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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料 

一、會議背景與重要性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官方經濟合

作論壇之一；其整體經濟力量龐大，組織活動最高決策層級達各經濟

體之元首，亦是是我國目前實際參與之重要國際多邊機制之一。 

隨著時空的轉變，APEC 關注的議題不斷擴大，由原先以經貿自

由化為主，延伸至經濟技術合作、社會安全、環境、性別、以及近幾

年的反恐、氣候變遷、金融危機、後金融海嘯時代等。由各經濟體女

性產、官、學界主導的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

會議，就是在這脈絡下孕育而生。 

婦女領導人網絡（WLN）會議由數個菁英女性領導人倡議成立，

1996年 10月於菲律賓馬尼拉首次召開，成立最初目的是希望「尋找

方法與策略，以便在 APEC 架構下任何重要決策，可納入婦女的聲音

與期待，並確保婦女充分參與 APEC」，推動 APEC 地區婦女參與經濟

事務與決策，並呼籲 APEC 在推動貿易及投資自由化等工作之際，覺

察對不同性別所產生的不同衝擊與影響。 

爾後，逐年召開的 WLN，除積極推動婦女相關工作之外，每年

會議決議皆提送 APEC 資深官員會議、部長會議、領袖會議作為年度

建言之依據，並由成員將大會建議帶回國內落實；同時亦會提供給

APEC工作單位，促進隸屬 APEC跨領域議題的性別議題發展。 

WLN 並非 APEC 之內正式的一個工作小組，形式上屬於 APEC 體

制外的活動，但 APEC網站會列入 WLN活動，會議舉辦時也給予同等

外交禮遇及行政支援。WLN 工作方式經由經驗傳承，每一年的主席

由當年 APEC 主辦的經濟體自行決定，近年來主辦經濟體的主導角色

日趨重要。 

綜上可知，WLN藉由彈性多元、諮詢角色的組織特性，提供 APEC

民間社群的觀點與建議，主導先驅議題並積極倡議，與 APEC 跨單位

扮演相輔相成的性別議題推手，亦顯見 WLN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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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21日 

三、會議地點：日本東京京王廣場飯店 

四、大會主席：Yukako Uchinaga女士（Benesse Holdings 執行副總裁、

Berliz國際公司總裁及 CEO） 

五、會議主題：「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

的集體實現！」（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 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本次大會重要議題包含： 

 女性經濟創業策略 
 女性進入董事會 
 女性教育和職業終身發展 

 培養科學和工程領域的女性領導人 
 新商業模式的未來趨勢 
 女性在地小型企業之影響力 

六、與會代表 

一、 各國代表：澳洲、汶萊、加拿大、智利、香港、中國、印尼、

韓國、日本、馬來西亞、紐西蘭、菲律賓、俄羅斯聯邦、新

加坡、泰國、美國、越南以及我國等 18個 APEC經濟體參與

盛會。各國代表分別來自民間企業、政府部門、學術機構、

非政府組織等單位。 

二、 我國代表：我國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王主任委員如玄擔任團

長，率領政府部門代表 16名、受邀講者 1名、婦權會委員代

表 2名、女性企業家代表 58名、婦權基金會代表 3名，共計

79名代表出席與會。（詳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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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一、9月 19日：第一天議程 

（一）開幕式 

第十五屆會議的開幕式首先以日本傳統舞蹈表演揭開序幕，

緊接由本屆會議主席 Yukako Uchinaga女士致歡迎詞，本屆主席簡

短表示誠摯歡迎各界來到日本與會，這是日本第一次主辦會議，

包含日本國內眾多優秀女性企業主也積極與會，在三天會期中很

期待也很興奮與各界代表多多互動，這次會議日本也希望對女性

未來角色提供更全面的建言，並讓 WLN 永續進步。緊接著由日

本首相菅直人發表演說，表示日本今年刻正檢視第二階段性別平

等計畫的執行成果，預計於年底提出第三階段之初步規劃，此外，

首相亦特別提出當今女性婚後職涯參與下降趨勢，如何協助家務

勞動平均分工，讓女性得以持續貢獻勞動力，期待藉由本次會議

討論並分享各國成功解決策略，帶來豐厚成果，協助各國女性發

揮潛能，並為 APEC 成果寫下新頁。最後，由日本內閣府男女共

同參画局特命擔當大臣岡崎トミ子，發表演說，剛就任甫三天的

她首先提及智利前任女總統Michelle Bachelet獲任為 UN Women

主席一事並表達恭賀，接著表示日本性別平等處歷來為推動國內

性別平權，於 1999 年通過性別平等社會基本法，並擬定多階段

配套執行計畫，今年度剛出版了「2010 性別平等白皮書」，其中

提及日本社會面臨人口快速老化的危機，青壯年人口於 2035 年

將自 64%下降至 51%，生產人口大幅下滑的趨勢中，女性生產力

顯得更為重要，政府目標為提昇女性社會參與機會，藉由創業模

式轉型促進女性職涯發展轉銜，而 APEC 作為亞太經貿交流重要

區域，世界銀行研究顯示 APEC經濟體女性經濟參與率高的地區，

其經貿自由度亦越高，在今年度 APEC 倡議包容性成長之下，女

性將成為不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新加坡代表 Wee Wang  Joo女士先由簡短影片呈現去年WLN

會議過程紀實，去年會議主題為女性與 APEC 永續發展，主軸議

題議題包含女性與知識經濟、社會型產業、職場生活融合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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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去年會後十項重點結論建議。新加坡代表強調為確保性別平

權及女性經濟安全，必須建構建構一個整合社會、經濟與環境的

政策架構，最後也提出新加坡仍將致力於提供一個有利女性經濟

參與與社會地位的環境。 

開幕式的最後一一介紹本次與會的 18個經濟體代表團團長，

並上台共同合影留念。 

（二）專題演講一 

邀請講者為聯合國 UNIFEM 副執行長 Moez  Doraid 教授，他

的演講主要分享女性經濟的參與及充權現況，並提及未來應如何

於 2015 年達到千禧年目標。 

首先，身為男性他認為無論是維護人權或是促進女性經濟平

等參與，男女必須共同合作才有辦法達成。同時，也提到當天剛

好是紐西蘭女性取得投票權的 117週年紀念日，更值得慶賀。 

全球整體而言，女性取得就業機會、就業安全、薪資、企業

主導權等各面向都較男性弱勢，女性受雇比例雖然逐年上升，但

區域間落差仍大，特別在南亞以及北非等國家，女性受雇比例僅

20%。國際勞工組織（ILO）統計於金融海嘯後，女性失業率大增，

未失業的女性薪資報酬更為同職男性的七至九成，薪資性別落差

在 2000 年至 2007年已逐漸縮小，然而金融海嘯的衝擊讓薪資性

別落差再度加劇。聯合國為儘快達到千禧年目標，已聯合許多組

織召開研擬會議，擬定特別解決策略，強化女性就業管道與機會

取得，包括購買土地、信貸與進入市場的機會；增進女性在社會

上的領導力、發聲能力與影響力；拓展女性接觸公共服務的管道，

以及終止女性受暴的問題等四大面向。 

許多研究顯示，增進女性就業機會與提升女性薪資都帶來更

多附加正面效益，包含：解決貧窮、促進快速經濟成長、為家庭

與孩子帶來較佳教育機會和收入，以及減緩HIV/AIDS散播速度等。

然而，我們仍可發現女性擔任高階主管職位的比例仍偏低，婦女

發展基金會（UNIFEM）與聯合國全球聯盟（UN Global Compact）

共同倡議的「女性充權準則（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4



 
 

WEPs）」，針對女性職場平等參與提出 7項指導原則：建立高層次

的企業領導機制來促進性別平等；尊重並支持人權和無歧視原則，

平等對待所有男女員工；保障所有男女員工的健康、安全和福祉；

加強對女性員工的教育、培訓，促進其職業發展；推廣有利於提

高女性能力和權利的企業發展計畫、供應鏈及市場管銷方式；通

過社區行動和宣傳促進性別平等；對推動性別平等的發展情形進

行評估和公開報告。這項宣言的產生也包含許多企業領導人及

CEO 的支持，表示越來越多企業管理人肯定女性的參與，未來，

聯合國也將持續創造更多女性充權的機會。 

（三）論壇：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論壇的主持人為WLN創始元老之一也是加拿大 Lever企業總

裁 Andrina Lever女士，與談人包含智利 Católica del Norte大學副

教授 Elisabeth von Brand女士、菲律賓 Richwell貿易公司首席營運

長 Myrna T. Yao女士、韓國女性創業協會主席 Soo‐Hai Jun女士以

及本屆會議主席 Yukako Uchinaga女士。 

主持人Andrina Lever首先簡報1996年創設至今的WLN背景，

再次重申成立目的是希望女性關切的議題能被決策層級聆聽並

重視，特別希望強化亞太區域婦女地位的提昇，建構性別整合架

構以融入人力資源與區域永續發展政策中，同時，結合專家夥伴

影響 APEC性別面向的決策。WLN至今連續舉辦 15屆會議，另外

還有兩次部長級會議，積極倡議並有效提昇部長層級對性別議題

的關注，同時發展各領域最佳範例，舉辦性別培訓及出口貿易論

壇，歷年已有超過七千名婦女參與而有所收穫。 

緊接著主持人以一問一答方式逐一和與談人對談。請與談者

就各國曾主辦 WLN 會議之效益、WLN 組織特性與轉型挑戰、今

年度大會主題、聯合國「女性充權準則」以及給與會者的建議等，

分別提供回饋與想法。 

首先菲律賓與談人表示菲國政府越來越重視女性經濟充權，

成功之處在於力量強大的民間組織積極運作遊說，促成菲國目前

政府與民間企業緊密合作的夥伴關係，並且有完善的職場生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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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輔導措施。菲國與談人並表示各經濟體應成立國內的對應論壇，

引導政府、民間組織、學者、原住民代表等提供建言；此外也建

議 ABAC除制定 APEC整體性政策外，也應關注如何具體落實於各

經濟體內部政策環境，方能有效達成雙向互惠。針對聯合國訂定

的「女性充權準則」，菲國代表認為應將此精神落實於國內具體

法律中，政府應認同此理念並全力投入制定法律，確切保障女性

人權、遠離歧視，特別是社會中邊緣的弱勢女性，而同時，也呼

籲後進更多年輕女性投入此領域，加入倡議的行列。 

韓國代表表示自 2005年主辦 WLN會議後，的確有助於國內

政府正視女性經濟參與的重要性，並展現出強烈企圖心，積極與

民間協會建立夥伴關係，其中韓國婦女創業協會（KWEA）因而發

展許多重要方案相形重要，於 2008、2009 年舉辦第一、二屆東

南亞婦女研討會，並持續舉辦提昇婦女創業教育及能力建構訓練，

2009年 KWEA提議女性企業應佔政府採購比例百分之五以上，該

法案也於同年通過，這都是近年來政府重視的具體展現。韓國代

表也呼籲與會者，將會中意見帶回國內，激發更多新興政策的創

意潛力，也藉此將成果共享共榮。 

智利在2004年主辦時才開始真正認識WLN以及APEC體制，

在會前也召開許多籌備研議會議，讓智利的婦女團體與會過程中

得到啟發，也因此，會後國內陸陸續續有許多婦女企業的團體相

繼成立，這是最有斬獲的一點。此外智利代表也提及 WLN 應提

昇女性科學教育，為鼓勵更多年輕女性進入科技領域職場，應多

多舉辦女性科技部長及楷模表揚活動，以激勵後續更多年輕女性

進入科技教育領域。 

日本本屆主席首先提出本次會議籌辦的願景，在規劃會議之

前，政府已依據欲達到的成果目標訂定具體方針，在參閱過去資

料後，本屆主席也對 WLN 會議長期以來建構的網絡及能量感到

驚訝，她希望藉由本次會期讓全球的女性企業能夠全面連結，並

在各界提出的廣泛建議當中，找到關鍵且迫切的結論建議。APEC

區域對日本而言扮演舉足輕重的經貿角色，提供日本超過 65%以
上的進出口貿易，在日本社會人口老化與全球貿易自由競爭之下，

APEC經濟體正是提供日本的經濟成長需要的創新與多元。針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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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夠永續 WLN 的持續參與，日本代表認為公私部門各界的投

入是重要的，而且隨著科技創新，應運用更多元的視訊傳播媒介，

不設限於面對面的實體會議；此外，強化後續與 APEC 秘書處以

及 ABAC的合作關係，亦是讓 WLN永續成長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 Andrina  Lever最後再次倡議女性參與 APEC決策機制

的重要性，特別在 ABAC目前 63位代表中目前仍只有 7位女性，

未來在教育 APEC 重視女性參與的同時，也必須強化教育女性自

身意識的覺醒與積極參與。此外，她也強調 WLN 未來的走向必

須跟政府部門合作，但不能由政府來做，WLN最重要的精神是濃

厚的民間色彩與動能，唯有集合民間跨領域、跨專業的女性菁英

代表，加上產官學研各界的合作，方能發揮 WLN 最大的行動與

效益。 

二、9月 20日：第二天議程 

（一）專題演講二 

專題演講二邀請到澳洲 Macarthur 煤礦開採公司執行長

Nicole Hollows女士，講題為「從高跟鞋到安全靴：女性如何進入

企業經營管理階層」。講者首先介紹本身曾任該公司會計人員長

達 12 年，之後晉升為財務長以及現任的執行長。在獲任高職的

過程當中，她最常被他人問及：身為女性，你如何把工作兼顧做

好？你的專長是財務不是管理？這些評價不免常讓她覺得氣餒。

講者也分享他認為若要贏得他人尊敬必須全力以赴、勇於面對挑

戰，不要輕信有無法突破的瓶頸（如玻璃天花板）。講者認為擔

任女性主管的要件包括：必須樹立好榜樣；必須透過對公司的貢

獻及績效來得到同仁的認同；瞭解來自公司各階層的需求，而且

獲得人力資源高層的支持；掌握公司各階層女性員工專長，協助

他們在公司內適才適所。 

她提出跨國公司中女性擔任管理階層的國家以南非 25.3%為
最高，澳洲 10.7%為最低，然而招募女性員工應是當今企業明智

之舉，根據 2008 年 McKinsey 的研究指出，企業有多元女性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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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該企業稅前毛利較一般型領導的企業高出 48%。此外，招

募女性員工的好處包含女性最了解消費者的喜好；女性會給企業

經營情勢帶來不同的思維與領導風格，並且勇於創造新生意。而

企業在促進女性擔任高階主管的過程中，應提供女性員工更多彈

性工作條件，而且必須獲得公司高層或經營團隊的支持，從文化

上去認同，獎勵並善加利用女性員工的才能。 

講者以自身經驗為例，提出幾項高階女性主管面臨的職場困

境，包含：幼托照顧的問題、女性進入職場的招募管道不足、缺

乏女性領導人門檻與評估標準，高階決策女性人數太少，以至於

面臨反對勢力時，往往只能被邊緣化而無法達到質變。最後，講

者認為女性若要進入董事會，必須以身作則，帶領企業並且取得

具體成效，勇於面對改變並接受挑戰，隨時自我成長與學習，並

懂得掌握先機與創造機會。 

（二）全體會議一：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本場次由日本商業與職業婦女全國聯合會（BPW）主辦，主

持人為國際 BPW主席 Elizabeth Benham女士，與談人共有 5位：

資生堂執行副總裁 Kimie Iwata女士、澳洲 Macarthur煤礦開採公

司 CEO  Nicole  Hollow女士、菲律賓國家婦女委員會主席 Amelou 

Benitez Reyes女士、橫濱市市長 Fumiko Hayashi女士、紐西蘭婦

女及族群事務部長 Hon Pansy Wong女士。 

主持人首先提出 APEC 各經濟體內數以千計的婦女，不論她

們帶領的是小企業或大企業，對各經濟體的 GDP都有重大的貢獻，

但女性企業主經營的企業市場佔有率方面仍偏低，對於達成性別

多元的市場目標，仍有一段長遠的路要走。女性在貿易及商業方

面仍然面對許多性別議題的挑戰，需要給予她們在職場、市場及

社區更多的支持，讓女性在這知識經濟的時代充分發揮潛能，並

且參與各項經濟活動，方為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資生堂的代表認為女性是最佳的人力資源，大多數女性因為

擔負家庭照顧的責任，因此無法百分之百發揮潛力，這是國家人

力資源的損失。資生堂從事化妝品，市場反應企業的多元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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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業多元化對資生堂而言是有益處的，從生物界來看，多元文

化能夠創造新價值，因此公司要能生存、成長，需要多元化，而

女性正是企業多元化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之後與會者提問時，

她認為日本企業不夠多元化，因此日本下一個重點就是要晉用更

多女性員工，同時日本社會也要鼓勵個人化發展，增加差異化程

度，強化企業因應環境變化的能力。另外企業高層要有落實友善

職場的決心，例如提供完善的托兒設施、育嬰假、提倡工作與生

活平衡等，才能提高員工生產力，增加企業競爭力。 

紐西蘭代表緊接指出，儘管女性在過去幾十年來進入勞動市

場的數量或有所進步，但質的方面卻沒有跟著提升，因為僅有極

少數的女性能夠晉升至組織高層的職位，以紐西蘭為例，目前內

閣中僅有 2位女性部長，玻璃天花板的現象依然存在。根據一項

針對 1700 家公司調查的研究報告，如企業由女性擔任主管，倒

閉的機率下降 20％，足見女性領導對企業而言是有正面意義，國

際間應該合作共同支持排除玻璃天花板的障礙，讓女性能依其能

力進入高層管理職位。 

菲律賓代表認為目前各國普遍面臨性別主流化不足的現象，

並且再次提出聯合國今年發表的「女性充權準則」，認為各國政

府應加強落實於國內政策中。惟有性別平等才能帶來經濟發展，

進而促進女性經濟力（womenomics）的發展，而為了讓女性能無

後顧之憂地投入職場，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職場托兒措施、在職

教育等都是讓女性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的支持性措施，最重要的

是要讓女性認識自己的潛能，WLN會議就是一個培育的場域，讓

更多女性提升自我意識、建立自信心，進而發揮長才，促進經濟

發展。菲律賓代表在回應與會者提問時，提出他認為女性對自己

生活要有企圖心，同時也要保留自我的空間，並為 ICT 下了另一

個註解：Innovation、Collaboration、Transformation，與在場女性

共勉。 

橫濱市市長首先分享從政之前，她曾在企業界工作很多年，

包括日產汽車、BMW 日本東京公司總裁等職務，由婦女照顧家

人生活的經驗來看，女性比較懂得傾聽人民的聲音，而男性通常

是以自我為中心，因此不懂得傾聽民眾的聲音，另外，女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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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容易了解顧客的需求，比男性更適合從事商業活動，所以

女性應該對自己有信心，尤其是中層的主管，更要有自信可以承

擔更高層的管理工作。 

澳洲代表則重申女性通常須負擔家庭照顧的工作，因此企業

的工時安排應該要有彈性，讓女性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同時女

性應該不斷提升自我的能力，以因應全球的變化，惟有拔擢更多

女性擔任重要工作，才能改變這個世界，董事會成員的多元化才

能有更好的決策品質。 

（三）工作坊 1：女性進入董事會 

本場次主持人為 IBM中國全球運書中心人力資源執行長 Julie 
Zhou女士，講者包含韓國 Prudential 執行副總裁暨 K‐WIN首任主

席 Byoung  Sohn 女士、泰國 Research  Dynamics 公司營運主任 

Dangjaithawin Anantachai女士、新加坡 Agfa公司區域管理 Teri Teo
女士、菲律賓 Sebu太平洋航空行銷副總裁 Candice Alabanza  Iyog
女士、日本 Nissan 汽車副總裁 Asako  Hoshino 女士，另安排一位

主講人 Mizuho證券公司社長 Keisuke Yokoo先生。 

首先，主講人 Keisuke Yokoo 先生以自身擔任瑞穗證券公司社

長的工作經驗，認為國與國或公司與公司間的競爭，因為資訊科

技的進步，地球時空已經濃縮為扁平，對公司而言，獲得生存最

重要即為革新。在全球化發展中，日本企業進入世界市場的案例

隨著增多，瑞穗證券公司在 80及 90 年代即透過併購合作而邁向

國際化，促進了該公司人力資源運用之革新。其中，了解及利用

多元化或差異化（Diversity），進而運用人力資源之需求協調管理，

提出公平能力職位之規劃，以激勵員工進而產生互信互賴。 

主講人也在領導公司經驗中發現女性的意見是獨特的、有建

設性的，因此該集團在 2008 年起將女性社員多元角色之差異管

理納入內部課程，並鼓勵女性社員多參加讀書會或日本女性創新

協會（J‐Win）的網絡論壇，以增加知識技能及加強網絡連結。此

外，在公司多元化下必須尊重不同文化背景，而最重要的是溝通

及追求進步。樹立共同願景並堅持到底。在公司內部每個人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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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人人之觀念，伙伴們彼此互相協調合作努力共同克服困難實

現夢想。 

五位女性高層領導人分別分享其工作成功經驗，歸納主要原

因係在家庭支持下，努力做好自己熱愛的份內工作，且亦喜歡管

理工作，所以一直努力朝向女性高層管理者積極邁進。故不管起

始點如何：家庭支持、工作熱忱、努力不懈、不斷學習、自信、

謙虛、良好 EQ 及長官肯定，皆為女性或一般人成功的要件。而

新加坡與談人在問答中和與會者分享，追求成功之女性應具備 3C：
Credibility、Calculation of risk 以及 Communication，創造與工作團

員的和諧關係。 

（四）工作坊 2：女性終身職業發展：教育和職業技能訓練 

本場次由日本女性教育協會籌辦。主持人為神奈川大學人文

科學院教授 Naoko  Irie 女士，講者包含：韓國國立釜山大學教育

學院教授 Yi Byung Jun先生、俄羅斯非營利組織 Committee of 20
執行長 Elena Fedyashina女士、澳洲 Ballarat大學區域創新與競爭

力副主任 Patrice Braun女士、日本 Sony人力資源部總經理 Takako 
Hagiwara 女士、日本 Ochanomizu 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教授 Kenji 
Miwa女士。 

工作坊主持人首先以日本 2010年性別平等白皮書說明教育、

技能與生涯發展之相關，日本政府為了提昇女性持續就業參與率，

近年也致力於提供更多技職教育機會，並提昇在職女性職場技能。

他認為女性經濟參與的阻礙包含外在面向以及潛在面向，前者是

指女性接觸技職體系的機會不足，後者則是隱藏在社會及公司文

化的性別歧視議題，透過顯性課程使教育所轉化的職技能力增加，

也使教育與職場中之性別議題在隱性課程中討論與學習。講者更

引述 OECD 的研究報告顯示，提供青年及成年人終身繼續教育搭

配支持系統，將可顯著提昇經濟及社會整體滿意度。 

日本 Sony代表認為在強調績效及個人特色的企業文化中，讓

女性員工自 1970 年代就有相對較大發展空間，該企業於 1980 年

代覺察女性員工主管比例較低，開始著手推動內部改革計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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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托育照顧措施，自 2000 年後開始有第一位女性董事上任，

在 2005 年公司推動「價值創新多樣性方案（Diversity Initiative for 

Value  Innovation）」，首先關注性別議題，鼓勵並改善女性在大企

業中之發展機會。然而，日本分公司相對於全球總公司，在提昇

女性專業人力上仍有一段落差。講者表示過程當中最大的挑戰是

如何促進女性積極主動的角色，特別在研發產業部門。 

俄羅斯代表首先分享國內各產業之男女從業人員比例，並指

出國內男女平均薪資差距四成左右，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而

女性政治決策參與的比例更是相對懸殊。俄羅斯女性之中有近

22.5%準備創業，但卻有高達 78%女性表示從未有機會使用政府

財務資源。講者緊接介紹該國由商務女性組成的組織「二十委員

會（The Committee of 20）」，藉由監督、教育、分享、典範學習，

推動國內企業女性領導管理能力，使婦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持續

取得領導性之角色。 

澳洲代表則報告婦女科技數位學習，有研究指出教育方案資

源已經普及於女性，然而針對女性差異需求仍尚未回應，例如女

性領導人或高階主管之溝通管理模式不同；女性企業產品、型態、

組織架構不同；女性及男性的學習型態及掌握度不同。良好的終

生學習計劃應務求明確，釐清族群需求，協助婦女在職場參與及

生涯發展中取得平衡。 

韓國報告配合韓國企業內部人力資源管理政策改革，韓國政

府也有意提供應屆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評估計畫，並提供政府基

金補助。講者以釜山大學計畫成果為例，該校提出基礎職業發展

課程，借鏡 OECD 的計畫規劃校內領袖管理、溝通協商、計畫行

銷、簡報表達等職涯發展課程。自 2007年起辦理 14年三階段女

性領導人培育計畫，預計培育一千多名女性大學生順利進入職

場。 

最後一位日本代表則分享參與文部省、科學委員會及國立大

學學生委員會等，主導女性終身職涯發展計畫的經驗。講者認為

國內教育課程長期忽略職業發展，生涯規劃及適性潛能測驗在課

程中所佔的比例過低，而教育體系與在地社區也缺乏夥伴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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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未來課程中應加強女性自主意識的覺察，定期舉辦圓桌論

