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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一、 時間：2006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 

 

二、 地點：澳洲凱恩斯 香格里拉飯店 Marlin 會議室 

 

三、 與會代表 

 

（一）各國代表︰本屆 GFPN 共計 17 個經濟體與會，包括澳洲、汶萊、加

拿大、智利、中國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巴布新幾內亞、秘魯、菲律賓、新加坡、中華台北、泰

國、美國及越南，而太平洋島嶼論壇秘書處以觀察員身

份參與本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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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研究委員慧芬及林研究員柳村

陪同與會。 

 

四、 會議主席：Julia Burns 女士（澳洲婦女辦公室執行長/ Executive 

Director Office for Women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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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性別整合工作計畫主任。GFPN 會議為 APEC 正式資深官員會議，隸屬

SOMIII 層級，故各經濟體的性別聯絡人均具有相當位階之官方身份，我國

性別聯絡人目前由內政部社會司司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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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及參與情形 

一、會議過程（議程詳附件 1） 

（一）開幕致詞 

本屆 GFPN 主席 Julia Burns 女士首先致歡迎詞，歡迎與會各經濟

體蒞臨澳洲出席 GFPN 會議，除感謝去年主辦單位越南協助今年會議

事宜，並感謝 APEC 秘書處 Luis Tsuboyama 先生在行政事務上的協

助，接著恭喜性別分析工作坊與婦女數位經濟論壇圓滿成功，最後期

望本次會議能達成 GFPN 任務，討論出未來方向與作法。接著由 2006

年 GFPN 主席越南國家婦女地位提昇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Tran Thi Mai 

Houng 女士致詞，Tran Thi Mai Houng 女士強調性別為跨領域議題，

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活動相當重要，需要與會經濟體一同朝此目標努

力。 

為延續並加強 GFPN 這 5 年來的努力及成就，本屆 GFPN 將持續

探討 8 項重要的任務及相關的工作計畫。由於明年 APEC 主辦國為秘

魯，本屆 GFPN 會議副主席由秘魯代表 Mayela Freyre 女士（秘魯婦

女與社會發展部，秘魯性別聯絡人）擔任。 

 

（二）確認議程、起草委員會成員、方案評估小組成員 

會議主席先請與會代表確認議程，為完成提送資深官員之報告，

以提供 APEC 部長宣言之建言，經徵詢各經濟體意願，本屆起草委員

會成員有澳洲、加拿大、馬來西亞、秘魯、新加坡及美國，方案評估

小組成員有澳洲、加拿大、菲律賓、新加坡。 

（三）GFPN 回顧 

Jacqui True 博士就「評估 GFPN 功能之研究」計畫進行簡報，

並邀請各經濟體性別聯絡人發表意見。GFPN 功能評估內容包括內

部運作與效率是否符合 APEC 經濟暨技術合作目標，對 APEC 各經

濟體、其他 APEC 論壇及非 AEPC 成員之外在影響，以及改善 GFPN

的具體建議等三方面。 

該研究主要探討之問題有 1. GFPN 如何有效達成經濟暨技術合

目標，包括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2. GFPN 活動的影響與該如

何測量影響？3. GFPN 是否為一個促進 APEC 婦女整合、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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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性別區分資料之運用適當的機制？該研究將採資料分析、與會

者觀察、問卷調查、分析問卷及其他相關資料等研究方法進行，並

請 GFPN 與會者共同參與及協助，或由各經濟體代表協助邀請官方

與非官方的參與者、或自願作為問卷調查對象。該研究預計將於明

年五月完成研究，並提交至 2008 年 GFPN 會議作為討論與參考之

資訊。 

與會者並就簡報內容提問，包括為何前導研究對象只限 2~3 個

經濟體？寄送問卷調查的對象及問卷調查是否將由GFPN提交到其

他資深官員會議（SOM）等。 

 

