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出席國際會議)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 

(APEC- Gender Analysis Training Workshop) 

 

 

 

會議報告 

 

 

 

會議地點：澳洲．凱恩斯 (Cairns, Australia) 

會議時間：96年 6月 26 日至 6月 27日 

 



 1 

壹、 基本資料 

 

一、 時間：2006年 6月 26日至 27日 

 

二、 地點：澳洲凱恩斯 香格里拉飯店 Marlin 會議室 

 

三、 主、協辦單位： 

此工作坊由韓國淑明女子大學亞太婦女資訊網絡中心（APWINC）

主辦，澳洲婦女辦公室（Office for Women）協辦。 

 

四、 背景說明 

為使 APEC 論壇及各經濟體重視性別分析訓練，2005 年 9 月 5 日

至 6 日韓國舉行的第三屆 GFPN 會議時，由韓國亞太婦女資訊網絡中

心（APWINC）首次提議此計畫。由於性別整合議題中對運用 APEC

方案之性別評估缺乏足夠的關注，爰此，部長們歡迎並贊同 GFPN 對

官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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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背景下，2006 年越南首次舉辦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各經濟體

共計 40 位與會者，因會後評估該工作坊非常有效率地達成其目標，

並增進與會者性別分析知能；由於工作坊主要對象為各經濟體負責婦

女事務之官員，故第二屆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便安排了在 GFPN 會議

前夕，於 2007 年 6 月 26-27 日假澳洲凱恩斯舉行。本年工作坊研習

內容為透過性別分析資料和具性別敏感之預算，來增進與會者性別分

析能力，並提昇性別分析架構之靈活運用。 

 

五、 實施目標 

性別分析工作坊旨在能力建構，以整合性別於 APEC 政策、計畫、

活動，其目標如下： 

(一) 深入討論性別意義，並討論經驗、性別知能及刻板印象如何因

個人與不同文化的差異，而產生不一樣的地方；確認與理解男性

及女性之生活差異，以及評估可能對婦女產生影響的政策、方案

及計畫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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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研究性別分析資料開始，確認並理解到男性及女性之生活差

異，使性別分析成為整合性別於方案與計畫之工具，並作為監督

朝向性別平等進度之指南； 

(三) 介紹性別分析架構（以哈佛架構、婦女增權架構及AEPC架構為

主），與其運用如何幫助解決性別盲之問題; 

(四) 檢驗國際間性別預算的興起，運用於性別主流化之經濟（預算）

政策，及作為透明化政府支出和稅收於男女性所產生不同與不平

等之影響工具。 

 

六、 受益評估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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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工作坊參加者所習得性別知能如下:： 

‧ 能運用性別分析於APEC方案及活動之能力建構，形成共同之論

壇，並探討如何整合性別觀點於APEC政策及發展方案、活動與計

畫中； 

‧ 能運用性別評量於APEC計畫提案、評量與評估之能力建構； 

‧ 分享性別分析與性別觀點應如何整合APEC政策及相關方案、活動

之最佳範例； 

‧ 協助婦女參於APEC架構之制度化。 

 

七、 與會代表 

該工作坊參加者共 23 位成員，其中 4 位為男性，19 位為女性，

分別來自於十個不同經濟體與論壇，包括澳洲、印尼、韓國、新幾內

亞、秘魯、菲律賓、中華台北、太平洋島嶼論壇秘書處(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APEC 秘書處(APEC Secretariat)、

APWINC 等。我國由婦權基金會 APEC 性別專案小組林柳村研究員出

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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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坊概況說明 

一、 工作坊研習主軸與方法 

1. 確認研習主軸及研習方法 

工作坊共有五個主軸單元，分別為 1) 性別概念：平等、公平與

能力；2)性別分析與發展；3)性別分析演練；4)國家預算與照顧經濟

之性別分析；5)具性別敏感度政策與預算之個案研究。 

2. 研習方法 

工作坊以訓練課程為主，讓參加者主動學習，並減少授課，此方

法能使參加者得到最好的學習成果，並讓參加者展現知識與領導之才

能。此計畫設計充實且多樣之模式，增加與會者課堂主動參與之機

會，研習方法包括：簡短專題說明、全體討論、分組演練、腦力激盪、

角色扮演、會後評估。  

 