壇，研議女性終身學習與職涯規劃。 

（五）工作坊 3：培養科學和工程領域的女性領導人 

本場次主持人為日本國際電機與電子協會女性工程聯誼會

主席 Irena Atov女士。講者包含智利 Católica del Norte大學副教授

Elisabeth  von  Brand 女士、菲律賓科學科暨部門前秘書 Estrella 
Fagela Alabastro女士、日本東京科技大學教授 Shinobu Yamaguchi

女士、日本 Ricoh 資訊科技公司董事長 Hideko S. Kunii女士、中國

青島科技協會副主席 Fengjing Shao女士。 

主持人首先簡報由於人口及技術的短缺；生產力及人力資本，

科學及工程領域迫切需要增加性別的多樣性及創新。雖然一開始

進入職場的男女比例差不多，在澳洲女性在科學及工程領域的參

加人數比男性少，在工程領域女性所佔比率只有 15.5%，在資訊

技術領域女性比率只有 18.9%，在自然與物理領域女性所佔比率

有 52%，但在健康及教育領域則佔 73%。在澳洲女性職業生涯會

隨職務的高升而造成比率愈來愈低，男性則相反，且兩性的差距

愈來愈加大。根據 UNESCO 的報告，美國及歐洲的情形也是與澳

洲一致的。未來克服的策略包含：提昇學校性別課程及大學計畫

教育推廣、配合政府和地方法規，提供女性參與機構決策、提供

角色模範及職業網絡鼓勵女性生涯發展、收集彙整性別平等資料

及指標的效果。 

智利代表簡報國內女性在科學領域上的成就，首先表示智利

在全球性別落差報告中排名第 64 名，智利為推展女性進入科技

領域，於 1991 年成立婦女議題專責部門（SERNAM），2002 年首

次將性別平等融入政策，2006 年首次出版科技與性別報告書，

2009年首次辦理全國性的女性科技輔導計畫。智利社會目前教育

方面的性別統計，大學生男女人數大約相當，然而，低於 17%的
女性進修博士學位，其中 30%的女性完成學位。智利未來將強化

公共議程中討論女性在科技領域的角色，了解不同的性別資料並

意識到現況問題，提出分擔父母家務照顧責任的公共政策，也考

慮倡導研究期間，提供懷孕及產假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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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律賓代表分享菲律賓過去很少女性就讀工程科，而政治領

導人大部分是男性，女性很難位於科技機構的主導地位。然而，

菲律賓自 1986 年有兩位女性總統出現，越來越多女性內閣以及

地方政府領導菁英。目前在科學教育中，女學生數量超過男性，

特別是在自然科學、醫療及相關領域；男學生則在工程及技術領

域超過女性；男性在研發、工程與科學領域也較多。菲律賓自 1989
年至 1992年推動「女性發展計晝」，之後更全面推展性別敏感發

展計畫藍圖（GAD program, 1995‐2025），政府提供預算並與 NGO

建立夥伴關係。針對女性科技領域從業人員提供友善措施，包含

提供托育場所、允許彈性工時、允許在家工作，並承認女性在科

技領域的貢獻。 

中國代表分享中國女性科技研究者現況及工作環境。中國國

內目前擁有碩士及學士學位的大學生，男女大約各佔一半，而就

讀科技的女大學生有增加趨勢，女性研究者也逐年增加，目前女

性院士佔 5%，2009 年新的院士有 14%為女性。然而，主要的女

性工作人口集中在三級工業上，改進研究組織以及研究領導者的

性別比率應是當務之急，尤其科技領域男女參與比例不均，使得

現有面臨挑戰包含：職業友善措施不完備、女性決策者的比率過

低、性別歧視的問題仍然存在、女性傾向過早退休、系統及政策

性的性別忽視等。未來建議宜加強性別權益的法律及政策；建立

政府各層面友善女性的作為；鼓勵女性科技教師；建立在地友善

支持系統與環境，以持續鼓勵並開發女性發展潛力及機會。 

日本學者在簡報中分享日本科技女性發展趨勢，在 2009 年

女性研究者佔 13%，如此低比例的主要原因在於：女性往往負責

照顧家庭；相對較少的工作機會；在學修習科技課程的女學生較

少；各種職位及資源分配的性別不平等。日本國內也積極推展男

女平等參與計畫，透過各個層級的組織與機構加強宣導，提供女

性工作者取得職場參與及家庭照顧的平衡，鼓勵女性職涯發展，

提供女性研究者必要的協助，並設定女性博士學位比率應逹 25%。
未來將持續全面倡議女性就職於大學研究機構、產業及公司的福

利，讓女性在全球網絡下獲得更多機會，扮演更關鍵的角色。 

日本企業代表首先提出全球性別落差報告中，日本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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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個國家中排名第 101 名。日本女性在家中往往要承擔多數家

務，在職場上相對有較差的生涯發展，聯合國曾批評過日本緩慢

的性別平等改善。日本資訊科技服務協會（JITSA）曾提出七項性

別平等行動策略：調查現狀、擬定行動計畫、啓發女性工作者、

建立女性社群、改變中高階管理、促進消費者了解、鼓勵女學生

至科技產業。檢視改變計畫成果發現，最關鍵的影響因素是主管

的性別敏感度，企業高層若未察覺企業內性別歧視文化，則難以

鼓勵或支持女性部屬，此外，是否提供訓練計畫、職位輪調機會、

晉職升遷機會，也影響女性員工生涯發展。 

三、9月 21日：第三天議程 

（一）專題演講三 

專題講者為DIAL服務公司總裁也是創始者 Yuri Konno女士，

演講內容分享個人創業過程以及感想。從小獨立自主，即使父母

反對也不資助任何資金，仍決意靠著打工到東京自力念大學，為

了完成服務社會的夢想，學成後 27 歲時到紐約工作，成立企業

的想法起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她感受到很多婦女的無助跟困

境無從解決，因此決定在 1969 年創辦 DIAL 公司，初始是一群女

性設立諮詢專線，專門提供婦女傾聽或關懷服務，在事業規模逐

漸擴大後，也陸續邀請更多志同道合的女性創業，培訓女性延伸

發展她們的機會和能力。講者認為成功的要件是達成夢想的動機

與熱情、堅持到底的決心、正向思考的能量、採取行動的能力，

隨時懷抱感恩的心，誠懇與人溝通協調，讓在場女性感受到重大

的啟發與感動。 

（二）全體會議二：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本場次主辦單位為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會日本國家委員

（Japan Nation Committee for UNIFEM）。主持人為 UNIFEM日本委

員會主席Mariko  Bando女士。與談人包含：UNIFEM加拿大委員

會主席 Almas  Jiwani女士、美國 Capital Sisters國際公司創始 CEO 
Patricia  Foley  Hinnen 女士、日本 Poppins 公司執行長 Nor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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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mura女士，以及我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王主任委員如玄等 4
人。 

UNIFEM 加拿大主席長期致力推動婦女經濟賦權及兩性平權，

以其豐富的個人生活經歷及創業經驗說明「婦女的經濟充權能

力」。講者強調女性應該擁有自信，勇於拋開傳統束縛，無畏於

「玻璃天花板」，創造個人的經濟權力；越多婦女成功創業的典

範移轉，越有助於打破阻礙婦女事業發展的刻板印象，證明女性

經濟不僅是好政策更是好生意。女性企業家的成功並非唾手可得，

必須具備堅定的耐心與毅力，長期勤奮的努力，以及胸有大志的

熱情，才能隨時不斷的自我激勵，克服新事業成長的挑戰。講者

也同時強調 UNIFEM有許多提供婦女提升財務、技術、領導能力、

教學輔導、創業補助等多元方案與措施，希望大家能主動發掘符

合自己所需的機會與資源。 

美國講者同時為「婦女微型企業發展計畫國際聯盟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Women, TIAW)」的共同創辦人及主席，報告主題為「婦

女推廣社會企業的主要角色」。講者表示，其早年參與美國和平

部隊至非洲志願服務，目睹弱勢婦女囿於經濟邊緣化所遭遇的不

平等待遇，促使日後積極倡議成立微型企業發展組織，協助開發

中國家婦女創新多元財務融通管道，以小額信貸創業發展及經濟

獨立。講者認為確保資金的可近性對於微小型婦女企業相當重要，

而支持社會型產業可作為女性永續發展的企業模式，呼籲各界對

此議題之重視。同時也希望 APEC 各會員體持續鼓勵及發展婦女

微型創業，增加婦女中小企業財務融通管道及經商的便利性，協

助婦女企業拓展國際貿易市場，融入全球價值鏈，創造新興婦女

經濟機會。講者最後也以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拉經濟學者尤努

斯和他創立的鄉村銀行（Grameen Bank）讓數百萬人脫離貧窮（其

中以女性為絕大多數）的實例與大家共勉。 

日本代表以「日本育兒制度改革」為題，說明該公司如何在

少子化及雙薪家庭的社會型態中，倡議日本育兒制度改革，提供

職業婦女多元、優質的幼兒托育服務，並導入托育人員的教育訓

練及專業認證，持續發展專業人力資源。日本新生兒逐年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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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9 年為例，每名日本女性平均生育率僅 1.09，但由於普遍

為雙薪家庭，婦女產後多需重返職場，衍生龐大嬰幼兒托育商機。

講者洞見此一社會需求，於 23年前創立 Poppins企業，致力於提

供顧客高質化且創新的托育服務，同時不斷透過制度改革，籲請

日本政府鬆綁相關法規限制，以因應新時代的托育需求，例如:

托育補助不應侷限於公立機構、放寬托兒所員工資格及工時限制

等。 

我國代表團團長王主委如玄，以「婦女創業能量」為題，報

告時首先指出我國女性發展現況相關統計數字，說明女性在我國

經濟社會扮演關鍵角色，並就過去一年政府所積極推動女性輔導

措施說明政府如何培育婦女成為優秀女性企業家，以及政府在過

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以成功實例說明勞委會「微型創業鳳

凰計畫」如何協助單親媽媽創業的成功經驗。王主委強調，微創

鳳凰計畫不僅在於協助婦女取得創業貸款，更重要的是希望透過

諮詢、診斷、輔導、課程等階段性創業促進措施，協助弱勢婦女

降低創業風險，達到經濟獨立自主。勞委會未來並將持續加強婦

女創業相關支援措施，包括托育中心、創業諮詢服務、智慧財產

保護、出口貿易等。王主委的專題報告獲與會者一致肯定，並紛

紛提問表示有興趣進一步瞭解，同時建議日本政府也應該採行相

關輔導措施，以有效提升婦女創業意願及能量。 

（三）工作坊 4：鄉村婦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

最佳運用 

主持人為日本鄉村婦女增權與生活改善協會（WELI）之會長

Makiko  Arima 女士，亦為 UNIFEM日本委員會之理事長。講者包

含：菲律賓Tuguegarao市城市農業辦公室Fernanda Catuaan女士、

我國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彭負責人麗貞、日本 Trillium Okada農場

企業主席Minako Okada女士、日本青森農業合作監察人 Fusa Sano
女士。 

日本 Minako Okada 女士經營 Trillium Okada  農場，分享女性

經營農場策略。講者經營 60 公頃之牧場，提出其以女性觀點經

營牧場之過程與理念，如何充分運用在地環境資源，以最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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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飼養牛猪，其自製自銷之牛乳及香腸等畜產加工品，並主打

健康安全特色，得到消費者之喜愛，強烈的市場行銷策略是成功

關鍵。為了取得顧客最直接的反應，講者還會到販賣點與購買者

面對面訪問，以便針對顧客需求分析，研發更具競爭力同時也有

善環境的產品，講者亦經常接待愛好體驗牧場經營之國外遊客，

讓其等認識牧場之經營方式。 

緊接由我國經營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的彭麗貞女士及農委

會輔導處曹紹徽處長，分享田媽媽經營發展歷程。田媽媽特色料

理近年來讓台灣農村婦女成功創造經濟事業。彭女士與其先生於

1983年繼承公公之果園，因種植果樹無法為家庭帶來足夠收入，

遂於 2004 年加入田媽媽班，學習烹飪、衛生、盤飾及餐廳經營

管理等技能，順利開設雲洞仙居餐廳，以當地特產——老薑做為

食材，開發系列薑料理，深受當地顧客之喜愛，也進而增加家庭

收入，現在她的四個孩子都於完成學業，並返鄉投入家族農場經

營，這是最令她驕傲與滿足的成就。農業委員會長期支持農會將

農村婦女組成家政班，利用在地生產之新鮮農產品，設計開發具

地方特色之風味料理及手工點心，不但可增加農村家庭收入，創

造農村就業機會，尚可提升農村婦女經濟及社會地位。 

日本講者 Fusa  Sano 女士為日本青森八戶農業協同組合監察

人。她與談分享日本農業協同組合婦女團如何以大蒜拯救社區經

濟，藉由有機方式生產大蒜，開發大蒜相關產品，與當地社區組

織合作，教導他們經營管理的訣竅與風險，身為領導者，她也承

擔所有企業經營的責任，並致力堅持創業之路，協助當地小農提

升農產品附加價值，提高農村家庭收入與生活水準。 

菲律賓代表為菲律賓國家婦女委員會主席，會中介紹菲律賓

農村女性企業之發展，菲國政府在各鄉村推廣設置「農村進步協

會（Rural Improvement Clubs）」，藉由駐點提供鄉村婦女教育課程

及技術訓練，讓婦女有機會習得一技之長，此外，也提供家庭管

理、財務經營的課程，協助婦女取得職涯生活平衡。菲律賓代表

在會中討論也表示台灣政府相當重視有機農業，台灣有機農業與

驗證制度之發展在亞洲國家中為較先進者。本場次講者認為農產

品之生產與銷售必須重視對環境之友善與關懷，同時，須有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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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利用在地自然資源可提高農業收入，最關鍵的是女性在農村經

濟發展具有關鍵性之角色與責任。 

（四）工作坊 5：新商業模式引領未來的發展與趨勢 

本場次籌辦單位為亞洲女性經濟與商業會議。主持人為亞洲

女性經濟商業組織主席 Noriko  Maki 女士，講者包含：越南 Ba 
Ria‐Vung  Tau 中小企業協會副主席 Doan  Thi  Minh  Chau 女士、

Sinomonitor國際公司副總裁 Huo Hong 女士、Fleishman Hilard資

深執行長 Joanne Wong女士、馬來西亞國際菁英兒童有限公司集

團執行長Wang  Kim  Ha女士、泰國 Thammasart 大學女性與青少

年讀書計畫主任 Pawadee Tonguthai女士、ABeam M&A 諮詢公司

CEO Toshiko Oka女士。 

越南講者主要介紹越南的 VUNG TAU皇家公園，該園係結合

商業與自然保存的一種新概念，運用天然森林的地貌，結合生活

型態，發展一座蘊含教育性質的公園；同時園內設置商店、旅館，

並利用自然的特性如風力、水等佈置景觀營造，舉辦國際賽事與

大型活動以創造商機，不但帶來高的商業價值，同時也造就綠色

城市，使人們在發展商業時，也能重視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留

給後代美好的家園。 

Huo Hong 女士則分享中國市場趨勢與新經濟型態，她提到可

以從六個不同的角度觀察：1）一般民眾的身分地位與平民消費

學。2）科技新技術的形成，以及通訊及娛樂數位產品的潛能。3）
網路的力量：中國 3.8億人口藉由網路連結，網路商店快速成長，

消費者可透過網路平台瀏覽與評論。4）男性美容市場：據調查

2009 年男性每日花費在裝扮的時間較 2008 年平均多出 5 分鐘，

顯示男性美容商品市場不斷擴大。5）身心靈的健康：中國人愈

來愈重視自然與有機食品，醫藥書籍與養身飲品銷售量，也快速

增加中。6）寂寞與娛樂：人們在網路上共同的語言，從事開心

農場、旅遊、外食、卡拉 OK 等活動，已成為人們解決孤單的方

法之一。 

Joanne Wong女士指出新經濟型態的溝通策略。一般來說，

女性較富感情，較適合執行，而男性較有說服力，較易達成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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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創新事業時，肯定式的溝通已被證實是較具效力的，因為它

考量到對方的需求與權利，並將自身的立場清楚、直接、誠實地

陳述出來，且充滿自信心。肯定式的溝通需要一些實用的技巧，

例如開場白要抓住對方的注意、清楚描述如何達成目標、預先準

備可能的問題與答案等。在推展新事業時，最重要的是要遵守承

諾、建立商譽，並重視社會價值以及不斷地溝通。 

馬來西亞講者首先介紹該公司從事幼兒教育與英文學習事

業，並採連鎖加盟的營運方式，從 1999 年設立第 1 家以來，目

前在馬來西亞已擴展至 300家，國外亦達 150家。其中最重要的

成功因素是藉由豐富的知識與經驗，運用很少的資金建立連鎖加

盟的王國。由於連鎖加盟企業主自己本身是老闆，會比受僱的員

工更加投入工作，並且負起監督的責任與解決員工的問題。連鎖

加盟企業的效益包括：獲利率高、回收快、收入穩定、職涯進展

以及有利的投資機會。經由連鎖加盟得以統一化、標準化、品管、

專利認證、專業化、整合、取得績效，也讓我們的品牌超越其他

者，成為專業、值得信賴、有豐富經驗的國際得獎者。她認為真

正的企業定義應是：重視技術，而非金錢；重視智慧，而非財富；

重視個人成就，而非家族繼承；重視創新，而非一成不變；重視

跟進，而非只是領導；重視對國家及國際的貢獻，而非只是個人

的名聲；重視永續，而非只是持續。 

泰國代表則介紹其個案研究成果與經驗，藉由發掘在泰國 2

位成功女人的故事，觀察並分析其改變的歷程以及成功的因素，

兩個成功女企業家案例分別為教育及藝術文化者，透過創意的工

作方式傳達獨特的知識經驗，並掌握個人特色引起消費者學習的

動機，而該藝術工作者藉由影片傳達社會對愛滋病患的污名與恐

懼，促進家庭、社區的意識覺醒，並進而改變社會價值。講者最

後認為當女性的經濟賦予動力時，將更有利於社區與社會的成長

與發展。 

（五）工作坊 6：女性經營在地小型企業型態之影響力 

本場次籌辦單位為全國小型企業創業協會。主持人為日本

Hannan 大學教授 Shinichi  Otsuki 先生，講者包含：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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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duck 資源公司總裁暨 CEO  Francine  Whiteduck 女士、越南

Vinastone Joint Venture公司總裁暨 CEO Nguyen Thi Thanh Binh女

士、中國廈門電子公司總經理 Wu Hui Fang女士、日本 ITAC企業

總裁 Kumiko Itokazu女士。 

加拿大代表分享小型企業管理的女性能量，為了促進 APEC
區域原住民女性的經濟自主能力，她自 2007 年起開始經營一項

婦女貿易網絡計畫，協助偏鄉婦女創業與工作的機會，然而，在

過程當中她也體認到微型企業的眾多挑戰，包含資金不穩定、過

度依賴現金流動、缺乏行銷策略、無法即時反應顧客需求等。然

而她認為女性創業者的特點是：對當地的社區較支持、積極發展

網絡、善用聯盟關係、注重私人關係、以其他女企業家為師。特

別是小型企業女性創業者多雇用其他女性及家庭成員，而且小型

及女性企業多從事基礎性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事業。她建議不同

經濟體的成功女企業家，共同培育女人的工作能力，讓女人可以

在經濟鏈中增加工作機會，使女人在行銷市場上也能發揮能力。 

越南代表分享她經營自身企業的哲學：秉持正直和誠實的經

營手、讓顧客完全滿意、堅持品質管理的企業目標、遵守「預防

比治療好」及「資料會說話」的規則、保持開創能力與彈性、維

繫創造力及學習性思維、用友善的方法創造一個讓員工互相分享

困難及感恩的工作環境等。他認為女性企業家的特徵包含：強勢

領導及公司文化、設定並遵循長期策略、良好的管理技巧、工作

及家庭生活的平衡。 

中國代表提出在經營家族企業之願景與企圖心，她認為建立

女企業家之間的跨國互動平台是重要的，企業在不斷茁壯的同時

應當承擔更多社會責任，她也期許在未來五年內將自己公司經營

上櫃，並將持續為了培力更多女企業家而努力。講者認為女性比

較有同情心並且有解決問題的能力，這是企業經營的優勢，也期

許所有女人都相信自己可以成功，女性要團結並自立自強。 

日本代表就經營的稅務會計公司分享經營理念，他認為企業

宗旨不是只要賺顧客的錢，還要讓顧客開心，工作場所應該讓員

工得以誠實發表意見，公司的管理行動策略為貼心為顧客量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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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方案，結合創新能力並勇於接受挑戰。講者提出小型企業是整

個國家經濟的命脈，小企業也可以提供工作機會，但現在有太多

的政府官員都將重心放在大公司、大企業上。許多想創業的人並

不了解創業的困難及會面臨的問題，國家所提供的創業、就業課

程對想要創業的人有很大的幫助。 

（六）閉幕式 

首先由日本內閣府男女共同參画局特命擔當大臣岡崎トミ

子，感謝在場六百位與會者三天下來的熱情參與，日本政府一直

相當重視性別議題，藉由這次會議也學習到珍貴的借鏡。女性的

社會經濟地位在會後相信仍將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感謝所有主辦

人員，並祝與會者健康愉快。緊接進行授旗儀式，由本屆主席

Yukako  Uchinaga 女士將 WLN 的會旗交給美國代表美國國務院商

貿事務特別代表 Lorraine Hariton女士，並接著由美國代表發表簡

短致詞，會中並播放美國國務卿希拉蕊的歡迎影片，強調婦女領

導人網絡會議作為 APEC 專門探討女性經濟參與議題的會議，並

彰顯政府民間合作的能量，再次邀請與會者於明年會議中相見，

美國也將完全投入，為提昇女性整合進入全球經濟而努力。尤其

在過去十年以來，僅有少數會議聚焦於女性經濟參與的政策高層

會議，美國將提案於明年結合 WLN以及 GFPN的力量，召開女性

事務政策高層首長會議，就過去成果及未來走向凝聚共識。最後，

美國代表感謝日本會方熱情主辦本次會議，為明年會議打下重大

基礎，並預告明年會議九月於舊金山舉辦。閉幕式在美國代表團

團員共同上台演唱「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的歌聲中圓

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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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會議參與情形 

本屆會議組團在提前宣導下，依舊號召國內各區的女性企業代表

踴躍與會。代表團由行政院勞委會王主委如玄擔任團長，率領政府部

門代表、婦權會委員、女性企業家代表共計 79名與會。與會期間我

代表團團員積極與會，多次於正式會議發言與講者交流互動，並於會

上主動分享我國經驗；非正式期間亦主動結交國際友人，發送與會者

我國代表團文宣簡冊，提供與會者與團員進一步聯繫管道。 

為凝聚代表團共識，會前多次召開代表團團務會議並舉辦相關培

訓，會期間並安排由資深民間代表擔任組長，負責統籌協調並回報團

員意見。抵日當日，並由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馮代表寄台宴請歡

迎酒會，與我代表團分享日本國情與商情。我代表團團長並接受日本

產經新聞社特派記者瀧川麻衣子專訪，分析我國與日本女性經濟發展

與決策管理趨勢，並提出改善女性職場生活平衡之見解，專訪內容並

分別於「富士產經商情報」以及「產經新聞」刊出。 

為提昇與會能見度，我國申請於會場上設置展示攤位，提供國內

公私部門簡介資訊，以及我國性別平權國際指標。此外，日本主辦單

位亦於會場規劃 APEC經濟體女性企業領袖展示區，其中包含我國多

位女企業家代表之簡介展示。 

本屆我國受邀講者共兩位：本屆代表團團長行政院勞委會王主任

委員如玄，受邀擔任「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全體場次與談人，侃侃

而談我國輔導婦女創業成果並介紹成功案例，與各國分享推展經驗及

未來努力方向；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彭負責人麗貞受邀擔任「鄉村婦

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工作坊場次四的與

談人，由自身經驗提出創業與轉型甘苦談，並呈現我國農村婦女經濟

實力與創意，皆獲得與會代表讚賞與迴響。 

除正式會議參與外，本次與會我國亦積極爭取拓展多邊友好關係

與合作可能，深厚我國國際連結能力與倡議能動性，包含行前接獲智

利邀請，欲針對我國如何輔導女性創業進行雙邊會談，會期間安排與

智利代表團團長亦是國家婦女服務部副部長 Maria Paz Lagos女士，以

23



 
 