（四）任務處理 

本次會議進行之 8 項會議任務，並就其關聯性進行不同場次之討

論，各項任務內容概述如下： 

任務 1－協助各論壇確認並處理性別議題： 

本屆 GFPN 主席 Julia Burns 帶領大家，針對由菲律賓與澳洲協助規

劃之 2003-2007 年 GFPN 的成就(議程編號 5.3)進行討論，以協助各與

會經濟體代表了解 APEC 促進性別整合之議題。 

任務 2—促進並呈現婦女在 APEC(含各論壇)之表現： 

由 APEC 秘書處新任性別整合計畫主任 Luis Tsuboyama 簡報 2007

年 APEC 性別發展狀況，並整理 APEC 部分工作小組與委員會有關性

別之發展（議程編號 7.1）；並由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主席 Mrs. Heather 

Ridout 報告 2007 年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的成果與建議(議程編號 7.2)。 

任務 3—評估並報告運用性別影響評估之計劃提案、報告與評估與

修改狀況： 

為加強 GFPN 更有效率地協助 APEC 各計劃落實性別議題，GFPN

將繼續支持 APEC 秘書處持續關注各論壇及工作小組，以強化落實性

別議題的具體成效，並將由與會各經濟體性別聯絡人分別負責數個論

壇，以檢視其工作報告是否具有性別分析觀點，中華台北同意就人力資

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與衛生任務

小組(HTF)等論壇成果，提供具性別觀點之檢視（議程編號 8.1）。 

任務 4－收集及分享論壇間性別整合最佳範例： 



  4 

 

由與會經濟體性別聯絡人代表依序就「整合性別於 APEC 架構」進

行五分鐘口頭報告（議程編號 9.1）。中華台北落實 APEC 性別整合之

作法，由內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提出報告，就「性別分析」方面，提

出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女性決策參與等具體數據，

於「以性別區分之統計資料」方面，報告性別統計資料庫及台灣婦女年

鑑等推動成果。此外，在「強化女性在 APEC 的參與」方面，說明我

國中央政府各部會性別聯絡人之具體數據、APEC 性別專案工作計畫、

辦理 APEC 婦女數位經濟論壇及強化女性參與「APEC 數位機會中心」

（簡稱 ADOC）計畫等具體成果。 

任務 5－支持並報告論壇與 APEC 經濟體間性別整合實施完成進

度： 

APEC 秘書處性別整合計畫主任 Luis Tsuboyama 簡報 APEC資訊管

理入口網站(AIMP）與 APEC 交流系統(ACS)之內容，GFPN 成員可透

過該入口及管理系統進行資料檢索、分享及討論，並鼓勵 GFPN 成員

多多利用網站，來進行資訊交流（議程編號 6.2）。接著由主席之友新加

坡代表帶領討論如何善用 APEC 網站來促進 APEC 性別議題(議程編號

6.3）。 

任務 6－協助提供性別專家意見和各階層與 APEC 相關專業婦女專

家之意見： 

就 APEC 性別專家資料庫現況，主席 Julia Burns 說明截至 2007 年

6 月 APEC 秘書處由各經濟體所更新資料名單計有 113 位性別專家資

料。儘管各經濟體皆應負責提交名單，但部分經濟體面對篩選之困難度

而無法提交，最後主席結論採維持現狀，並鼓勵各經濟體持續更新或提

交新名單，以供國際社會參考（議程編號 6.4-6.5）。 

任務 7－相關計畫提案執行成果： 

(1) 亞太婦女資訊網絡中心(APWINC) Kio Chung Kim 博士（韓

國籍）報告「AEPC 婦女參與數位經濟計畫」實行成效與建

議;另外由同單位 Soon-Young Jun 博士（韓國籍）報告 6 月

26～27 日所舉行的「APEC 性別分析工作坊」之舉辦成果與

建議(議程編號 8.2-8.3)。 

(2) 美國「貿易優先婦女出口研討會」提案計劃(議程編號 8.4)。 

任務 8－提供促進 APEC 整合性別議題之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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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GFPN 將提交 SOMIII 與 SCE 之報告草案，由主席兼草擬委員