二、 工作坊研習內容與進行流程 

此工作坊為期二天，研習內容與進行流程如下： 

第一天 

開幕式由澳洲婦女室 Helen McDermott 女士致歡迎詞與 APEC 秘

書處計畫主任 Luis Tsuboyama 先生致祝賀詞，接著由計畫主持人

Soon- Young Jung 博士發表演說介紹工作坊之源起與背景，說明第

一屆女性部長會議於菲律賓(1998年）召開，建議需發展促進婦女參

與 APEC活動之方法架構，第二屆女性部長會議於墨西哥（2002年）

召開時便決議成立常設性且有效率地整合性別考量進入 APEC－性別

聯絡人網絡(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以促進 APEC性別架構之發

展，並提供性別相關之政策和實質建議，作為 APEC 各論壇及資深官

員參考。2005 年部長會議簽署通過由性別聯絡人網絡所提出之性別

分析訓練計畫案，此訓練計畫案以官員為對象，提供性別概念之培

訓；接著簡介「整合女性參與 APEC 架構」與性別聯絡人之角色任務。

「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共包括三項：性別分析、依性別區分之

統計資料、婦女全面參與 APEC。而性別聯絡人之角色為協助 APEC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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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性別議題、促進並報告婦女參與情況、評估並報告使用性別評估於

方案計畫活動、收集並分享最佳範例、支持並報告完成架構之進度、

協助提供性別專家建議、協助發展計畫提案、提出增進性別整合於

APEC之建言等。 

 

（一） 暖身活動：自我介紹、對性別之想法 

 

工作坊開始首先請所有參加者出列，自我介紹與主動認識其他參

加者。自我介紹結束後，參加者在二張紙上分別寫對性別的正面與負

面想法，並分享討論，討論結束，參加者將負面字條親自揉掉丟垃圾

筒，代表丟棄那些負面概念。 

 

（二） 單元一：性別概念：平等、公平與能力 

 

小組討論：為了探討來自不同經濟體參加者之性別文化，在進行

授課前，參加者各自分組，以 3-4 人為一組，討論所屬經濟體之社會

規範下的性別概念，並分別填入表格－男女應該做與不應該做之事

項，各組有 30 分鐘時間討論，每組並有 5 分鐘時間向全體成員報告

其討論結果。此活動藉此讓成員了解不同經濟體對男女有不同社會規

範，也由於不同經濟體之性別發展不一，成員中對彼此所提出論點有

疑問，因而引發更多的討論。 

 

簡短授課：以性別概念探討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與性

別公平(Gender Equity）之區別。性別平等乃指因認知到男女有不同

行為、抱負與需求，但不因其不同而給予限制，強調男女的權利、責

任、機會將不受其性別而影響；而性別公平是指公平對待男性及女

性。性別平等意指男女享受相同資源與機會；性別公平意指男女雖有

不同處，但同樣地公平對待。唯有體認到並尊重男女的異同處，才能

賦予能力與發展。 

 

分組練習與報告：此部份演練為個案研究，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性

別概念分析並作口頭報告。個案研究案例為一所大學的教職員男、女

性別與其職位比例，請小組成員找出是否有男、女就業的不同、男、

女的學術地位比例（教授、副教授、資深講師、講師、助理講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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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原因。小組成員找出在教授職位的男、女別例差異最大，歸納其

原因為女性因為需要照顧家庭而較少時間進行研究、女性不被鼓勵取

得更高的學位等等。 

 

（三） 單元二：性別分析與發展 

 

簡短授課：說明什麼是性別指標和以性別為區分的資料，並介紹

不同的性別指標測量工具，包括聯合國所用性別相關發展指數

(GDI)、性別增權測量方法、具性別敏感指標等。說明在眾多指標中，

如何找出適合的具性別敏感指標，而性別、年齡、種族、社會經濟地

位等是四項基本指標；而使用性別指標的用意乃在找出在性別不平等

的程度、不平等的原因、增加政策制定者性別知能並說服其能發展增

進性別平等之政策。 

 