及國際部主任 Claudia Valenzuela Arellano女士會談，分享我國協助女

性創業之具體作為及推展經驗，會中智利代表對於我國推動成果大表

讚揚，並表示將帶回國多加參考研議。此外，我團團長於非正式時間

積極商洽WLN創始人亦是本屆加拿大團長 Andrina Lever女士，以及

其夥伴 Francine Whiteduck女士，共商台灣加入該國主導之「偏鄉原

民婦女產銷聯盟」可能性，以期提昇我國弱勢創業婦女之出口貿易機

會，共同建構國際商務交流結盟平台，會上雙方已達共識，會後兩國

將針對計畫詳情及權責內容更深入討論。 

為多加瞭解日本合作事業發展興盛之因素，我代表團團長離日前

特安排至「日本生活協同組合連合会」參訪，拜會聯合會會長山下俊

史先生、涉外廣報本部長青竹豐先生以及涉外廣報本部國際部花盛繁

先生，瞭解該協會運作管理流程、會員制度以及行銷策略，我方代表

亦就其生產物流、市場區隔策略及通路等提問，雙方相互交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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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重要結論 

本屆會議於日本東京召開，共計超過五百名來自企業、政府、學

術、公民社會、原住民社群的女性與男性聚集於此，大會主題為「女

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 

會議主軸議題除持續重視女性參與「後金融海嘯時期」的經濟機

會之外，亦強化討論新興經濟模式的發展與趨勢，會中由多位女性企

業主現身說法、經驗傳承。此外，主辦國亦特別關注符合環境人文資

源永續的企業經營模式，期待企業追求營利過程中兼顧社會發展的共

榮共利。 

本屆會議最終呼籲 APEC領袖們及部長們正視婦女對亞太區域經

濟及貿易的重大貢獻，並促進動態及包容性成長。重要建言分為三大

面向： 

一、女性在組織中的職涯發展 

再次強調女性積極參與企業內部管理層級，藉由企業鼓勵方案提

昇女性晉升管理、決策層級以及董事會席次，擬定目標並提報進展成

果；強化女性繼續教育、職業訓練及終身教育，特別應改善女性（再）

進入職場之培訓資源可近性；此外，與民間單位共同合作增加女性科

學及科技領域就業機會，推廣提昇科學與科技領域成功女性之能見度；

鼓勵並充權女性持續參與勞動市場，擬定適宜的職場生活平衡政策等

措施。 

二、透過人民、自然與文化實踐女性企業精神 

鑑於財源仍是 APEC經濟體女性創業所面臨的最大挑戰，宜持續

強化女性取得財源可近性，消除法規及管理層面的障礙，針對女性中

小型企業主、微型創業主以及非正式領域女性，提昇創新財源管道。

同時，鼓勵各經濟體發展策略行動計畫，支持微中小型創業家。並建

議透過公私部門夥伴合作，強化促進女性創業之方案計畫，並創造企

業友善環境，以協助婦女取得法人團體、政府、國際市場及全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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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的資源及相關訓練。會中也再次倡議支持利用在地自然、生態、文

化特色而不是剝削自然環境與傳統智慧的社會企業。 

 

三、創造女性新經濟機會 

 

會中多次被各講者引用的聯合國「女性充權準則（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應作為提昇 APEC經濟體區域間經濟、

社會及市場整合與促進包容性、永續性成長的指導原則，使女性成為

主要經濟推動者。此外，承認包含原住民女性的女性角色與才能，以

回應近來的金融危機以及自然災難，將劣勢轉為機會。對於有意學習

資訊科技技術並以之作為經濟工具的女性，應確保並支持其資源取得

的平等可近性。在推動性別主流化部份，宜提昇 APEC 經濟體收集、

分析、傳播性別統計的能力，喚醒政策決策者對性別失衡的意識覺醒。

最後，呼籲各界促進各組織、各經濟體及跨領域間的網絡連結，強化

女性成為經濟體中的積極參與者，特別是較少女性參與的領域，例如

科學、科技以及創業。 

 

本次會議也決議為落實各項建議，WLN要求 GFPN連同中小企業

工作小組共同合作研擬「整合婦女參與 APEC 架構執行報告」，並包含

以下企業女性董事成員、中小企業女性負責人、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女性成員三項數據，以持續監督。未來，WLN將尋求 GFPN

協助監督WLN建議於各經濟體落實情形，同時邀請 GFPN主席於下

屆以及未來 WLN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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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與會觀察事項 

本次與會觀察事項包括： 

（一）WLN未來轉型與體制化 

本屆會議主辦國日本於會議閉幕時提議籌設WLN全球執

行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由各經濟體推派一名固定代表，共同

規劃參與WLN組織發展決策。WLN創始人Andrina Lever亦特別

強調WLN需要回歸WLN成立初衷，她建議各經濟體聯繫窗口應

是非政府組織代表且具備跨領域專業長才，彰顯WLN融合產、

經、學、研的民間色彩。 

（二）爭取企業多邊商務產銷聯盟 

本次與會我代表團團長於非正式時間積極商洽WLN創始

人，也是本屆加拿大團長Andrina Lever，共商台灣加入該國主

導之「偏鄉原民婦女創業產銷聯盟」可能性，該計畫已執行

四年，串連加拿大、智利、秘魯、越南四經濟體之原民婦女，

建構商務交流結盟平台，並視各經濟體之規模提供產品代工

或原創設計，藉由結合弱勢婦女力量，提供其就業與經濟獨

立的機會。會上雙方已達共識，會後兩國將針對計畫詳情及

權責內容更深入討論。 

（三）我國評估籌設WLN秘書處 

與會期間我代表團團長多次表達中華台北籌設WLN秘書

處之強烈意願，甚而積極爭取未來主辦WLN大會的可能。由

於此項提議仍須經大會多方考量，然而藉由拋出我國強烈意

願，亦展現我國願意長期投入WLN事務之決心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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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女性企業連結網絡 

本次出席觀察發現日本主辦國藉由其國內網絡，動員大

量國內大型女性企業主與會，其中一非營利組織「日本女性

創新網絡（J‐Win）」尤其活躍，其成立宗旨為連結並培訓跨領

域各大企業之女性員工，共享工作困境、挑戰與領導改變策

略，同時致力創造多樣性的學習型工作環境，該組織由各大

企業高層組成諮詢委員會，定期檢視進度、提供建議並頒發

年度獎項，至今該組織會員已超過84間公司，成為國內頗具

影響力之跨企業間女性培力平台，其運作模式值得借鏡。 

（五）倡議政府採購保障女性企業 

本次會中韓國講者提出韓國政府法令通過，確保政府採購

案中5%須保障給女性企業主，並採行認證方式提供合格企業，

以此作為扶助女性創業之過渡性機制，此進展也被韓國講者

認為是韓國於2005年主辦WLN會議後，政府肯認並投入資源

輔導女性企業之具體展現。 

（六）提昇我國政策效益曝光度   

本次與會行前，智利主動邀請我國針對輔導女性創業政策

進行雙邊會談，由智利代表團團長（婦女服務部副部長）與

婦女服務部國際部主任出席會談，會間智利代表對於我國政

府協助婦女創業之服務內含及多元機制深感興趣並表示讚賞，

希望作為該國後續施政參考。顯見我國輔導女性創業之成效

深獲肯定，未來宜加強國際社群之政策曝光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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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與會具體建議事項 

本次與會具體建議事項包括： 

（一）WLN未來轉型與體制化 

針對WLN體制未來走向，具體運作細節仍待主辦國日本研

擬定案，然同時，建議我國宜及早研議後續機制籌設及參與

策略，規劃我國配套措施，於現有基礎上爭取未來更積極參

與的角色；同時，對應WLN強烈的民間色彩，宜強化國內形

成WLN參與討論機制，鼓勵與會之民間代表主導後續參與策

略。 

（二）爭取企業多邊商務產銷聯盟 

我國於去（2009）年莫拉克風災後，原鄉婦女就業及經濟

獨立需求倍增，我國後續宜針對加入「偏鄉原民婦女創業產

銷聯盟」設置專責工作小組，研議我國具體執行內涵與工作

模式，建立主責聯繫窗口及輔導團隊資源，定期追蹤辦理成

效並評估後續執行策略。 

（三）我國評估籌設WLN秘書處 

WLN每年度隨同APEC主辦國舉辦已為創設以來之慣例，

且於會上得知截至2013年之各APEC主辦國皆有意承辦該年之

WLN會議。我國能否爭取會議主辦權，或退而求其次爭取次

級會議於國內主辦，應是未來持續努力與倡議的方向。另外，

WLN創設以來一直沒有成立常設秘書單位，已為多年來各方

極思改善的議題，針對我國是否可爭取在台籌設WLN秘書處，

值得相關單位進行可行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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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女性企業連結網絡 

建議我國針對現今大型女性企業主應建構網絡平台，凝

聚跨領域企業內部女性能量；分享職場參與及企業領導之經

驗；共享資源與訊息；提供政策回饋與倡議；並藉此提昇我

國女性企業參與國際社群之共識與能動性。 

（五）倡議政府採購保障女性企業 

政府機關採購案訂定女性企業保障比例，特別對中小型

女性企業而言，不僅代表對產品品質的肯定，更是協助其財

務穩定的具體方式。不過針對我國政策環境是否適宜比照韓

國法規，並規劃相關認證制度，宜先進行可行性規劃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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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婦權基金會補助代表心得報告 

撰寫團員名錄 

 姓名 服務單位 / 職稱 

1 吳嘉綺 開普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2 周淑秋 富雨洋傘有限公司/負責人 

3 林月昭 磐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 林銀杏 上真有限公司/總經理 

5 姚家珍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創辦人 

6 孫文綵 幸福半島甘味茶屋/負責人 

7 徐淑敏 福爾摩莎美容美體連鎖店/總裁 

8 張平欣 太禹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9 張惠玲 中華經營管理職能發展中心有限公司/總經理 

10 張瑛俐 瑛俐企業社/負責人 

11 張麗娟 米多力休閒農莊/董事長 

12 陳明雪 古得企業社/負責人 

13 陳娟娟 常專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14 陳雪音 金洲海洋科技公司/董事 

15 黃詠雪 代比爾珠寶有限公司/董事長 

16 楊慧玲 四維創新材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7 趙碧雲 花田花藝工作室/負責人 

18 劉虹儀 鈦生利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19 劉惠珍 大瓏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20 蔡麗惠 大師林古玩珠寶館/負責人 

21 鄭如意 鄭如意創意工作室/負責人 

22 鄧玲如 寧波風味小館/負責人 

23 賴阿菊 明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4 嚴湘容 慕容嚴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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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吳嘉綺 

服務單位  開普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WLN於 2010 年 9月 19‐21日在東京舉

辦，參與人員超過  500名來自商界、政界、學術界、民間協會和在

地居民。討論主題為“藉由婦女透過人、自然與文化，創造新的全球

經濟活動“。WLN大會呼籲重視婦女在經濟和貿易的重要貢獻，並促

進亞太地區充滿活力及包容，政策實施可分為三大重要方向： 

•婦女在組織中的職業發展 

•透過人、自然與文化，認識婦女的創業精神 

•創建新的經濟機會給婦女，包括創造有利環境，促進婦女地位提升

壹、 婦女在組織中的職業發展 

一、婦女參與管理 

主動與私人機構合作，鼓勵並加快推廣婦女在設定目標和報告進展…

管理、領導和董事會職位。 

二、建構能力－教育及訓練 

加強婦女的在職教育、職業培訓和終身學習，並協助培訓婦女（重

新）進入職場。推廣並傳遞告知婦女此類培訓課程。 

三、婦女在科學與技術領域提昇 

為私人機構團隊工作的婦女，加強科學和技術領域的教育，可消除

性別歧視，增加就業機會和促進知名度和成功。 

四、改善工作環境 

鼓勵婦女就業必須創造適當的政策，平衡工作與生活，例如彈性工

作時間…等措施，鼓勵婦女和男人共同分擔家庭責任。 

貳、透過人、自然與文化，實現婦女的創業精神 

一、獲取資金 

APEC各經濟體中，獲得資金仍是婦女重大的挑戰。WLN敦促領導人

和部長們加強努力，以改善婦女獲得各種金融產品和服務，如公共

財政，股權融資和小額信貸。增加創新的融資渠道讓婦女擁有中小

企業和微型企業，包括為非正規部門婦女消除法律和監管障礙。 

二、支持微型、小型和中等企業的企業家 

1.婦女領導人鼓勵各經濟體的婦女領導人制定一項戰略行動計劃，其

中包括婦女企業的發展。 

2.  透過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加強促進婦女創業精神和創造有利營商

環境的措施，。WLN告知正在進行的簡易商務（EoDB）方案，目前

被亞太經合組織中各種為婦女企業家及女性的論壇和建言所附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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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型經濟的技能方案所實施。 

3.  通過建立認知和提供獲取機會的培訓，促進婦女進入企業、政府、

國際市場和全球價值。 

三、支持社會企業 

1.促進區域特色的企業，利用自然，環境和文化，而不必利用自然環

境或傳統知識。 

2.帶領進行社會企業研究，培養潛在的社會企業家，並制訂獎勵給進

入該領域的社會企業家。 

叁、為婦女創造新的經濟機會 

一、婦女為經濟驅動之鑰 

1.支持婦發基金和聯合國全球契約宣布婦權原則（WEPs）為指導原

則，促進 APEC經濟體包容性，區域經濟持續增長，整合社會和市場。

2.認可婦女人才，包括在面對近來金融危機和自然災害，化危機為轉

機的各地婦女。 

二、創新和信息通信技術 

確保婦女可同等獲得信息通信技術，並支持願意學習和獲得技術知

識的婦女，運用信息通信技術，作為活化經濟的工具。 

三、性別平等 

提高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能力，收集、分析並發布分性別統計和利用

新興的數據，提高決策者對於性別差異的認識，反過來說，可更加

理解政策改革對性別差異的影響。 

四、建立網絡 

1.福斯特網絡製造機會給沒有組織、經濟和跨越國界要在經濟中的積

極參與的婦女，特別是鮮少從事科學、技術和創業地區的婦女。鼓

勵婦女參加經濟組織計劃考察訪問和交流活動。 

2.婦女仍不能代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諮詢理事會（ABAC）。WLN

敦促領導人確保各經濟體至少有一名婦女被任命至亞太經合組織商

貿諮詢委員會。 

五、前瞻與建議 

為了促使以上建議事項被執行，WLN大會要求性別議題聯繫網絡

（GFPN）中小企業工作協調組，將（在婦女數量和/或百分比）於下

列的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成長進度，納入關於亞太經合組織婦女

整合實施架構的報告之中： 

1.（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 

2.中小企業業主 

3.亞太經合組織商貿諮詢委員會成員 

如果獲得這樣的數據不可行，則應報告其他的具體措施進展情況。 

WLN大會將尋求 GFPN協助監測WLN對各經濟體建議事項執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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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於下回和未來的WLN會議，邀請  GFPN主席報告活動概況。

WLN大會期待 2011 年 9月在美國舊金山，舉行關於婦女經濟權力的

高等政策會議。 

WLN大會非常感謝日本主辦這次會議，並感謝美國主動提議主辦第

16次WLN 會議。 

政策反思

與建議 

        在全球金融風暴摧殘下，看到全世界的婦女紛紛投入職場，為

自己的家庭撐起經濟的半邊天。 

        在台灣，婦女朋友也紛紛走出家庭，進入職場，政府對婦女朋

友提供了相當多的促進就業方案，也不斷加強弱勢婦女的各項協

助，例如：托育津貼及各地公立托兒所的設立，就是要讓婦女朋友

能安心投入職場。 

        勞委會在如此情勢下，就如王如玄主委於 APEC‐WLN大會中所報

告的，早已有許多因應的政策及配套的措施，不斷在執行中，對於

婦女的微型創業輔導，不僅提供了多元化的課程，也提供許多婦女

創業資金的取得管道，也輔導成立各地協助婦女創業的志工團體，

在在說明政府的用心。接下去的目標，我認為就是帶領台灣婦女，

走向全世界，提升國際競爭力！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此次感謝婦權基金會給我參與如此意義非凡的國際會議的機

會，讓我得到非常寶貴的國際經驗，也同時更加了解婦權基金會及

本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與WLN 同樣肩負幫助婦女在各方面提升的

重要使命。 

        回台後，緊接著配合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辦理數場中區婦女

創業資源輔導系列活動，過程中，更加戰戰兢兢，希望能更加落實

協助婦女朋友創業的重要任務。 

        對於我本身的事業，透獲此次的國際活動，我會更加朝向國際

化的方向努力。希望透過全球成功婦女的經驗分享，讓自己可以在

經營的過程中，不斷改進，以順應世界潮流，邁向成功！ 

組團團務

建議 

此次 APEC‐WLN會議，台灣代表團人數，佔與會人數超過一成半以

上，人數相當眾多，大會準備了非常齊全的同步翻譯設備，日本善

加利用，讓與會的所有日本代表，在第一時間完全掌握國際婦女領

袖所傳達的全部寶貴經驗，反觀我們台灣代表團，卻沒讓隨行的外

交部專業翻譯人員同步翻譯，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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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周淑秋 

服務單位  富雨洋傘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第 15屆 APEC  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共有三天會議課程 

第一天 9/19(日)下午座談討論主題:婦女領袖網路會議的腳色和 

                              挑戰‐                                           

第二天 9/20(一)早上全體會議一: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下午工作坊有三個主題 1.女性進入董事會 

2.女性終身職業發展:教育和職業技能訓練 

3.培養科學和工程領域的女性領導人 

第二天晚上  安排了戶外參訪  我參加第九項  居酒屋文化   

                        欣賞整個東京夜景  東京鐵塔  和品嘗東京美食‐ 

                        體會東京居酒屋文化   

第三天 9/21(二)  早上全體會議二:各國女企業家能量 

                                下午工作坊有三個主題 4.鄉村父女成功創業 

                                ,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5.新商 

                                業模式引領未來發展趨勢。6.女性經營在地小 

                                型企業型態之影響力。 

部份會議內容如下所述: 

1. How to start your career? 

start your career with your strengths, or what you 

like? 

2. As you go    up the career ladder? 

Making yourself   

3. is becoming CEO popular among women? 

4.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executives. 

5. What have change after being an executives? 

Manage yourself at home and at work. 

Love and enjoy being busy. 

6. Tips for work  ＆  life Balance   

7. Excellence has no gender,limitation is 

  You. 

三天會議和課程內容，用國際性角度和視野，讓與會者了解女性在國際

舞台的腳色。找出自己專長和興趣，發揮出來，讓別人認識你，使自己

成為一個品牌。 

      如何在家庭、生活、工作取得平衡。不同個性和性別之間溝通相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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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一. 重新定再在出發，對自己生涯規劃有不一樣省思。自己是有無限可

能，對家庭、社會、人類進自己一份之力。最重要一個美好生活案

人生。 

三天演講、全體會議、工作坊討論，  主題十分明確，  討論和分享

人士，  都是國際上各領域專業的領袖。   

 

政策反思與建議

 

因是第一年參加  希望多暸解  再做建議。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請說明與會後對您個人或企業經營之影響 

      參加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後，感受很深! 

一.了解國家為拓展外交，讓民眾參與國際交流，接觸世界各國人

士和文化，國家所投入心血和努力。民眾更能了解國家用心。 

        藉由參與此次會議，認識很多國內有成就人士，在工作、事業、 

        生活方面互相學習成長，相知相惜。 

二.  三天課程內容，因是國際性會議，讓我有不同角度重新思考體悟，

沉澱自己，對生活在出發！  Managing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is 

important .   

此次上課主題  我真的非常喜歡。也會將這很好課程分想給其他朋友。 

也感謝駐日代表處和婦權會，婦資會對此次活動付出。 

Diligence is often a ladder to success 

組團團務建議  1.國際禮儀訓練‐如何遞名片、何時適合照相、與會服裝準備 

                            與人交談合宜的談話內容。 

2.  英文能力的加強‐因來自世界各國，且三天課程全是英文和日 

    文，如果英文能力不足，會議內容吸收有限。 

 

 

   

36



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林月昭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磐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本次會議各項議程充分展現各會員國主流婦女因應全球金融、社

會、環境等變遷過程中，各行各業的婦女領導人仍能發揮強大的

適應力與開創力。值得一提的是，參與了專題演講(三):女性創業

家精神，工作坊交流中主要以日本、菲律賓、台灣等知名農業事

業，如何在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下幫助鄉村婦女成

功創業。台灣仍有許多地區屬於轉型中的傳統農村，例如南投縣

是典型的農業縣，有許多婦女仍在傳統農業中尋求創新創業的管

道，會議案例中 Trillium Okada 農場、日本青森農業、菲律賓

Tuguegarao市城市農業等成功模式，可讓台灣傳統農村借鏡，促

使政府落實提供鄉村婦女地方培力訓練及微型創業貸款方案， 

幫助農村婦女發展農業新經濟。 

政策反思與建議 

 

這次 APEC的活動參與更讓我覺的台灣是極其有競爭力的國家，

但有十二年政府的政策不管是外交、教育、經濟活動、都在打著

民主旗幟下倒退著走、今在困境重重中、我們的領導人已用著篤

定的腳步、帶著我們殺出一條經濟活路，我們更應該診斷出我們

的強項與弱點、如我們的中小企業是台灣社會的經濟主流、經濟

部在中小企業中建立了良好的輔導體係、這是許多國家要向我們

學習的，觀光產業應該是台灣未來主體經濟重要項目，在 ECFA 

簽訂過程中、台灣農民權益是否受到保護是備受爭議的話題，政

府應可朝向輔導台灣農民向觀光農業轉型，以提升農業競爭力。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這是一場來自 21國各階層中小企業的老闆與領導人的風雲際會

、讓我更瞭解女性企業家對創業的執著與堅持、更難可貴的是、

她們不斷創新與求變的精神、驅使她們能不斷的求知、不斷的學

習、看到與會有年長者仍報著高度的服務熱誠、令我感佩萬分、

自認學習不夠、當再加油、能讓生命更精進。  

組團團務建議  可將台灣參加的代表再多一點資訊交流與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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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林銀杏 

服務單位  上真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9/19 : 1.開幕典禮隆重具有日本特色. 

          2.討論主題「婦女領袖網路會議角色與新的挑戰」會議中 

            透過網路 sky 多方會談,開啓國際觀. 

          3.歡迎晚宴的表演令人非常驚艶,自助餐的方式讓彼此更有

            交流的機會. 

9/20 : 1.專題演溝‐Nicole Hollows(由Macarthur 煤礦開採公司 CE0

                主講). 

          2.女性在經濟或商業上的創業策略.(資生堂執行副總裁的演

講). 

          3.進入董事會參加議題會議. 

9/21 : 1.「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是台灣行政院勞委會主委   

王如玄主講,是台灣一大榮耀. 

          2.「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負責人彭麗真與大家分享了她工

              作坊創業過程. 

          3.閉幕典禮由日本遞交WLN旗幟給美國畫下美好句點,2011

年第 16屆 APEC會議將在美國舊金山舉辦. 

 

政策反思與建議 

 

建議能否多增加可以彰顯台灣人(女性)的特性表演.讓各國參與

的人士更加了解台灣文化.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此次會議除了認識許多來自各國的企業女性朋友之外,最大收獲是能接

受面對當地媒體的採訪,了解日本的文化,見識到日本人面對任何事的

嚴謹態度. 

組團團務建議  多宣傳鼓勵其它女性團體組團參與,大家能多一點交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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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姚家珍 

服務單位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  創辦人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9‐19‐10   

座談討論: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加拿大主持人: Andrina Lever (Lever 企業總裁及 CEO) 

要更多的目標達成  如: ‐真正的女性職能訓練、微型企業的拓展、克服突破傳

統思惟  、創造正確的貢獻、傳承下去、看見‐強化年青女性能力、‐持續的決

心‐為女人發聲‐為 APEC WLN‐為自己的經際體做努力 

 

智利講者:Elisabeth Von Brand (Catolica del Norte 大學副教授) 

以前智利不懂這麼多女性相關的議題  經過參與 APEC WLN會議後  得到許多

實質上在女性議題上的啟發  僅管仍緩慢進行也確實有在執行相關的推動 

APEC WLN是為女性發聲最佳的平台 

女人愛說話是天性  所以要持續閒聊與溝通  將所學帶回自己的社會社區發展 

 

日本講者: Yukako Uchinaga (Benesse Holdings執行副總裁Berliz  國際公司總裁

及 CEO) 

超過 600位的出席者  內心除了抱著經濟的角度  呼籲也應同時稟持擁抱世界

的角度    保持溝通  誠懇的討論  把最好的投資用來創造人脈網絡 

 

韓國講者: Soo‐Hai,Jun (韓國女性創業協會主席) 

把有用的資訊用來強化經濟體  執行於企業與政策上 

分享國際視野與遠景  彼此相互學習的重要性和各國婦女領袖共同努力   

菲律賓講者: Myrna T. Yao (Richwell貿易公司首席營運長) 

女人投入企業有助 GDP國家整體經濟成長  創造世界新的成長  讓女人能夠被

看好  為自己的經濟體努力  因此支持女人強化就等於強化經濟   

 

9‐20‐10  專題演講 

講者: Nicole Hollows (Macarthur  煤礦開採公司 CEO) 

成為女性高階領導人面臨各種挑戰  實為不易的一件事  無關年齡與性別  需

要勇於領導樹立典範  要認清自我的價值與貢獻  企業重用女性領導人不是女

人比男人更聰明或更有才能  而是這些企業確信並鼓勵女性發展長才並善加

利用她們的特性 

重用女性工作的好理由是:  能創造企業不同文化與特色、能有加大勞工市場、

女人們也是重要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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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女性領導人的挑戰是:  深陷工作與生活之間平衡的選擇、需要安親照料 

‐彈性工作  vs  全職工作、‐  女性領導人的管理工作選擇性小、‐要具備超級的

管理能力、要獲得部屬的支持、要反應夠快來應映改變、不須用力工作  但要

聰明的思考、  領導方向  即是要找對方向與找出結果 

結語:   

1. 勇於樹立領導典範 

2. 領導  即是支持員工創造結果 

3. 要持續學習與成長 

4. 要積極主動並創造機會 

5. 擁抱  改變   

 

全體會議一:  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主持人:Elizabeth Benham (BPW國際主席) 

1. Amelou Benitez Reyes (菲律賓國家婦女委員會主席) 

2. Nicole Hollows (Macarthur煤礦開採工司 CEO) 

3. Kimie Iwata (資生堂執行副總裁) 

4. Fumiko Hayashi (橫濱市市長)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創辦人  勇於當第一個站上前代表中華台北團發表感想:   

(內容如下)   

我是中華台北的青年女性企業家  這是我三度參加 APEC WLN  國際會議  我向

大會報告  我是乖女孩  每年我都很認真把在會議所學的東西帶回去落實於自

己的經濟與企業之中  希望各經濟體能夠重視並持續推動支持女性的政策  讓

像我這樣的小小夢想家  也有朝一日能成為大夢想家  一起推動幫助大家  我

每天全心專注於工作  不能結婚  因為不知道如何將生活平衡  做好女人的各

種角色  不知  NICOLE  是否會將 CEO的角色帶回家呢? 