會代表 Julia Burns 帶領討論，經與會經濟體討論後送交起草委員會進

行修改(議程編號 10.1-10.2)。 

 

（五）議題討論 

1、舉辦婦女部長會議相關事宜 

基於 APEC 相關部長級會議繁多，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均認為需

評估其重要性再議，日本亦表達曾於 2006 年舉辦東亞性別平等部長

級會議完竣，此論壇 2007 年將於印度、2008 於韓國舉辦。菲律賓

亦表示 2008 年將舉辦女性移民議題之部長級會議。因此，APEC 婦

女部長會議之舉行尚待考量。 

 2、2008 年 GFPN 工作計畫與 GFPN 三年計畫 

為協助各經濟體了解下一屆 GFPN 之準備工作與進度，秘魯代表說

明 2008 年 GFPN 工作計畫（詳附件 2），暫定明年 GFPN 會議於 5

月 17-18 日召開；由新加坡代表帶領討論 GFPN 三年計畫，並請與

會代表提供意見。此計畫主要為進行歷年 GFPN 之成果評估及研

究，將有助於強化 GFPN 融入 APEC 架構中（如附件 3）。 

 

二、我國參與會議情形 

本次除由我國代表楊科長筱雲分享中華台北「整合性別於 APEC 架

構」於性別分析、性別統計資料的應用、整合婦女進入 APEC 架構等

面向的努力與具體成果外，同時為支持 APEC 秘書處推動促進各論壇

及工作小組融入性別議題之具體成效，我國亦表達願意協助人力資源發

展工作小組(HRDWG)、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與衛生任務小組

(HTF)等之檢視任務，彰顯我國對促進 APEC 性別整合之貢獻。此外，

配合 GFPN 執行之「評估 GFPN 功能」之研究計畫，未來也將積極協

助研究主持人 Jacqui True 博士之後續研究進程，以掌握 GFPN 之定位、

運作與性別整合之具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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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重要結論及決議 

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提交資深官員會議（SOMIII）之報告 

 

第 5 屆性別聯絡人會議於 2007 年 6 月 28-29 日假澳洲凱恩斯舉行，共計 17 

個經濟體代表，與會人數為 42 人。GFPN 的任務是監督實施「整合婦女參

與 APEC 架構」的執行狀況。由於性別平等是一個基本的發展議題，GFPN

正致力於整合性別觀點於 APEC 中，在各項方案中凸顯性別議題的重要

性，正如世界銀行所陳述，性別平等是聰明的經濟學，因隨著經濟的發展

及貧窮的消減，所受益的不僅是婦女，也包括男性、兒童及整體社會。 

 

部分 GFPN 成員參與了 6 月 25-27 日假道格拉斯港舉行之第 12 屆婦女領導

人網絡(WLN)會議，該會議有超過 400 人與會。 

 

2007 年 GFPN 的成就如下： 

部分由 GFPN 支持的計劃現已全面實施： 

 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於 2007 年 26 日至 27 日假澳洲凱恩斯舉行，訓練

APEC 官員們如何在其工作中確認並處理性別影響； 

 貿易優先工作坊於 2007 年 6 日 24 日假道格拉斯港舉行，提供來自相關

經濟體婦女出口商有關貿易優先方案有利於其商業活動的訊息； 

 婦女數位經濟論壇於 2007 年 6 日 22 日至 23 日假道格拉斯港舉行，鼓

勵更多女性從事資訊通訊科技，並證明該科技有利於其商業活動與更廣

泛的生活應用。 

 