分組練習與小組報告：參加者分成 4組報告，報告題目為各經濟

體之性別平等情況。各組從聯合國所出版的經濟與性別指數資料中，

找出各經濟體經濟與其性別平等是否對等。小組將結論、數字、圖表

製作成海報，向其他成員作 5分鐘口頭報告。 

 

簡短授課：這部分說明何為性別分析及其架構。性別分析基本概

念在於誰(who)何時(when)何地(where)得到什麼(what)及其原因

(why)，依此基本概念去檢驗計畫或方案。性別分析架構和方法是實

際操作工具，用來幫助使用者運用性別整合於其工作中，自 1980 年

起，已出現很多性別分析架構，而使用那一種分析架構取決其目的。

性別分析架構也可稱以性別為主的分析架構、性別分析方法、性別診

斷架構、性別分析指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透視評估、性別產生架

構等，雖名稱不同，但實質內容相同。不同性別分析架構可設計給不

同國家、地區、市場、政府、非政府組織、地方機構、團體及個人使

用。而 APEC所提出之「整合婦女參與 APEC架構」包含三部分：性別

分析、依性別區分之資料收集和運用、婦女參與 APEC。性別分析是

檢驗男、女不同之方法，以及 APEC 策略與方案對男、女所產生之影

響；而依性別區分之資料收集和運用，主要是用來實行性別分析之可

能性；婦女參與 APEC主要是增加婦女參與 APEC論壇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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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練習與小組報告：參加者分成不同的 4 組進行個案研究討

論，並給予一個 APEC 計畫提案為背景資料，練習目的主要是為比較

不同性別分析架構，各組有 50分鐘討論時間，最後各組有 5 分鐘報

告所分析出之結果。此活動討論出：相同的計畫方案用不同的性別分

析架構檢驗，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因此依不同的方案需要用不同指標

去評估。 

 

會後評估：參加者針對今日課程中，是否有何項槪念是清楚與不

清楚之處並加以說明，並全體討論。 

 

第二天 

（四） 單元三：性別分析演練 

 

簡短授課：此單元介紹性別分析之運用。在運用性別分析時，首

先要考慮二個問題：如何去作？運用後所帶來的改變為何？建議在操

作前需要對架構工具有清楚的概念，了解使用目的為何。在操作工具

中除了提及第一天所說明之性別角色架構、婦女增權架構、整合婦女

參與 APEC 架構之外，另增加性別預算之介紹。性別分析可用於任何

活動、方案（無論是否與性別有關）、部門別（觀光、教育、通訊）

與廣泛的經濟或地方政策與預算。在討論運用性別分析所帶來的改變

前，需釐清對男、女所需要的改變為何？其改變如何對不同族群的男

女產生意義？可以使用於何項政策？政策如何達成何項目標和目

的？為使參加者更清楚了解上述問題，講師以 DPU 研究中心 Caren 

Levy教授所作研究為個案研究與情境，並依此作為討論。 

 

分組練習與小組報告：此次練習題目係針對 APEC 論壇提交之報

告，進行評估。背景研究資料為 2006 年漁業工作小組所提交之「整

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報告，參加者各自分組討論，依據是否有考

慮到性別情況，給予 1-5分之評分，並說明評分考量為何。最後全體

參加者一同討論。 

 

簡短授課：此部分授課主要介紹何為性別預算及其相關術語。性

別預算屬於新興研究，並非所有國家都開始進行性別預算工作，講師

先例舉已開始進行國家，台灣也名列其中，在其他亞洲國家中還有印



 7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性別預算切入點為性別主流

化策略和政府預算，一般預算的過程包括預算制定、國會通過預算、

政策和計畫的執行，以及預算之監督、評估與審計，而性別預算分析

是指有系統地檢視國家的計畫和政策預算所對男、女產生之不同影

響；具性別敏感預算並不指單一為男或女所制定之預算，而是在於總

體各項計畫中增加對婦女的經費，以落實差異補償原則。性別預算的

運用在於優先處理需求與資源分配、促進兩性平等、協助計畫、運用

潛在人力資源、管理實施情況、監督並評估政策、促進審計、協助影

響評估等。至於如何實施性別預算，基本原則及工具包括採用總預算

方法、有系統地去認可無酬經濟活動的貢獻、運用預算分析之一系列

的性別區分工具、設計與性別平等相關預算之基本架構等。 

 

