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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與 2011 年 APEC 婦女與經濟高峰會(WES)會後分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貳、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 1 段 15 號 9 樓） 

參、主持人：內政部黃碧霞司長(兼婦權基金會執行長) 

    紀錄：婦權基金會蕭研究員伊真 

肆、出席人員：  

機關 姓名/職稱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王巧瑩科員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施麗麗主任、楊佳憲科長 

經濟部國貿局 宋家惠執行秘書 

教育部高教司 蔡忠益科長 

教育部技職司 蕭玉貞專門委員 

教育部訓委會 黃乙軒專員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汲宇荷委員、李安妮委員、李萍委員、黃馨慧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王金蓉科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 施淑惠專門委員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李振芳專門委員、黃仿玉專員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呂松青科長、李宜靜科長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陳玻霖科長、潘貞汝承辦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傅秀珠研究員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 張靜貞主任、趙恭岳副主任、周宛蓉博士 

科提普 QTIP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曹平霞董事長 

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 施秀菊負責人 

台北大學 陳芬苓副教授 

內政部社會司 楊筱雲專門委員、江幸子研究員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鈴翔副執行長、吳昀組長、蕭伊真研究員、馮瓊

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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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我國如何具體落實舊金山宣言內容、加強與 APEC 各論壇及 ABAC 互

動交流，以及建立公私部門合作機制之建議，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為具體落實舊金山宣言，請婦權基金會參照與會者意見，更新宣言分辦

表（附件一），並請各主責部會於三個月內（101 年 3 月 6 日前）依附件

二格式，提報對應宣言之具體政策作為、性別統計與成效評估，並研擬

未來行動措施，以電子郵件(ethan@wrp.org.tw)傳送婦權基金會彙辦。另

請國內各 APEC 論壇/工作小組將宣言議題錄案納入相關研究，並蒐集國

內外經驗與實務案例。 

二、 亞太地區近來屢受天然災害侵襲，造成社會經濟重大損失，婦女在災後

重建扮演之角色日趨受到國際重視，我國官方及民間亦推動許多方案計

畫，進行災後重建婦女之能力建構。有鑑於舊金山宣言中強調公、私部

門交流合作之重要性，建議災害防治及災後重建權責部會強化公私部門

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提升我國災防及重建效益，奠

定災後婦女經濟及社區產業永續發展的基礎。 

 

案由二：有關於本國設立「APEC 婦女創業訓練中心」（暫訂）之可行性，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本案請婦權基金會先就我國既有國內外相關資源進行盤點（初步整理內

容詳見附件三），召開跨部會會議，研議如何整合運用跨部會資源，確立

本案之運行模式及組織架構，並商討未來在 APEC 場域推動之策略。 

二、 請婦權基金會、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經濟部國貿局及中企處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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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共同合作，就婦女創業訓練中心進行可行性評估，包括進行性別

統計調查、婦女創業需求調查、研議任務目標及運作模式等等。 

 

案由三：有關我國如何有效提升年輕女性領導力之培力，提請討論。 

決議： 

一、建議針對各領域女性領導力進行培訓，評估設立各項培訓課程資源平台之

可行性，整合 NGO 及政府現有資源，以符合不同年齡層女性學習發展需

求。本案請婦權基金會進行現有資源盤點，並調查國外相關作法後，再召

集相關部會進一步研議。 

二、建議可透過設立獎項，鼓勵台灣各界傑出年輕女性，並整理其事蹟於各級

學校課本及學程中呈現；或由教育部推動，邀請傑出年輕女性至學校演

講。期藉由不同宣傳作法，使本土優秀女性事蹟廣為大眾周知，進一步讓

新世代女性於各領域學習發展時不受性別刻板印象之束縛，建立自信並從

小設立遠大之理想目標。 

三、請各部會具體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排除提升女性領導力發展之障礙，

並培養各領域年輕女性領袖，選出適切人選參與各國際會議，俾使更多優

秀女性於國際場域發揮功能，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影響力。 

四、由於國際婦女組織間較易建立緊密情誼，考量我國艱難之國際處境，可透

過國際婦女網絡進行與他國進行實質有效之交流互動作為。建議未來推派

固定人選持續參與 APEC 及 CSW 等國際會議，並納入資深及年輕代表，

俾利傳承及培力。 

案由四：我國未來如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對我國女性之可能影響及

因應策略為何？提請討論。 

決議： 

一、 請國貿局未來在研議 TPP 協議時，對我國農產品再製、文化創意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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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婦女集中參與之產業，納入性別影響評估，並邀請婦權委員共同參