 

大家的結語:   

ENJOY WHAT YOU DO.    DO GOOD AT WHAT YOU DO. 

(Nicole Hollows (Macarthur煤礦開採工司 CEO) 

CAN’T DO ALL, LEARN TO LET GO SOMETIMES.    LEARN TO BALANCE AND IN 

CONTROL. 

(Elizabeth Benham (BPW國際主席)   

BE CONFIDENT AT YOUR CONTRIBUTION.    SELF DEVELOPMENT 

(Fumiko Hayashi (橫濱市市長) 

FEEL DOWN BUT NOT OUT, MAKE A DIFFERENCE.   

3 MAGIC WORDS: ASK. BELIEVE. RECEIVE   

Amelou Benitez Reyes (菲律賓國家婦女委員會主席) 

BELIEVE IN YOURSELF. NETWORK, GO BEYOND IT, SET YOUR GOALS. NEVER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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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GET. 

Fumiko Hayashi (橫濱市市長) 

 

9‐21‐10:  女性創業家精神 

日本講者: Yuri Konno(DIAL服務公司總裁) 

她的創業精神令我敬配  口齒清析易懂  溫柔風趣  令人印象深刻也學習很多 

她在年輕時:   

Desire to do good for society. To help people. 

Desire to be employed and live independently. 

Desire to work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Desire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為了達成目標  曾經一天裡有四工作  後來如願到美國工作並有機會到歐洲和

非洲  1969 她創立一個專為女人服務  雇用女人  為女人的企業    在日本傳統

父系社會底下  她遇到許多女性創業上的困難    她曾說創業 10年間有 75%同

期的企業倒閉  30年間有 90%同期的倒閉  能像她成功存活 42年的少之又少   

她企業的的目地在於    : 1.  雇用女性  開發她們的專才 

                              2.  擴大女性就業機會 

                              3.  達成多元社會   

 

給想成為企業家女性的建言: 

1. Motivated by dreams and interests 

2. Determination to persevere and survive 

3. Positive thinking 

4. Capacity for imagination, ability to take action, leadership. 

5. Appreciative heart 

6. Ability to rea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7. Communication skills 

 

專題演講 5:  新商業模式引領未來的發展與趨勢 

泰國講者: WANG KIＭ. HA.(國際菁英兒童有限公司集團執行長) 

提倡快樂學習  寓教於樂  KRU PNON是當地超級受歡迎的明星女老師用唱歌

教學英文  自創 

MEMORY + MELODY= Memolody   

分享  歡笑與身心平衡    她有 30多間分校  也有影片發行 300首歌謠  DARE TO 

DREAM.    MAKE IT COM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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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反思

與建議 

 

1.希望婦權會能夠推出有關強化女性能力的各項工作坊  讓更多台灣女性能夠

受惠與互相交流與學習     

2.希望教育部能夠推廣更多國內外講者到校園演說  即早培養青年領袖與世界

觀的養成 

3.希望勞委會能繼續推動與支持女性創業  定期追蹤  關懷與指導新創事業   

協助遠瞻性社會型企業發展與專案協助  樹立創業標竿  Leading by Example.   

5. 希望觀光局能夠主動積極支援中華台北團一些推廣台灣的小紀念品  增加

台灣於國際間的能見度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請說明與會後對您個人或企業經營之影響 

個人方面:  聽了很多傑出女企業家與女性領導人的演說後  我心有戚戚焉  覺

得自己與她們在思考邏輯上有許多的雷同之處  也頓時覺得自己不再那麼寂

寞與徬徨了  在回國的路上  我更心裡充滿了感激  與  自信來迎接與面對未來

的挑戰  更重要的是  提醒自己在追求創業成功的同時也要重視工作與生活間

的平衡   

 

企業方面:  身為女性企業領導人  要勇於樹立良好典範   

脫口秀必須要擁抱改變  並成長  要提昇敏銳度與洞察未來   

加強團隊的合作與尋求團隊的支持    提供更多的成長與教育訓練來強化組織

與女性工作能力    保持良好溝通  用自己的力量來協助社會與提倡兩性平等

權 

   

組團團務

建議 

出國前應該學習各國打招呼用語  可瞬間拉近與國際友人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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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孫文綵 

服務單位  幸福半島甘味茶屋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亞太經合會婦女領袖呼籲各國領袖及部長們，重視婦女在經濟

和貿易上的重要貢獻，並為促進亞太地區的活力和多樣性，建

議通過並確實落實以下三點 

．婦女職場生涯發展 

．體現透過自然與文化並以人為本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為婦女創造新商機，包含促進並賦予婦女擁有更大的決策參

    與權。 

 

婦女職場生涯發展 

婦女參與決策與管理 

1設定目標彙報進度狀況，提倡並鼓勵加快民營企業在促進婦

女實際參與管理，領導和董事會上的進展。 

建立才能  ‐  教育和培訓 

2繼續為婦女提供加強教育，職業培訓和終身學習，特別是針

對二度就業婦女推廣和傳播這類培訓課程的信息。 

婦女在科學和技術領域 

3.與民營企業合作達成夥伴關係，消除成見；增加就業機會，

促進婦女在科學和技術領域上的知名度和分享成功經驗。   

改善工作環境 

4.推行適當的政策，鼓勵並使婦女能夠繼續留在職場，例如彈

性性工作時間等措施鼓勵婦女和男性平均分擔家庭工作責任。

體現透過自然與文化並以人為本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獲取資金 

5.亞太經合會所有的經濟體中，對於資助婦女獲得資金仍婦女

仍然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婦女領袖敦促各國領袖和部長們，更

加努力改善並幫助婦女獲得各種金融產品和服務，如公共財

政，股本融資和小額信貸，讓婦女擁有的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

提高創新和獲得資金，包括為婦女在非正式部門，以消除法律

和監管障礙。 

支持企業家在微型、小型和中小型企業 

6.鼓勵各經濟體婦女領袖制定戰略行動計劃，其中包括婦女企

業的發展。 

7.強化措施，促進婦女的創業精神和創建業務；創造有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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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公共和民營企業的夥伴關係。婦女領袖對亞太經合會正在

進行的（EoDB）方案表示謝意，並建議能有更多的知識經濟技

能方案提供給女性企業家與女性職員。 

8.促進婦女進入企業；政府；國際市場，和全球價值鏈，產生

體認和提供培訓並獲得機會。 

支持社會企業 

9.促進企業利用各地區自然，環境和文化或非自然環境傳統知

識的特點。 

10.社會企業進行研究，培養潛在的社會企業家，制定獎勵以鼓

勵進入該領域的社會企業家。 

為女性創造新的經濟機會 

婦女作為主要的經濟驅動力 

11.鼓勵賦予婦女權力的條文（WEPs）宣布，由聯合國婦女發展

基金和聯合國全球契約為指導原則，促進包容性進步和可持續

增長區域經濟，社會和市場為一體化的 APEC經濟體。 

創新網路資訊通訊科技 

12.  讓希望藉由網路資訊通訊科技瞭解和獲取所需的相關技術

與知識的婦女，享有平等的權利與機會。 

性別觀點主流化 

13.依照性別，增加收集、  分析傳播統計資料，和使用新的資

料，來提高政策制定者對可以對不同性別有更多的瞭解，增進

亞太經合組織區域經濟體改革的能力。 

建立網絡 

14.促進組織內部婦女有機會在經濟體中成為積極的參與者，特

別是在婦女較少從事的領域，如跨國經濟、科學、技術和創業。

鼓勵經濟組織考察訪問和交流計劃。 

15.婦女仍沒有適當比例出席 APEC工商諮詢理事會（ABAC）。 

婦女領袖敦促各國領袖，確保各經濟體至少有一名婦女被任命

參與亞太經合組織商貿諮詢委員會。 

未來方向 

16.  為了鼓勵能確實執行前面的建議，婦女領袖請性別協調網

絡（GFPN）與中小企業工作組，在報告中納入關於婦女在亞太

經合組織，該框架架構的整合執行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進展

（在數量和/婦女比例）如下： 

Ⅰ.董事會成員（上市）公司。 

Ⅱ.中小企業業主   

Ⅲ.亞太經合組織商貿諮詢委員會成員 

如果無法獲得這樣的數據，那麼應報告其他的具體措施與進展

44



情況。 

婦女領袖將尋求援助的 GFPN監測執行情況，婦女領袖建議各

經濟體，並將在未來邀請  GFPN主席出席婦女領袖會議報告其

活動。 

婦女領袖會議歡迎美國建議，於 2011年 9月在舊金山舉行關於

賦予女性經濟權力的高峰政策會議。 

婦女領袖感謝日本主辦這次會議，並表達感謝美國提出主辦第

16次婦女領袖會議之意。 

政策反思與建議 

 

亞太經合會婦女領袖會議是年度盛事，但是仍有很多議題並沒

有辦法做更深入的探討，在兩三天的會議期間只能做大方向的

討論,並無法對各項深具意義的議題做詳細的研討，台灣身為一

個會員國，是否能透過與國外不同企業的相互邀訪，  讓其他會

員國傑出婦女領袖能更看見台灣婦女創新的思維與開創的活

力，也可透過此交流方式增加台灣在國際上的能見度，也是台

灣身為會員國所應善盡的責任與義務。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企業上收穫: 

在企業經營與營運管理上增加更深一層的解析與知，經由

APEC 與會獲得寶貴資訊轉化成新能量運用在實務中。 

個人感想: 

連續參與兩屆亞太經合會婦女領袖會議，隨著每年亞太經合

會的主題與婦女領袖會議的不同，透過與會專家的講演和各

國傑出婦女領袖的對談與討論，讓我更深入的了解每年議題

所傳達出來的訊息，透過不同國家、不同種族、不同文化對

同一個議題所產生的思維與見解更是參加這項國際會議精

彩之處。 

本人在會場中認識一位優秀女性，他在菲律賓是從事教育方

面等相關事務，借由教學技術指導，讓當地女性學習一技之

長，靠自己的能力獲取更多的報酬及改善生活境。我想無論

在那個國家只要憑借著努力、堅持的精神去面對所有的挑

戰，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組團團務建議  1. 建議可增加與主辦國當地僑界企業的參訪與交流 

2. 針對參予不同議題工作坊的分組討論,是否能請與會人員提

供簡報或其他相關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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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 

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9月 21日 

場次/議題  專題演講  (二)  女性參加經濟活動 

專題演講  (三)  時下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撰寫人  徐淑敏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福爾摩莎美容 SPA館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本次活動內容對於 

一.Amelou Benitez Reyes(菲律賓國家婦女委員會主席)說明的是 

女性在 EQ管理上比男性更好，現代科技發達資訊系統聯合國際網

路，在溝通上是很好的輔佐人員，技術上面的培訓專長會應學習而

改變了想法改善現況對於家庭與事業兼顧 

二.Nicole Hollows(Macarthur 煤礦開採公司 CEO)說明的是 

女性在反應能力強、自信心提升、多方面的進修專案經理人課程、

多聽多元化意見就業的機會也就更多、準備工作的能力儲存心意、

透過兩性分析的專長以能力獲得了女性在地位的平等待遇、專案經

理人能適度的分配工作傳達訊息。 

三.Kimie lwata(資生堂執行副總裁)說明的是女性就業的能力能夠小

額創業從問？如何相信自己的能力？如何得到自己的肯定？ 

從事相關的工作應相信自己而讓自己質場上的肯定人際關係情緒管

理  不懂就問長官與同事之間和睦相處。 

四.Fumiko Hayashi(橫濱市市長)說明的是 

女性優勢溝通比男性溝通強 

1. 如何平衡家庭與小孩和工作之間的關係？ 

2. 學校教育如何兩性平衡化 

3. 女性成長歷程和經歷分享 

4.  人情事故 

5.  人際關係 

6.  情緒管理 

7.  學習請教問老闆 

五.資生堂 Amelou   

A  問 

B  相信 

R  得到 

六.“From High Heels to Safety Boots”  為主題的澳洲女企業家提出了

澳洲昆士蘭省女性參與礦業的案例。在澳洲，是較在東方社會更為

兩性平等的西方社會。而在一般女性較不歡的工作環境(採礦區)在澳

洲依然提供因應的策略，例如:場地中大型運輸工具的內部空調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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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薪資補給等。這讓女性們能在任何一個職場角色都能自由的發

揮。   

七“Women’s Entrepreneurship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time”是第三

天精闢的演講題目。Ms Yuri Konno是日本的女企業家，年青時受到

美國西方的職場影響(call centre in New York)，結合當時在日本社會

上的需求‐須要就業及照顧幼兒的婦女，而產生了 DIAL SERVICE 並雇

用了多元化的員工，也為了當代婦女的權益勇敢的提出政法、條規

的改革。而當時不被看好的一種電服務公司竟然也毅立不搖了(20‐30

年)至今。Ms Yuri特別提醒女性企業家們要勇敢面對現實社會的問題

並找出市場需求及堅持自已的理想運用政府的資源及協助一定會有

機會成功的! 

政策反思與建議  這是的會議感覺很棒很充實，不僅能了解很多日本的文化 

，更能了解台灣政府的用心，ECFA 會讓台灣成長我相信政府 

不斷的在進步而不是在原地踏步，真的很謝謝政府的用心讓我有所

體會將女性創業及第二專長的培訓職能訓練和 NPO組織團體的力量

回饋於社會協助政府的政策讓女性能有終生職業發展的機會，在經

營上能夠有在地就業的企業型態和政府的資源協助下永續經營。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參與此次到日本感想非常深刻，整個國際性會議來自世界各國婦女

精英匯整在三天研討會，各都是女強人，參與本次 APEC活動了解過

去成功經驗，推動改變並執行具體行動也結交行多好朋友及熱情招

呼的笑容，對於參加本次活動台灣發表言論讓國際友人，瞬間了解

台灣我覺得很棒也以他們為榮。 

事前在行程安排非常周密，很棒質得學習，會議中結合電子 E 化線

上分享經過這次的會議感覺學習了很多新的知識和文化，透過了會

議的交流得知了社會其實一直在進步，知識使人成長茁壯抱怨只是

替失敗找理由，本次會議最感動的事情是無論日本、台灣或者是各

國的人民都是自己人。 

組團團務建議  1本次參與是屬於國際性會議當我們單位代表田媽媽餐廳彭麗貞是

台灣上台發表傑出的企業家，我個人認為這是國際性的大事希望改

進地方是在發表之前對於相關事情的演練熟練度口條及發表人內容

建議應符合國際主題，事前演講內容及將台灣行銷的觀念導入主題

會議中，讓聽演講者更加了解台灣，事前準備的翻譯溝通作業很重

要，因為代表台灣希望他能夠發揚國際。 

2.建議在國際性活動耳機有翻譯成中文，希望有中文會比較好，在

開會品質成效也會更加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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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 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15th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會議時間 2010 年 9 月 19 日至 9月 21 日 

場次/議題 9/19 (一)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座談會 

9/21 (二) 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撰寫人 張平欣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太禹國際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座談會在主持人 Andrina 

Lever(Lever 企業總裁兼 CEO)的引導下，幾位與談人亦充滿使命感的、暢所欲

言，來自加拿大 Catolica del Norte 大學副教授的 Elisabeth von Brandzp 分

享時，特別強調女性朋友應該把訓練付諸於行動。其他與談人們也討論到大環境

中對於女性創業，所要面對的除了家人、還有外在許多的挑戰，鼓勵女性微創者

要用心突破，不要輕易掉落貧窮裡，讓年輕女孩可以看到未來；女人因為天生的

責任，就是要將家庭顧好的角色，要克服此刻板印象，女性要為自己的目標做對

的事，面對家庭責任及事業的挑戰，女性需要家人支持及政府在政策上的大力協

助，而女性對自己更是要積極面對，全力學習吸收。 

主持人:Mariko Band.（UNIFEM 日本委員會主席）活絡帶動現場，幾位與談

人的熱烈談話講演，我們來自 Chinese Taipei 團長勞委會主委王如玄，演講中

她分享勞委會協助女性創業的「微型創業鳳凰計畫」成功經驗。此計畫不僅是要

提供婦女貸款協助，更重要的是透過階段式的課程、諮詢診斷等，來輔導想創業

的女性。其他各國的女性企業家也都暢談有關該國女企業主在企業及家庭中所全

力以赴，發揮出女性特有的韌性，創造出的事業奇蹟，真正的發揮女性的潛在能

量，讓更多的男性社會不敢有所輕忽，女性企業主的能力及魄力。當代婦女的權

益，要勇敢的提出政法、條規的改革。也提醒女性企業家們，要勇敢面對現實社

會的問題、並找出市場需求，及堅持自已的理想，運用政府的資源，一定會有機

會成功的! 

政策反思 

與建議 

    相對於比較了各國的政府對於該國女性的協助、支援等等，我們發現台灣政

府現在對於我們女性創業的協助，真的非常齊備，也有許多的配套措施，例如：

提供顧問陪同、協助個案創業等。 

    最後一天，我們參加當地一日遊，才有機會對東京稍許的認識，這些年日本

也面臨經濟風暴的襲擊，非常明顯、可以感受到他們目前仍未完全走出，對照台

灣現在的經濟及民生的活絡，我的看法台灣真的很棒，同樣是面對亞洲經濟風

暴，我們的企業主及人民，仍然充滿信心及努力去面對，去突破。後 ECFA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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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陸經濟開始活絡，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我們身為台灣人更要有信心，

未來的我們，大環境將變得更好，全民共同為台灣、為兒孫留下一個美好的環境

及未來。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第一次參與國際性會議，發現雖然言語上未必全通，但是配合著肢體動作，

我們仍然可以做好推銷台灣及自己品牌的機會。此國際論壇的會議，讓我們認識

更多來自不同國家的朋友、更有可能將來成為合作的夥伴，對品牌經營有很大的

幫助。有了國際觀、眼光變得更深遠，當然會激盪出更多的想法及巧思。 

組團團務建議 建議明年如果要舉辦，希望能夠協助大家同行同機，也增加翻譯人員的機制，如

此會更有效率讓所有同行者，更豐富的吸收到各國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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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 

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9月 21日 

場次/議題  全體會議二::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撰寫人  張惠玲  Grace    H. L. Chang 

服務單位  中華經營管理職能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主講者一:: Ms. Patricia Foley Hinnen 

1.  透過創業獲得女性權力 
2.  一個國際婦女領導人網絡的職責,就是要建立一個幫助

更具包容性的世界經濟，婦女的企業,讓婦女朋友有一個公

平的競爭環境. 
3.  女性領導人如何能讓全球經濟更有包容性，如今比以往

歷史都還更有機會能讓女性領導人以下列方式來增強以及

支持女性創業家… 
 促使更為有利的政策 
 分享經驗 
 支持全球婦女創業   

4.運用企業方案來扶貧 
 Capital Sisters International  的任務就是為微型貸款機

構籌募資金使他們能小額借貸給發展中國家貧困婦

女，並推行小額金融。 
 窮人改變不了貧困不是因為他們懶惰，而是缺乏獲得資金

的管道   
5.  運用企業方案來扶貧 

 小額信貸機構擴大小額貸款，通常低於  200美元，和

其他金融服務（如儲蓄），非常貧困人口自我就業項目

產生的收入，讓他們照顧自己和家人。 （小額信貸首

腦會議） 
6. APEC地區 TIAW村鎮銀行循環貸款基金總共銀行數目：

48家 
7.  滿足需求的小額借貸 

 小額借貸機構只達到約百分之十的全球需求小額貸款

比例，給貧困婦女獲得負擔得起的信貸創收活動使他

們能夠為他們的家庭和有尊嚴地生活 
8.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小額信貸的最佳範例‐新加坡事

業發展的服務 
 便利獲得法律和其他專業諮詢和培訓，市場信息，產品設

計專長，服務中心，產品集中場地，通信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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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小額信貸的最佳範例‐新加坡有

利的環境 
 克服障礙  ‐  認識微型企業到私營部門的重要性 
 掃除訪問非正規部門的微型企業的障礙，特別是婦女

擁有的企業 
10.  結語：女性領袖的聲音也可以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婦女

發聲創造一個更具包容性的世界經濟‐‐當婦女領導人可以

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經濟,每個人都是贏家！ 
 

講者二::  台灣  勞委會主委    Ms. Wang, Ju‐Hsuan王如玄 

 

1.過程 

    (1)  台灣女性從雇員到老闆 

          1980 年代到 2009年女性在台灣擁有自己的事業或是自營

的比例從 77%成長到 23.71% 

    (2)  鳳凰計畫：鳳凰幫幫鳳凰 

          幫助女性了解職塲的價值與技能的培育,教授創業的訣竅,

幫助資金的籌募,  提供各種問題的諮詢服務.. 

    (3)  解決籌募資金的困難： 

          ˙政府資金的注入：幫助鳳凰借貸款項作微型創業 

 無抵押 

 無擔保人 

 擔任丈夫的擔保人 

 缺乏足夠的資金 

2.  從參與到轉變 

  本來是一位，傳統婦女，全職家管，育有二子，沒有工作，沒

有資源和財力，轉機:從失敗的夥伴關係中再站起來，亦得到鳳

凰計畫借款資助。現在是擁有良好教育長大孩子的快樂母親，

一個月收入兩萬五千塊美金，有能力去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一

位成功企業家。從以上例子得到啟發，成功的公式：訣竅+專家

諮詢+資金的管道。 

3.以下是我們正在計畫中的下一個里程碑 

(1) 日間照護中心(讓工作與家庭取得平衡) 

(2) 啟動商業諮詢團隊 

 階段性指導 

 長期支持 

 模擬儲備培訓 

      (3)  知識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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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全球貿易：建立貿易供需鏈 

台灣正在計畫幫助想要創業的女性建立一個國際貿易供需鏈,台

灣的經濟可以藉由女性能力的強大更加繁榮. 