GFPN 現正執行 SOM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檢討報告中有關

GFPN 的建議事項： 

 獨立檢視者參與 2007 年 GFPN 會議，於會議中作簡報並向 GFPN 成員

進行諮詢。 

 GFPN 討論 SCE 支持主席任期兩年的建議，GFPN 的結論是目前由主辦

經濟體擔任主席並由主席之友支持的模式（由前屆主席、下兩屆主席及

志願者擔任），提供最有效率且有效能的模式，可確保 GFPN 實施計劃

的連續性與一致性。 

 GFPN體認到需要確保APEC秘書處資源的運用要與修訂過的APEC工

作小組與 SOM 任務小組領導者與副領導者準則有所一致，GFPN 主席

將致函 APEC 秘書處執行長以確認此項承諾，並邀請執行長運用各種

http://www.ctasc.org.tw/05subject/s_11_7_c.pdf
http://www.ctasc.org.tw/05subject/s_11_7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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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改善 GFPN 與 APEC 秘書處間互動的有效性。 

 GFPN 注意到建議中提到減少活動及會議時程以及確保會議的時間安

排合宜，與 APEC 程序一致、切中目標相關之參與，GFPN 將此建議納

入未來 2008 年會議計畫及 3 年計畫發展的考量中，包括不建議在 2008

年舉行婦女事務部長會議。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及預算管理委員會向 GFPN 提交的報告，提及對其整合

性別於其活動的努力。性別整合計畫主任也進行一項有用且具豐富資訊的

報告，提供 APEC 性別整合活動的概況。 

 

GFPN 在未來 APEC 性別整合工作所將面臨的挑戰： 

2007 年 GFPN 會議分析今年的 APEC 計劃提案如何有效地處理了性別議

題，並檢視其在早期計畫概念形成到計畫評估整個過程中促進性別考量的

策略。該分析顯示出 APEC 多個計劃中性別影響的檢驗存在著重大的誤解。 

這些誤解包括： 

 男性與女性將受到計畫相同的影響； 

 只有在性別議題為該計劃的主要焦點時才需要性別分析； 

 在計劃中區分男性與女性是歧視； 

 不主動排除女性就是將她們涵蓋在內的足夠措施； 

 性別不適用於計劃中。 

 

為消弭這些誤解，GFPN 承諾要與 APEC 計劃管理單位及 APEC 各論壇密

切合作，特別是在方案發展早期主動提供方案計畫者支持，並從本年性別

分析訓練中具建設性的回饋意見中策略性增加其影響力。 

 

GFPN 的下一步包括： 

2008 年 5 月完成獨立檢視報告後，GFPN 將檢視授權範圍事項以便將該檢

討報告的結果納入考量。 

 

資深官員會議代表於 GFPN 會議發表演說，依其建言，各經濟體聯絡人將

增加其與該經濟體內其他 APEC 相關官員的互動程度，以增強 GFPN 對

APEC 政策議題的影響力，確保女性的觀點受重視，並更有效整合於 APEC

工作計畫中。 

 

GFPN 將採取措施使網站對使用者更為友善，對此議題的初步討論已在

2007 年進行，並將進一步納入 2008 年的討論議程中，有關性別及貿易的

研究資料庫也在發展中，俾有利於所有 APEC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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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 WLN 會議於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澳洲道格拉斯港舉行，

這次會議提出一些重要且有力的建議，包括移工議題以及貿易自由化對婦

女的不同影響。這些建議都與 2007 年 APEC 優先事項具一致性。GFPN 成

員歡迎這些建議，同時也承諾要與各經濟體與其他 APEC 論壇（含 ABAC）

共同努力，以找出可支持並協助其工作的特別面向。 

 

GFPN 對資深官員會議的建議： 

GFPN 建議 APEC 資深官員揭示 APEC 處理女性移工及移動勞動力的脆弱

性。 

 

第 18屆APEC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指出需要進行區域貿易自由化及自由

貿易協定對女性影響的研究，GFPN 建議 APEC 資深官員要求相關論壇致

力於此研究並發展計畫，以教育女性有關貿易協定及貿易優先方案對女性

的影響及所提供的機會。GFPN 亦請求資深官員注意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

組中「女性受惠貿易優先計畫」研討會的重要性。 

 