與。 

二、 請政府相關單位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重視不同地區及族群經濟發展

之各項需求，未來規劃研商加入 TPP 協議之各項政策及應變措施時，確

實將偏鄉及弱勢族群之資源配置公平性問題納入考量。 

三、 依據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接受農委會之委託研究結果顯示，TPP

協議確實會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帶來衝擊。為加強許多具優良生產力的

鄉村組織、農會等團體拓展國際市場之能力，建議加強其語言、國際市

場、國際行銷及連結國際產業鏈能力等專業知能訓練，或可與案由二

「APEC 婦女創業訓練中心（暫訂）」共同規劃辦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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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我國落實舊金山宣言內容分辦表 

1、融資融通的機會（Access to Capital） 

舊金山宣言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1-1 重新審視遺產繼承權、夫妻共同財
產所有權、動產或不動所有權，以
及已婚、離婚及喪偶女戶長之救濟
福利等相關法律，並向 APEC 資深

官員們提出報告。 

Review and report to APEC Senior 

Officials the status of laws regarding 

inheritance, spouse joint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he rights to ownership 

of moveable and immoveable property, 

as well as head of household benefits 

for married, divorced and widowed 

women. 

1. 民法親屬篇、繼承篇 

2.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3. 社會救助法 

1. 法務部 

2. 內政部 

3. 經建會 

4. 外交部 

1-2 為女企業家及企業主們推動更具包
容性的融資融通服務。 

Promote more inclusive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owners 

1. 中央 

服務措施： 

(1)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2) 青年創業貸款 

(3)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4) 中小企業財務金融服務團 

(5) 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通 

(6) 中小企業小額簡便貸款 

(7) 中小企業新創事業貸款 

法令： 

(1) 特殊境家庭創業貸款補助辦法 

(2)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2. 地方 

(1) 新北市幸福創業微利貸款 

(2) 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1. 勞委會 

2. 青輔會 

3. 原民會 

4. 經濟部 

 

1-3 針對現行有效的中小企業貸款方案
進行盤點，包括由中央政府或私人
機構所提供的微型貸款，而與這些
方案相關的使用情形及指標，以及
該方案是否為女性擁有的企業提
供有效服務，亦需特別予以註記，
為現行貸款方案建立一套參考基

準。 

Conduct an inventory of existing 

effective SME lending programs,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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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宣言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including micro-lending, offered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and in the 

private sector, making special note of 

the usage and metrics around these 

program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serving women-owned businesses to 

establish a baseline of current lending 

programs 

1-4 針對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就改善女

性中小企業融資能力採取了哪些
措施進行調查並舉辦工作坊，以確
認並分享最佳實務案例，並與G-20

的 金 融 包 容 性 全 球 夥 伴 小 組
（GPFI）合作，以充份利用其在本
議題上已開展的工作成果。 

Conduct a survey and workshop to 

identify and share best practices of 

government measures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women-owned SMEs in 

accessing capita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20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GPFI) sub-group to 

leverage the work they have undertaken 

on this issue 

1. 創業諮詢服務計畫 

2. 創業創新養成學苑計畫 

3. 婦女創業育成網路計畫 

4. 創新育成中心 

5. 中小企業財務金融服務團 

6. 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通 

7.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人才培訓計畫 

8. 中小企業財務人才認證制度 

9. 中小企業數位學習計畫 

10. 飛雁專案 

11.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計畫 

1. 經濟部 

2. 青輔會 

3. 原民會 

4. 外交部 

5. 金管會 

6. 經建會 

7. 財政部 

1-5 與 GPFI 及 OECD 合作，並獲得其
承諾，以改善中小企業及其融資相
關的性別資料彙集。 

Collaborate with the GPFI sub-group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improve the 

collection of sex-disaggregated data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SME 

finance 

1. 性別統計與分析 

2. 中小企業白皮書 

1. 主計處 

2. 經濟部 

3. 外交部 

4. 財政部 

5. 金管會 

6. 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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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能力與技術 Capacity and Skills Building 