 

講者三:: Ms.Noriko    Nakamura   

1. 十年內社會的快速改變造成社會照顧需求的增加,日本現在

平均一位母親需撫養一點五個小孩。 

2. 母親的需求就是幼兒照顧,女性的改變是希望在生育後回到

職場 

3. 然而支持母親可以回到職場工作的同時,形成東京幼兒照顧

的需求增加。 

4. 問題的解決方法,我認為孩童照顧支持社會是 NPO跨進了一

大步的項目之一,  政府也很正視孩童照顧這一環,新的孩童

福利法預定在二零一三年正式實施。 

5. 希望我們可以持續支持這些公司照顧幼兒的設施,就像哈佛

大學培育孩童照顧的人才所接受的英文教育。 

 

講者四::Ms. Almas Jiwani     

1. 女性在經濟領域上的透明天花板,女性同胞如何致力於讓天

花板消失,近年來女性雖然在職場上增加了 42%,但是職場上

還是由許多男性掌控的世界,許多女性的背後依然被賦予生

育的工作以及領域的框線。 

2. 其實我們是可以創造另外一個新局面的。只要努力去完成每

一筆交易,取得顧客的信任,最後顧客還是會找你的。我還打

電話去感謝給我第一筆交易的人。 

3. 所以不要害怕,不需要靠背景,不需要任何技巧,自己的人生是

自己的,做你想要成為的那一個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的。 

政策反思與建議  每年均有不同的國際議題發表，此次讓我較有感受的是台灣農

村婦女創業分享者，係農委會所輔導成功的個案，田媽媽‐雲仙

洞，這是我參加 Apec‐wlh論壇三屆以來，第一次看到個案站在

分享舞台，且有公務機關長官陪同，個案看起來是那麼有自信，

侃侃而談，看在眼裡，真是十分感動，語言雖然不通，但仍能

以順暢有邏輯的中文回應。我想此次上台分享，應是發表個案

最大的收獲，亦是充分表現成功創業家的特質，”自信”、”勇敢”、”

自我挑戰”即是微型創業者，向前邁進的一大動力。因此，倘若

政府各部會均能鼓勵、挑選優秀個案，站在國際舞台分享，台

灣創業者的特點，行銷國家的特色，此舉更能讓台灣在世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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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佔有一席之地，更能讓創業者，拓展國際化的商業能力。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1.此次 Apec‐whn第  15 屆的參與心得，對於日本國的精心活動

策劃，頗有感受，每個活動在在顯示日本在國家行銷的用心程

度，舉凡開幕式歡迎酒會，以日本傳統舞蹈展現日本的文化行

銷，午餐時，又以藝伎的精彩表演，更襯托出其傳統舞文化;   

2.  晚餐則以鬼太谷表演，其鼓聲非常振奮人心，表演者用心及

引起大家專注，足見其活動的細部規劃，鉅細靡遺。昱日午餐，

則以日本和服的演進過程，做很精采的服裝表演，非常特別。

3.最後開幕式歡迎晚會，大會則現場開了一大罈日本清酒及以木

製盒盛酒，其酒香四溢，且讓大家暢飲，歡迎各國貴賓的到來；

閉幕式，則以符合歐美風格的 Ben樂團演奏，使會場賓客紛紛

至舞池中，翩翩起舞的擺動身體，讓會場賓客 HIGH 到最高點，

促使賓主盡歡，為大會創下一個完美的閉幕式句點。 

組團團務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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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張瑛俐 

服務單位  瑛俐企業社  Inly Design Enterprise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婦女領導人網絡  ( 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 )成立的目

的是希望「尋找方法與策略，以便在 APEC架構下任何重要決策，

可納入婦女的聲音與期待，並確保婦女充分參與 APEC」，每年吸

引超過四百位各經濟體之產、官、學、研界的優秀女性代表與會，

共商提昇女性經濟參與之策略與建議，今年的台灣代表團 APEC 

WLN 由勞委會王主委為團長帶領，聲勢浩大、約八十餘人出席。

2010年WLN會議於 9月 19日於日本東京召開，會議主題為

「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  –  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

現  ( 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 – 

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 

我國今年亦有兩位受邀講者，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暨本屆團

長–王主委如玄，受邀於全體會議「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Women’s Power as Entrepreneur in Each Country )」場次發表演

說，分享我國推動女性創業輔導之成果與最佳範例;此外、由農委

會輔導之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彭負責人麗貞，亦於工作坊四「鄉

村婦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擔任講者，

與各國代表分享自身創業的挑戰與甘苦。與會Workshop4，看到

好多位台灣朋友、我們團的代表上場一定要捧場的，但重點是鄉

村婦女進入國際會議的榮耀與分享，聽聽別人成功的創業歷程、

亦可引為借鏡並為自己加持勉勵，分享:鄉村婦女企業家的成功，

充分利用人，物質文化和環境﹗以及本地資源的充分使用。 

WLN每年會議主軸議題不外乎圍繞女性微中小型創業資源

取得、強化女性參與全球貿易鏈、提昇女性教育及資訊通信科技

能力、發展友善女性企業永續成長之政策環境等。今年會議討論

議題包含: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女性終身教育和職業技

能訓練、女性科學和工程領域的領導人、鄉村婦女創業成功模

式、未來新興商業趨勢、在地小型女性企業等等。期待今年會後

可以看到對於如何提昇女性全面參與經濟發展有更創新的見解。

政策反思與建議  台灣特色的整體團隊形象參與﹗ 

個人心得回饋 

54



個人感想與收穫 

 

 

 

 

WLN形式上雖屬於 APEC體制外的會議，然而每年會議皆視

同正式會議提供各項外交禮遇及行政支援。 

這是我第一次自費隨團參與 14th APEC WLN  深深的感受，原先只

是想說給自己一個機會，參與一次國際會議、開拓視野也可增廣

見聞，對於自己個人企業與所屬 NPO組織並沒有抱很大達成目標

壓力，但卻喜歡自外交部史大使的下午茶宴招待、直至閉幕的歡

送晚宴，尤其是晚宴中台灣團的節目表演，快樂的情緒至今仍舊

存在，這也是我再一次積極參與的因素之一。 

        在 15th APEC WLN開放報名時，我就抱持著『需要成長與學

習』的心境第二次報名參加，或許是對自己個人企業亦或是所屬

的 NPO組織，都希望能藉由再一次的與會而能有所成長，更感謝

此次的遴選被獲作補助代表，有一種光榮的感覺在心頭。 

        從第一天到達日本，就逢日本駐處歡迎酒會、馮代表寄台的

熱情招待，與會中更榮幸的獲邀上台作分享報告，緊張之至、不

知所云，感謝婦權基金會黃副執行長鈴翔的協助與鼓勵，會後的

省思、一直在想:我應該事前準備好的、出發前應該確認一下備妥

以備不時之需，尤其感謝婦權基金會給我這麼好的機會，我應該

好好把握的。自大會開始、中餐、晚宴的節目表演，充份的展現

日本文化，原本中午想小憩一下的都為了看表演而放棄，尤其喜

歡日本和服表演，幾日的行程下來、終究是該回國了，原本不在

規劃中的飯店至機場接駁，也再一次感謝貴會，為南區團多增一

趟行程，更謝謝昀妹妹還送我們上車。 

此次的日本行、感受到被重視與禮遇，我們台南的幾位參與

者，在台南市政府社會處幫我們辦理的回國分享記者會中，都期

待在 2011 年 16th APEC WLN在美國舊金山舉辦時，台灣代表能

有更耀演的呈現，政府與民間一起提升台灣的競爭力，讓國際看

到充滿創意及活力的婦女及社會企業與政府間的豐富凝聚力。 

 

組團團務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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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 

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9月 21日 

場次/議題  專題演講  (二)  女性參加經濟活動 

專題演講  (三)  時下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撰寫人  張麗娟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米多力休閒農莊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第 15屆 APEC 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的主題是女性創造新的全球

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 

第一場座談討論的是婦女領袖網路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APEC自 1989年創立至今，即是一個強調共識決、自願性拘束的

組織。由原先以經貿自由化為主，往外延伸到經濟技術合作、

社會安全、環境、性別。由各經濟體女性領導者在產官學界主

導的網路會議。 

讓我了解到APEC是專門為女性創業的未來及提升鄉村婦女能在

地方培力訓練及微型創業，女性與知識經濟以職場生活融合。 

政策反思與建議  第一次參加日本東基 APEC婦女領到人網路會議，讓我感覺到好

奇的是東京的馬路機車非常少。在台灣是分秒之爭，雖然交通

有點亂，但是有機車非常方便。 

在這次的參與使我對台灣更有信心，因台灣不但是觀光、公共

設備與服務品質好，美食選擇多，住的舒適，經濟實惠，都是

要感謝政府的努力，才有今天的台灣，是台灣人民的福氣。 

加上 ECFA簽了之後，台灣經濟發展會更好。所以大家要對政府

有信心，對自己更有自信，大家一起努力向前行一定要成功。

也希望我們基金會在明年美國的會議中爭取有中文翻譯，這樣

會更好。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感謝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給我這個機會去參與國

際性的會議，認是每個國家的文化與背景，感受到不同國家女

性的熱情，讓我們更快得找出有利的合作對象。讓我們提升國

際視野，了解農村女性也可以在國際上揚眉吐氣，出人頭地，

只要有努力就會有收穫。 

組團團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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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陳明雪 

服務單位  古得企業社/良興照明藝品飾品物流中心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2010APEC的主題是Change and Action整合區域經濟裡的貿易與投資

自由化與便捷化;而新的成長策略是經濟復甦後而達成均衡成長;包容性

成長,永續成長;知識經濟成長. 

在我準備前往日本參加會議已準備好要改變與行動,並期望自己在

這次的會議能中得到不同以往會議的知識與動能!果然在此三天的會議;

真的讓我不虛此行! 

今年在日本東京 2010 APEC_WLＮ會議主題是「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

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討論議題包括女性創業策

略、女性終身職場生涯教育訓練發展等。 

WOW~多麼棒的主題,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  這真的是

Womenpower的表現! 

在女性組織中的職業發展議題裡;  來自加拿大的講者  Ms .Nico 

Hollow  媒礦開採公司的執行長,發表女性如何克服多由男性為工作人員

的環境下;所要面臨的組織發展與工作績效的課題;而她公司的女性組織

領導人也近二十位;足見職業不分男女,職位也不會性別而限制. 

    在女性創業精神專題演講裡,令我差點感動落淚的是  Yuri Konno

女士,她是第一位日本創業成功的女企業家(成立 Dial  服務公司/CEO),這

位年紀稍長的長者,她回溯當年出國留學,所面臨家族裡長輩及日本傳統

對女性刻板印象應該在適婚年齡出嫁,應乖乖在家相夫教子的教條壓下,

她道出她的奮鬥人生,得到滿當的掌聲,這激勵女性同胞們,只要想要,努力

去做,便沒有做不到的事!   

台灣團長王如玄主委以Miss Taipei為名,發表單親媽媽謝青蓉女士,

她揮別家暴陰霾,力爭兒女監權,沒有收入下,她透過勞委會的創業鳳凰計

劃創業成功的案例分享. 

在晚宴中遇到日本內閣府,男女共同參劃局長  岡島敦子(如下方照片

圖一,中間那位)跟明雪說她們很喜歡也很歡迎王如玄發表的台灣政府的

婦女輔助計劃與成功的案例,足見台灣在婦女輔助就業創業方面足以為

全球各國的表率! 

另一位台灣講者田媽媽彭麗貞彭發揮農村婦女團結力量發展第二專

長，獲得亮眼成績帶領家政班成員組成雲洞仙居田媽媽，製作美味可口

且濃濃媽媽味道的田園料理，頗受好評。  彭麗貞在家政、農產技術表現

優異，以「鄉村婦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為

57



題發表演說，更是台灣的光榮。 

政策反思與建議 

 

台灣有很好政策所以應該: 

1. 應落實政策的宣導,  確保資訊暢通,  廣泛的被接收.而不是少數人的

專有資訊!進而造福更多的失業同胞! 

2. 婦女同胞在職訓練及職前訓練後能確保工作穩定,避免造成再度失業.

3. 整合非正職婦女為一群可以利用的人力資源,並有系統的規劃,創造更

多的就業機會. 

4. 應宣導家務操作也是一種專業職務,應為同等薪值的工作;確保兩性平

權,家務工作者應得在外就職者的相對尊重.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首先明雪要感謝婦權基金會再次的給我這個機會參與這次的活動,

讓本人有機會能見識到國際的盛會,對本人的國際觀及從商視野進了一

大步. 

此行除了結識了來自四面八方的優秀女性代表,更了解了各國在協

助婦女就業及創業不同的表現.  及面對當前經濟危機及婦女個人問題的

解決之道. 

 

而自己也省思到如果自己遇到問題時,該如何解決及如何能獲得政

府資源,幫助自己及協助他人在面臨困難時也有支援的能力和依據.更深

思自己的企業將來所要走的方向. 

深切感受國際盛會人才濟濟及活躍的表現.  對個人有很大的砥礪作

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如此的學習機會,真是不可多得呀!   

向後本人會在事業上及盡企業的社會責任上盡自己的棉薄之力,  盡

全力的在工作及家庭中努力.  並且遇到婦女失業或有就業及創業上問題

時,可以提供她們明雪所知道的資訊並且協助她們! 

明雪在WLN會後陸續收到日本代表及國內代表的 e_mail,她們感謝

我送她們的紀念品;  及新加坡友人向我公司採購商品,讓我不僅得到友情

又有經濟活動:  這真是有  Action 就有 Change!                                   

               

組團團務建議  明雪很喜歡這次婦權會的分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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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8日至  9  月  22  日 

撰寫人  陳娟娟 

服務單位  常專企業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1.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2. 女性在組織中的職業發展 

‧ 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 女性進入董事會 

‧ 女性終身職業發展:  教育和職業技能訓練 

‧ 培養科學和工程領域的女性領導人 

3. 女性創業家精神 

‧ 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 鄉村婦女成功創業:  人才、財務、文化與環境的最佳 

運用 

‧ 新商業模式引領未來的發展與趨勢 

‧ 女性經營在地小型企業型態之影響力 

政策反思與建議 

 

1. 增進已創業者經營管理輔導知能 

2. 提供政府參考創業者多元財務融通管道 

3. 多提供國際行銷平台及行銷經驗交流 

4. 縮減女性數位落差及提昇 I T  運用能力 

5. 加強出國代表國際禮儀與專業素質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請說明與會後對您個人或企業經營之影響 

1. 與來自不同國家的產、官、學等領導人學習，獲益良多，拓

展個人視野，增廣見聞，尤其對自營企業之前瞻思考及格局，

均有助益。 

2. 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會議，機會難得，更為團隊表現可圈可點，

增加能見度感到光榮。 

3. 多瞭解主辦國日本的人文、經濟、政治、觀光、教育等面向。

4. 欽佩並學習日本女性守時、嚴謹、認真、敬業的態度。 

5. 整合網絡力量，為女性發聲並爭取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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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陳雪音 

服務單位  金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讓亞太地區領導人和部長们認識到婦女在經濟和貿易對亞太地

區的顯著的貢獻，並提升活力和內在的成長，經由用以下不可或

缺的建議政策和三個主軸。 

1. 組織中婦女事業生涯開發‐婦女參與管理階層設立目標和

報告進度、婦女終身學習和訓練各經濟體要促進和傳播、婦

女在科技上要減少負面刻板印象促進婦女受教機會和多宣傳

婦女在科技領域成功、鼓勵促使婦女繼續留待工作崗位經由

改善就業環境讓工作與生活兼顧如彈性工作和男女共同承擔

家庭責任。 

2. 認識到婦女如何經由人、天然環境、文化創造事業‐

取得財務幫助一直是 APEC經濟體明顯的挑戰WLN促進改善

財務幫助如直接金融、間接金融、微細金融，增加有創意的

融資給婦女所創立的微細企業包括減少法律和非正式障礙、

支持微細和中小企業家做法開發一個婦女企業發展行動、經

由公私合作形成有利婦女企業家環境WLN知道目前做法含有

女孩、方便婦女接近企業政府和國際市場和全球價值鏈由於

了解創造和提供訓練以取得機會。支持社會企業‐提倡商業是

經由使用地區性自然環境特性和文化去探索自然環境和傳統

知識、指導研究在社會女企業家去訓練有潛力的女企業家獎

勵她成為那個領域的社會女企業家。 

3. 創造新的婦女經濟機會‐婦女是重要經濟啟動者，支持婦

女被授予權力曾經在聯合國全球盟約被宣佈過，促進內部持

續成長社會和市場整合是跨亞太區域經濟體指導準則、了解

婦女角色和天賦包含認真勤勉婦女相對於危機和自然災害把

危機變轉機、在 ICT產業上確保婦女平等接觸 ICT產業支持婦

女去學習和獲得 know‐how技術去使用 ICT以取得被授予權力

工具、性別主流改善，有關 APEC經濟體在收集散播各界性的

非合計統計資料能力不同，引起政策制定者不同注意，最後

創造更多性別差異政策改革效果、做法有 ABAC、董事會、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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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婦女代表做為列入 KPI進步指數中。 

政策反思與建議 

 

台灣政府施政要參考WLN討論出來共識，跟得上潮流才是個進

步國家。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個人當然同意WLN討論出來共識，企業若要接受先要社會有共識

才行企業才會照做。 

組團團務建議  辦得很好，  應該多予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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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15th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9月 21日 

撰寫人  黃詠雪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代比爾珠寶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From High Heels to Safety Boots”  為主題的澳洲女企業家提出了

澳洲昆士蘭省女性參與礦業的案例。在澳洲，是較在東方社會

更為兩性平等的西方社會。而在一般女性較不喜歡的工作環境

(採礦區)在澳洲依然提供因應的策略，例如:場地中大型運輸工具

的內部空調設備，薪資補給等。這讓女性們能在任何一個職場

角色都能自由的發揮。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time”是第三天精闢的演講題目。Ms Yuri Konno是日

本的女企業家，年青時受到美國西方的職場影響(call centre in 

New York)，結合當時在日本社會上的需求‐須要就業及照顧幼兒

的婦女，而產生了 DIAL SERVICE 並雇用了多元化的員工，也為了

當代婦女的權益勇敢的提出政法、條規的改革。而當時不被看

好的一種電服務公司竟然也屹立不搖了(20‐30 年)至今。Ms Yuri

特別提醒女性企業家們要勇敢面對現實社會的問題並找出市場

需求及堅持自已的理想運用政府的資源及協助一定會有機會成

功的! 

政策反思與建議  (1)政策反思 

其實，這次的參與更讓我們對台灣信心滿滿，相較日本當地各

方面(我們這幾天參與的狀況)，台灣不但在觀光、旅遊、公共設

備，服務品質、態度、美食選擇，幾乎是食衣住行育樂都比日

本東京更好、更方便，更舒適、更經濟實惠。我們應感謝政府

的努力，ECFA 簽了之後國人的觀念要導正對自己國家有信心，

未來的經濟發展我國是有實力的，並於婦權會網站最佳範例的

資料中得知: “中華台北過去在推動協助婦女創業、就業的政策，

以及增強婦女經濟與決策參與的實務工作中，均已累積豐沛的

經驗，例如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制訂「兩性工作平等法」，以及推

動「永續就業方案、「多元就業方案」；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實施「飛雁計畫」、「女性創業貸款」；由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

會推動、民間團體大力襄助的「促進婦女就業方案」；彭婉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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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會為分擔家庭照護工作所提供的「安親照顧方案」；主婦聯盟

消費合作社發起的「共同購買」；社區交流協會設置的「陽光廚

房」…等協助女性提高經濟能力的成功案例，均為中華台北創造

了另一種經濟奇蹟。因此，蒐集並系統性整理國內性別整合之

經驗與成功範例，不但能作為國內婦女開創新生活的參考，亦

能夠與國外的成功範例交流、分享，提供婦女更多的啟發空間。”

所以呼籲大家更要有自信的愛台灣與政府努力合作，共同成長

讓台灣得以永續發展! 

 

(2)政策建議: 

1、鼓勵女性可參與各行各業及拌演各種角色的濟經活動，方式

可宣於電視媒体海報說明會、戲劇表演、廣播電台等做置入性

行銷，讓社會大眾更能 open mind  的去接受、看待不同的專業

分工角色讓女性的就業機會更廣。 

2、對於職業婦女，政府可提供多一點的幼兒教育助費用以及提

升學前教育事業在台的專業發展及社會地位。讓媽媽能安心的

拼涇濟，孩子的人格發展及啟蒙教育得以建全完整，學前教育

機構也能順利的運作及提升其專業師資帶動社會良性循環。「童

蒙養正」及「學前教育」對社會國家的將來是個非常重要的時

期。例如，歐洲有些國家，child care  幼稚園的服務幾乎是全免

的，這讓幼兒受教育的環境提升，是安定社會很大的力量。 

3、英文能力方面國人須快速提升及加強:有許多人反應大會要有

中文譯，除了強烈建議大會之外，畢竟目前英文還是國際語言，

基礎的文語能力偶國際禮儀是參與國際性論談的基礎。政府若

能不只是在行前有一、二次的英文培訓而是長期性的培養及生

活上的直接運用，會對國人參與此會的參與及論談深度會更有

幫助。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參與國際性的會議，不但可以增加在國際間的曝光率更可以提

升國人的國際視野。在每個不同國家都有自己認識的朋友或合

作的夥伴對品牌經營有很大的幫助。但個人認為英文能力方面

須快速提升及加強:畢竟目前英文還是國際語言，基礎的語文能

力與國際禮儀是參與國際性論談的基礎。加強語言能力會讓我

們更快更直接的找出有利的合作平台。看了不同國家及當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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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及展示，也串連起異文化卻有異曲同工之妙的創意結合

發想。 

尤其在此次大會的 Chinese Taipei相片展示區中，很榮幸行政院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全體合照，以及代比爾珠寶有限公

司、太禹國際有限公司、寧波美食等的企業形象都能在此曝光

提高公司的知名度，讓與會大眾能看到台灣婦女經營事業的努

力以及被肯定的榮耀!有了這份能量，讓自己更珍惜所擁有的一

切，並更加有信心的積極傳承、永續經營，以公司的專業創新，

讓台灣的自創品牌能於全世界發揚光大! 

組團團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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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楊慧玲 

服務單位  四維創新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在經歷 2008年以來，繼金融風暴後，一連串的金融、政治大遽變，

外加氣候變迁，天災不斷，原來所謂的先進國家，全都自顧不暇，

全部希望都寄託在一些還站不穩的開發中國家之際，今年的 APEC 

WLN重點放在 People，Nature and Culture，感觸特別深刻，也覺

得這已是時勢所趨。女性投入職場也是許多國家所必須面臨的課

題，因為失業率高，增加另一份收入已是許多家庭不可避免的，

所以解決女性以前不能投入職場之困難，是各政府都在著手努

力。在日本、此種女性可投入職場之人口數有叁百多萬，這對解

決M型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政策反思與建議 

 
許多與談人在談的另一主題是企業多元化的重要，含國籍、性別、

年齡 career type、  life style、員工之價值觀等等。許多多國企業公

司甚至已成立 Diversity Promotion 部門，HR需要有 skill to respond 

the diversity，此時代創新是最大策略之一，但創新需有多元化的

環境。引用 2008年 Mckinsey study 報告：在 fortune 500企業中，

董事會中越多有不同性別參與的企業，其稅前純益較同業標準多

48%。 

 

一些高階女性之心得： 

A.3E：(1)同理心(empathy)多傾聽。 

(2)多鼓勵(encouragement)，尤其是和你一起工作之屬下。   

  (3)Empowerment多授權：不要凡事都要插手管或反對。 

B.3C：(1)Credibility 誠信度。 

            (2)Calculative risk  內心深處知道雖冒有些風險，卻是可以成

功的。 

            (3)Communication 需花大量時間和需要合作之人溝通。 

C.多運用女性之 soft power 

‐多觀察、多吸收、多傾聽 

‐真心、忠誠對待公司 

‐多發揮女性之優點：敏銳度高、創造力強、有耐力、負責任、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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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去參觀東京電力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對介紹 

舒適 eco‐friendly 的居住有嘆為觀止之認識。其將一整個住家 

考慮(1)老人(2)家庭(3)單身各自的需要，由電力公司整體設計 

規劃，應用最新技術、材料達到安全電力效率發揮最大，最省電、

最理想化、最舒適的居住環境。其每項規劃都有數據顯示：例如 

冷氣系統由 1995－＞2009年 energy efficiency提高 41%，冰箱 

2006－＞2009 提高 50%等等。考量環境的變迁，未來的人口發展，

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等趨勢，研究可能需求及結合新技術，達到 

節能省碳、安全、實用又符合需求，人見人愛的房子及快速充電 

的電動車子。 
 

此次參加之議題均與企業發展主題非常相關。 

例如：1.女性在商業的創業策略 

            2.女性進入董事會 

            3.時勢下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4.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5.新商業模式引領未來的發展 

 

除了認識許多新朋友，可作為以後連結的基礎外，更由其中得到許

多啟發。雖說各國、各家企業不同，文化不同，但所有觸發的想法，

是立即可以去發展實現的。 

 

看到許多女性創業家，很多是在苦難到幾乎無路可走的環境下，激

發出其不能再輸，一定要活下去、撐下去的能量。使我們可以思考，

如何協助更多同樣情況的婦女，做出不同凡響的成就。 

 

非法感謝王如玄團長及政府各單位隨團的協助與辛勞，而且王團長

的演講內容充實且非常務實，相信可作為其他國家之參考。 
 

組團團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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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15th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9月 21日 

場次/議題  專題演講  (一)  女性參加經濟活動 

專題演講  (二)  時下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撰寫人  趙碧雲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花田花藝工作室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From High Heels to Safety Boots”  為主題的澳洲女企業家提出了澳洲昆

士蘭省女性參與礦業的案例。在澳洲，是較在東方社會更為兩性平等的

西方社會。而在一般女性較不歡的工作環境(採礦區)在澳洲依然提供因應

的策略，例如:場地中大型運輸工具的內部空調設備，薪資補給等。這讓

女性們能在任何一個職場角色都能自由的發揮。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time”是第三天精闢的演講題

目。Ms Yuri Konno是日本的女企業家，年青時受到美國西方的職場影響

(call centre in New York)，結合當時在日本社會上的需求‐須要就業及照顧

幼兒的婦女，而產生了 DIAL SERVICE 並雇用了多元化的員工，也為了當

代婦女的權益勇敢的提出政法、條規的改革。而當時不被看好的一種電

服務公司竟然也毅立不搖了(20‐30 年)至今。Ms Yuri特別提醒女性企業家

們要勇敢面對現實社會的問題並找出市場需求及堅持自已的理想運用政

府的資源及協助一定會有機會成功的! 