（五） 單元四：國家預算與照顧經濟之性別分析 

 

簡短授課：此部分著重於無酬工作與國家預算，說明無酬工作和

國內生產毛額(GDP) 之關係。研究發現多數從事無酬工作者為女性

(澳洲數字:男、女比例為 35%與 65%)。由於女性花太多時間從事無酬

工作，且此工作並不列入 GDP值內，故造成男女之不平等，並用列舉

說明無酬工作如何影響國家經濟。最後，以達到男女平等，鼓勵男性

參與無酬工作，不僅減少女性時間壓力並可促進性別公平為總結。 

 

全體腦力激盪：參加者列舉何種工作為無酬工作，並歸類此工作

從事者通常為男性或女性，例如：整理家務、照顧小孩等無酬工作，

通常由女性執行。此部分最後依各經濟體的情況，進行細節討論。 

 

（六） 單元五：具性別敏感度政策與預算之個案研究 

 

角色扮演設定：參加者分成 4組，分別代表觀光部、健康部、教

育與訓練部、婦女部等 4個部門，各組需規劃一個內含預算之計畫提

案，內容要有提案簡述、受益人、合作夥伴等說明，並運用性別分析

概念，包括是否考慮到性別平等？此提案為何對性別平等重要？提案

的策略（含負責單位）為何？預期性別影響效應？執行方法為何（以

作為未來提案評估）？資金來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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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工作與角色扮演：各小組討論個別提案，並需詢問其他三部

門之提案，以找出相關性及尋求合作。小組討論時間為 60 分鐘，之

後全組成員需上台簡報其提案，並接受預算委員會的提問。各組完成

角色扮演後，由講師講評，針對各組提出優缺點，並針對此一活動是

否有運用性別分析概念和性別分析工具的目的，作整體討論。 

 

（七） 閉幕式：綜合結論、會後評估與閉幕致詞 

 

由主辦單位 APWINC 發問卷調查，參加者參與評估此工作坊的內

容、教材、得到之收獲與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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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計畫主持人 Soon-Young Jung 博士進行閉幕致詞，並

感謝來自各經濟體所有成員之參與。 

 

參、 與會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與會心得 

本次工作坊為期二天，所參與及觀察心得歸納如下： 

 

1. 課程內容、講師安排、活動設計方面 

此次課程內容由二位講師 Suzanne Schech 與 Rhonda Sharp 所設

計安排，由於二位學者皆是性別專家學者，於性別領域學有專精，發

表過許多相關之學術論文，對於性別分析概念之釐清與如何運用性別

分析授課條理清楚，並考慮到參加者之性別程度不一，課程安排由淺

入深，循序漸進，且活動安排上大量運用分組討論、腦力激盪，甚至

角色扮演，參加者需時時動腦參加討論，主動學習；唯由於課程內容

安排過多，不少參加者反應應該增加工作坊天數(從 2天變 3天)，或

減少部分課程內容，以期對每場次的課程有更多的時間研習。 

 

2. 分組討論方面 

工作坊每場次講師授課時間約 20~30分左右，給予參加者許多時

間作練習，不斷進行分組討論，重視每位成員的參與（除於討論中發

表意見外，每位成員皆需上台作報告），加上此次參加者大都具備良

好的英文能力，因此分組討論中，不論是應用課程概念去操作或因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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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所激發之想法，皆能加深參加者對課程之了解，多數參加者肯定分

組討論之學習模式。 

 

3. 參與成員方面 

本次工作坊共有 23 位參加者，但僅有 4 位男性代表，雖未達到

均衡性別比例，但 4位男性於其所屬經濟體中均擔任處理性別相關事

務之職位(其中一人是 APEC 秘書處負責協助 GFPN 會議的計畫主任

Luis Tsuboyama先生)，透過分組活動，男性亦能積極參與、主動發

表意見，持續之分組活動，除增進跨國經驗相交互流，並能分享兩性

觀點之差異。 

 