GFPN 建議資深官員持續支持 APEC 官員的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與婦女數

位經濟論壇。 

 

GFPN 請求資深官員注意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及預算管理委員會向 GFPN 提

供的性別整合報告，GFPN 請求資深官員鼓勵 APEC 論壇在工作中增加其

對性別議題的關注。 

 

GFPN 建議資深官員將性別納入政策發展之考量，GFPN 也將樂於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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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會心得與建議 

一、 建構性別分析能力 

將性別觀點融入 APEC 各項計劃，為 GFPN 長期關注與努力的

方向，各經濟體亦強調性別分析能力建構與應用之重要性，並提出

APEC 各工作小組與論壇，應共同朝向性別整合的方向而努力。 

目前我國各部會已設有性別聯絡人作為性別議題聯繫窗口，為落

實性別主流化、加強性別分析之能力建構，建請我國各部會性別聯絡

人與負責 APEC 工作小組（論壇）之官員，應積極參與 APEC 主辦

之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與國內性別培力相關研習，以增進我國將性別

觀點融入 APEC 計劃之實施成效。 

 

二、 強化性別議題之跨部會交流與聯繫 

GFPN 強調資深官員於政策規劃時重視性別差異，APEC 各工作小

組及論壇的 APEC 提案計畫，亦應融入性別考量。建議我國各部會

APEC 工作小組，應透過跨部會、跨領域之性別專家諮詢機制，於

APEC 提案計畫中積極融入性別觀點外，逐步發展與累積政策性別影

響評估與性別分析研究，以加強跨領域、跨部會之性別整合成效。 

 

三、 加強 APEC 資訊交流網站之運用 

為便於 APEC經濟體 GFPN成員之資料檢索、分享及討論，APEC

資訊管理入口網站(AIMP）與 APEC 交流系統(ACS)等網站入口及管

理系統業已逐步建制完成，鑑於該網站資料庫彙整 APEC 執行計畫

及亞太地區各經濟體之國家報告，未來應鼓勵我國 APEC 工作小組

（論壇）妥善運用該網站以掌握各經濟體之性別議題發展。 

 

四、 扶植婦女出口業者 

GFPN 重申應重視區域貿易自由化與自由貿易協定對婦女影響，

並發展相關因應計畫，以協助女性出口業者於國際貿易中獲利;為評

估貿易自由化對婦女經濟參與之衝擊，我國應發展相關研究，瞭解我

國婦女出口業者發展國際貿易之現況、困難與需求，俾以制定相關扶

植計畫與政策。 

 

五、 重視女性移工議題 

GFPN 建議資深官員應注意到女性移工與移動勞動力問題，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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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加強全球化下之國際移工與性別正義的研究檢視，並發展具體

可行之政策方向，以關注女性移工之工作機會與權益保障。 

 

六、 增加我國 ABAC 中女性代表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為領袖會議的重要諮詢單位，

唯 GFPN及 WLN會議中均指出該委員會各經濟體女性代表不足的問

題。鑑於我國目前出席 ABAC 之三位代表中並無女性成員代表，建

議未來中華台北應推派女性企業主出席 ABAC 會議，以彰顯我國推

動兩性共同參與決策機制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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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7 年 GFPN 會議議程 
 

200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 

1. 開幕式 

1.1 2007 年 GFPN 主席致歡迎詞 

1.2  2006 年 GFPN 主席致詞（越南） 

1.3  2007 年資深官員會議主席代表專題演講（澳洲） 

1.4  介紹 

1.5  團體照(10:30 AM，於早茶前) 

