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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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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性別聯絡人網絡（GFPN）會議 

會議時間 97 年 5 月 17 日 至 5 月 18 日 

所屬工作小組

或次級論壇 
SOM 特別任務小組 

出席會議者姓

名、單位、職銜
楊筱雲/內政部社會司/科長 

聯絡電話、

e-mail 

886-2-2356-5515 /moi0849@moi.gov.tw 

會議討論要點

及重要結論 
(含主要會員體

及我方發言要

點) 

本次會議除討論性別聯絡人 8 項任務與提送「資深官員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之建議外，並針對

Jacqui True 博士提出之「GFPN 獨立評估報告」結果與成

立「方案評估委員會」（PASC）之職權進行討論。APEC
秘書處致力於建構經濟體間之互助網絡，協尋多個經濟

體幫助提案國檢視與評估提案設計與落實執行。為支持

APEC 秘書處推動性別議題融入經濟體各項提案之努

力，我國表達加入「方案評估委員會」之強烈熱忱，後

續將視需要協助秘書處檢視各經濟體提案。 
GFPN 未來工作方向： 
1. 持續倡議資深官員會議（SOM）重視性別議題與經

濟議題結合之重要性，提供各工作小組相關性別意識

培力訓練。 
2. 協助 APEC 各論壇發展融合性別議題的工作方向，並

成立評估小組，檢視 APEC 專案計畫是否符合 APEC
性別評估指標。 

3. 加強 GFPN 與婦女領導人網路（WLN）會議之議題

連結，並重視 WLN 會議建言，結合為 GPFN 未來之

工作目標及重點。 
4. 持續協助各經濟體有關婦女經濟整合與賦權之新提

案，包含祕魯「提升女性企業公共政策」方案、印尼

「為 APEC 論壇研發性別評估清單」方案、美國與菲



律賓「經由貿易賦予亞太地區婦女經濟權能」方案。

後續辦理事項 因應中華台北加入「方案評估委員會」（PASC），與澳洲、

秘魯、新加坡、智利並列為 2008 年 PASC 成員，我方參

照該運作模式，成立「中華台北方案評估小組」，邀請相

關部會擔任核心成員，並視審核方案需要，邀請各領域

人才，召開專家審核會議。擬將今年辦理 PASC 經驗，

彙整為成果報告，提供 GFPN 及 APEC 性別專案主任分

享，展現我方努力與貢獻。 
建議資深官員

發言要點 
（★請務必依

會議最新情形

提建議，並提供

簡要中英文說

詞，以 1 頁為

限） 

中華台北於今年 GFPN 會議上，大力支持 APEC 秘書處

成立「方案評估委員會」（PASC）之構想，並積極爭取

擔任該委員會成員，為整合 APEC 性別議題而努力。 
In this year GFPN meeting, Chinese Taipei strongly 
supports the organization of Project Assessment Standing 
Committee (PASC) informed by APEC secretariat, and 
actively joins the PASC for integration of gender issues in 
APEC regions. 

檢討與建議 1. GFPN持續倡議APEC資深官員會議重視經貿議題中

的性別議題，我國應配合研擬推動婦女經濟賦權方

案，並加強運用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於經濟相關政策

中，提昇女性參與決策機制，辦理相關經貿人員性別

意識培力訓練，強化我國經貿政策與 APEC 提案融入

性別觀點。 
2. GFPN將協助APEC各論壇發展融合性別觀點之工作

方向，並成立「方案評估小組」檢視 APEC 專案計畫

之性別面向，未來我國應建立國內 GFPN 與各工作小

組之主管業務單位、APEC 研究中心之業務聯繫協調

機制，共同研提相關參與策略與提案審議，並逐步發

展與建構不同領域之性別專家資料庫，以配合 GFPN
方案評估委員會之運作，提供專業性別觀點與意見。

3. GFPN 長期致力於性別主流化工具之推動與發展，印

尼所提「為 APEC 論壇研發性別評估清單」方案，與

我國所推動「性別影響評估」政策有共同目標，目前

我國應持續推動並規劃舉辦國際研討會，積極與國際



交流推動經驗，未來並定期於 GFPN 會議提送我國推

動成果。 

1. 參加資深官員會議暨相關會議，請於會議當日填列此表，當日以

e-mail 寄至外交部 APEC 小組電子信箱: apecct@mofa.gov.tw。 

2. 出席其他各項會議人員，請於會後填報本表並附於與會報告首頁。 

3. 14 號字標楷體，行距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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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性別分析工作坊簡介 

一、 時間：2008 年 5 月 15 日至 16 日 

二、 地點：祕魯 阿雷基帕 Cerro Juli 會議中心 

三、 主辦單位：韓國 Sookmyung 女子大學 亞太婦女資訊網路中心 

四、 背景說明 

為使 APEC 論壇及各經濟體重視及運用 APEC 方案的性別評估，

韓國亞太婦女資訊網絡中心於 2005 年 9 月假韓國召開之第三屆

GFPN 會議中，提議辦理性別分析訓練計畫。為強化性別整合工作，

部長們歡迎並贊同 GFPN 定期實施性別分析訓練，藉此訓練提升政策

與方案的設計、執行、監督、評估及溝通過程之有效性，並在性別觀

點考量下，形成具性別敏感的政策與方案。  

基於上述背景，為期兩年的第一階段性別訓練工作坊，分別於

2006 年在越南、2007 年在澳洲舉行。因第一階段辦理成果卓越，為

持續建構 APEC 性別分析能力，APEC 秘書處同意於 2008 年在祕魯、

2009 年在新加坡，舉行為期兩年的第二階段訓練工作坊。 

五、 辦理目標 

性別分析工作坊的目標是要建立針對 APEC 政策、計畫和活動，

其性別觀點整合之能力。 

 提出性別之意義以及各種經驗、各種層次的性別意識和刻板印象

是如何在個人與各文化之間展現其差異。 

 探索性別分類資料，以作為理解女性和男性(或是女孩與男孩)處
境的起始點，亦作為一種將性別整合於發展計畫的工具以及朝向

性別平等之進步監督指標。 

 介紹性別分析架構（以婦女增權架構及 AEPC 架構為主），及如

何運用幫助解決性別盲的問題。 

 檢驗國際性性別回應預算提案，以作為經濟(預算的)政策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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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流化策略，以及作為一種透明化政府在男性女性、男孩女

孩之開支和收入其不平等與差異等衝擊的工具。 

六、 本屆工作坊重點 

 讓參加者熟悉性別基本概念和性別分析工具。 
 向參加者介紹貿易相關的性別分析工具。 

 向參加者介紹性別基準預算流程和相關爭議。 

七、 工作坊成員與形式 

工作坊參加對象為所有 APEC 會員經濟體成員與 APEC 秘書處

人員，特別是性別聯絡人、新加入 APEC 之負責性別議題官員。本屆

工作坊參加者共 41 位，來自 9 個 APEC 經濟體，我國由內政部社會

司楊科長筱雲，及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陳研究員麗蓉及

吳研究員昀參加。 

本屆工作坊強調實務演練，讓參加者能積極參與工作坊中一系列

的演講和討論、習題和遊戲，練習運用性別分析工具，將性別工作納

入計畫和專業政策內。 

八、 研習內容（議程表詳見附件一） 

本屆工作坊由亞太婦女資訊網路中心（APWINC）負責籌劃，邀

請加拿大 Dana Peebles 女士（Kartini 國際組織執行長，多年性別教

學經驗）和 Lisa Fancott 女士（國際貿易和發展組織執行長）擔任訓

練員。 

（一） 開幕式 

開幕式由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祕魯婦女與社會發展

部副部長，亦為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及性別聯絡人網絡

（GFPN）會議主席）致歡迎詞，及 APEC 秘書處性別整合專案

主任 Luis Tsuboyama 先生致祝賀詞，接著由計畫主持人

Soon-Young Jung 博士介紹工作坊之源起與背景。 

（二） 暖身活動：自我介紹、對性別之想法 

首先請所有參加者自我介紹並簡述希望從此工作坊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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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自我介紹結束後，邀請 2 位自願者擔任工作坊的觀察員：