舊金山宣言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2-1 鼓勵賦予婦女權力，並廢除限制
婦女潛力與能力的歧視性措施，
使其得以培養自身的技能。 

Encourage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remove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which inhibit women’s 

capacity and ability to build their 

skills 

CEDAW 公約 1. 內政部(性平處) 

2. 經濟部 

3. 外交部 

4. 教育部 

2-2 調查各國政府針對女企業家、女
企業主、偏遠地區女性及原住民
婦女提供哪些支持企業的諮商與
訓練機會，從中找出最佳範例，
並舉辦工作坊進行交流分享。 

Conduct a survey and workshop to 

identify and share best practices that 

support entrepreneurial counseling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that are 

offered at the economy level that 

target women, including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owners as well as rural 

and indigenous women 

1. 創業： 

(1) 創業諮詢服務計畫 

(2) 創業創新養成學苑計畫 

(3) 創業家圓夢計畫 

(4) 婦女創業育成網絡計畫 

(5) 飛雁專案 

(6) 創新育成中心 

(7)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計畫 

(8)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計畫 

2. 融資融通： 

(1) 中小企業財務金融服務團 

(2) 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通 

(3)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計畫 

3. 經營管理： 

(1)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暨輔導體

系協調推動計畫 

(2) 中小企業品質管理提升計畫 

(3)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人才培訓計畫 

(4)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研究班計畫 

(5)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計畫 

4. 數位學習： 

(1) 中小企業數位學習計畫 

(2) 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 

(3) 縮減婦女數位落差實施計畫 

(4) 創造偏鄉數位機會推動計畫 

(5) 創造原住民族數位機會計畫 

5. 農村： 

(1) 輔導全國農會提升家政班功能 

(2) 全國農村婦女大會研討會 

(3) 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及模範農家
婦女 

1. 經濟部 

2. 經建會 

3. 原民會 

4. 勞委會 

5. 青輔會 

6. 農委會 

7. 教育部 

8.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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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宣言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2-3 在現有的能力建構和中小企業援
助方案中，酌情納入性別分析，
並培訓這些方案的執行者，使其
了解如何進行性別平等分析，讓
他們對兩性所面臨挑戰的差異有
更佳的敏感度及理解力 

Incorporate a gender analysis, as 

appropriate, into existing capacity and 

skills building and SME assistance 

programs, and train the people who 

deliver programs on how to conduct 

gender equality analysis, so they can 

be more sensitive to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men 

and women 

同上 同上 

（除外交部外） 

2-4 調查各國政府運用哪些科技(諸
如網際網絡通訊或行動電話科
技)來訓練女性企業主，並舉辦工
作坊分享這些最佳範例 

Conduct a survey and workshop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on how 

economies use technology (such as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or mobile 

technologies) to train women 

businesses owners 

1. 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 

2. 縮減婦女數位落差實施計畫 

3. 創造偏鄉數位機會推動計畫 

4. 創造原住民族數位機會計畫 

5. 國科會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1. 經濟部 

2. 經建會 

3. 教育部 

4. 原民會 

5. 國科會 

6. 勞委會 

7. 通傳會 

8. 外交部 

2-5 調查優良的經商模式，並與經營
小型及微型企業的婦女們分享 

Conduct and share an inventory of 

good business models for women in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1. 微型鳳凰貸款 

2. 飛雁計畫 

3. 婦女創業育成網路計畫 

4.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網 

5. 全國農村婦女大會研討會 

6. 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及模範農家婦

女 

1. 勞委會 

2. 經濟部 

3. 原民會 

4. 青輔會 

5. 內政部 



 9 

3、女性的領導力 Women’s Leadership 

舊金山宣言建議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3-1 鼓勵下一代的女性領導人們 

Encourage the upcoming generation of 

women leaders 

1. 國際合作： 

(1) 全球創新事業智慧獎 

(2) 婦女發展研習班 

2. 中央： 

(1) 大專暨高中職女學生領導力培訓
營 

(2) 原住民女性意見領袖人才培訓 

(3) 四健青年領袖營(農村) 