2. 議程確認 

這份暫定議程已於 4 月寄至各 GFPN 成員諮詢意見。 

3. 確認提送資深官員會議 GFPN 報告之草擬委員會 

邀請 GFPN 成員為草擬委員會提名之信件於 4 月份寄出。草擬委員會將
在議程第十項中報告。 

4. 確認計劃評估團體 

邀請 GFPN 成員為計劃評團體提名之信件於 4 月份寄出。收到任何需評
估之方案，計劃評估團體將與 APEC 秘書處與贊助 GFPN 計劃之經濟體
一起工作並於會議議程第八項中報告(GFPN 任務 3 與任務 7)。  

5. GFPN 回顧 

 

5.1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論壇回顧  

主席帶領討論關於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決議資料，並回
顧許多 AP E C 論壇 (包括 GP FN 會議 )，與其範圍與時效。
這份議程文件將由澳洲準備。   

 

5.2  獨立評論者簡報 

獨立評論者提供簡短計畫概要。 

 

1.6  團體照 10:30 AM 

(早茶) 

5.3  2003-2007 年 GFPN 成就 

由菲律賓帶領討論，菲律賓與澳洲會準備議程文件(經 2006 年 GFPN 會
議同意)。 

 

5.4 GFPN 權限回顧 

2006 年 GFPN 會議同意依據舊權限與實施策略補充說明來發展新權限。澳
洲已準備草案 供討論。 

(午餐) 

6. 任務處理 

任務 1：協助各論壇確認並處理性別議題。 

任務 5：支持並報告論壇與 APEC 經濟體間性別整合實施完成進度。 

任務 6：協助提供性別專家意見和各階層與 APEC 相關專業婦女專家之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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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自 2006 年 9 月起 GFPN 對 APEC 論壇之貢獻 

草擬文件已寄至 GFPN 成員們，並請其提供從 2006 年 9 月起至今 GFPN

成員們對其他 APEC 論壇所作的工作細節，並分析最佳方法。 

 

6.2  使用 APEC 入口網站(AIMP)與交流系統(ACS) 

 計畫主任針對 AIMP 與 ACS 作一簡報。 

 

6.3 APEC 網站的 GFPN   

由新加坡（主席之友）帶領討論 GFPN 如何好好使用 APEC 網站來促進
APEC 性別議題。 

(下午茶敍) 

 

6.4   性別專家資料庫 

由澳洲帶領討論 APEC 性別專家資料庫。 

 

6.5 性別研究資料庫之發展 

由加拿大帶領其發展性別研究資料庫之提案。  

 

7. 任務處理 

任務 2: 促進與報告婦女在 APEC 間(含各論壇)的表現。 

 

7.1  報告 APEC 間婦女的狀況 

APEC 秘書處報告。 

 

7.2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之報告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代表提供 2007 年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焦點／成果
／建議。 

8. 任務處理 

任務 3：評估並報告運用性別影響評估之計劃提案、報告與評估、並修

改。  

任務 7：協助計劃提案之發展。 

 

8.1  報告運用性別影響評估之計劃提案、報告與評估  

澳洲將會與 APEC秘書處一起準備議程文件，提供討論要點，如何使GFPN

更有效率地協助 APEC 計劃。 

 

8.2  「AEPC 婦女參與數位經濟計畫」實行 

韓國將會提供最新計劃內容。 

 

8.3  「性別分析訓練計劃」實行 

韓國將會提供最新計劃內容。 

 

8.4  「貿易優先婦女出口研討會」計劃 

美國將會提供此計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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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新計劃提案  

由秘魯（主席之友）帶領討論新的重要性別計劃，以供 GFPN 參考是否
支持。 

 

- 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 (2008-2009) (韓國) 

- 災難時期婦女計劃提案(印尼) 

 

第一天會議結束 

 

20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  

9. 任務處理 

任務 4：收集並分享論壇間性別整合最佳範例。 

 

9.1  經濟體與論壇簡報「整合婦女於 APEC 架構」  

由越南（主席之友）帶領這場次的討論。 

給各經濟體與論壇之「2007 年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報告格式指南」 

已於 2007 年 4 月 4 日發送至 GFPN 成員。口頭報告應該以五分鐘為限。 

 