一名擔任眼睛，觀察所有參加者參與討論的積極程度；一名擔任

耳朵，將聽到的建議事項紀錄下來，並請兩位觀察員於工作坊尾

聲與各位分享觀察心得。 

（三） 單元 1：性別概念和性別分析架構 

演講授課：由 Dana Peebles 女士簡介何謂性別與性別分析，及加

拿大婦女地位部副部長 Clare Beckton 女士分享關於

公部門實施性別基礎分析的加拿大經驗。 

小組討論：請所有成員 5 至 6 人分成 1 組，共分成 5 組（3 組使

用西班牙文、2 組使用英文）進行「價值樹」繪製及

賦權架構的討論。「價值樹」的活動主要是讓小組成

員分析社會上有哪些價值、態度及實際行動造成性別

歧視，並提出打破這些歧視以支持性別平等的方法。

每組會抽到一個社會現象，小組成員先評估這個現象

是否造成性別不平等，並討論造成的原因有哪些，最

後用一棵樹呈現討論結果：在樹的根部寫上此社會現

象的性別價值與態度；在樹幹部分寫上形成這些性別

價值與態度的機構；在葉子的部分寫上因為這些價值

與態度產生的行動。 

團體活動：邀請 2 位自願者進行「巧克力挑戰」，1 位自願者身高

高、1 位自願者身高低，卻要同時爭奪對於身高高者

較有利的高度的巧克力，可想而知一定是由身高高者

獲得巧克力。此活動是讓成員瞭解個體差異的存在

性，真正的性別平等應該是依照個體差異性，給予所

需的協助，而不是給予同樣的資源、機會和對待就稱

作性別平等，Dana Peebles 女士強調平等是重視差異

性，針對不同群體給予不同的照顧、訓練和福利。 

（四） 單元 2：性別分析與發展 

演講授課：由加拿大南北研究機構 Heather Gibb 女士簡介「性別

和貿易自由化」，及 Dana Peebles 女士簡介婦女賦權

（empowerment）分析。可從中學習到如何將不同類

型的性別分析方法，應用在政策發展和影響評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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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尤其是性別和貿易議題。內容包括全球價值鏈分

析，以及回顧區域貿易協定相關的主要性別議題。 

小組討論：請各小組成員依據各自背景，分享各經濟體推動性別

分析及性別主流化的經驗，並思考婦女在貿易政策下

的影響層面與優劣勢。另藉由評估 APEC 觀光產業的

專案計畫範例，運用賦權架構，找出此專案計畫內的

潛在性別平等議題。 

（五） 單元 3：性別分析實踐、單元 5：性別敏感度政策和預算

案例分析因時間縮短之故，併入單元 2 及單元 4 進行。 

（六） 單元 4：照顧經濟和國家預算之性別分析 

演講授課：由菲律賓婦女全國委員會 Myrna T. Yao 女士簡介「性

別與發展預算：菲律賓經驗」，及 Dana Peebles 女士簡

介性別預算的過程，提供參加者對性別預算的基礎概

念，且瞭解菲律賓經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繼任政府

的政治承諾和納入民間組織編列性別敏感度預算，尤

其在市政府層級的預算，菲律賓也已立法規定至少將 
5% 的預算分配給性別特定活動或計畫，將有助於增

加性別平等。 

小組討論：請各小組成員依據各自背景分享各經濟體推動性別預

算的經驗，並假想自己被賦予規劃國家層級的性別預

算推展階段，試著從人事時地物各個面向討論如何有

效推展性別預算，且思考規劃過程中會面臨到的困境

及解決方法。 

（七） 閉幕式 

由計畫主持人 Soon-Young Jung 博士進行閉幕致詞，感謝所

有成員的參與，及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向主辦單位致祝賀

詞。同時，主辦單位請所有參加者填寫問卷，評估此工作坊的內

容、教材、效益，以及未來是否能將其所學概念運用至工作中。

所有的意見將由主辦單位彙整成建議，提交至 GFPN 會議，作為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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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性別聯絡人網絡（GFPN）會議基本資料 

一、 時間：2008 年 5 月 17 日至 18 日 

二、 地點：祕魯 塔克納 Gran 飯店 

三、 與會代表 

（一）各國代表：本屆 GFPN 會議共計 14 個經濟體與會，包括澳洲、

加拿大、智利、美國、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

亞、墨西哥、祕魯、菲律賓、新加坡、中華台北、

泰國。 

（二）我國代表：我國由內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出席，並由財團法

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陳研究員麗蓉及吳研

究員昀陪同與會。 

四、 會議主席：Dr. Dolores Tasayco Arana 
（祕魯婦女與社會發展部副部長） 

五、 會議背景說明 

APEC 性別聯絡人網絡（GFPN）會議始於 2003 年，源起 2002
年第二屆婦女事務部長會議決議通過，於資深官員會議中成立推動性

別整合之常設機制，其成員包括 APEC 各論壇代表、各經濟體代表以

及 APEC 秘書處指派之性別整合專案主任。GFPN 主要目的是喚起

APEC 各論壇與經濟體對性別議題的重視，並在 APEC 各論壇、會員

經濟體及 APEC 秘書處間建立一個聯絡機制，提供資訊分享交流管

道，以提升 APEC 區域內的女性權益。 

GFPN 會議每年固定召開一次，由 APEC 各論壇與經濟體指派性

別聯絡人與會，負責促進和報告所屬經濟體之性別整合實施架構。各

經濟體的性別聯絡人由所屬之經濟體指派，通常為負責婦女事務之官

方代表，我國性別聯絡人由負責婦女議題的主管機關首長－內政部社

會司司長擔任並出席 GFPN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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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性別聯絡人網絡（GFPN）會議過程（議程表詳見附件二） 

一、 開幕式 

首先由本屆 GFPN 主席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致歡迎

詞，歡迎與會各經濟體蒞臨祕魯出席今年 GFPN 會議，並感謝

去年主辦單位澳洲協助今年會議事宜，及感謝 APEC 秘書處性

別整合專案主任 Luis Tsuboyama 先生在行政事務上的協助，也

恭喜韓方今年辦理性別分析工作坊與婦女數位經濟論壇圓滿成

功，最後期望本次 GFPN 會議能有更多突破。 

接著由 Janet Stodulka 女士代替 2007 年澳洲 GFPN 主席

Julia Burns 女士致詞，除感謝今年主辦單位祕魯的用心，並強

調澳方將會盡全力協助祕魯，與其他經濟體共同朝向整合婦女

參與 APEC 活動而努力。且由主席助理 Jeanine Anderson 女士

簡介本屆 GFPN 會議議程，並請所有與會經濟體拍攝團體合

照，作為留念。 

團體合照後，主席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介紹主席之

友：澳洲、新加坡，及歡迎加拿大主動擔任主席之友。接著由

Luis Tsuboyama先生介紹APEC秘書處的新聞專案主任Carolyn 
Williams 女士。最後由 Jeanine Anderson 女士協助主席選出菲律