3. 地方： 

(1) 新北市女青年種子領導人才性別
培力計畫 

1. 經濟部 

2. 經建會 

3. 勞委會 

4. 國合會 

5. 原民會 

6. 青輔會 

7. 農委會 

8. 內政部(性平處) 

3-2 找出公、私部門中有哪些最佳範
例，藉由這些最佳範例的推廣，讓
各 APEC 經濟體更能意識到提倡
多元性別對經濟成長和企業競爭
力可得到哪些有利的影響 

Raise awareness within APEC 

economies about the favorable effects 

of gender diversity initi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by identifying and 

disseminating best practices from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1. 公部門： 

(1)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2) 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3) 金馨獎 

2. 私部門： 

(1) 微型鳳凰貸款 

(2) 飛雁計畫 

(3) 婦女創業育成網路計畫 

(4)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網 

(5) 全國農村婦女大會研討會 

(6) 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及模範農
家婦女 

1. 經濟部 

2. 原民會 

3. 勞委會 

4. 青輔會 

5. 農委會 

6. 人事行政局 

7. 內政部(性平處) 

3-3 在有公、私部門領導人參與的
APEC 推廣活動和工作坊裡，宣傳
下列措施所能獲得的經濟利益：推
展工作與生活平衡、在公、私營機
構實施性別平等標準、組成多元領

導團隊，以及婦女賦權等其他措施 

Publici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gained 

from promoting work-life balance, 

implementing gender equality standards 

in private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diversified leadership teams, and other 

measures for women’s empowerment, 

through APEC outreach and workshop 

activities, involving leader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1. 性別平等工作法 

2. 性別平等教育法 

3.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4.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1. 勞委會 

2. 教育部 

3. 經建會 

4. 內政部(性平處) 

3-4 促進偏遠地區婦女、原住民婦女，

以及社會企業的公平參與，以獲得
各種機會 

1. CEDAW 公約 

2. 合作社法 

3. 原住民基本法 

1. 內政部(性平處) 

2. 農委會 

3.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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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宣言建議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Foster an equitabl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and indigenous women, and social 

enterprises, increasing their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4. 勞委會 

5. 經濟部 

6. 教育部 

7. 經建會 

3-5 找出各種模範措施來彰顯女企業家
和商界領袖的事蹟，以提升婦女的
領導力 

Identify model measures to raise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leaders’ profiles to promote women’s 

leadership 

1. 微型鳳凰貸款 

2. 飛雁計畫 

3. 婦女創業育成網路計畫 

4. 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輔導網 

5. 全國農村婦女大會研討會 

6. 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及模範農家婦

女 

1. 經濟部 

2. 原民會 

3. 青輔會 

4. 農委會 

5. 經建會 

6. 勞委會 

7. 內政部 

3-6請各經濟體就其ABAC成員中至少
納入一位女性作出具體的努力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include at 

least one woman in their ABAC 

membership 

 1.外交部 

2.中華台北 ABAC

秘書處(台經院) 

3-7 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並在必要時
共同合作，俾使包括在企業董事會
和類似的公部門組織中擔任高階
管理職位的婦女人數增加 

Take a proactive approach and work 

together a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senior 

management positions, including on 

corporate boards and equivalent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擴大推動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原則 

1. 人事行政局 

2. 經濟部 

3. 勞委會 

4.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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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入市場的機會 Access to Markets 

舊金山宣言建議內容 
我國現有對應政策 

/法令/措拖 
主責部會 

4-1 找出包括多元供應商和技術援助在內的方案，並向 APEC

資深官員提出報告。透過這些由跨國企業、政府和中小企
業參與的最佳實務方案，女企業主、女企業家、偏遠地區
婦女及原住民婦女所受的障礙得以消弭，還得以獲取
APEC 經濟體法規環境的最新訊息，識別出國外市場的商
機，並加以充分利用 

Identify and report to APEC Senior Officials, programs, including 

supplier diversity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initiatives, that represent 

best practic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and SMEs 

that remove the barriers for women business owners and 

entrepreneurs, including rural and indigenous women, to obtain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in APEC 

economies, and identify and take advantage of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market opportunities 