政策反思

與建議 

其實，這次的參與更讓我們對台灣信心滿滿，相較日本當地各方面(我們

這幾天參與的狀況)，台灣不但在觀光、旅遊、公共設備，服務品質、態

度、美食選擇，幾乎是食衣住行育樂都比日本東京更好、更方便，更舒

適、更經濟實惠。我們應感謝政府的努力，國人的觀念要導正對自己國

家有信心，未來的經發展我國是有實力的，所以要呼籲大家更有自信的

愛台灣、一起合作成長發展!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1‐ 非常高興能參與這次國際性的會議，不但可以增加在國際間的曝光率

更可以提升國人的國際視野。在每個不同國家都有自己認識的朋友或

合作的夥伴對品牌經營有很大的幫助。這讓我們更快更直接的找出有

利的合作平台。看了不同國家及當地國的照片及展示，也串連起異文

化卻有異曲同工之妙的創意結合發想。 

2‐ 我們代表團達 80人之多‐‐‐人數不輸給他國吧！感覺上我們台灣有被

矮化—因為日本就能用他們日文發言—我們台灣為什麼就要英文發

言呢?語言翻譯也沒華語? 

3‐ 相信台灣有更好條件與服務精神也能當主辦國—但願有那個機會。台

灣加油！ 

組團團務 1‐ 感謝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吳昀小姐耐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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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更感謝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 –黃詠雪主委一一照顧‐還有古子怡

執行秘書親切的為我們翻譯‐還有吳嘉琪委員熱心為大家接洽機票.註
冊等等工作‐‐‐‐‐也希望我們沒給台灣丟臉‐‐‐‐ 

3‐ 可能我們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 等 13人另行行成沒與台灣代表一

齊‐‐‐‐有一點點被遺棄的感覺‐‐‐‐但還能適應‐‐‐下次有機會我們會跟緊

大家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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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劉虹儀 

服務單位  鈦生利企業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今年會議開在日本,景氣復甦的緩慢,日本社會男女的結構,促成這次會

議主要議題都是在如何幫助女人從家庭走出,由穿著高跟鞋到靴子,在

職場上如何完整兌變。 

職場上的資源支配，都是能讓女性更加投入職場而無後顧之憂。 

而女性的柔軟也是在職場上特別的吃香。 

 

政策反思

與建議 

 

1. 就日本為例:日本女性一旦進入到家庭,先生就不允許外出工作當職

業婦女,必需在家當全職媽媽,在日本社會中,母親是家庭的重心,小

孩的出生及家庭的照料都是母親的責任,則男性負責賺錢,以前社會

如果是女性外出工作,對家中男性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意指讓女性在

外拋頭露面。 

2. 因金融危機後，不得不讓女性工作以維持家計，這時候女性才有機

會能夠在職場上展露頭角。 

在日本氣候上因有明顯不同，故設計產品時也需量身設計。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這次去日本，對個人來說，就是抱著取經的心情去了解當地特色產品的包

裝，但因開會沒能去其他地區多看，只能在新宿站附近多挖一些當地人文及

現代化的包裝。 

來到當地，感覺很親切，可能是以前日本文化影響台灣很深，一樣的黑頭髪，

黃皮膚。不過在社會乍見日本比台灣先進，但事實上比台灣保守，尤其在男

女性別的對立平等議題上，日本男性主義仍大大存在，大集團的操作，和韓

國相同，使得中小企業的生存必須依附在大集團下作仰鼻呼吸，所以創業路

上倍加辛苦。這樣的經濟結構短時間要改變實在是相當困難，但在現場看到

了日本第一位女性企業家現身說法，總是給了相當大的激勵。 

在會場二旁也有相當多日本女性自行創業的展示攤，我們在交談其中一位女

性知道，她木身為茶道老師和芳療師，對於美的事物都有相當獨到的見解，

她自行以她的名字下去創設品牌香水。其優雅內在及日系香味，大都以花香

定調，與歐美香水味不僅區隔，以專業調配專屬女性花香風，在日本國內則

以網路作起，用宅配方式銷售，味道為上班族女性及一般女性，較無年輕女

性，在困難的環境中為女性量身定作的商品，也有不小的市場。 

人都喜歡被服務，本身從事製造業的我，也要在日本所看所學，加入服務業

的精神，替客戶多想一步，讓客戶能夠得到最大的便利，無形中會產生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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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加強競爭力。 

此行也有結識他國朋友，不僅幫助公司在採購上可以多家比較，也可以減少

國內價格高抬。以垂直供應鏈整合來降低成本，讓產品更加有競爭力。走出

國際可以看見自己的不足，加以補強進修。 

 

組團團務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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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月  19日至  9月  21日 

撰寫人  劉惠珍 

服務單位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3 days meetings.   

Day1:   

Speech 1: Dr. Moez Doraid “Women’s Exonomic Empowerment Critical 

to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by 2015. 

Panel Discussion “The role of WLN and the New Challenge” 

  Learned from the discussion: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by creating 

the network, having open discussion (honestly) to share good idea and 

problem that could exp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Diversity is another task to help each other with different culture and 

share the experiences.   

Day2:   

Speech 2: Ms. Nicole Hollows “From High Heels to Safety Boots” Panel 

Discussion ”Strategy for Women’s Initiative in Economy (or Business) 

Organizer: 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 Professional Women’s 

club of Japan” 

  A good story to share on how to achieve in career with balance of 

personal life. It is an encouragement story. There are suggestion for 

consideration: To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build the social net work. 

There is no hurt to ask for what you want. To develop of personality 

growing, balance the work and personal life and manage for better 

result.   

Workshop:   

3. Fostering Women Leaders in the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Field 

Organizer: IEEE Japan Council Women In Engineering   

The discussion on women to create career and aware of the resources 

should be utilized. Prof. Shinobu Yamaguchi mentioned to train her son 

to use to Mom’s public life and take him to attend her seminar be able 

to respect women’s activity and women’s work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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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3:   

Speech 3: Ms. Yuro Konno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time”   

The speaker shared her experiences of developing her career and 

business. I am so touched and felt honor to hear her story. Determine, 

overcome hurtles and be positive to achieve the goal. This is quite the 

encouragement story for young and new comers.   

 

Panel Discussion: “Women’s Power as Entrepreneur in Each Country” 

Organizer: Jap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UNIFEM   

Different panelists share their successful stories and a good story to tell 

and willingness of helping others. Ms. Wang Ju Hsuan presents Chinese 

Taipei government develop quite a few program to help women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There are several successful stories.   

 

Workshop: 6. Woman’s Power in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that 

takes root in region Organizer: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Small Business Entrepreneurs (NASE)   

There are several successful SME women owner, they share the start 

up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to the public.   

政策反思與建議    Taiwan organized 80 people to attend this meeting and we should have 

better plan of presenting ourselves. There are several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who could represent Taiwan in all types of business not only 

Agriculture or small business. We nee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with 

all the participants assigned tasks and each could have the 

contribution. It is the quality not quantities.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attend the APEC WLN meeting. I met quite a few 

friends, the Japanese women with strong well and accomplished the 

achievement are quite impressed and admired.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 

speaker and panelists.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and hope I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story to people in the future. 

組團團務建議    Be organized by group and to understand the attendants’ talents to 

assign th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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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蔡麗惠 

服務單位  大師林古玩珠寶館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亞太經合組織婦女領導人網路 （WLN）  包括在包括業務、  學術界、  政

府和來自  21  的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系的民間社會的所有部門中的婦女

領導人。 

會議的主題是"創建的新全球經濟活動的婦女實現人與自然文化通過"，重

點放在婦女和經濟。 

會議將會看到可能從全球的角度來看婦女在各領域特別是經濟的欄位中

的進展將刺激市場和社會。 

政策反思

與建議 

 

女性在經濟體中表現雖然有限但確不可缺席，本次議題內容不論是從經濟

面或企業面、教育面處處都可見到婦女身在其中之重要性，本人於近年因

加入『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成為一名婦女企業志工才得知原來政府

對婦女創業有許多的資源及協助，但大多數微型創業之婦女都無法有效取

得相關資訊，所以希望能透過本會更有效的將政府資源及訊息揭露，參加

兩次 APEC‐WLN國際會議瞭解到全球有許多的議題及政策都是可協助婦女

創業時所面臨到的困境及經驗分享，回國後有機會將本次會議內容分享給

大家。   

另行前詳加瞭解主辦單位細心製作之『行前手冊』，可事先瞭解與會資料

及主持、主講者，於會議休息中有機會接觸可立即辨識出必稱呼其稱號博

得良好國際之友誼，交換名片介紹自己的國家吸引對方認識我國文化。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參與此會議本人今年為第二次參加，去年於新加坡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

絡會議抱持學習之態度，今年再度前往參加雖然心理有所準備，但主辦國

不同文化背景差異所呈現之會議行態亦有所區別，但用心程度都是有目共

賭，也期許有一天能由我國主辦相信我們同樣可以讓與會的人士寡目相

看。 

感謝主辦單位費心策劃及行前說明，亦感謝【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副組長郭熙費心協助相關事宜及抵日當天接機。 

本人從事之屬於文物產業(古玩)，去到每個國家特別喜歡欣賞當地文化特

色，日本有許多的文化產物與中國文化相似舉凡瓷器、漆器及寺廟建築

等，利用會議結束閒暇一日前往上野當代藝術館、淺草寺等收穫滿滿輕鬆

不可言語。 

組團團務

建議 

此次國際會議本國代表團人數眾多表示現代女性積極投入國際會議活動

放大視野，但主辦單位因此更為辛苦，行前會議內容加強落實於國外期間

更有勞主辦單位做整體性的整合，如此更能有效發揮代表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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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鄭如意 

服務單位  鄭如意創意工作室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2010亞太經貿合作會議‐APEC(WLN)會議主題是「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

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會中討論的議題包括女性創業策

略、女性終身職場生涯教育訓練發展等。   

今年WLN共提出17項建言。建言中呼籲APEC領袖和部長級成員，更加認

識到女性對亞太地區經貿的重要貢獻，並針對女性的終身職業發展、透過人、

自然和文化實現女性的創業精神，以及創造女性新的經濟機會。   

第一天早上的開幕典禮，在現任首相菅直人蒞臨現場後正式展開序幕，

當天下午『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座談會在主持人Andrina 

Lever(Lever企業總裁兼CEO)的引導下，與談人個個暢所欲言，來自加拿大

Catolica del Norte大學副教授的Elisabeth von Brandzp分享時特別強調女性朋

友應該把訓練付諸於行動，支持微創者不要讓輕易掉落貧窮裡，讓年輕女孩

可以看到未來，女人更要克服刻板印象做對的事。   

第二位是來自智利(Richell貿易公司首席營運長)Myrna.Yao更明白的表示

她們國家以前是不了解APEC也不熱絡參與的.但是因為透過很多人的持續努

力現在已經慢慢的在改變，所以女人應該繼續發聲並持續有效溝通讓想法和

意見被聽見(進而改變現狀)。  接下來的分享者有韓國女性創業協會主席

soo‐Haijun以及菲律賓與會代表Yukako Uchinaga，她們在討論中強調要誠實，

投資自己才能建立人脈，因為我們即使不是企業家也是自己人生 

的”領導者”。   

這次大會共有來自19個會員體600多人參加，她們說或許有些人把這樣的

國際參與想成經濟的交流，但我們應該把議題在放大、深遠…..大會所提供的

資料非常  好，可以增加大家對議題的了解和參考。   

9月20日早上在專題演講後，緊接著的『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會議中，也有相當精彩的分享尤其是擔任Macarthur煤礦開採公司CEO在工作

上常常被質疑她是否可以勝任的問題，NicoleHollows說她會很直接了當的問

質疑者:『如果我是男人你還會這麼認為嗎?』   

接著她語重心長的說，事實上帶領者只要做好下列幾項重點1.整合團隊 

2.快速反應(資訊與時勢)3.直接效率4.奠定方向、找出方法等，不論男女都可

以是絕佳的領導者，常常雖然我們也有沮喪的時候，但不表示妳已出局，當

然;有時男人會把麻煩丟給女人(全場的笑聲)。   

在精彩的對話中她們更建議女性朋友1.要相信自己可以2.有問題就提出並

解決3.不懂的就要問。因為小夢變大夢需要很多人的幫忙。現場有人提問

NicoleHollows是否在家裡也像個”CEO”與家人互動時，她開完笑的說”那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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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很”包容”的先生才行，(現場又是一陣笑聲)最後她鼓勵大家要享受自己的

工作，而且要很會做更要有能力做。   

21日的Workshop(工作坊)在“鄉村婦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

的最佳運用”這一場次中因其中有位正是田媽媽的代表彭麗貞女士(有趣的是

這趟日本之行，在歡迎晚宴相談甚歡下方得知，我們兩人竟然同年同月同日

生)真是與有榮焉!     

我們同來自台灣的團員姐妹們，當然要早早的進入會場為她加油打氣，

現場也在滿座的參與者齊集後，會議就在籌辦單位農村婦女援權和生活改善

協會(WELI)的主持中順利進行，來自台灣；代表田媽媽農村婦女組織的麗貞，

樸實、認真、靦腆但實務體驗回答的模樣，迎得最熱烈的掌聲與肯定。   

        當日陪同與會的還有農委會輔導處  處長曹紹徽，她在約150人出席的分

組討論會上擔任講師，說明彭麗貞的成功案例，以及政府輔導婦女創業的做

法等許多精彩的分享與對話，這場工作坊會議我因為努力想為麗貞留下人生

最美麗的身影  (拍照) ，在怕錯過任何珍貴鏡頭的同時，而多數的與談者播放

的是各自職場的經營狀況影片，因此以台灣目前農村的商業困境為例摘錄如

下:   

1.  企業(經營體)需要使用勞工.   

2.  女性是工資偏低的一群人.   

3.  中高齡居多.   

4.  男性基乎佔了95%的人力市場.等等   

結論是:女性必須自覺要用”頭腦”還是”體力”，因為;競爭條件決定妳的收入 

(我想無論男女這都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反省)  。   

        今年9月19日‐21日近三天的Aapec‐WLN大會，雖然主辦單位精心的安排了

近10幾場的會議討論，以我本人而言雖無法場場參與(各工作坊就各專業議題

同時間進行)，更礙於有些專業用詞的語文障礙，無法鉅細靡遺紀錄下來….。

但參與其間；看著來自各個國家的女性朋友，認真努力的穿梭各大小會場的

身影，隨著她們從容、專業、智慧的為著自己國家的女性同胞努力的話語中

回味，其實就已經是最好的學習與榜樣了。 

政策反思

與建議 

 

從這許多次國際參與經驗中，讓我了解也看到了許多國家對婦女政策的

漠視與不足，婦女及女孩除了在父權體制下受到歧視外，往往又因為自身的

種族、階級  、年齡、族群認同、殘障、性傾向、或處於無國籍狀態等受到各

種形勢的剝奪。   

透過努力與溝通近期最成功的應該首推智利，以個人很榮幸在第九屆

(2004年)  前往首都聖地牙哥  La Serena市舉行的工作坊分享而言，當時參與、

決策者之企業婦女代表幾乎寥寥無幾(公職者些許)，但世界是可以因為努力而

改變的，尤其是一群”認真、努力更學有專精的執著女性，從去年的新加坡到

今年的日本東京，很高興看到也聽到她們今年的代表分享，(事實上從2006年

單親媽媽巴契利當選智利首位女總統開始，我相信她們已經開始自信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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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自己的命運)  。   

很欣慰自己身為民主自由的台灣婦女，在政府努力的各種政策推動下，

專為婦女所執行的無論是從2000年開始的飛雁專案，一路到創業鳳凰、縮短

數位、女性創業圓夢坊，甚至今年開花結果的農委會所執行輔導組織”田媽

媽”  ，走過這千禧後的10年在歷經西方國家科技泡沫化、全球經融風暴，不

論政府是藍是綠因為有女人幫女人的力量，相信我們的姐妹身為社會公民的

同時，已有可以提供專業的被利用價值，真正的成為這塊美麗寶島的”社會公

民”。   

   

政策反思與建議   

以推動婦女輔導創業專案而言，目前政府體制以”上網招標”比案為決策目標

之反思與建議如下:   

優點:   

1.標案單位資格明確可詢.     

2.依計劃目標執行，KPI一目瞭然.   

3.政府單位方便行事，效率可達.   

4.政府品牌出資執行，較公信力.   

缺點:   

1.  標案單位反客為主(可以輔導為名行政府之令).   

2.  政府單位對結案之KPI只問數字，不聞結果.   

3.  無法有效輔導個案，創業者深耕不易.   

4.  為搶資源互相破害，有違計劃初衷精神之憾.   

5.  積非成是無法創新輔導，附合社會需求.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台灣為APEC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之21個正式會員體之一，

歷年來皆積極參與(今年代表團人數又創第一)  台灣的女老闆們站到國際舞台

上所散發的熱情與獨特的民族性，很為與會人士為之一亮。   

以我個人而言;能參與盛會已是莫大的榮幸，以同團的所有台灣姐妹而言

個個都精彩無比，或許她們有些不善言詞，更沒有豔光四射以及推廣至國際

的企業事業體(尤其是自費參加的很多姐妹們)，觀察其中~套句俗話來說，每

個人都是我的借鏡更是可供學習之師。   

個人上一次的日本之行是2006年的”東京食品展”同樣的國際參與，在一

樣的東京卻不同的人、事、物互動的感想與收穫自然有異，本次對我個人而

言是更具體的了解WLN的精神，也更了解到享用政府資源的我，是帶著承先

啟後執行之使命的，應該勇敢提供建言(與會的多位講者都如此鼓勵女性朋友

們)  。   

最後;期待著WLN所提出17項建言能在台灣雷厲風行的展開。深信台灣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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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在亞太地區經貿的重要貢獻火苗已燃，我們也正循著社會變動的足跡，透

過人、自然和文化實現女性的創業精神，以及創造女性新的經濟機會。   

特註:(鄭如意創意工作室這6年多來，皆以在地文化性意識形態為藝術創

作的推廣積極努力之中)  。     

組團團務

建議 

國際參與代表著一份使命與榮譽，此次在婦權基金會工作同仁的專業努

力下已經劃下完美句點，在此要特別感恩婦權基金會的副執行長鈴翔，回程

時遇南部團員有難願勇於溝通、協調的爭取回程的機場載送，研究員吳昀小

姐的業務通達與幫忙(給妳們大大的掌聲~ㄝ!)   

*建議:   

 

1.  我國婦女熱情參與如此費時費力之國際會議，甚至有多數是自費參與者更

值得肯定，既為代表團成員應不論親疏，請外交部人員多與協助幫忙各項不

便事宜(如交通、語言等)  ，免於我台灣婦女拖箱拉帶的恐急趕於日本東京地

鐵站的窘態  ，而落得國家顏面盡失之慮。   

 

2.  應給參與者行前更多的教育(APEC‐WLN的精神與主題等)資料或指引方向。

 

3.  國際會議期間若主辦國無”翻譯”設備或準備，我國(台灣)為科技、數位媒

材全世界指標性的技術應可請資訊廠商幫忙提供(或由會員自行租借)  ，除宣

揚國威外亦可幫助資訊業者帶出國際品牌行銷(國內資訊業者亦可朝此方向

努力建構新的營運模式).   

 

4.  一個不負責服務的旅行社被授權”服務”代表團，個人以台灣婦女代表更以

消費者被漠視與忽略強烈提出抗議與質疑。   

(行前2天接到機票電子序號e‐mail，行前當晚8時告知回程沒有英文班次(恐回

程中文機場人員無法溝通).會協助再發英文班次確認e‐mail或傳真(完全沒收

到).   

以上  敬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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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鄧玲如 

服務單位  彩色寧波國際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 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Nature and Culture‐” 

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 

一. 加拿大Ms. Francine Whiteduck 

主題:小型事業經營中女人的力量   

經營內容: 

1.  連繫當地女性農村女性以及其他的女性之間，並提供交

易的機會。 

              2.  女人的交易網絡 

              3.  新方法以及途徑，增加 APEC地區的當地原住民婦女農村

婦女以及偏遠地區婦女生產交易能力 

目的: 1.  持續發展 APEC地區貿易網絡 

      2.  供給動作的框架 

      3.  確認微型企業生產產品的總組數 

二.  加拿大針對特定市場的前進策略 

            1.創造女人建立商業關係的機會 

            2.提供婦女在國際訂價以及產品銷售的培訓 

            3.巡視大環境尋找產品辨識度 

            4.識別並瞄準引進市場的條件，可以幫助你了解商品潛力以

及隱藏的商機 

            5.透過小規模的活動測試水溫     

三.  加拿大女人如何做生意 

            1.  女性企業擁有的特質 

            2.  大量投入當地社區 

            3.  企業組織裡的操作中心 

            4.  管理成長 

            5.  注重私人關係 

            6.  積極的發展網絡 

          7.  國際關係 

          8.  從其他女性企業得到指導 

四.  女性在小型企業的願景 

          1.  研究指出，當女人成功於小型事業或微型企業時，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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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可以導致‐收入和資產的增加 

          2.  扶貧‐讓自己以及孩子擁有更高的教育 

          3.  擁有更高品質的健康衛生以及疾病防疫 

          4.  強大及大量的社會影響 

          5.  增加女性的參與、鼓勵與促進的成果，可以減緩經濟成長

失衡的情形 

          6.  獲得中小企業的幫助 

          7.  改善社會安全網路 

          8.  能為其他女性及其家庭創造更好的機會 

五.日本‐Ms. Kumiko Itokazu 

      協助商業上發展的協助管理範例 

管理範例 

1. 思考:客戶的需求及對我們的要求 

2. 創新:履行客戶的要求 

3. 挑戰:積極承擔挑戰去服務客戶，即使是小小的要求 

六.全體會議: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主講者:Ms. Patricia Foley Hinnen 

1. 透過創業獲得女性權力 

2. 一個國際婦女領導人網路的職責，就是要建立一個幫助更

具包容性的世界經濟，婦女的企業，讓婦女有一個公平的

競爭環境 

3. 性別偏見限制住女人的許多機會 

4. 全球貧困危機嚴重影響女性 

七.Ms. Wang ,Ju‐Hsuan 

主講者:台灣  勞委會主委Ms Wang ,Ju‐Hsuan王如玄 

女性企業家的力量‐台灣王如玄主委 

我是律師出身，我要討論的是在台灣我們如何培訓與幫助女性在

競爭環境裡，去開創美好的未來，成為一個成功女企業家的典範

Outline  概述 1.A path 過程 2. A story 故事 3. A lesson  經驗 

4.A vision 願景 

Ms. Wang 

a. 台灣的公司需要僱用 5%的女性員工，來幫助女性在職場

工作的保障 

b. 目前有四千女性受到創業計畫的幫助來創業，各種行業

如美容、幼教、手工藝…等。像家珍就是我們的創業楷模.

c. 透過經驗分享及教授職能技術，幫助女性找到工作。 

d. 暫時性的計畫可以幫助天然災害而受害的女性 

Ms. Hi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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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參加過聯合國組織，覺得不該由男性掌控經濟大權 

b. 薪水機制造成女性超低或不公平的收入 

c. 對於不公平的交易機制，讓女性在職場上常有困擾與掙札

d. 企業融資給需要幫助的創業女性 

e. 印尼有兩年的計畫‐國際捐獻計畫 CARD 

f. 2006.年諾貝爾和平獎為無法發聲的女性發聲 

 

政策反思與建

議 

 

婦女地位和各風俗文化的衝突，一直被社會有意無意的忽略，

要為女性能力培養，在工作上得以發揮。 

兩性平等薪酬，提供就業情報、職業訓練、見習等。 

反觀，目前女性在工作、生活、法律、創業…等有許多都缺乏整

合，政府和民間團體若能進一步做資源整合，我相信將使女性

更幸福，更有保障。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

穫 

 

 

 

 

首先要感謝婦權基金會的支持，讓我參加了 APEC‐WLN2010婦女領導人

會議，並獲得補助，實在非常得感謝。 

每個經濟體婦女成長，家庭、創業的道路上艱辛不易，創業除了要

創新，更要保持均衡的成長，要多了解女人的特性，才能開拓女性

市場，也才能更貼近市場。要培訓女人的工作能力，讓女性可以增

加工作機會。 

參加這次的會議，讓我更擴大了視野，也更清楚自己的資源是在何

處，如何運用這些資源來提升自己，也提升企業，這些成功的女企

業家們成功的方法，可以讓我學習再內化成為自己的知識經驗，也

讓我更成長。 

這次的日本行，我還有一項任務在身，在台灣特地帶了了台中名產‐鳳

梨酥，要與國際友人分享，特別準備了八大盒，雖然很重，但卻是

我滿滿的心意。王如玄主委也跟我分享了一件事情，有一次國際友

人來訪，她特別準備了台中知名鳳梨酥，她以鳳梨酥來舉例，雖然

是鳳梨酥，但也融入了冬瓜絲，這就是台灣人的創意。 

而我的日本友人也深深被我感動，我特地從台灣帶了保冰冰箱，裡

面裝了台灣最好吃的寧波寧果黃金泡菜，以及榮獲 2010 年大台中

十大伴手禮首選的‐黃金竹筍糕，裡面是我滿滿的心意和祝福。 

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今年彩色寧波出現在會議的國際看板上，

我想彩色寧波總有一天一定要讓台灣的美食在日本飄香，這是給自

己的夢想，也是目標。今後，我會更認真用心全力以赴，使命必達。

我一直以來都是那圓夢女孩，大家一起加油努力吧！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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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全球餐飲市場的詭譎多變，我們除了在本業以外，還要不

斷的自我充實，也清楚對社會的責任與回饋，及一路走來的實戰經

驗，給許多想創業及失業的人來複製更多成功的案例，這也是我一

直以來的願望。 
  台灣政府「一個就業的機會、多一個創業的機會，就等於幫助

一個家庭」，也希望在工作領域，可以一步一腳印地創造出更多就

業與創業的機會。 
  從小到大一直波折不斷，我都把它當作是老天的試煉，我總是

更認真更努力的勇敢面對、處理解決，不管面對任何挫折，都是心

念一轉，危機就是轉機，我用正面積極的態度去面對，沒有絕望不

批評。 
        現在的我非常享受工作享受挑戰，當然中間的過程是波濤洶

湧，也正因如此我常與人分享我自身的成功案例。我也願意將生命

的故事分享，告訴大家我是一個小人物，都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

  在台灣其實還是有很多的發展機會，只要肯認真肯努力，就有

希望，給自己一個希望，因為相信會成功就一定會成功。 
        證嚴法師說：「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從失敗中站起來」。希望

我們大家一起來讓全球更好，讓全世界的經濟更繁榮，我也會以更

謙卑的態度來帶領自己的企業。 
 
最後祝大家~幸福.健康.快樂 
 

 

組團團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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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路會議(15th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會議時間  2010年 9 月 19日至 9月 21日 

場次/議題  專題演講  (一)  婦女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專題演講  (二)  女性在組織中的職業發展 

專題演講  (三)  女性創業家之精神 

撰寫人  賴阿菊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明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女性參與經濟活動”‐‐ 

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女性進入董事會” 

時勢下的女性企業家精神“ 

各國女性企業家的權能” 

鄉村婦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 

女性經營在地小型企業型態之影響力” 

 新商業模式引領未來的發展與趨勢” 

Huo Hong (Sinomonitor國際公司副總裁)提出女企業家到中國發展的方向 

用網際網路、做美麗之產品、健康的方向及述求如:王老吉的不上火的飲料、

消遣娛樂等等…. 

