是參與人員不固定，因為很多人對

政策有興趣的，但英文都不好；英文好的，則對政策又沒興趣。(訪談 A，

2015) 

 

參與 UN-CSW 後，我知道有 CEDAW 公約，因此我帶領著 XXX(組織)推動

CEDAW 相關工作，讓大家了解 CEDAW 公約以外，也透過成立專案小組來

促使國家報告書的行程以及 CEDAW 公約施行法的立法。 (訪談 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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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UN-CSW，對於回到自己的組織一定有其功能，但事先了解 UN-CSW 的

運作機制，回饋於組織的功能則會越大。我是從事相關工作，因此可以與自

己的工作有所連結，回國之後，可以將學習到的經驗，運用在工作上，若不

是則反之。易言之，與會者若是從事婦女相關工作對其不管是對本身的學習

還是組織的運作，都是能迅速提升其成效的。(訪談 A，2015) 

 

之前是做家暴相對人，參與 UN-CSW 後，開始思考前面那一端的問題，先

將青少年犯罪多的區域列出來，然後今年開始做桃園白絲帶運動。(訪談 B，

2015) 

 

回國後，會參與全婦會所開的 CEDAW 讀書會有去參與並且有幫忙民間團體

CEDAW 報告以及每個月會與 9 個 NGO 開會在防暴聯盟並且將它們討論的

狀況，並且出了一本書-談台灣暴力的目前狀況以及會參與政府舉辦的公聽

會，給 CEDAW 的建議。(訪談 C，2015) 

 

參與 UN-CSW 可以知道國際的走勢、抓到國際的脈絡、重點轉移，將其所

知道的消息，帶進我所參與的委員會。(訪談 C，2015) 

 

從根本教育著手，培力對象是從高中生開始，讓年輕人認識 NBG、CEDAW，

讓台灣可以回應聯合國的議題。……積極透過其所在的 INGO 幫台灣跟聯合

國做連接。(訪談 D，2015) 

 

三、國家層面 

透過周邊會議的發表，呈現台灣成功的方案，使台灣成功的經驗可以被認

同、注意，聲音也開始逐漸被納入大會的結論中；我們也可以從他國政策的分享

中，回過頭來看台灣目前性別主流的發展狀況及相關政策，發覺台灣政府對婦女

領域因[性別主流化]而需對婦女議題重視，其實大多數態度仍屬漠視；雖有立

法，卻缺少實質的調查資料，及實證結果；此外性別專責機制雖成立，仍缺代表

能為台灣在國際上發聲，其層級也仍待提升。 

 

更加體認到臺灣的困境，在國外不被承認，因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並且性別

議題也不是台灣政府重視的政策。 (訪談 B，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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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性平處的工作人員不夠專業﹑定位不清楚，無法對外在國際上發言，以

至於無法領導國家性別的議題。應該要效仿兩人權公約的委員會在總統府的

層級，藉由拉高層級來或納入專業人才，以提升性平處在整體運作更有效率

及效能。(訪談 B，2015) 

 

參與 UN-CSW 會議，可以對照多國目前對其議題的重視與發展狀況：早期

國內做的不錯，但近幾年比不上國外的腳步，比如說在多元性別的方面有退

步，家暴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陸續在 87、91、93 年通過，

但我們都是耳語或是等候民意推動，沒有經過實質調查。不像聯合國在泰國

做的同性戀、異性戀、 變性人、雙性人，碰到暴力的調查，我們國家都沒

做過此類調查，我們因為覺得我們的法很好，所以就沒有再做後續任何實質

的調查，只做宣導政令。(訪談 C，2015) 

 

在聯合國展示我國執行成功的方案－2013 年與新北市政府合作 HIV 教育宣

導方案，透過針對新北市每個國一生班級，入班講授 HIV 相關預防，隔年

HIV 在 15-25yer 層級的年齡驟減百分之 17，相較前年全台灣最多國中生感

染 HIV 的情況，改善神速，藉此讓聯合國看見台灣的軟實力。(訪談 D，2015) 