(早茶) 

10. 任務處理 

任務 8：提供促進 APEC 整合性別議題之建言 

 

10.1  提送資深官員會議之 GFPN 報告 

草擬委員會代表呈現草擬報告並帶領討論。 

 

10.2 提送經濟暨技術合作委員會之 GFPN 報告 

GFPN 主席呈現草擬報告並帶領討論 

 

(午餐) 

11. 2008 年 GFPN 準備 

 

11.1  舉辦 2008 年第三次 APEC 婦女部長會議提案 

由 2008 年主席秘魯將帶領討論。   

 

11.2  2008 年 GFPN 工作計劃與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對

工作計劃問題之回應 

由秘魯帶領討論這個項目，草稿將於開會前寄送。 

 

(下午茶敍) 

 

11.4  GFPN 三年計劃 (2008-2010) 

由新加坡帶領討論這個項目，草稿將於開會前寄送。 

 

11.5  移交給未來主席（秘魯）與閉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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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8 年 GFPN 工作計畫草案 

活動 責任歸屬 成果/待辦事項 期限 

1.GFPN 主席及秘魯開

始著手年度 GFPN 系

列活動事宜 

GFPN 主席協同性別

整合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與 GFPN 主席及

其他論壇之性別聯絡人會面 

 各經濟體收到 GFPN 相關之

準備資料、議程、提案討論文件 

SOM I 

 

SOM II 

2.GFPN 與部份 APEC

論壇、委員會、及工作

小組的主席們開會。 

主席  討論如何提昇婦女整合參與

APEC 架構之落實方法 

 提供性別整合策略之建議 

SOM I-II 及

其他會議 

3.工作期間 

 

 

3.1 發展實質的溝通工

具 

 

 

3.2.請求各經濟體志

願擔任 GFPN 主席之

友 

  

3.3.向主席及指導者詢

問共同合作以促成彼

此利益 

 

3.4 報告： 

 

 簡報與GFPN工作相

關之APEC發展狀況 

 報告女性在APEC的

表現 

 報告性別標準在計

畫方案中的使用狀

況，報告並評估之 

 各論壇報告性別整

合活動之條列項目 

 經濟體報告整合性

別於APEC架構之落

實狀況 

 性別專家資料庫之

現況 

 報告GFPN計畫實施

狀況 

以下工作將與計畫

主持人共同進行 

 

秘書處及論壇與經

濟體性別聯絡人所

做的貢獻 

 

主席 

 

 

 

主席 

 

 

 

 

 

計畫主任 

 

計畫主任 

 

各論壇、委員會、工

作小組與協同計畫

主持人 

各論壇性別聯絡人

及計畫主持人 

各經濟體性別聯絡

人 

 

各經濟體及計畫主

任 

經濟體計畫主持人 

 

 

 

 

 GFPN 網站 

APEC 交流網站與 APEC 資訊管

理入口網站 

 

 

 2-3 個經濟體組成的小組來強

化 GFPN 的管理與運作 

 

 確認工作小組以進行合作 

 

 

 

 

 

 收集、分享及監督最佳範例並

提昇婦女在 APEC 的表現 

 

 

 

 

 

 

 

 

 

 

 

 

 

 

GFPN 會議前 

 

 

工作期間 

 

 

 

 

工作期間 

 

 

SOM I - SOM 

II 

 

 

 

 

GFPN 會議前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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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責任歸屬 成果/待辦事項 期限 

 報告論壇中整合性

別之最佳範例 

 向 SCE 報告 2008 年

GFPN 工作計畫 

 報告 GFPN 對 APEC

之貢獻(將於 2007 年

GFPN 會議討論) 

 

3.5.參加其他 APEC 論

壇、會議、研究會及工

作坊等 

 

3.6. 參加 SOM I 及

SOM II：包含 APEC

各論壇及經濟體之非

正式會議 

各經濟體性別聯絡

人、論壇、工作小組 

主席及秘書處 

 