賓、日本、泰國、印尼、美國、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及我國

等經濟體草擬提交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
之報告。 

二、 全體出席場次 

（一） 強化 APEC 與 GFPN 網站 

首先由 APEC 秘書處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Luis Tsuboyama
先生說明 APEC 資訊管理入口（AIMP），並強調 GFPN 致力於

強化 APEC 網站功能及提升使用率。 

接著由加拿大說明目前正在規劃建置中的性別與貿易資

料庫，此資料庫是為豐富 GFPN 網站，祕魯、菲律賓、美國將

協助加拿大完成此項工作。 



 

8 
 

（二） 協助各論壇確認並處理性別議題 

主席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強調 GFPN 須協助各經濟

體討論提案中的性別議題，並重視社會福利及社會安全等相關

議題。 

（三） APEC 發展報告並呈現婦女在 APEC 之表現 

APEC秘書處性別整合專案主任Luis Tsuboyama先生簡報

2007 年 APEC 重要成果及 2008 年 APEC 優先目標，並簡述

APEC 部分工作小組與委員會有關性別之發展（詳見中譯資

料：議程 7）。 

（四） 報告及評估運用性別準則評估之提案計畫 

為加強 GFPN 更有效協助 APEC 各計畫落實性別議題，

GFPN 將持續關注各論壇及工作小組提案，以強化落實性別議

題的具體成效，並強調性別應當包含男女性，在著重女性參與

經濟活動的權利之餘，亦關注男性是否遭遇某些差別待遇。 

（五） 收集及分享其他論壇性別整合最佳範例：中小企業工作

小組（SMEWG） 

由 Felix Aguilar 先生簡報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2008 年至

2012 年策略規劃（詳見中譯資料：議程 9），各經濟體回應報

告中提及之關鍵績效指標（KPI 指標）應質量並重，又因今年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會議假我國高雄舉行，會上亦建議祕魯多與

APEC 秘書處及中華台北交流心得，並由加拿大、菲律賓、印

尼協助祕魯，使本計畫更加周延完備。 

（六） 討論性別專家資料庫留存資料 

APEC秘書處因考量原置於GFPN網站上之性別專家資料

庫未能有效提供合適之性別專家名單供參，於會上提出廢除放

置該名單，改為放置各經濟體性別聯絡人名單，並委請各經濟

體自行建置國內性別專家資料庫，日後其他經濟體若對某經濟

體有性別專家之需求，秘書處僅提供該經濟體之性別聯絡人聯

繫資訊，由該經濟體性別聯絡人自行決定提供哪些性別專家名

單。各經濟體原則上同意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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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促進 APEC 性別整合之建言提議 

主席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提請各經濟體討論 GFPN
提議修訂之工作範疇（詳見中譯資料：議程 11）。 

（八） Jacqui True 博士「GFPN 獨立評估報告」視訊會議 

由APEC秘書處性別整合專案主任Luis Tsuboyama先生邀

請 Jacqui True 博士與 GFPN 與會經濟體進行視訊會議，共同

討論 Jacqui True 博士提出之「GFPN 獨立評估報告」結果（詳

見中譯資料）。 

此評估報告主要探討 GFPN 如何有效達成經濟暨技術合

作目標、如何測量 GFPN 活動的影響、GFPN 是否為一個促進

APEC 婦女整合、性別分析及依性別區分資料之運用適當的機

制，報告結果肯定 GFPN 確實在整合 APEC 區域內的性別議題

有其存在價值。 

另與會經濟體針對報告，提出關於 GFPN與其他 APEC 論
壇之合作關係須小心經營，尤其注意與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合

作的差異性；並請 Jacqui True 博士持續協助 APEC 秘書處及

GFPN 在推動婦女參與 APEC 活動的目標上努力。 

（九） 支持和報告 APEC 各經濟體的性別整合成果進程 

由與會經濟體性別聯絡人代表依序就「整合婦女參與

APEC 架構」（詳見附件三）進行 5 分鐘口頭報告。我國由內

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以圖文並茂的簡報方式（詳見附件四）

呈現我國推動「性別主流化」之最佳範例，報告內容同時包括

台灣國家婦女館，獲得多數會員體的肯定與好評。 

（十） 發展中專案之協助 

首先由韓國簡報今年 5 月 15 日至 16 日假祕魯阿雷基帕舉

辦的「性別分析工作坊」辦理成果（詳見中譯資料：議程

14.1.1），接著由印尼簡報 2007 年提出的「受災婦女研究」專

案報告成果（詳見中譯資料：議程 14.1.2）。會上討論大環境

的災難，不論是天災或是人禍，往往對女性產生很大的影響，

強調應重視環境議題與性別之間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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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秘書處預告目前已知的新專案計畫，包括祕魯提出

之「促進婦女企業發展之公共政策」專案（詳見中譯資料：議

程 14.5.1）、印尼提出之「為 APEC 論壇研發性別評估清單」

專案（詳見中譯資料：議程 14.5.1）、美國與菲律賓提出之「經

由貿易賦予亞太地區婦女經濟權能」專案。 

APEC 秘書處致力於建構經濟體間之互助網絡，協尋多個

經濟體幫助提案國檢視與評估提案設計與落實執行。為支持秘

書處推動性別議題融入經濟體各項提案之努力，我國表達加入

「方案評估委員會」（PASC）之強烈熱忱，後續將視需要協助

秘書處檢視各經濟體提案。 

（十一） GFPN 會議與 APEC 其他論壇合作關係 

為促進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與 GFPN 會議日後

合作的緊密性，首先由身兼本屆 GFPN 會議及今年第十三屆

WLN 會議主席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向與會經濟體報告

今年 WLN 會議的結論及建議（詳見附件五）。接著邀請加拿

大 Heather Gibb 女士說明性別與區域貿易協定的重要性（詳見

中譯資料：議程 15.1）。 

三、 閉幕式 

由本屆 GFPN 主席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邀請明年新

加坡主席周福榮先生（Chew Hock Yong，新加坡社會發展、青

年及體育部副常任秘書）致詞及播放新加坡簡介影片；周先生

誠摯邀請各經濟體明年相會於新加坡。最後由 Dolores Tasayco 
Arana 女士親自與每位與會者握手道別，為本屆 GFPN 會議畫

下完美句點。 

四、 我國參與會議情形 

本次會議我國除提送「中華台北整合婦女參與 APEC 架構

報告」作為書面資料，並以圖文並茂的簡報方式呈現我國推動

「性別主流化」之最佳範例，增加報告生動活潑性。並在 APEC
秘書處提出成立「方案評估委員會」，積極表達加入該委員會之

強烈意願。亦主動參與草擬提交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

委員會（SCE）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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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屆 GFPN 會議重要結論及決議 

性別聯絡人網絡（GFPN）會議提交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

員會（SCE）之報告 

今年第六屆 GFPN 會議於 5 月 18 日假祕魯塔克納鎮舉行，14 個

經濟體 36 名代表出席。 

GFPN 眾多會員參加 5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祕魯阿雷基帕市舉行的

第十三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有超過 300 名參加者出席。 

GFPN係為協助 APEC官員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內實施婦女議題

整合架構而成立之機制，同時監督執行進度。 

GFPN 努力將性別觀點納入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並透過工作計

畫讓性別議題受到矚目，肯定婦女為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作出寶貴的

貢獻。 

最近調查顯示，性別歧視和忽視婦女每年讓 APEC 所有經濟體損

失近八百億美元。 

2008 年 GFPN 達成目標包括下列事項： 

活動： 

 2008 年 5 月 15 日至 16 日在祕魯阿雷基帕市舉行「第三屆

性別分析工作坊」(主辦經濟體：韓國和加拿大講師)，41
名參加者包括政府官員、APEC 發展中經濟體的民間社團

成員以及其他 APEC 官員，祕魯當地參與度相當高。 

 2008 年 5 月 9 日至 10 日在祕魯阿雷基帕市舉行「婦女數

位經濟論壇」(GFPN 支持的電子商務指導小組(ECSG)專
案)。 除此之外，2008 年 4 月 19 日在新加坡舉行「APEC
婦女數位經濟論壇」，由 APEC 婦女電子商務中心和職業