 1. 外交部 

2. 經濟部 

3. 經建會 

4. 青輔會 

5. 原民會 

6. 農委會 

7. 勞委會 

 

4-2 找出可以幫助婦女取得業務往來及銷售管道機會的網絡和
協會 

Identify networks and associations that can assist women to access 

business connections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s 

 同上 

 

製表：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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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我國落實「舊金山宣言」之具體計畫及政策提報表（範例） 

 
 
一、請主責部會依據附件一分辦表，參考下列二、填報指引及三、參考範例，於 101 年 3 月 6 日前，以電子郵件

方式傳送婦權基金會 蕭伊真 收 (ethan@wrp.org.tw，02-23212100#123)。 

二、填報指引： 

【優先領域】 

工作重點 
執行中之計畫或政策 目前進程(截至 2011 年 12 月止) 

未來之計畫 

或政策 

請填入右列「執行中
之計畫或政策」所對
應之舊金山宣言建
議內容 

 

(請參考附件一) 

1. 各主責部會請依附件一所列

之現行計畫名稱，一一填入

本欄位，每列僅填入一項計

畫。 

2. 每項計畫請確實進行性別統

計分析，並將結果填報於右

列欄位，或以附件方式補充

說明。 

3. 經彙整後，將另召開會議，

就各計畫之性別統計資料進

行討論。若會中評估該計畫

對提升婦女經濟無實質效

益，則無需再於本案列管。 

1. 排除阻礙女性經濟發展之具體措施及作法： 

 

2. 執行現況(計畫/政策已進行至何項階段？)： 

 

3. 具體成果(女性確實受惠情形、性別統計)： 

(1) 各項數據除以文字呈現外，亦可提供相關統計圖表補充說

明。 

(2) 以教育部之校園育成中心為例，建議填列資料包括：該計畫

補助金來源為何？有多少用於中心的成立與運作，有多少

用於提供學生融資？多少育成中心的主事者為女性？多

少女性在育成中心培力下成功創業？女性成功創業後雇

用多少女性員工？…等。 

(3) 若為各部門之融資貸款計畫，建議提供資訊包括：有多少女

性獲得融資？還款情形為何？…等。 

(4) 若為能力建構或市場進入相關計畫，建議提供服務者多少是

女性？有多少女性接受輔導或培訓？婦女受訓後使用該

技能之情形為何？…等。 

1. 未來擬發展

之方向及具

體行動作

為。 

2. 如有其他創

新想法，亦

可納入。內

容不限於舊

金山宣言之

四大議題。 

 

mailto:ethan@wr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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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範例： 

填報部會：○○○ 

【優先領域】 

工作重點 

執行中之計畫 

或政策 
目前進程(截至 2011 年 12 月止) 未來之計畫或政策 

【培養能力與技術】 

2-2 調查各國政府針對女企
業家、女企業主、偏遠
地區女性及原住民婦女
提供哪些支持企業的諮

商與訓練機會，從中找
出最佳範例，並舉辦工
作坊進行交流分享 

縮減婦女數位落差計

畫(Bridging Digital 

Divide for Women) 