 

四、出國代表的評選及出國前的培訓機制 

建議培訓完再遴選，依照其意願和培訓時的積極度，更公平去作補助。並

且也建議補助資源能夠給予更多不同的人，鼓勵更多元的人才去參與 UN-CSW，

促進我國婦女領域層次的提升。 

 

建議先做四或五個月的培訓，培訓完再遴選，且希望政府的代表人員可以同

時一起與與會者一起參與培訓。且遴選建議是機構跟人一起評估其出席率、

表現和態度，決定其補助的金額。意願高的但能力差一點就補助半額；兩者

都好就補助全額。 (訪談 A，2015) 

 

效仿委員會組織兩屆後不能夠續任，要休息一次才能繼續，補助學者(人)或

機構兩次就休息一次，下次再來參與，藉此可以讓更多人或婦女團體參與。

(訪談 C，2015) 

 

固定名額給中南部的人，一年一個，比較不會把所有名額集中在台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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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C，2015) 

 

鼓勵可以讓更多年輕一代婦女的工作者可以去參與。 (訪談 D，2015) 

 

補助學者前往是有意義的，因學者回國後會做傳播的角色，有能力自行進修

研究和教書，回饋給政府及培育年輕的一代。建議補助的學者是有學術與實務經

驗、與大會主題有關的人及長期與台灣民間和國際 INGO 有交流的人去參與

UN-CSW，並可看其返國後發表相關文章或培訓資料。 

 

我認為有經驗的人可以優先，且學者則是希望跟民間結合度高的人去，效益

則會比較高。(訪談 A，2015) 

 

學者希望要是與主題有關，並且要與國外學界或機構有長期合作關係的學

者。(訪談 B，2015) 

 

長期耕耘和學者給固定名額，學者會做傳播的角色，會去研究和教書。 (訪

談 D，2015) 

 

建議希望有國際經驗、有國際組織會員或是期望組織是長期有與 INGO 連結

的人去，這樣才能在 UN-NGOCSW 會議有地位為國際連接。反之，沒經驗者先

從亞洲區會前會開始參加，因費用不高且時間不長，亦可以透過會前會了解自己

對這議題有沒有興趣，累積經驗，再進一步鼓勵其去參與 UN-CSW 會議，會收

穫更多廣更多。 

 

若沒經驗的人，建議其先從亞洲區會前會開始先參加。(訪談 A，2015) 

 

建議沒有經驗建議先從區域會議先參與。 (訪談 B，2015) 

 

對沒經驗的建議先從區域會議開始；反之對長期耕耘的 INGO 讓其去參與

CSW。 (訪談 D，2015) 

 

鼓勵政府可以鼓勵在聯合國有競爭地位的 INGO 可以給予更多的協助，讓他

們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在國際上可以揮灑的空間，這樣連接出來會更多。 (訪

談 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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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依照遴選設定，一定要有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報名。並希望有國際

經驗、有國際組織會員或是期望組織是長期有與 INGO 連結的人去，這樣才

能做國際連接。(訪談 B，2015) 

 

建議要有參與過當地 NGO 的經驗或是參與過台灣 NGO 的不同背景之人參

與，因為這會影響參與 CSW 後獲得資訊的深度和看的面向。 (訪談 C，2015) 

 

建議遴選要透過資歷或計劃書徵選，以確保你的語言及從事的工作是否與 

UN-CSW 大會主題有相關。因有基本的英文能力，方能更快吸取會議中的精華，

亦可與他人做交流，促進我國參與 UN-CSW 會議之目的，由此可見語言的重要

性。 

 

要有語言證明，才能聽了懂，這樣才能做國際連結。(訪談 C，2015) 

 

建議要讓英文好的人參與。透過資歷或計劃書徵選，以確保你的語言及從事

的工作是否與 CSW 相關。(訪談 D，2015) 