婦女協會(Federation of Business & Professional)籌辦,，並由

新加坡政府共同贊助。 

 印尼專案：困境中的婦女。 2008 年 4 月展開，將於 2008 
年 12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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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參與 2007 年 8 月急難準備工作小組舉辦的「領導人

急難管理處理座談會」，為加強對天災和其他緊急事件的

性別回應。 

 在 APEC/GFPN 網站上公告性別發展和貿易資料庫，預計

於 2008 年底前完成(加拿大負責主導，與菲律賓、祕魯和

美國共同合作)。 

各經濟體報告實施性別整合的進程： 

有 11 個經濟體在 2008 年報告內提出關於 APEC 婦女整合架構的

實施報告： 澳洲、加拿大、中華台北、印尼、日本、馬來西亞、墨

西哥、祕魯、菲律賓、新加坡和泰國。 

報告中強調能提高婦女地位的最佳實務運作，包括保護婦女人權

的新法案、讓各部門與弱勢婦女有重要接觸的官員接受性別敏感度訓

練、性別回應預算，以及增加婦女在政府和民間部門成為領導人角色。 

在財政部長參與之座談會內加入性別考量： 

在 APEC 財務餘裕座談會(APEC Fiscal Space Seminar)（汶萊，

2007 年 12 月) 中，澳洲向財政和國庫官員報告關於家庭暴力消耗的

經濟成本。 

貿易自由化影響差異研究： 

APEC 部長在 2006 年聯合聲明中，注意到婦女的重要性並肯定

貿易協議對婦女和男性的影響有差異性。為回應此聲明，加拿大與

APEC 其他經濟體合作進行研究並向 GFPN 和 WLN 提出報告。研究

結果建議必須建立貿易談判主旨，並加強 APEC 處理貿易中性別面向

的能力。 

GFPN 指出推動 APEC 性別整合面臨下列重要挑戰： 

2008 年 GFPN 確定與 APEC 所有論壇密切合作的必要性，以確

保所有 APEC 相關流程將性別作為中心考量，包括改革、政策和專案

發展及報告。 

GFPN 為達上述挑戰所需進行的相關步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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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GFPN 關於性別和貿易的貢獻，納入 APEC 經濟領袖

和部長會議宣言。 

 提供工作小組具體認知訓練。 

 由性別整合專案主任(Program Director of Gender)向中小

企業工作小組主席傳達可完成中小型企業工作小組策略

計畫的支援意見。 

 針對 APEC 各論壇工作的重要性別議題，提供各論壇指導

方向。 

 成立評估小組，檢驗 APEC 專案計畫是否符合 APEC 專案

性別評估指標。 

 GFPN 主席會向 WLN 提出報告，概述 GFPN 前一年的工

作與成就。 

 對於解決婦女經濟整合和賦權重大議題的新專案計畫提

供持續的支援，包括： 

o 提升女性企業之公共政策（祕魯）。 

o 為 APEC 論壇研發性別評估清單（印尼）。 

o 經由貿易賦予亞太地區婦女經濟權能（美國和菲律賓）。 

  與各經濟體內合作並與其他 APEC 論壇合作，找出 WLN
建議內可支援並告知 GFPN 未來工作之特定領域。 

  GFPN 主席根據獨立評估顧問 Jacqui True 的報告，向經濟

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陳述 GFPN 代表會員的積極

觀點。 

 菲律賓將帶領研究遷移對於女性在經濟面向之影響範疇。 

GFPN 對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的建議： 

2008 年 GFPN 建議 SCE 向資深官員會議(SOM)採取下列行動： 

 加強 APEC 秘書處性別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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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新成立的政策支援小組內加強。  

o 確保日後指派性別專家成為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在全 APEC 區域內以經濟和 APEC 層級協助婦女建立貿易

能力（特別是發展中的經濟體）、順利進入市場，並使婦

女可因貿易自由化和全球化而受惠。 

  APEC 經濟領袖和部長們應將貿易的性別意涵作為重要

政策議題考量。 

  GFPN 支持並建議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留意

今年第十三屆 WLN 的年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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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與會建議 

一、 強化我國經貿議題與性別議題之結合 

GFPN 持續倡議 APEC 資深官員會議重視經貿議題中的性

別議題，我國應配合研擬推動婦女經濟賦權方案，並加強運用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於經濟相關政策中，提昇女性參與決策機

制，辦理相關經貿人員性別意識培力訓練，強化我國經貿政策

與 APEC 提案融入性別觀點。 

二、 建立 GFPN 與國內 APEC 工作小組之聯繫網絡 

GFPN 將協助 APEC 各論壇發展融合性別觀點之工作方

向，並成立「方案評估小組」檢視 APEC 專案計畫之性別面向，

未來我國應建立國內 GFPN 與各工作小組之主管業務單位、

APEC 研究中心之業務聯繫協調機制，共同研提相關參與策略

與提案審議，並逐步發展與建構不同領域之性別專家資料庫，

以配合 GFPN 方案評估委員會之運作，提供專業性別觀點與意

見。 

三、 持續推動國內性別影響評估制度 

GFPN 長期致力於性別主流化工具之推動與發展，印尼所

提「為 APEC 論壇研發性別評估清單」方案，與我國所推動「性

別影響評估」政策有共同目標，目前我國應持續推動並規劃舉

辦國際研討會，積極與國際交流推動經驗，未來並定期於 GFPN
會議提送我國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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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PEC 性別分析工作坊 

祕魯 阿雷基帕 Cerro Juli 會議中心 

2008 年 5 月 15-16 日 

議程 

5 月 15 日 議程 活動型態 時間 

9:00-10:30 工作坊內容簡介  

 開場介紹 
暖身活動 

Dana Peebles & Lisa 
Fancott 

30 分鐘 

 單元 1:性別概念和性別分析架構  

 何謂性別與性別分析 演講 30 分鐘 

 基礎性別分析訓練－價值樹 小型團體活動 45 分鐘 

10:30 –10:45 茶敘  15 分鐘 

10:45 – 11:00 整合婦女進入 APEC 架構 演講 15 分鐘 

11:00 – 11:30 増權架構 演講 30 分鐘 

11:30 – 12:15 増權架構個案研究分析  小型團體活動 45 分鐘 

12:15 – 13:30  午餐 1 小時 15 
分鐘  

13:30  性別分析架構（延續）  

 巧克力挑戰（公平與平等） 互動式大型團體活

動 
15 分鐘 

 組織中的性別差異 活動與摘要 45 分鐘 

 單元 2:性別分析與發展  

13:30 -14:00 發展指標和性別指標 小型報告 30 分鐘 

14:00 – 15:00 APEC 會員國的性別平等程度 分組練習 60 分鐘 

15:00-15:15 休息 15 分鐘 

15:15 – 16:00 APEC 婦女和貿易議題報告 與談來賓: Heather 
Gibb 

45 分鐘 

16:00 – 16:20 APEC 性別分析工具與性別賦

權架構比較 
小型報告 20 分鐘 

16:20 – 17:00 APEC 性別分析工具與性別賦

權架構比較 
小型團體練習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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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 17:15 (Eye and Ear)  
眼與耳/每日評估回顧報告 