執行期間：2007 年至

今 

目的：我國男性上網率

至少高於女性上網率

4 個百分點以上，為提

升我國婦女資訊技能

與應用能力，縮減婦女

數位落差計畫結合政

府及民間資源，免費提

供非都會區婦女 24 小

時基本電腦使用相關

訓練，創造婦女在社會

與經濟方面的多重機

會，進而提升婦女受僱

或創業的能力。 

1. 排除阻礙女性經濟發展之具體措施及作法： 

自 2007 年貣，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非營利團體/學校，

訓練非都會區婦女 24 小時基本電腦使用相關訓練。 

2. 執行現況(計畫/政策已進行至何項階段？)： 

每人補助 1,500 元，2011 年預計訓練 3.9 萬名婦女，並

將偏鄉地區的訓練補助調高為 2,000 元。 

3. 具體成果(女性確實受惠情形、性別統計)： 

觀察 2009 年與 2010 年學員資料，顯示計畫對於縮減

區域間婦女數位落差，發揮相當功能。婦女學員年齡層

以 45 至 54 歲最多，占全體學員比率達 38.9％；其次

為 55 至 64 歲年齡層，比率達 28.8％。合計中高年齡

學員比重逹 75.5%。至於學員教育程度則以高中、職最

多，比率達 47.7％。顯示計畫對於改善中高年齡與教育

程度較低之婦女的資訊應用能力與素養有所助益。此

外，根據 2010 年訓後問卷調查顯示，婦女學員經過 24

小時基礎電腦課程培訓後的 3-6 個月中，仍持續使用電

腦有 89.1%，持續上網比率也達 85.3％，且多數學員願

意自費學習進階課程，確實有助於婦女持續 e 化。詳細

統計圖表及說明請見附件。 

數位家園全台紮根計畫

（2012 年至 2015 年） 

1. 在地需求調查：依據不同

性別需求特殊性，進行在

地資源盤點及需求調

查，依據地區人口需求特

殊性開辦分級課程 

2. 發展學習型社區：強化社

區資源整合，盤點社區人

力資源及閒置設備，強化

NGO 夥伴連結，提昇社

區中高齡婦女資源可近

性與二度就業機會 

3. 建構永續陪伴輔導機

制：發展培訓結業之在地

追蹤機制，依據學習需求

取向安排小團體督導諮

詢 

【培養能力與技術】 

2-3 在現有的能力建構和中

小企業援助方案中，酌情
納入性別分析，並培訓這
些方案的執行者，使其了
解如何進行性別平等分
析，讓他們對兩性所面臨
挑戰的差異有更佳的敏
感度及理解力 

同上 1. 排除阻礙女性經濟發展之具體措施及作法：同上。 

2. 執行現況(計畫/政策已進行至何項階段？)：同上。 

3. 具體成果(女性確實受惠情形、性別統計)： 

已進行問卷調查，評估分析各地區以及不同年齡層婦女受

惠情形，及培訓後是否持續使用該項技能。具體成果同上。 

數位家園全台紮根計畫

（2012 年至 2015 年） 

具性別敏感度之追蹤評估機

制：包含辦理婦女服務使用

滿意度調查，納入性別觀點

（包含性別統計及性別分

析）之評鑑審查機制，促進

婦女團體參與決策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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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籌設「APEC 婦女創業訓練中心（暫訂）」相關資源及建議 

婦權基金會初步整理 

一、有關我國現有與本案相關之 APEC 資源，整理歸納如下： 

(一) APEC 中小企業危機管理中心：推動過程中先與外交部進行協商並獲國組

司全力支持後，於 2009 年 APEC 中小企業部長會議中正式提出此中心之

倡議，並獲通過採納。中心設立目的在於如何協助中小企業建構能力，以

因應金融海嘯。我方有鑑於今年三月日本發生大地震，為協助各國中小企

業建構應變天然災害之能力，提出三年期計畫，已獲 APEC 預算管理委員

會(Budget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BMC)同意核撥經費。目前運作乃以

計畫方式委託台經院，進行年度報告的產出。 

(二) ADOC 2.0：執行模式為在我國設立秘書處並協助合作國家建置硬體設

備，一年後設備所有權歸該國所有。受贈國負責培訓及提供場地等資源，

培訓對象為當地婦女、孩童、中小企業等社群。本計畫已實施 7 年以上，

目前在不同經濟體共設立了 86 個駐點，在地之連繫網絡及人脈已累積至

相當規模，可作為新計畫推動之基礎。 

(三)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本中心總部設於台北，另於馬尼拉氣象局設

有分部。運作方式除執行內部計畫及委託研究計畫外，亦至菲律賓或其他

國家舉辦講座訓練課程。中心之人力資源以本國為主。2013 年擬與 APEC

主辦國印尼合作，在當地舉辦婦女災後重建培力研習營。 

二、有關本案運作模式之建議： 

(一) 若與 ADOC 2.0 計畫結合，派我國講師至各合作經濟體授課，應先分析評

估當地的需求及我國可提供之資源，並與當地公、私部門建立夥伴關係。

另需在原有數位課程中，依學習對象之需求，納入創業、經營等相關課程

內容。 

(二) 建議亦可設立一組織，由該組織負責統合運用我國場地、住宿及師資等

公、私部門各項資源，以吸引他國企業家到台灣受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