 

建議在行前會議的部分針對沒參與過的人舉辦，讓其對 UN-CSW 會議的舉辦

目標及代表我國與會者出國的目的有概念；在國外與會期間，建議給大家一個自

由平台，依其興趣聆聽演講，可提升自己專業的能力，回國亦可將新訊息傳遞給

大家。 

 

建議參與 CSW 會議過程中，不用分工，不需要指定大家去聽哪個場次。但

是要盡應盡的義務，外交部安排的餐會要出席。 (訪談 D，2015) 

 

參加過很多次 CSW 的成員，就不需要參加行前會議。(訪談 D，2015) 

 

建議參與者可以不用一起回國，這樣可以再參與完 CSW 之後再做自己想要

做的事，藉此參與者也會比較專心參與當下 CSW 的會議。 (訪談 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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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的訪談所收集的資料可以發現，所有與會者或是受訪者透過對於

非營利組織得以參加UN-CSW的機會都持正面的態度，認為參加UN-CSW對於個

人工作產生突破性的影響，也對推動政策的形式有了全盤的了解，並且增加了對

於國際婦女事務的認識，更直接的影響是增加將國外婦女的議題及經驗帶回台灣

執行的意願。無論是對於INGO或是 NGO 影響都很深遠，INGO藉由此次的會議

增加與INGO母會及其他分會之間的連結，國內的NGO 也藉由參與此會議得以認

識國外的INGO 或NGO團體，回國後能夠與他們建立進一步的連結，並且增加國

內NGO參與未來發展國際事務的意願；對學者而言，則可完整收集到最先進的資

訊，未來回國後成為傳播的種子，行動研究的動力，參與國家政策的改革。 

對國家外交的影響當然也是正向的，尤其是在我國並未有任何國際正式的地

位之下，長期偏離國際事務的發展，對於國際事務中各項政策的模式及其變化都

缺乏相對的資訊，對於整體國家的發展並非益處。因此藉由參與UNNGOCSW透

過非營利組織能夠參與國際事務，讓台灣前進的步伐能夠跟隨國際的發展，不至

於過度落後，也讓台灣的努力被國際重視，也形成其他領域可以比照透過INGO

參與觀摩UN或其他UN組織的會議，對於台灣未來的處境而言，相對是一項重要

的議題。 

但是我國參與UN-NGOCSW過去十多年來的運作中也會發現一些問題的出

現，包括在中共的壓力之下觀摩UN-CSW的空間越來越受限；代表出國的人員過

去在國內缺乏有系統的訓練，無論是語言能力及國際工作的能力都相當的不足，

貿然參與國際的會議，有些在參與上是有所困境的：此外，與會者對於國際上的

禮儀及國際慣例的了解也缺乏經驗，有時候在參與UN-CSW過程中表現出不符國

際禮儀的行為，或是在回國後對於政府有過高的期望，這些都是希望能夠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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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能夠讓我國這項活動更具有效力及成效。本研究團隊綜合訪談、座談會