總結 15 分鐘 

17:15 結束  

 
5 月 16 日 議程 活動型態 時間 

9.00-10:30 單元 3: 性別分析實踐  

9:00 – 9:15 性別集中度/視與聽之約會

安排 
複習遊戲 15 分鐘 

9:15 – 9:45 性別和貿易政策架構 報告 30 分鐘 

9:45 – 10:15 貿易政策議題分析 團體練息 45 分鐘 

10:15 – 10:30 茶敘 15 分鐘 

 單元 4: 照顧經濟和國家預算之性別分析  

10:30 – 11:15 性別回應預算 報告與討論 45 分鐘 

11:15 – 12 :00 角色扮演設定  45 分鐘 

12:00 – 13:15 午餐 1 小時, 15
分鐘 

13:30 單元 5: 性別敏感度政策和預算案例分析  

13:15 – 14:45 觀光產業之性別議題 團體工作 90 分鐘 

 向預算委員會報告 角色扮演  

14:45-15:00 茶敘  

15:15-15:45 角色扮演呈現 討論 30 分鐘 

15:45-16:30 性別預算之倡議策略 報告與腦力激盪練習 45 分鐘 

16:30 -16:45 視與聽總結與評估報告   15 分鐘 

16.45-17.00 閉幕式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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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六屆性別聯絡人網絡（GFPN）會議議程 

2008 年 5 月 17、18 日 

星期六，2008 年 5 月 17 日 

開幕式 

09:30–10:00 1. 開幕式 

09:00–09:15 
1.1. 致歡迎詞 
Dr. Susana Pinilla Cisneros，婦女事務暨社會發展部部長 

09:15–09:30 
1.2. 開幕說明 
Dr. Dolores Tasayco Arana，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09:30–09:45 
1.3. 2007 年性別聯絡人網絡會議澳洲主席致詞 
Ms. Janet Stodulka，澳洲政府婦女室 

09:45–10:00 1.4. 團體拍照 

10:00–10:15 
2. 議程確認 
Dr. Dolores Tasayco Cisneros，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10:15 - 10:30 
3. 介紹 APEC 秘書處新聞專案主任 Carolyn Williams 女士 
Luis Tsuboyama 先生，APEC 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10:30–11:00 

4. 介紹主席之友：澳洲與新加坡 
Dr. Dolores Tasayco Arana，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4.1. 遴選 GFPN 會議報告起草委員會 
Dr. Jeanine Anderson，主席助理 

11:00 – 11:15 茶敘 
 

會議 

11:15–11:30 

5. APEC 秘書處簡報 APEC 資訊管理入口網站 (AIMP)，包括

GFPN 提升 APEC 網站使用最佳化 
Luis Tsuboyama 先生，APEC 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5.1. GFPN 網站中性別與貿易資料庫的發展 
加拿大 

（訊息提供）

11:30–12:00 
6. 協助論壇找出並解決在工作中與性別有關的問題 
Dr. Dolores Tasayco Arana，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訊息提供）

12:00–12:20 7. APEC 發展報告，包括 APEC 區域內婦女表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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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 Tsuboyama 先生，APEC 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訊息提供）

12:20–13:00 
8. 評估與報告「性別評估實用指南」 
Luis Tsuboyama 先生，APEC 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訊息提供）

13:00– 14:30 祕魯婦女事務暨社會發展部在塔克納 Gran 飯店內提供午餐 

 
會議 

14:30–15:30 

9. 蒐集與分享其他論壇中有關婦女整合之最佳範例：中小企業工

作小組 
Felix Aguilar 先生，生產部官員暨 2008 年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主席代表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策略執行計畫書 2008-2012 

祕魯帶領討論 
（TBC-資訊分享）

15:30–16:45 
10. 視訊會議：討論 GFPN 獨立評估報告 
Dr. Jacqui True，奧克蘭大學 

（資訊提供與決策）

16: 50 – 17:15 茶敘 

16:45–17:15 

11. 促進 APEC 性別整合之建言提議 
主席報告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於 2 月 8 日簽署

之 2008 工作計畫與職權 
Dr. Dolores Tasayco Arana，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決策）

17:15–17:30 
12. 性別專家資料庫之進度報告 
Luis Tsuboyama 先生，APEC 性別整合專案主任 

（決策）

17:30–17:45 茶敘 
17:45–19:45 特別會議－討論 GFPN 獨立評估報告 

 
20:30-22:00 塔克納地方政府提供晚餐 
用餐地點：香格里拉-阿波雷達俱樂部（接駁巴士從塔克納 Gran 飯店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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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2008 年 5 月 18 日 

會議 

9:00 – 11:00 

13. 獨立論壇及 APEC 成員報告婦女整合專案之實施進度 
 
簡報次序（每一個國家五分鐘） 

• 新加坡 
• 澳洲 
• 汶萊 
• 加拿大 
• 智利 
• 香港，中國 
• 印度 
• 日本 
• 韓國 
• 馬來西亞 
• 墨西哥 
• 紐西蘭 
• 巴布亞紐幾內亞 
• 菲律賓 
• 俄羅斯 
• 中華台北 
• 泰國 
• 美國 
• 祕魯 

新加坡為主席 
（資訊提供）

11:00 – 11:15 茶敘 

11:15 – 13:00 

14. 發展中專案之協助 
• 14.1 專案進度／評估報告 

- 14.1.1.性別分析訓練（韓國） 
- 14.1.2.受災婦女研究（印尼） 

• 14.2.亞太地區婦女資訊網路中心之專案實施報告 
• 14.3.APEC 秘書處報告計畫書提出過程大綱 
• 14.4.遴選專案評估委員 
• 14.5 新專案計畫書 

- 14.5.1.促進婦女企業發展之公共政策：祕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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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為 APEC 論壇研發性別評估清單：印尼 

主席帶領討論並請 APEC 秘書處規劃 
（決策）

13:00– 15:00 塔克納自由貿易區在塔克納 Gran 飯店贊助午餐 

15:00 –15:45 

15. GFPN 會議與其他 APEC 論壇合作關係 
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代表簡報第 13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

會議籌畫內容 
Dr. Dolores Tasayco Arana，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15.1. 專題報告：性別與區域貿易協定的重要性 
Ms. Heather Gibb 

（資訊提供與決策）

15:45 –16:00 
16. 其他議題 

（決策）

16:00 – 16:30 茶敘 

16:30 –17:00 

17. 移交 2009 年 GFPN 主辦單位新加坡主席 

新加坡帶領討論 

18. 決議與閉幕式致詞 

Dr. Dolores Tasayco Arana，2008 年 GFPN 會議主席 
  

17: 00 – 17:30 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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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8 CHINESE TAIPEI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2008 中華台北整合婦女參與 APEC 架構報告 

性別分析(Gender Analysis) 

一、 性別主流化運作機制 

中華台北為強化推動婦女權益工作，於 1997 年成立跨部會任務編組之婦

女權益促進委員會，並於 2005 年底第 23 次委員會議通過「行政院各部會推動

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將 2007 年至 2009 年作為全面推廣階段，要求行政院

所屬 38 個部會應積極推動性別主流化工作，指派科長級以上人員擔任性別聯

絡人，將性別觀點整合至各部會決策過程，建立跨部會性別整合交流機制。 

各部會除指派具決策層級以上人員接受性別主流化訓練課程，並自 2006

年起依其業務性質選擇試辦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意識培力及性別平等機制等工作。至 2006 年底，38 個部會皆已成立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其中由首長或副首長擔任主任委員者計 37 個，力圖營造無性