主席、秘書處、GFPN

成員 

 

 

主席與秘書處 

 

 

 

主席與秘書處 

 

 協助各論壇在其工作範圍內

確認並提出性別議題；建立/強化

APEC 各論壇之聯繫 

 

 

 

 

 

 討論未來的合作以促進彼此

利益並於跨領域議題中提昇性別

整合 

 

 

 

 

 

 

 

 

SOM I 

SOM II 

SOM III 

 

工作期間 

4.GFPN 獨立評估之參

考結果 

 

主席及 GFPN 成員 

成員協同計畫主持

人 

 獨立評估結果與 SCE 回顧，

以利回顧並強化 GFPN 之權限  

GFPN 會議前 

5.為APEC論壇與經濟

體提供計畫建議 

主席與 GFPN 成員  促進 GFPN 協助 APEC 論壇

於計畫中使用性別分析、收集／

使用依性別區分之資料 

工作期間 

6.報告提交給 BMC(及

SOM 的非正式同意)

之提案計畫 

主席、秘書處、計畫

主持人 

 依 BMC 計畫

審核行程 

7. 策略之發展與落

實，以增進計畫方案性

別考量 

主席、GFPN 成員與

協同計畫主持人 

  

8.WLN 會議 GFPN 主席及會員出

席 WLN 並向 WLN

主席及會員問候 

 共同討論發展強化 WLN 與

GFPN 合作機制 

依據 WLN 會

議行程 

9.GFPN 年度會議 GFPN 報告性別整合

策略及落實狀況 

 向 SOM III 與特定小組報告 GFPN 會議 

10.主席向 SCE與 SOM 

III 呈現 GFPN 報告 

主席協同論壇、經濟

體之性別聯絡人 

 報告適當之建議與新方向 

 

SOM III 

SCE-COW 

11.GFPN 開始籌備婦

女部長會議(已於 2007

年 GFPN 會議討論) 

主席及由GFPN會員

/計畫主任所支持的

下任主席 

 於部長會議前準備文件、議程

及討論報告 

依 據 MMW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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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議程 

編號 11.3 GFPN 三年計畫草案（2008-2010） 

澳洲準備 

 

整體目標 

本三年計畫主要是更進一步促進整合性別於 APEC 架構，以加強未來地區

性別平等及整合婦女與經濟，並支持 GFPN 的工作及協助其年度交接，此

計畫將包括 GFPN 同意進行之高度優先議題，將有一些優先論壇及工作小

組來共同進行並落實各項計畫與活動。 

 

持續朝向 GFPN 8 項任務工作 

GFPN 成員與 GFPN 主席將會： 

1、協助 APEC 各論壇確認並處理性別議題。 

2、促進並呈現婦女在 APEC(含各論壇)之表現。 

3、評估並報告運用性別影響評估之計劃提案、報告與評估與修改狀況。 

4、收集及分享論壇間性別整合最佳範例。 

5、支持並報告論壇與 APEC 經濟體間性別整合實施完成進度。 

6、協助提供性別專家意見和各階層與 APEC相關專業婦女專家之意見。 

7、協助發展提案計畫。 

8、提供促進 APEC 整合性別議題之建言。 

 

2008 年： 

1、討論 2007 年執行之 GFPN 獨立評估結果。 

2、促進GFPN協助APEC論壇於計畫中使用性別分析和依性別區分之資料。 

3、完成 GFPN 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之回顧。 

 

2009 年：整合婦女於 APEC 架構之 10 年回顧。 

1、舉辦第三屆婦女部長會議(將於 2008 年提出-於議程項目 11 討論)。 

2、落實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之十年回顧，此回顧將記錄 APEC 性別相

關成就，除了檢驗原先架構之目標、進展與成功外，更進一步詳細計畫整

合婦女參與 APEC 活動。 

 

2010 年： 

1、為 APEC 計畫提案重新評估性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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