及報告的結果提出下列的建議： 

(一) 持續辦理觀摩 UN-CSW，參與 UN-NGOCSW 我國婦女團體出國補助的業務 

在新進的國家都會著重非營利組織參與國際事務的補助及訓練，充權非營利

組織讓其具有國際參與的能力，我國對婦女與性別議題國際參與，在過去這方面

的補助相對不足，多半都是單一會議，個別申請，且學者參與學術會議較多，民

間團體參與較少，除了UN-CSW的補助之外，其他的國際會議的補助是有困難

的、或沒有系統也不知道要向誰申請，也因此UN-CSW這項與會機會成為婦女團

體參與國際事務最期待的出國學習途徑，但是對於補助婦女團體國際視野的訓練

仍然是有必要。 

(二) 補助非營利組織參與 UN-NGOCSW 區域會議的機會 

前述提到國內對於非營利組織參與國際研討會的相關補助，較沒有管道，且

赴美國花費較大，但是許多與會者都會提到其實可以讓與會者先參加較鄰近的東

南亞區域會議，或會前會，甚至也能也系統下參加國內所辦相關的國際會議，使

具備有足夠的經驗之後，再去參加聯合國在紐約舉行的大會，如此會更具有參加

大會的能力。因此未來是否可以將這項補助更系統化，也可以開始開辦區域會議

的補助，讓整個觀摩UN-CSW工作是有層次感，包括國內的培訓，會前會議及區

域會議的訓練，最後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的參與機會，返台後各人與所屬國內NGO

的開展，如此將能充權婦女團體，增能其參與UN-NGOCSW的能力。 

(三) 重新檢討補助該項方案的重心 

與會者對於未來補助究竟應該是要優先補助有經驗的INGO，或是補助年輕

學者，或是廣泛補助NGO，其實並沒有共識。但對於參與國際事務需要具備基本

的語言能力才能申請，這項要求應該是可以執行的。因此，未來申請補助者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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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前需要具備語言能力証明，也應可要求出國期間應出席外交部安排的餐會，及

回國之後負有參與會後檢討會的義務，可以更制式化，讓獲得補助的與會者了解

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係，甚至可以設計半年追蹤回饋，在其所屬組織的擴散情

形，或社區推廣，或教學內容，都是可行的，也供未來補助時對其組織或個人的

參考。 

補助的外交部及負責遴選的單位，可重新思考我國參與這項工作希望達到的

目的，才能夠決定未來補助的優先順序為何，是要繼續擴大團隊，讓每個人都收

到不足額的補助；還是要縮小團隊的規模，選擇菁英去參與；或是要藉此做為訓

練新手的方式，都是需要政策性決定。但與會者多數認為：受補助者可以限制次

數，連續補助以2-3次為限。 

(四) 培育年輕女性及婦女團體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 

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是需要培訓的，平時在國內應補助婦女團體籌辦相關

的訓練，鼓勵設置國際事務組，培養優秀幹部。UN-NGOCSW近年來的工作都強

調培育年輕女性加入國際婦女事務的重要性，若能在出國前即籌辦多項工作坊，

訓練年輕女性參與國際事務能力，思辯重要性別議題，瞭解政策推動的方式，將

可為每年觀摩UN-CSW大會注入新血輪，返台後也可在青年社群中推廣性別議題

加深概念與行動力。 

(五) 未來受補助單位應原本即是 INGO 會員 

近年來，UN-CSW開始限制INGO報名人數，過去臨時透過INGO報名的方式

未來會有困難，此外若原本並非該INGO會員，也無法建立起INGO的會員感情，

需鼓勵及協助國內NGO與國外INGO長期建立合作關係。 

結語: 

我國十多年來參加觀摩UN-CSW與參與UN-NGOCSW的成效，不僅使婦女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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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整體能力的提升，以及讓更多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具備有國際合作的能力；也

讓台灣在窘困外交環境中，增加國際參與的可能性，提升了與國際發展同步的機

會。更重要的在於他們在回國後的擴散效應，許多婦女團體將國外所學習到的經

驗知識，帶回來變成實際的行動，並且促成國內簽署CEDAW公約，開啟了撰寫

CEDAW國家報告以及國際上監督婦女政策發展的工作模式，也間接影響後續簽

屬兒童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等社會福利公約。由婦女的工作已經變

成是國內整體社會福利工作模式的大躍進，讓只有國內視野的人權觀點提升到國

際視野的程度，也讓國內的政策發展制度化，讓國內政策的發展更具有國際民主

化的工作模式。藉由本次評估的結果，相信對於未來我國如何整體發展國際事

務，應該是有所幫助的，也對於我國如何透過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展現公民的能

量，也讓公民社會的能量有了不同的視野。相信這項工作必須要繼續的進行，才

能夠讓我國在外交的困境當中，找出另外一條發展生存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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