別歧視之環境。各部會亦於 2007 年底針對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實施成果進行

檢討，並將檢視成果提送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以為後續諮詢輔導及方

案評估之參考。 

二、 強化婦女參與決策 

中華台北的性別主流化並不限於中央各部會推動，各縣市政府亦成立婦女

權益促進委員會推動地方婦女權益。同時，為提高女性決策參與，行政院要求

各部會所屬委員會以及各縣市政府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成員任一性別比例應

達到三分之一以上，實施成果為 68.03％，計有 283 個部會委員會已達到，剩

餘 133 個（31.97％）部會待加強。 

目前共計有 38 個中央部會指定 1 位性別聯絡人及其代理人，與所屬性別

業務承辦人擔任各項性別業務推動之種子與協調窗口，共同規劃性別議題工作

及協助部會將性別整合進入 APEC 架構，落實 APEC 各項性別相關決議，其

中女性擔任性別聯絡人及代理人者超過六成。 

三、 性別分析暨性別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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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性別主流化已是中華台北既定政策，為使相關政策更加徹底落實，擬

規劃有關國家重大計畫或政策皆應納入性別觀點考量，刻正編撰性別影響評估

操作指南，該指南教導如何將性別分析觀點納入政策制定暨評估影響效益，預

計於 2008 年 7 月全面推動執行指南操作教育訓練。 

四、 性別意識培力暨性別機制運作 

中華台北為落實公部門性別主流化，培養公務員具有性別敏感度，使之規

劃或檢視各項政策及法令時，能兼顧性別差異需求，於 2004 年發表「各機關

公務人員性別主流化訓練計畫」，規定各級政府應將性別主流化訓練納入年度

訓練計畫實施。自 2006 年起，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與地方行政研習中心積極辦

理各項性別主流化實體及網路研習課程。目前已建立「各級政府單位辦理性別

事務專業人才名冊」，並將訓練課程資料及師資參考名單公告於相關網站，供

各機關單位自行運用。 

為多元散佈性別意識，已完成建置二項性別網站：第一，英文版「Global 

Gender」網站(http://www.globalgender.org/index3.asp)提供「論壇」(Forum)及「部

落格」(Blog)等功能，建立與國際友人交流我國推動性別主流化成果之多向溝

通平台，提高中華台北於國際社群之能見度；第二，中文版「性別議題網」

(http://apecgender.wrp.org.tw)便利中文使用者搜尋與性別及婦女議題相關之中

文資料，亦瞭解中華台北性別議題國際參與之現況。 

性別統計資料之蒐集與應用(Collect and use of sex-disaggregated data) 

一、 建立性別統計網站 

2007 年中華台北 38 個部會中，已經有 29 個完成建置性別統計網頁，針

對已建置完成之網頁，輔導其持續充實網頁內容，並交互連結；剩餘 9 個機關

因網站維護管理、預算未及編列或其他因素尚未建置網頁，亦提供諮詢輔導，

並持續追蹤相關辦理情形。 

二、 充實性別統計指標 

中華台北已完成並持續更新「福利、救助暨保險」、「社會(政治)參與」、「婚

姻與家庭」、「人身安全」、「健康」、「教育」、「就業與經濟」、「媒體」、「交通與

運輸」、「環境」、「文化與休閒」等 11 項性別統計指標。 

三、 普及宣導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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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台北自 2005 年成立性別統計工作小組以來，朝向建置全面且豐富之

性別統計資料庫為目標，定期更新統計資料，並完成「性別統計專刊年報」

(Statistical Tables by Gender)與「性別圖像」(Images of Women)二項刊物中英文

版之更新與上網作業，普及宣導性別統計資訊。  

四、 強化性別統計意識 

中華台北為強化各部會性別統計之蒐集與分析能力，於 2006 年始辦理「性

別統計研習營」，亦於 2007 年開設性別統計課程，介紹國際性別統計概況及各

機關推動性別統計之基礎工作。未來將持續辦理性別統計意識訓練課程，加強

各機關性別統計意識，培訓性別統計人力。 

五、 性別預算 

中華台北自 2006 年起關注性別預算之重要性，並於該年辦理第一場性別

預算工作坊(Gender Responsive Budgets Workshop)，目前持續針對政府機關人

員及社會大眾普及推廣性別預算概念。 

婦女參與 APEC(The Involvement of Women in APEC) 

一、 鼓勵參與 APEC 婦女相關會議 

中華台北為加強婦女參與 APEC 國際活動，每年由內政部補助經費派員參

加 APEC 婦女相關會議，如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性別分析工作坊(Gender Analysis Training Workshop)與性別聯絡人網

絡會議(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Meeting)。為鼓勵女性企業家參與 APEC 會

議，於 2006 年起，廣為發布 APEC 性別相關會議資訊，並建立女企業家聯繫

網絡機制與辦理行前英文模擬會議，協助女性企業家建構參展能力，以利掌握

全球化佈局商機。 

二、 推動 APEC 數位機會中心(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 

「APEC 數位機會中心」計畫（APEC 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以下簡

稱 ADOC），係由中華台北前中央研究院院長李遠哲先生，於 2003 年 10 月假

曼谷召開之 APEC 經濟領袖會議中所提出。目的在於呼應 APEC 持續推動知

識經濟的努力，及落實資訊科技應用以縮短數位落差，進而製造數位機會。中

華台北運用 e 化發展經驗，透過設立 ADOC 推動辦公室及 ADOC 數位中心辦

理培訓課程，協助合作會員體培訓資訊人才，發展資訊科技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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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勵 APEC 合作會員體之女性參與相關訓練，以協助提升亞太地區之女

性資訊能力，及縮減數位落差，ADOC 推動辦公室及數位機會中心辦理之培訓

課程，均鼓勵女性參與；規劃課程時亦考量女性之特別需求，以期規劃與女性

較為相關之課程。中華台北舉辦之「ADOC 資訊菁英領袖研習營(ICT Elite 

Camp)」及「ADOC 營運經驗交流研討會」等活動，皆明文規定參與活動人員

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優先考慮女性成員。2007 年 ADOC 中計畫女性參與培訓

5836 人次，女性所佔比率為 37%，較 2006 年成長 13 個百分點。 

另外，因應 ADOC 計畫，中華台北截至 2007 年底，已在國內設立 117 個

推廣數位機會中心，各數位中心內並備有輔導課程及相關數位化推廣課程，女

性參與比率達 6 成 4。 

APEC 數位機會中心(ADOC)規劃及執行案將於 2008 年年底結案，鑒於

ADOC 計畫實施成果卓越，中華台北於 2007 年始規劃並計畫於 2009 年開始執

行 ADOC 2.0 案，為第二階段之 ADOC 方案，以延續 ADOC 原案之成果。該

計畫屬縮短數位落差之公益計畫，非為拓展商機之商務計畫，實施對象應具備

策略思考及焦點對象，以照顧偏遠地區之婦女與兒童優先。藉由 ADOC 2.0 計

畫所倡議推動之深、廣化，整合國內、外公私部門資源，以縮減 APEC 會員體

中婦女與兒童等弱勢團體之數位落差，展現台灣積極參與 APEC 活動之貢獻，

並發揮企業公益品牌形象。 

三、 提昇女性經濟參與 

中華台北婦女在面對女性以家庭為重的社會價值觀，儘管婦女勞動參與率

有所提升，許多婦女還是選擇留在家中處理家務。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調

查，仍有女性勞工認為在就業市場中，遭到不同型態的性別歧視問題。為打破

性別刻板印象，符合性別多元趨勢，中華台北就法令面及政策面積極提昇婦女

經濟參與及創業機會。 

法令部份，中華台北於 2007 年底修正原有「兩性工作平等法」為「性別

工作平等法」，擴大育嬰留職停薪與家庭照顧假適用對象、增加陪產假天數及

提高雇主違法罰則等，且推動研修就業保險法，增列育嬰留職停薪津貼及修正

勞工保險條例，將生育給付由 1 個月提高為 3 個月。政策面推動「友善職場」 

(family-friendly workplaces)、「好管家專案」及「普及照顧福利服務」，面面俱

到地協助婦女能無後顧之憂投身勞動市場。 

(一) 友善職場評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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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勵友善職場之建置，中華台北於 2006 年舉辦友善職場評選活動，大