這讓女性們能在任何一個職場角色都能自由的發揮。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time”是第三天精闢的演講題目。

Ms Yuri Konno是日本的女企業家，年青時受到美國西方的職場影響(call 

centre in New York)，結合當時在日本社會上的需求‐須要就業及照顧幼兒的婦

女，而產生了 DIAL SERVICE 並雇用了多元化的員工，也為了當代婦女的權益

勇敢的提出政法、條規的改革。而當時不被看好的一種電服務公司竟然也毅

立不搖了(20‐30年)至今。Ms Yuri特別提醒女性企業家們要勇敢面對現實社

會的問題並找出市場需求及堅持自已的理想運用政府的資源及協助一定會

有機會成功的! 

政策反思

與建議 

這次參與 APEC活動更讓我瞭解台灣政府對於婦女的就業輔導是很有心在做

的所以我對台灣政府信心滿滿，台灣不但在觀光、旅遊、公共設備，服務品

質、態度、美食選擇，幾乎是食衣住行育樂都比日本東京更好、更方便，更

舒適、更經濟實惠。我們應感謝政府的努力，ECFA 簽了之後國人的觀念要導

正對自己國家有信心，未來的經發展我國是有實力的，所以要呼籲大家更有

自信的愛台灣、一起合作成長發展!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參與國際性的會議，只是提升個國人的國際視野及胸襟。又可以結交世界各

地不同國家的朋友。也有助於提升產品的推廣及這讓我們直接找出有利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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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及平台。看了不同國家及當地國的照片及展示，也串連起異文化卻有

異曲同工之妙的創意結合發想。 

組團團務

建議 

 

 

   

83



會議名稱  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與會時間  2010年    9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 
撰寫人  {嚴湘容}嚴慕容 

服務單位  慕容嚴設計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第 15屆亞太經合組織婦女領導人網絡‐女性領導人會議:由女性領導包括商

界，學術界，政府和民間社會，來自亞太經合組織  21個經濟體。 

本次 APEC會議，，努力促進婦女的經濟活動為首要目標，以實現兩性平等。

今年大會的總主題的是“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

集體實現。 

這次會議將有可能看到從全球的角度檢視婦女在各個經濟領域裡，促進國

際市場和社會的繁榮進步。 

21世紀的現在,商業模式正在改變急劇喚醒最近的經濟危機。新的商業模

式，從現在起將強調環境，文化和自然之間互動的關係，三個領域中婦女

領導人擔負的責任將更重大,同時介由網路引導的經濟脈絡將主導與影響所

有的商業模式,因此婦女領導人門對於網路技能的加強將更顯為當務之急.

希望從各個領域婦女都能充分參與，使婦女領導人在 21 個  APEC經濟體可

以創建強大的網絡為未來的活動目標.更為 2011與未來亞太經合組織婦女

領導人建立更鞏固的基礎. 

   

會議重點摘要： 

1.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2. 網路行銷與商業模式串聯的重要與實現 

3. 女性在經濟與商業的創業策略 

4. 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會議研討會流程: 

Sep 19, 2010 (星期日): 

1. Ms. Yukako Uchinaga 女士主持開幕演說 

2.  大會致詞: 

日本首相(Mr. Naoto Kan, Prime Minister)、 

日本國務部長(Ms Tomiko Okazaki, Minister of State for Gender Equality)。 

3. 新加坡報告第 14屆會議成果,  共 14點聲明, WLN認同 GFPN同樣推動

APEC性別整合事務的互補角色,  並且將此次報告遞交WLM主席以便納

入建議執行報告中,  以鼓勵區域間最佳範例模式的分享與學習 

4. 專題演講: 

主講者: Mr. Moez Doraid(聯合國 UNIFEM副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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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重點:   

a. 到西元 2015年,  賦予婦女權力的經濟能力,  確保目標的實現與發展

b. 婦在參與經濟和社會經濟活動目前只達 41%,  事實上還是存在著嚴

重的差距,  這是全球婦女所面臨的挑戰 

c. 聯合國婦女會致力於取得性別平等,  促進日本和世界各地婦女社經

的地位提高 

d. 聯合國婦女會更加強努力,  推動婦女權力和讓女性受爆重用的原則

作為最高指標,  迄今為止，已有 80個國家行政首長簽屬同意此項建

言   

   

5. 座談討論: 

主題: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主講摘錄: 

a. 積極推動婦女參與組織內的管理 

b. 提升婦女能力的教育和培訓 

c. 推動婦女在科學與技術上的能力升等 

d. 致力改善婦女的工作環境 

 

Sep 20, 2010 (星期一): 

 

1. 專題演講: 

      主講者: Ms. Nicole Hollows ( Macarthur  煤礦開採公司  CEO) 

      主講重點: 

a. 個人的職涯成長介紹 

b. 分享 2007  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排行前 500大公司, 80%的公司至少有

一位女性高階主管 

c. 2008的麥肯錫研究指出該公司擁有 48%的女性高階主管高於其他公

司甚多 

d. 女性應該如何檢視身邊的資源來達到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包括孩子

的照顧,  與彈性工時的運用 

e. 越來越的女性投入製造的領域 

f.     女性應該更加的促進自身的領導統御能力,  不斷的學習與成長, 

同時更要掌握機會,  挑戰生活與工作的平衡   

2. 全體會議一 

會議主題:  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會議摘要: 

a. 女性在創業有其困難之處,  但透過高階教育的學習與溝通能力的提

升,  這是指日可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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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享各國在提升女性創業策略裡,  所提供的資源 

3. 工作坊: 

主題:  女性進入董事會 

會議摘要: 

a. 協助女性的職涯發展 

b. 參考來自新加坡,  香港,  上海與韓國的女性職涯發展計畫 

c. 分享國際性跨國公司在內部人力資源的規劃上,  如何有計畫性的栽

培女性主管,  相對於日本國內對此議題的努力 

d. 女性應要有自信心的培養 

e. 鼓勵應該終身學習 

f. 高中到大學的教育扎根,  應加上此職涯發展的議題 

g. 有計畫的來學習不同的文化衝突在全球化的今天 

Sep 21, 2010 (星期二): 

1. 全體會議一 

會議主題:  各國女企家的能量 

      會議摘要:   
1. 分享台灣勞委會協助女性創業的「微型創業鳳凰計畫」成功經驗。

此計畫不僅是要提供婦女貸款協助，更重要的是透過階段程、諮詢

診斷等，來輔導想創業的女性。 

2. 鼓勵各經濟體婦女領導人制定戰略行動計劃，其中包括婦女企業發

展 

3. 促進婦女的創業精神和創造有利環境業務,  透過政府跟私人機構的

合作夥伴關係,  來強化這個主張 

4. 現今的亞太經合組織各論壇建議為女企業家，當然也包括年紀較輕

的女孩提供更多的知識型經濟的技能方案。 

5. 提供培訓的機會促進婦女進入企業，政府和國際市場，和全球採購

供應來創造價值和願景。 

2. 工作坊: 

主題:  鄉村婦女成功創業,  人民,  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 

      會議摘要: 

a. 融合傳統農村、在地食材及三低一高烹調方式，成功微型創業，正

可彰顯本次會議鄉村婦女成功創業的議題 

b. 來自台灣的彭麗貞女士,  田媽媽料理班培育農村婦女利用在地新鮮

與美味的農品，設計開發具地方特色的風味料理，且利用當地特產

老薑，開發出系列創意薑料理，彭麗貞女士經營的「雲洞仙居」每

年營業額約 400餘萬元,  田媽媽不僅為農村轉型成功範例，提升農業

經營內涵為服務業 

c. 促進區域特色的企業，利用自然，環境和文化來傳遞自然環境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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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知識 

d. 透過鄉村休閒農場的多元經營型態，增加各國在地的就業機會 

  3,  閉幕典禮:   

a. 由日本正式遞交WLM旗幟給美國 

b. 2011年 9 月 AEPC WLM將在美國舊金山舉辦. 

c. 歡送閉幕晚會 

2010年  “變化和行動”為主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因應在此期間發生

重大變化的全球政治和經濟新秩序  ‐  亞太經合組織應建立在過去的成就，

提出必要的”變“與執行具體的”行動“，以確保它會繼續發揮重要和相關的作

用，也是此次會議的另一項重點. 

由與會的約 500左右的 15屆亞太經合組織婦女領導人,從 21個  APEC經濟

體婦女領導人一起建立健全的國際場地通信建立努力與分享我們的想法對

婦女的新的全球經濟活動模式盡一份心力. 

政策反思

與建議 

 

對於 2010 年的主題  亞太經合組織婦女領導人是‐  通過實現人，自然和文

化“建立新的全球經濟活動模式.為主題的會議,政策反對與建議: 

 

對於各與會的婦女領導人的行業領域,各有領悟,對於我自身的反思為:當

國家富足時,藝術的層面會是考慮的項目就好像是列入奢侈品的等級,在憂

心經濟衰退  家國貧窮之際  所有關藝術創作與教育部份大部份都被遺忘與

不受重視,所以此次會議中主題為透過  人  自然與文化財的研討,希望能夠

將藝術層級的內容納入其中討論,美的鑑賞存在於人文  自然中,也能介由不

同的藝術型態展現帶動商業活動的先機與美學教育培養.也希望政府與相關

單位能給予多方的支持與協助. 

 

對於政府對田媽媽案例的輔導與支持態度非常感動,也希望臺灣政府能對

藝術創作也給予同樣的熱忱與輔導,讓藝術工作者能有經濟支援在藝術舞台

上發光發熱,也為台灣更添風采,更帶動文化藝術財的活絡發展.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這次會議受益良多.非常感謝臺灣政府與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

會與行政院勞委會創業鳳凰,給我難能可貴的機會,  參加這個國際會議,  對

於公司經營和個人都獲助益. 

同時對於能各國的女性菁英結識與交流,感到榮幸與感動. 

也更一部認知國內有許多的女性領導人優秀與熱情的一面.及見識了宏觀正

式的國際會議型式流程與拓展了國際觀的視野. 

同時對於政府大力支持此會議活動的用心與政府相關人員的協助幫忙也

深受感動.  同時透過會議更加了解勞委會對於婦女們如創業鳳凰  飛燕計劃

等…的用心,  培植婦女們創業的決心與貢獻,  同時提充女性更好的工作條件

和環境,  及為微型企業發展便利的信貸計畫,  提供資金運用與培訓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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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  並鼓勵各國仿效. 

對離開多年的寶島臺灣人與事有更進一步正面的瞭解. 

也倍感榮幸能為臺灣的外交盡自己一點小小的力量.也希望未來能有更多的

機會為臺灣盡力與為自己努力以赴. 

   

組團團務

建議 

對於此次會議感謝政府相關部門與政務人員的幫助,對於組團團務的建議

為:1..出國前可安排會議或聯誼會,對於與會的團員可多溝通與瞭解,進而在

國際組織與交流間能夠多方幫襯以團體方式進行連絡交誼. 

2..對於團體間分為北區  中區與南區團員及新團員各成一派,彼此無多交集

應該能組構團結合為一派,為”台灣代表團”代表. 

3..國際禮儀再加強{尤其拍照禮儀部份} 

4..英文溝通能力的再加強. 

 

88



 
 

附錄一、我國代表團成員名單 

我國參加 2010年第 15屆 APEC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代表團成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  職稱  備註 

1  王如玄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任委員  團長/政府部門 

2  范國勇  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委員  政府部門 

3  陳曼麗  行政院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委員  政府部門 

4  楊筱雲  內政部社會司/科長  政府部門 

5  江幸子  內政部社會司/研究員  政府部門 

6  林錦蓮  外交部電務處/處長  政府部門 

7  游琇閔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科員  政府部門 

8  林郁慧  駐日本代表處業務組/三等秘書  政府部門 

9  蘇慧貞  教育部顧問室/主任  政府部門 

10  許秀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科長  政府部門 

11  林至美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副處長  政府部門 

12  陳愛珠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第一處/科長  政府部門 

13  傅秀珠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處/研究員  政府部門 

14  曹紹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處長  政府部門 

15  陳晴敏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委辦公室/機要祕書  政府部門 

16  伍維婷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主委辦公室/團長傳譯  政府部門 

17  楊靜雅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綜合規劃處/科長  政府部門 

18  彭麗貞  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負責人  工作坊與談人 

19  黃鈴翔  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副執行長  婦權基金會 

20  吳    昀  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研究員  婦權基金會 

21  吳嘉綺  開普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女企業家 

22  周淑秋  富雨洋傘有限公司/負責人  女企業家 

23  林月昭  磐石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女企業家 

24  林銀杏  上真有限公司/總經理  女企業家 

25  姚家珍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創辦人  女企業家 

26  孫文綵  幸福半島甘味茶屋/負責人  女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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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服務單位  /  職稱  備註 

27  徐淑敏  福爾摩莎美容美體連鎖店/總裁  女企業家 

28  張平欣  太禹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女企業家 

29  張惠玲 中華經營管理職能發展中心有限公司/總經理  女企業家 

30  張瑛俐  瑛俐企業社/負責人  女企業家 

31  張麗娟  米多力休閒農莊/董事長  女企業家 

32  陳明雪  古得企業社/負責人  女企業家 

33  陳娟娟  常專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女企業家 

34  陳雪音  金洲海洋科技公司/董事  女企業家 

35  黃詠雪  代比爾珠寶有限公司/董事長  女企業家 

36  楊慧玲  四維創新材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女企業家 

37  趙碧雲  花田花藝工作室/負責人  女企業家 

38  劉虹儀 鈦生利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女企業家 

39  劉惠珍  大瓏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女企業家 

40  歐淑芳  大學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女企業家 

41  蔡麗惠  大師林古玩珠寶館/負責人  女企業家 

42  鄭如意 鄭如意創意工作室/負責人  女企業家 

43  鄧玲如 寧波風味小館/負責人  女企業家 

44  賴阿菊  明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女企業家 

45  嚴慕容  慕容嚴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  女企業家 

46  林淑文 克里斯寵物專業工作室/負責人  女企業家 

47  李宜君 茉莉飲料店/負責人  女企業家 

48  宋修珍 犒賞自己工作室/創辦人  女企業家 

49  莊玉端 天然莊農特產/負責人  女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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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參加 2010年第 15屆 APEC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自費隨團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備註 

1  李素珍  和暉貿易有限公司總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  林麗梅  台南婦女中心主任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3  謝瑞華  新昆明醫院行政副院長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4  高純美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區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5  張玲玲  美語教室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6  郭千儀  喜羊羊有限公司董事長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7  王麗楨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8  劉美玲  玉福珠寶銀樓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9  許曼玲  漁品軒有限公司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0  何王雪香  弘喜有限公司董事長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1  何幸芳  弘喜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2  曾愛媛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客服人員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3  郭宴年  磐石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4  廖寂雯  智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5  陳育婷  珮愷有限公司董事長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6  王珍芷  天然莊行銷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7  陳芬芳  普晟照明器材有限公司董事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8  蔡美玲  壹零壹數位科技公司行銷顧問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19  陳淑貞  陳姐廚房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0  林明月 全騏文教用品社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1  郭玉麗  合利文具/橙色桔團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2  李淑美  糖巢食品坊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3  楊美人  御佳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執行長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4  陳王寶理  義隆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主任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5  李家瑀  金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員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6  涂育菁  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管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7  古子怡  代比爾珠寶有限公司經理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28  鄭莊麗香  阿本排骨燒賣負責人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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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連龔明如  基隆市婦女工商協會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30  顧梅玉  漢華商務旅館董事  自費隨團女性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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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第 15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議程 

“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 

- 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 
 

9/19（日）：開幕式 

 

時間  主題 

13：00  會議報到 

14：00  介紹 

14：15  開幕典禮 

・ 歡迎致詞 

・ 合影時間 

14：45  ・ 開幕致詞 

・ 新加坡報告第十四屆會議成果 

15：10  專體演講（一） 

講者：Moez Doraid教授（聯合國 UNIFEM副執行長） 

15：40  茶敘 

16：10  座談討論 

「婦女領袖網絡會議的角色與新的挑戰」 

主持人：Andrina Lever（Lever企業總裁及 CEO） 

講者： 

1. Elisabeth von Brand（Católica del Norte大學副教授） 

2. Myrna T. Yao  （Richwell 貿易公司首席營運長） 

3. Soo‐Hai, Jun（韓國女性創業協會主席） 

4. Yukako Uchinaga（Benesse Holdings執行副總裁、Berliz國際公司

總裁及 CEO） 

19：00    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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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一）：女性在組織中的職業發展 

時間 主題 

9：00 專題演講（二） 

講者：Nicole Hollows（Macarthur煤礦開採公司 CEO） 

9：40 茶敘 

10：00 全體會議一：女性在經濟或商業的創業策略 

 

籌辦單位：日本商業與職業婦女全國聯合會 

主持人：Elizabeth Benham（BPW國際主席） 

講者： 

1. Amelou Benitez Reyes（菲律賓國家婦女委員會主席） 

2. Nicole Hollows  （Macarthur煤礦開採公司 CEO） 

3. Kimie Iwata（資生堂執行副總裁） 

4. Fumiko Hayashi（橫濱市市長） 

12：00 午餐聯誼 

14：00 工作坊 

1  女性進入董事會 

籌辦單位：日本女性創新網絡 

主持人：Julie Zhou（IBM中國全球運書中心人力資源執行長） 

講者： 

1. Bo Sohn（韓國 Prudential執行副總裁、K‐WIN首任主席） 

2. Candice Alabanza Iyog（Sebu太平洋航空行銷副總裁） 

3. Asako Hoshino（Nissan 汽車副總裁） 

4. Keisuke Yokoo（Mizuho保全公司總裁） 

 

2  女性終身職業發展：教育和職業技能訓練 

籌辦單位：日本女性教育協會 

主持人：Naoko Irie（神奈川大學人文科學院教授） 

講者： 

1. Yi Byung Jun（國立釜山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2. Elena Fedyashina（非營利組 Committee of 20執行長） 

3. Patrice Braun（Ballarat大學區域創新與競爭力副主任） 

4. Takako Hagiwara（Sony 人力資源部總經理） 

5. Kenji Miwa（日本 Ochanomizu 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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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養科學和工程領域的女性領導人 

籌辦單位：日本國際電機與電子協會女性工程聯誼會 

主持人：Irena Atov（日本國際電機與電子協會女性工程聯誼會主席）

講者： 

1. Elisabeth von Brand（Católica del Norte大學副教授） 

2. Estrella Fagela Alabastro（科學科暨部門前秘書） 

3. Shinobu Yamaguchi（東京科技大學教授） 

16：00   茶敘 

16：30 參訪交流 

9/21（二）：女性創業家精神 

時間  主題 

9：00  專題演講（三） 

講者：Yuri Konno（DIAL服務公司總裁） 

9：40    茶敘 

10：00  全體會議二：各國女企業家的能量 

 

籌辦單位：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日本國家委員會 

主持人：Mariko Bando（UNIFEM日本委員會主席） 

講者： 

1. 王團長如玄（行政院勞委會主委） 

2. Patricia Foley Hinnen（Capital Sister 國際公司創始 CEO） 

3. Noriko Nakamura（Poppons企業執行長） 

12：00  午餐聯誼時間 

14：00  工作坊 

4鄉村婦女成功創業，人民、物質文化與環境的最佳運用 

籌辦單位：鄉村婦女增權和生活改善協會 

講者： 

1. Makiko Arima（UNIFEM日本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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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rb Madden（Smithfield Feedlot負責人與財務長） 

3. Fernanda Catuaan（菲律賓 Tuguegarao市城市農業辦公室） 

4. 彭負責人麗貞（雲洞仙居田媽媽餐廳） 

5. Minako Okada（Trillium Okada 農場企業主席） 

6. Fusa Sano（日本青森農業合作監察人） 

 
5新商業模式引領未來的發展與趨勢 

籌辦單位：亞洲女性經濟與商業會議 

主持人：Noriko Maki(亞洲女性經濟商業組織主席) 

講者： 

1. Doan Thi Minh Chau（Ba Ria‐Vung Tau中小企業協會副主席） 

2. Huo Hong（Sinomonitor國際公司副總裁） 

3. Joanne Wong（Fleishman Hilard資深執行長） 

4. Wang Kim.Ha.（國際菁英兒童有限公司集團執行長） 

5. Mavis Mullins（Paewai Mullins公司執行長） 

6. Pawadee Tonguthai（Thammasart大學女性與青少年讀書計畫主

任） 

7. Toshiko Oka（ABeam M&A諮詢公司 CEO） 

 

6  女性經營在地小型企業型態之影響力 

籌辦單位：全國小型企業創業協會 

主持人：Shinichi Otsuki（Hannan大學教授） 

講者： 

1. Francine Whiteduck（Whiteduck資源公司總裁、CEO） 

2. Nguyen Thi Thanh Binh(Vinastone Joint Venture 公司總裁、CEO) 

3. Wu Hui Fang（Xiamen Talent電子公司總經理） 

16：00    茶敘 

16：30  ・各工作坊報告 

・  發表 2010年第十五屆 APEC婦女領袖網絡會議決議與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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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閉幕典禮 

 2010年第十五屆 APEC婦女領袖網絡會議建言採用內容 

 閉幕致詞 

 日本遞交WLN旗幟給美國 

 美國代表致詞 

19：30－  歡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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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WLN 大會建議（中譯） 

第十五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給 APEC 領導及部長建議 

2010 年 9 月 19-21 日，東京，日本 

 

第十五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於 2010 年 9 月 19-21 日於東京召開，共計超過五

百名來自企業、政府、學術、公民社會、原住民社群的女性與男性聚集於此，我

們討論了本屆主題「女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

現！」 

 

WLN 呼籲 APEC 領袖們及部長們正視婦女對亞太區域經濟及貿易的重大貢獻，並

促進動態及包容性成長，落實以下三大政策支柱之建言： 

 

 女性在組織中的職涯發展 

 透過人民、自然與文化實踐女性企業精神 

 創造女性新經濟機會，包含創造符合「女性充權準則（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的環境 

 

女性在組織中的職涯發展 

 