二、建議事項 

本次工作坊活動已達成增進參加者性別分析知能、建構 APEC 方

案及活動技能與評量工具之目標，但為落實並運用於 APEC 各經濟體

之政策、發展方案、活動與計畫，未來我方參與建議如下： 

 

1. 我方應增派官員代表參與 

本性別分析工作坊被列入資深官員會議（SOMIII）議程中，其宗

旨即在對 GFPN 官員定期實施性別分析訓練，藉此訓練提升政策與方

案在設計、執行、監督、訂估及溝通過程之有效性，故參加者多數具

有官方身份，我方未來如能增派負責性別業務之官員參與，如行政院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秘書處、各部會性別聯絡人等，藉此吸收性別分

析國際經驗，將更有助形成跨領域的性別議題之思考及政策規劃，具

體達成性別主流化之目標。 

 

2. 運用跨國交流網絡，開拓合作機會 

參與工作坊之各經濟體代表，多數具有官方身份，透過分組討論

中政策推動之實務交流，不僅能深入探討性別業務推展工作的不同途

徑，亦是與各經濟體分享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最佳互動機會。因此，若

妥善運用此網絡關係、建立未來性別主流化之跨國合作機制，將有助

拓展 APEC性別相關業務。     

  

3. 事前充分準備，以利深入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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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工作坊宗旨係促進 APEC 經濟體追求經濟發展時，亦能兼

顧具性別敏感之方向，未來參與此工作坊前，如事先對 APEC 相關經

濟議題與重要宣言有一定認識，將更有助深入探討不同經濟發展對於

性別之影響。 

 

4. 多樣化上課模式，學習效果佳 

有別於傳統講師單向授課方式，本工作坊運用研習方法，除了講

師簡短說明外，大量運用個案分析與分組演練模式，使與會者腦力激

盪並加入角色扮演，而此種學習模式的學習效果佳，未來我國如舉辦

類似性別分析培力計畫，建議可採取此模式，以期達到最佳學習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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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議程 

 

6月 26日  課程 活動型式 時間 

8:45-9:00 開幕式 

 歡迎致詞 

開幕致詞 

祝賀致詞 

   

 團體照   

9:00-10:20 工作坊背景與介紹   

 介紹  10 分 

 整合女性於 APEC架構  20 分 

 從事性別活動之經驗 練習 45 分 

 工作坊目標與設計 簡短報告 10 分 

10:20-10:40 休息  20 分 

10:40 單元一:性別概念：平等、公平＆能力 

 性別：文化規範與社會角色 練習 45 分 

 性別平等、公平＆能力 簡短報告 20 分 

 組織中之性別分配 練習與摘要 45 分 

12:30 午餐  60 分 

13:30 單元二：性別分析與發展 

 發展指標與性別指標 簡短報告 30 分 

 AEPC國家中性別平等狀況 分組演練 60 分 

15:00-15:15 休息  15 分 

15:15 性別分析架構  簡短報告 20 分 

 比較 APEC性別分析工具與

婦女增權架構 

練習 50 分 

 小組報告  20 分 

16:20 第一天會後評估 練習 15 分 

16:45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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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  課程 活動型式 時間 

9.00-10:30 單元三:性別分析演練 

9.00 將性別分析放入情境中  簡短授課&討論 20 分 

 APEC 論壇報告  分組演練 25 分 

 具性別回應的預算 簡短授課&討論 35 分 

10:20-10:40 休息   

10.40 單元四: 國家預算與照顧經濟之性別分析 

 照顧經濟與預算 簡短授課&快速

演練 

45 分 

 APEC經濟體之照顧經濟

能見度 

全體腦力激盪 20 分 

 角色扮演設定  45 分 

12:30-13:30 午餐   

13:30 單元五：具性別敏感度政

策與預算之個案研究 

  

 觀光之性別議題 小組工作 90 分 

 向預算委員會簡報 角色扮演  

15:00-15:15 休息   

15:15-15:45 聽取角色扮演之報告 討論 30 分 

15:45-17:00 結束活動 

15:45-16:15 朝向性別分析 練習 30 分 

16:15-17:00 回應與評估  45 分 

16:50-17:00 閉幕式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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