力鼓吹各機關與企業單位推行友善職場相關措施，共有 60 家事業單位於 2007

年獲得友善職場優良事業單位評選表揚。藉由評選活動及友善職場認證機制，

建立無歧視、重平等的職場，打造性別平權的工作環境。 

(二) 好管家專案 

中華台北於 2006 年始推動「好管家專案」，本專案透過孝親安養、育兒安

親、家庭安居等三面向職前訓練(含學校養成教育、推廣教育)、在職訓練、推

薦就業及創業等措施，提供家庭及婦女相關協助，免除婦女就業的後顧之憂。

推動成果顯著，至 2007 年已促進 17 萬 6 千人次投入相關服務及產業，超過原

訂 2 年 11 萬 1 千人次之目標，執行率約為 158％。 

(三) 普及照顧福利服務 

「普及照顧福利服務」為近年中華台北積極建立之社區照顧福利體系，包

括社區保母系統服務、社區幼兒園服務、社區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服務、兒童及

少年社區照顧輔導支持系統、社區長期照顧及居家服務支持系統等，自 2007

年起全面性推動建立普及照顧體系，確實減輕婦女及家庭的照顧負擔。 

除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提供婦女完善工作環境之外，更針對婦女需求，建

構婦女創業貸款及育成機制，提供婦女創業與就業諮詢輔導服務，以下就政府

推動之婦女企業輔導措施作簡要說明： 

(四) 組織婦女企業互助網絡 

1.籌組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 

中華台北為協助女性企業，積極推動「婦女創業輔導計畫」，並協助成立

「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以增加女性企業交流網絡，提供女性企業多元性協

助，目前已成立北、中、南三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分別由三區服務中心負

責協助籌組事務。 

2.婦女企業服務志工 

由北、中、南三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利用現有輔導服務機制，邀聘「婦

女企業服務志工」，職務包括女性榮譽指導員、女性創業顧問及女性榮譽律師

等，協助傳遞政府資源、提供女性企業有關創業、法律及經營管理等專業諮詢

服務，陪伴女性企業發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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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構婦女企業資訊交流平台 

1.台灣經貿網(Taiwan Trade) http://www.taiwantrade.com.tw 

中華台北為協助具外銷能力之婦女企業開拓國際貿易市場，並與歐美國家

婦女企業網站連結，2007 年 3 月中華台北於經貿網(Taiwan Trade)首頁

(http://www.taiwantrade.com.tw)完成設置英文版婦女企業網(Taiwan Women’s 

Business Network, http://womenbusiness.taiwantrade.com.tw/)入口專區，提供女

性企業主上網登錄產品資訊，利於外國友人快速瀏覽搜尋合作對象，目前已成

功招募 1245 家女性企業廠商加入此網站，亦可連結至加拿大等他國婦女企業

網站。 

2.婦女企業電子商務網站 

Women-Village(e-commerce platform) http://www.women-village.org.tw 

中華台北為協助內銷導向之女性企業開拓國內商機，並與經貿網之婦女企

業網強調之外銷取向有所區隔，中華台北於 2007 年 8 月完成建置婦女企業電

子商務網(http://www.women-village.org.tw)，作為國內婦女企業資訊交流平

台，協助內銷導向之婦女企業開拓國內商機並與國際性婦女組織交流資訊；目

前已成功招募 1092 家女性企業廠商加入此網站。 

3.婦女創業資訊聯網 

(Women-owned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eb) 

http://www.twobc.com 

婦女創業資訊聯網(http://www.twobc.com)於 2006 年底正式營運，目的在

於收集女性創業經驗與增加產品曝光度，唯此網站不似婦女企業電子商務網站

提供電子商務功能，僅提供每位會員獨立經營一個專屬的電子櫥窗空間，可自

行上傳商品資訊，並張貼訂購方式。主要功能為建立支持性輔導網絡，讓有心

創業之女性得以實際執行與操作創業想法。2007 年共輔導 608 家婦女企業導

入資訊化產品。 

(六) 婦女企業經營能力養成 

1.飛雁專案(Free and Young Program) 

飛雁專案是專為女性量身打造的創業育成方案，以提升女性創業的知能並

提升女性企業的能見度。透過創業課程訓練、企業實習、企業參訪、創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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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進階學習(專題講座、茶敘暨讀書會及主題性進階課程)、深度輔導及後

續追蹤關懷等，且每年固定舉辦「女性創業博覽會」，成功地培訓許多女性企

業，並致力於建構女性創業的友善環境。2007 年共辦理 15 梯次，培訓 1782

名創業婦女；提供創業諮詢 549 人次、個別企業診斷輔導 42 家、後續追蹤關

懷 2850 人次。 

2.創薪行動計畫(The Flagship Project for Micro Enterprise) 

創薪行動計畫結合創業諮詢及創業主題課程活動，提供電話、網路、現場

面對面諮詢輔導、到場診斷諮詢輔導，以及辦理微型企業創業研習班、小型創

業講座與微型創業交流聯誼座談會。截至 2007 年，已提供創業諮詢 33,268 人

次，其中女性有 31,454 位，約佔 94.5%；女性創業成功個案數達 582 人；另辦

理 166 場創業主題課程活動，共服務 11,159 人次，其中女性有 9844 位，約佔

88.2%。 

(七) 企業經營能力養成 

1.創業圓夢計畫(New Business Actualization Plan) 

創業圓夢計畫包含創業諮詢服務、創業創新養成學苑、創業家圓夢坊三項

措施，提供創業諮詢、訓練課程、深度輔導，並結合全國育成中心提供技術媒

合，另舉辦新創事業獎，促進創業風氣。2007 年提供創業諮詢服務中女性所

佔比例為 49.3%；創業創新養成學苑，女性所佔比例為 54%；創業家圓夢坊成

功輔導女性企業所佔比例為 44.3%；創造 538 個女性就業機會，促進女性投資

金額 2.12 億元。 

2.縮減婦女企業數位落差計畫(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of the SME Project) 

中華台北為協助依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受雇人數在 20 人以下之婦女

企業應用電子商務，透過 21 個縣市電腦公會組成「中小企業數位化開運團」

及婦女企業專屬輔導團隊，提供婦女企業在地化輔導服務，協助建置企業網站

或管理性應用軟體。 

(八) 財務融通協助 

1.創業鳳凰計畫(Business Startup Phoenix) 

創業鳯凰計畫包括創業課程及婦女小額貸款計畫 (Women Microcrdit 

Project)以協助 20 至 65 歲婦女創業，透過創業研習課程及創業顧問諮詢輔導

等措施，增進婦女創業知能，課程內容包括創業準備、商機選擇、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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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評量、商品知識、資金籌措、市場行銷、財務規劃等，另遴聘創業顧問，

提供面對面諮詢輔導，並由顧問指導學員撰寫創業計畫書，在創業中隨時提供

輔導。 

另提供婦女小額貸款計畫，貸款對象為年滿 20 至 65 歲婦女，曾參與創業

技能培訓、創業研習或創業諮詢輔導，經審核具創業潛力及創業未滿一年者，

並辦有營利事業登記證或免辦營利事業登記證而有稅籍登記者。此貸款負擔利

率低，提供 9 成 5 信用保證，免提保人，貸款利率 2.83%，加信用保證手續費

0.5%，合計 3.33%，最高貸款額度為新台幣 50 萬元（約美金 1.6 萬元），還款

年限最長 7 年。2007 年通過創業鳯凰貸款案件審查共計 197 件，已撥款 5638

萬 7000 元(約美金 186 萬元)。 

2.微型企業創業貸款(Micro-enterprises Loans) 

中華台北為協助中高齡者創業，提供 45-65 歲之中高齡創業者微型企業創

業貸款，採信用保證方式，自行負擔固定年息 3%，現行政府補貼利率 4.06%，

貸款總額度最高 100 萬元(約美金 3 萬元)。2007 年女性貸款人數 3,469 人佔全

體比例之 41.18%。 

3.青年創業貸款(Youth Start-up Loans) 

創業者青年創業貸款(Youth Start-up Loans)，提供 20-45 歲且公司或行號設

立未滿 3 年之企業主或股東信用貸款及抵押貸款，前者每人貸款額度上限新台

幣 100 萬元（約美金 3 萬 2 千元），每一事業體最高可貸 300 萬元（約美金 9

萬 6 千元）；後者每人貸款額度上限 400 萬元（約美金 12 萬 9 千元），每一事

業體最高可貸新台幣 1200 萬元（約美金 38 萬 7 千元）。2007 年女性獲貸人數

佔全體比例之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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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最佳範例－
中華台北性別主流化成果

第六屆性別聯絡人網絡會議(GFPN)
秘魯 塔克納 Tacna, Peru
2008.05.18

 

性別專責機制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中央38個部會於2006年以前皆成立完峻。

充實橫向聯繫，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另於2007年成立跨部會之「性別主流化支援小
組」，協助性別主流化業務推展。

性別比例原則
2005年起實施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委員「單一性別
比例不得少於1/3原則」。

至今計有283 個部會委員會符合性別比例原則，
達成率達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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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發展緣起
參考APEC 性別整合諮詢小組（AGGI） 之「性別檢
視指標」，配合我方體制研議成可具體操作之「性別
影響評估」。

執行進程
藉由三階段逐步推動各部會公務人員於分析問題、制
定法令、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納入性別觀
點。

培訓：工作坊、教育訓練
試辦：重點部會進行計畫演練
推廣：經由法制化過程廣泛適用於國家重要計畫

計於2008年7月始階段性推動，於2009年正式施行。
 

 

台灣國家婦女館

► 宗旨

台灣女性文物、影像及創意產品展示

政府與民間性別主流化推展成果宣導

推動各項性別平等意識培力及教育課程

性別主流化落實及專案研究發展

► 定位

中華台北國家層級之婦女權益資訊交流中心，
業於2008年國際婦女節正式開館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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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家婦女館內部

 

 

政府宣導展示暨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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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創意產品展格

 

女性創意產品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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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地標掛牆簡介

 

 

性別權力測度(GEM)國際比較展
示牆

 



 

35 
 

親子閱覽區

 

 

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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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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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aipei

Gender Equality

We are making it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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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十三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建言 

第十三屆祕魯阿雷基帕舉辦的 WLN，超過 300 位公、私部門，公民社會、

學術界、鄉村與原住民女性的與會代表齊聚一堂，研討支持 2008 APEC 與茂物

目標自由、開放貿易的關鍵議程。WLN 並重申對祕魯優先議題的支持： 
1. 加強女性進入國際市場 
2. 資訊傳播科技（ICT）之教育訓練 
3. 企業社會責任 
4. 鄉村女性與貿易 
5. 微型企業與微型信貸 
WLN 呼籲所有的經濟領袖與部長，落實這次的會議決議，並於下次 WLN

開會前告知貴經濟體的與會代表，各項會議決議的落實推動情形。 
 
給貿易事務部長 
1. 建請為微型、小型企業，發展便利的微型信貸與出口信用計畫；同時，規劃

培力方案協助女性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特別是服務部門的，鄉村、貧窮與

原住民地區的女性企業。 
2. 在貿易協定的計畫、協商或落實過程中，請向相關婦女組織、婦女專家諮詢，

以確保性別考量能整合進貿易協定的所有面向。 
3. 貿易與企業家相關的性別統計，應改善蒐集與分析方式，並持續進行調查研

究以掌握其成果。 
4. 重視原住民知識、藝術與設計的智慧財產權，避免其傳統生活方式與知識的

濫用。 
 
給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TELWG） 
1. 為縮減女性數位落差，建請發展能應用於所有經濟體的、具備一致性的資訊

傳播科技指標與性別區辨資料庫，以建立有意義的比較性資料。 
2. 建立誘因方案、鼓勵各層級的私部門，建構給婦女的資訊傳播科技基礎建設

與訓練計畫。 
3. 使 e-Technology 成為對女性而言可獲得、可負擔、可持續使用的科技，包括

鄉村地區的女性。 
 
給中小企業部長（SMEs） 
1. 提出女性企業在正式與非正式經濟中的統計報告，以研擬相關政策或信貸方

案，帶領女性微型企業進入正式的市場經濟體系。 
2. 創造誘因以鼓勵企業吸引、雇用、升遷女性員工，並與女性微型或中小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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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往來業務，以加強女性進入全球供應鏈。 
3. 提高政府採購案由合格女性企業承包的比例。 
4. 改善對微型、小型、中型企業的性別區辨資料蒐集。 
 
給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WLN 強烈建議，將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名稱改為「微型、小型與中型企業工

作小組（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Working Group）」。 
 
給人力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 

建請提出行動計畫，提高女性與女性學童的科學、科技教育程度，並從學校

教育開始，提高其企業經營管理能力。 
 
APEC 中的 WLN 

為促進 APEC 在性別議題上的成果，WLN 要求 APEC 領袖： 
1. 2009 年起，給予 WLN 以客座身分參加所有 APEC 工作小組會議的權利。 
2. 每一經濟體應至少指派一位女性，擔任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代表團團

員，以因應目前企業諮詢委員會嚴重性別不均問題。 
3. 於 2009 年 APEC 領袖對話，將 WLN 主席提交的 WLN 建議，列為企業諮詢

委員會的指定議程項目。 
4. 確保企業諮詢委員會每年出席 WLN。 
 
有關 GFPN，請 GFPN： 
1. 維持與 WLN 的協力，於各經濟體內推動落實 WLN 建議。 
2. 加強與 WLN 的合作，於 APEC 工作所有面向達成女性平等參與。 
3. 善用您與政府、貿易部門的緊密位置，確保微型、中小型、在地企業中的女

性，得到認同與支持。 
 
有關 WLN 的未來之路： 
1. WLN 日後將提出促進企業家發展之策略架構與準則，並承諾每個經濟體、政

府與企業的永續發展。 
2. WLN 已於菲律賓建立永久秘書處，並架設網站 www.apecwln.org。各經濟體

的主要代表，應在下一次 WLN 會議前，向 WLN 秘書處說明前次 WLN 各項

建議在經濟體內的落實情形。 
3. 建議日後主辦 WLN 的經濟體，將「貿易」與「數位經濟」兩大主題，納入

會議議程。另外，WLN 的主辦經濟體應在會議舉辦前，將優先事項與建議草

稿遞送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