 女性參與管理層級 

與民間單位合作方案，鼓勵並促進女性晉升管理、決策層級以及董事會席次，

擬定目標並提報進展成果。 

 能力建構——教育及訓練 

強化女性繼續教育、職業訓練及終身教育，特別應改善女性（再）進入職場

之培訓資源可近性。宣傳並推廣相關培訓課程的資訊 

 科學及科技領域女性 

與民間單位共同合作消除負面刻板印象，增加就業機會，推廣提昇科學與科

技領域成功女性之能見度。 

 改善職場環境 

鼓勵並充權女性持續參與勞動市場，擬定適宜的職場生活平衡政策，例如彈

性工作時程或其他有助於鼓勵男性及女性共同分擔家務責任之措施。 

 

透過人民、自然與文化實踐女性企業精神 

 

 財源可近性 

女性取得財源仍是 APEC 經濟體面臨的最大挑戰。WLN 要求領袖及部長們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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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改善女性取得各種財源及服務，例如政府資金、公平資金（equity 

finance）以及微型資金。消除法規及管理層面的障礙，針對女性中小型企

業主、微型創業主以及非正式領域女性，提昇創新財源管道。 

 

 支持微中小型創業家 

WLN 鼓勵各經濟體發展策略行動計畫，包含女性企業發展。 

 

透過公私部門夥伴合作，強化促進女性創業之方案計畫，並創造企業友善環

境。WLN 肯定由各 APEC 論壇刻正執行中之「輕鬆創業計畫

（Ease-of-Doing-Business）」，並建議提供女性創業家（包括女孩）額外的

知識基礎經濟技能計畫。 

 

協助婦女取得法人團體、政府、國際市場及全球價值鏈的資源，並提昇機會

取得的意識覺醒及相關訓練。 

 

 支持社會企業 

支持利用在地自然、生態、文化特色而不是剝削自然環境與傳統智慧的企

業。 

 

推動社會企業相關研究、訓練潛力社會企業家、提供進入社會企業領域的誘

因方案。 

 

創造女性新經濟機會 

 

 女性作為主要經濟推動者 

支持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會以及聯合國全球聯盟（UN Global Compact）共同宣

示的「女性充權準則（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並作

為提昇 APEC 經濟體區域間經濟、社會及市場整合與促進包容性、永續性成

長的指導原則。 

 

承認包含原住民女性的女性角色與才能，以回應近來的金融危機以及自然災

難，將劣勢轉為機會。 

 

 創新與資通訊科技 

確保並支持有意學習資訊科技技術並以之作為經濟充權工具的女性，其資源

取得的平等可近性。 

 

 性別主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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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 APEC 經濟體收集、分析、傳播性別統計的能力，喚醒政策決策者對性

別失衡的意識覺醒，同時，亦可認識政策改革帶來的性別影響效益。 

 

 建構網絡 

促進各組織、各經濟體及跨領域間的網絡連結，強化女性成為經濟體中的積

極參與者，特別是較少女性參與的領域，例如科學、科技以及創業，鼓勵商

業組織規劃女性參訪研習及交換計畫。 

 

女性代表在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中仍然過少，WLN 極力主張各經濟

體領袖們確保至少指派一名女性擔任代表。 

 

 未來方向 

為鼓勵落實前項建議，WLN 要求 GFPN 連同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共同合作研擬

「整合婦女參與 APEC 架構執行報告」，並包含以下三項績效關鍵指標（KPIs）

（女性數或女性比例）：  

 

1. 企業董事會成員 

2. 中小企業負責人 

3.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成員 

 

若以上述據無法取得，應報告替代性的具體進展指標。 

 

WLN 將尋求 GFPN 協助監督 WLN 建議於各經濟體落實情形，同時邀請 GFPN 主席於

下屆以及未來 WLN 會議中報告。 

 

WLN 歡迎美國提案於 2011 年 9 月於舊金山舉辦「女性經濟充權之高層級政策會

議」。 

 

WLN 感謝日本主辦本次會議，並感謝美國承諾主辦第 16 屆 WLN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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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 Meeting of the 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 

 

Recommendations to APEC Leaders and Ministers 
 

Tokyo, Japan, 19-21 September 2010 
 
 

The 15th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comprising over 500 women and men from business, 

government, academia, civil society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met in Tokyo on 19-21 

September 2010. We discussed the theme of “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WLN calls upon APEC Leaders and Ministers to recognize women’s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tr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promote dynamic and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implement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ree pillars: 

•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en in Organizations;  

• Realization of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and,  

• Creating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cluding creating enabling 
environments that promote the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en in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Management] 
1 Collaborat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on initiatives that encourage an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women in 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board positions such as setting targets and reporting 

progress.   

 

[Capacity Buil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 Strengthen continuing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for women, in 

particular implementing and improving access to training for women (re-)entering the labor force. 

Promote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such training programs. 

 

[Wome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eliminate negative stereotypes,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the visibility and success of women educated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provement of Working Environment] 
4 Encourage and enable women to remain in the workforce by creating appropriate policies for 

work-life balance such as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and other measures that encourage women and 

附錄四、WLN大會建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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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to shar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Realization of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 
 

[Access to finance] 
5 Access to finance for women continues to b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all APEC economies. 

WLN urges Leaders and Ministers to strengthen efforts to improve women’s access to various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finance, equity finance and micro finance. Increase 

innovative access to finance for women-owned SMEs and microenterprises, including for women 

in the informal sector, by removing legal and regulatory impediments.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 i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6 WLN encourages each economy to develop a strategic action plan that includes women’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7 Strengthen measures that foster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create 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s throug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LN acknowledges the ongoing 

Ease-of-Doing-Business (EoDB) programs currently being implemented by various APEC fora and 

recommends additional knowledge-based economy skills programs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that 

also include girls.   

 

8 Facilitate women’s access to corporate,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by creating awareness and providing training on procurement opportunities. 

 

[Support Social Enterprise] 
9 Promote businesses that utiliz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without exploi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r traditional knowledge. 

 

10 Conduct research on social enterprises, train potential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formulate 

incentives to enter the field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reating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Women as Key Economic Drivers] 
11 Support the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 announced by UNIFEM and UN Global 

Compact as guiding principles to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that advances regional 

economic, social and market integration across APEC economies. 

 

12 Recognize the role and talents of women, including indigenous women, in responding to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urning adversity into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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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ICT] 
13 Ensure equal access to ICT and support for women who wish to learn and obtain technological 

know-how to utilize ICT as an economic empowerment tool.  

 

[Gender Mainstreaming] 
14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economies in the APEC region to collect, analyze and disseminate 

sex-disaggregated statistics and use emerging data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policy makers 

about gender disparities, which in turn, can create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policy reforms.  

 

[Establishing Networks] 
15 Foster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within organizations, economies, and across borders for 

women to b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economy,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fewer women are 

engaged such a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arting business. Encourag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o 

plan study visits and exchange programs for women. 

 

16 Women are still under-represented on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WLN 

urges Leaders to ensure that at least one woman from each economy be appointed to ABAC. 

    

[Way Forward] 
17 In order to encourag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eding recommendations, WLN requests the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SME Working Group, to incorporate 

in the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amework on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the 

following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of progress (in numbers and/or percentage of 

women) as: 

1.  Board members of (listed) companies  

2.  SME owners 

3   ABAC Members 

If obtaining such data is not feasible, alternative, concrete measures of progress should be 

reported.    

 

WLN will seek the assistance of the GFPN to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LN 

recommendations in each economy and will invite the GFPN Chair to report on its activities in the 

next and future WLN meetings. 

 

 

WLN welcome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to hold a High Level Policy Meeting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San Francisco in September, 2011. 

 

WLN would like to extend its gratitude to Japan for hosting this meeting and convey its 

appreci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offering to host the 16th meeting of the W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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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聯合國女性充權準則：女性職場平等權 

女性充權準則 Women Empowerment Principles 
女性職場平等權 

 

UNIFEM 與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組織聯合企劃 

 

 

原則簡介 

 

1. 建立高階企業領導職位的兩性平等文化。 

2. 公平對待職場男女─尊重與支持人權且反歧視。 

3. 確保所有男女工作者的健康、安全與福利。 

4. 推廣女性接受教育、訓練與擁有專業發展的機會。 

5. 實施能充權女性的企業發展、供應鏈與行銷實務。 

6. 透過社群企劃專案與政策，推廣兩性平等概念。 

7. 衡量與公開呈報達成兩性平等目標的進展。 

 

 

 

簡介 

 

充權女性，讓女性擁有完全參與所有產業領域經濟面以及所有經濟活動層級的機

會，對於達成以下目標而言十分重要： 

 

 建立強大經濟環境； 

 建立更穩定公正的社會； 

 達成國際認可的發展、永續性與人權目標； 

 改善女性、男性、家庭與社群的生活品質；以及 

 推動企業營運及目標。 

 

然而，我們必須有意透過審慎思考的措施政策，方能確保女性才華、技能、經驗

與能力受到賞識。女性充權原則提供完善建議，幫助私領域著重關鍵要件，以便

於職場、市場與社群推廣兩性平等原則。我們需要能夠帶來成效的技術、工具與

實務，才能加強企業政策與營運程序開放接納此原則。由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會

（UNIFEM）及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組織（UNGC）協力帶領進行的國際多重利

益關係方諮詢程序，促成了女性充權原則的誕生。藉由宛如「性別放大鏡」的女

性充權原則，企業即可調查與分析現有企劃專案、基準以及呈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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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實際商業實務的女性充權原則內容，可幫助公司企業量身打造既有或建立嶄

新的政策與實務─以實現女性充權與包容的目標。女性充權原則亦呼應政府與民

間團體的利益，並可支持利益關係人之間的互動，因為必須仰賴大家群起參與，

才能達到兩性平等的目標。身為兩性平等領導者的 UNIFEM，以三十年的經驗與

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組織（擁有超過 7000 家企業、規模最大的企業公民組織），

以及 135 國以上的利益關係人攜手合作。 

 

隨著世界漸趨走向全球化與相互連結的型態，社會及經濟資產的運用方式，對於

成功達成原則目標而言極其重要。然而，不論推廣進展如何，儘管男女平等的國

際立足點相同─亦即是最基本、不可侵犯的人權，女性仍持續遭遇歧視以及排擠

等忽略的問題。幾乎所有國家均透過認可國際人權條約標準的方式，包括公民權、

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而肯定男女平等立足點相同的價值觀。特定

文件更指出保障婦女、原住民、兒童、工作者與身心障礙人士人權的國家職責。

此外，189 個國家於 1995 年第四屆世界婦女會議所採納的「北京行動綱領」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以及 189 個國家於 2000 年採納的「千禧年宣

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均對於建構人權架構帶來莫大貢獻。1 

 

上述國際標準規範為我們帶來啟發，產生所有人均能平等享有機會的共識與願望。

我們希望人民能擁有不受暴力傷害、行使法律賠償權的生活，期盼各國能實踐尊

重與保護女性、男性與兒童人權的義務，並且提供教育及醫療保健等恰當的政府

服務。 

 

上述公約有助於制定國家法律，以及構成世界各機構組織的共同價值觀。與同業、

政府、非政府組織及聯合國 2密切合作的商業領導人，希望透過專門制定的政策

與計畫，而套用支持人權的國際標準規範。企業的使命聲明以及公開呈報政策與

實務的方式，均逐漸體現其致力實踐的承諾，藉此證明上述價值觀對於企業及其

社群而言有多麼重要。3 

 

雖然企業職責、多元化與包容性方面的原則措施整合執行度有所進展，但是女性

於私領域的參與程度─例如 CEO 層級至工廠與供應鏈產業職務，仍無法盡善盡

美。最新研究顯示，性別多元化能有益於企業績效，意指自身利益與共同利益不

會有所牴觸。而 UNIFEM、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組織、具領導地位的其他聯合國

機構、世界銀行以及世界經濟論壇，同樣聲援上述研究發現 4。政府亦肯定納入

女性的做法能夠推動發展，並且認同如需達成千禧年發展目標以及國家經濟與發

展計畫，即須快速推動兩性平等原則。5 

 

在全球互相倚賴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環境中，互助合作的方式對於以下各方面而

言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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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一個生生不息的商業環境，讓行動者、有所作為者、貢獻者與創新者

以廣泛合作的方式，為女性及男性開創機會； 

 讓政府、國際金融機構、私領域、投資者、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及專業組

織，主動參與並協力互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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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充權原則 

 

1. 領導力推動兩性平等 

a. 肯定高階對於兩性平等原則與人權的支持，以及促成高層提出的政策。 

b. 建立以公司為主兩性平等目標，並將推廣進展列為經理績效審查的因

素。 

c. 讓內外利益關係人參與制定促進兩性平等的公司政策、程序與施行計畫

時的過程。 

d. 確保所有政策，均將性別敏感議題納入考量─確認對男女產生不同影響

的因素，並確保企業文化能否促進兩性平等與包容性的原則。 

 

2. 機會平等、包容性與反歧視 

a. 向工作價值相等的所有女性及男性支付相等報酬，並須支付維生工資。 

b. 確保職場政策實務非以性別歧視為制定基礎。 

c. 施行考量性別敏感議題的招募留任實務，主動招募與指派女性擔任經理

與主管級職位以及企業董事會成員。 

d. 確保參與所有層級與商業領域的決策及治理程序的女性人數達 30%以

上。 

e. 提供彈性工作選擇、請假與再度就業擔任相同職位與擁有相同薪資的機

會。 

f. 向男女職員提供服務、資源與資訊，支援安親照護的管道。 

 

3. 安全、健康與遠離暴力 

a. 將對男女產生不同影響的情況納入考量、提供安全工作條件，以及於暴

露危險物質的保護措施並揭露潛在風險，包括對生殖健康的影響。 

b. 建立反對所有職場暴力形式的零容忍政策，包括言語及／或肢體暴力，

並且防範性騷擾問題。 

c. 致力提供健保或其他必要服務，包括為家暴倖存者著想，並且確保所有

員工，均能平等接觸此類管道。 

d. 尊重男女工作者請假看病，或照顧家人的醫護需求與諮詢的權利。 

e. 與員工諮詢時，須確認與解決安全議題，包括女性往返職場與處理公司相

關事務的安全性。 

f. 訓練保全人員與經理分辨婦女受暴跡象，並須瞭解人口販賣、勞力及性

剝削的法律與公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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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訓練 

a. 投資能讓女性在所有層級與商業領域擁有大放異彩機會的職場政策與計

畫，並鼓勵女性踏入非傳統產業的工作領域。 

b. 確保加入公司支援的所有教育訓練計畫機會均等，包括讀寫課程、在職

訓練與資訊科技訓練。 

c. 提供正式或非正式網絡互動及督導活動的均等機會。 

d. 提供能推廣女性充權、對男女均產生正面影響的商業案件機會。 

 

5. 企業發展、供應鏈與行銷實務 

a. 拓展與女性自營企業合作的商業關係，包括小型企業以及女性創業者。 

b. 支持以性別敏感議題為考量，而能解決信貸阻礙問題的方案。 

c. 要求商業合作夥伴與同業，尊重公司致力達到兩性平等與包容性的目

標。 

d. 尊重所有行銷與其他公司素材的女性尊嚴。 

e. 確保公司產品、服務及設施，未作為人口販賣及／或勞力或性剝削的用

途。 

 

6. 社群領導力與投入程度 

a. 以樹立模範的方式領導─展現公司致力達成兩性平等與女性充權原則的

承諾。 

b. 獨自或與他人合作而善用影響力，以提倡兩性平等原則並與商業夥伴、

供應商及社群領導人，協力推廣兩性平等包容原則。 

c. 與社群利益關係人、官員及其他人士合作，屏除歧視與剝削問題，為女

性開放機會。 

d. 推廣與肯定女性在社群的領導能力及貢獻，並確保讓人數充足的女性代

表參與任何社群諮詢程序。 

e. 運用慈善與獎助金計畫，支援公司推廣包容性、兩性平等及人權原則。 

 

7. 透明化、衡量與呈報 

a. 公開說明用以推廣兩性平等原則的公司政策與施行計畫。 

b. 建立能將婦女參與所有層級活動的狀態量化之基準。 

c. 運用性別區隔資料衡量與呈報內外推廣進展。 

d. 將性別指標列入既有呈報義務。 

 

由 UNIFEM 與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組織，經過國際多重利益關係方諮詢過程所集結得出的「女

性充權原則」，為依據「卡爾維特婦女原則」（Calvert Women’s Principles）所改編。卡爾維特

婦女原則原由 UNIFEM 所共同制定，並於 2004 年推廣作為專門針對充權、精進與投資全球婦

女的第一項全球企業行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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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Critical to Achieving the MDGs” 
Moez Doraid,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UNIFEM (part of UN Women) 

 
APEC Women Leaders’ Forum 

Tokyo, 19 September 2010 
 
 
Good afternoon.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among such distinguished participants 
and guests. I want to thank Tomiko Okazaki, Minister of State for Gender Equality. I 
also want to thank Yukako Uchinaga,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My statement today will touch on where we stand globally with respect to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and then what we need to do to ensure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achieving the MDGs. 

 First on where we stand today.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economy and in society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as have the challenges women face.  Globally, the share of 
women in paid employment outside agriculture has increased steadily, if slowly, during 
that period and is now 41 per cent. But serious disparities exist, both in countries and 
across regions. Thus in southern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only 20 per cent of those 
employed outside agriculture are women. And in all countries women still trail behind 
men in terms of access to secure employment, assets and credit, as well as in wage and 
income levels and inheritance and ownership rights.  
 
The ILO now estimates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up to 
18.7 million women have become unemployed. For those who still have jobs, women 
are paid less on average than men for the same job, earning between 70 and 90 percent 
of men’s wages. While the gender pay gap had been slowly narrowing from 2000 to 
2007, since the onse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progress has stalled, and in some countries 
the pay gap has in fact widened. 

With five years remaining until the deadline for achieving the MDGs, in 2015, world 
leaders are gathering tomorrow at the 2010 MDG Summit at UN headquarters to agree 
on global strategies and actions to accelerate progress. As they do so, UNIFEM now 
part of UN Women, will present a Briefing on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the MDGs, 
pointing to key areas where such actions are critical. This is where I come to the second 
part of my presentation regarding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what is being done to 
ensure women empowerment and women’s contribution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MDGs. 
 
The briefing, excerpted from UNIFEM’s forthcoming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Report 2010-2011 on Gender Justice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concludes that despite promising progress on many of the MDG targets, a more de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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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down shows that national averages mask large disparities in terms of gender, 
income and location, with large numbers of women and girls being left behind,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The briefing identifies four critical areas where action is essential: strengthening 
women’s access to employment and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land, credit 
and markets; increasing women’s leadership, voice and influence in society; 
expanding women’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oday, I will speak primarily about the first of these, increasing women’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Let me at the  outset state that this is a moral and human rights imperative 
even before we come to its instrumental value for development. First and foremost, the 
quest for women empowerment emanates from our collective quest for dignity for all. 
 
Beyond this intrinsic value of women empowerment, there is ample substantiation of 
the instrumental value for women empowerment.  What it does to further 
development?? 
 
Studies aft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creasing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poverty and faster growth, better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for families and children and less rapid spread of HIV/AIDS. The Economist 
called women the most powerful engine of global growth, calculating that the 
increased employment of wome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has contributed more to 
such growth than has China.  

Fortunately, there are signs that world leaders are recognizing this reality.  The 
negotiated outcome document for the MDG Summit states that investing in women and 
girls has a multiplier effect on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It includes commitments to increase women’s access to decent work, close gender gaps 
in wages, promote comprehensive social protection and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and 
labour saving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to reduce women’s unpaid care work.  
 
The positive signs do not diminish our recognition of the great challenges. One major 
constraint to women’s access to decent work, is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 within 
the household that assigns women most of the housework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Thi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disadvantage to women seeking to compete for jobs with 
men who do not have these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In addition to such services as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 also in affordable child care 
services.  
 
So too is ensuring women’s access to productive resources, including property and land. 
Women’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ver land not only helps to reduce poverty and 
increase food security but increases women’s livelihood security and access to other 
resources, including credit and other financial products. Where they earn their own 
income, women have more say in domestic decision- making and may be less exposed 
to domestic violence. 

2 
 



 

In this connection, I should mention that estimates of the cost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to public budgets and lost productivity runs in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After years of struggle by women’s rights champions, there are signs that 
governments are beginning to realize the moral abhorrenc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at the costs are too high. The Summit outcome document commits to 
strengthening comprehensive laws,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o comb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ensure their access to justice and protection and that perpetrators are 
prosecuted and punished.  
 
Another challenge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ile wage gaps tend to narrow in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roles, women’s share of senior positions still does not exceed 15 percent 
in any region.  Quotas carry a lot of promise in this regard. Quotas have been so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elected office. In 2003, Norway 
introduced a quota of 40 percent to increase women’s representation on corporate 
boards. Since then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seven times to 
44 percent.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have introduced the same quota, while the French 
parliament is considering taking action.  
 
Many of these issues are also taken up in the joint UNIFEM and UN Global Compact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 Equality Means Business.  The seven Principles 
offer practical guidance on how to empower women in the workplace, marketplace and 
community. They cover a range of actions that can be taken in such areas as corporate 
leadership and board representation, equal opportun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to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community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Principle 7 encourages companies to establish benchmarks and 
transparent processes to measure and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s their gender equality 
goals, using sex-disaggregated data. 
 
Developed through a year-long consultation process and launched in March of this year, 
these Principles are informed by real-life busines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gathered from 
companies across all sectors, demonstrating that the actions that can be taken are proven, 
practical and within reach.  The brochure includes a sample of existing practices and 
key points about how to make and measure progress in each of the areas covered.  
 
A CEO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the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issued in June 
this year, provides a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business leaders can signal their 
intention to strengthen efforts to advance and empower women and use the  Principles 
as guideposts. To date, over 80 chief executives have signed, an indication of the 
growing recognition that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s not on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 it 
is also good for business. 
 
As part of the MDG Summit next week,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leaders will join 
UN and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at the UN Private Sector Forum to discuss concrete 
actions the private sector can take to help close MDG gaps.  Companies announcing 
new commitments – including those that have signed on to the CEO Statement of 
Support – will be recog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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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Japanese companies that have signed on to the CEO Statement will also be 
recognized at a ceremony in Sakai on Thursday.  These include Sharp, Shimano, 
Shiseido, Dentsu, Poppins Corp., Takashimaya, Chuo Labor Bank among many others.     
 
However, the Principles are also intended to inform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ir 
engagement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is context, I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partners that have worked so hard to promote the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in 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 Let me especially 
highlight the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FEM Japan National Committee, the UN Global 
Compact Network team in Tokyo and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It is apt to end my statement by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partner-ships, and say that 
progress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tself is truly a partnership endeavour. A recent 
milestone in this endeavour, a fruit of partnership with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has been the creation of UN Women last July. We count on your support, and we pledge 
ours, as we strive together towards more empowerment of wome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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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演講內容為主 

 

「女性經濟賦權對於達成 MDG 的重要性」 

UNIFEM（UN Women 旗下協會）副執行長 Moez Doraid 

 

APEC 婦女領導人論壇 

2010 年 9 月 19 日，東京 

 

午安，很開心在此和傑出的與會者及佳賓齊聚一堂。我想感謝兩性地位平等部部

長 Tomiko Okazaki，以及籌備委員會的董事長 Yukako Uchinaga。 

 

我今天的演講主題將著重於現今全球女性的經濟參與及賦權概況，以及用以確保女

性賦權的必要措施與達成 MDG 的貢獻。 

 

我們先探討現今概況。 

 

過去 20 年以來，參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女性人數以及女性所面臨的挑戰，均已

大幅增長。以全球概況而言，此時期農業以外的受聘就業女性佔有率已穩定（緩

慢）成長，現已達 41%。但是各國與各地區卻具有嚴重的失衡問題。南亞與北非

農業以外的產業女性受聘比例僅有 20%。以所有國家而言，在就業管道、置產與

申辦信貸、工資收入等級、繼承與所有權方面，女性仍處於不如男性的劣勢。 

 

ILO 預估全球經濟金融危機導致 1870 萬名女性失業。對於仍保有工作的女性而

言，平均薪資卻比相同職務的男性減少許多，約為男性工資的 70~90%。雖然 2000

年~2007 年的兩性薪資落差以緩慢的速度逐漸縮短，但是金融危機爆發後，改善

落差的進展延宕，使得某些國家的薪資落差更加擴大。 

 

距離於 2015 年達成 MDG 的期限仍剩下五年，全球領導人將於明天在聯合國總

部的 2010 MDG 高峰會齊聚一堂，以取得全球策略及加快進展速度之措施的共

識。同時，身為 UN Women 旗下協會的 UNIFEM，將針對 MDG 的性別層面進

行簡報，以說明實施重要措施的主要範圍。我接下來的第二部分簡報，則將說明

用以確保女性賦權以及女性對於達成 MDG 之貢獻，所必須完成的措施以及已施

行的措施。 

 

節錄自 UNIFEM 即將發布《2010-2011 年世界婦女報告進展》（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Report 2010-2011 on）中的「性別正義與千禧年發展目標（MDG）」

內容指出，儘管眾多 MDG 目標進展有望，但是進一步的詳細分析顯示，各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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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平均概況卻無法彰顯性別、收入與地區失衡的問題，尤其是農業區的眾多女性

均受到忽略。 

 

簡報內容指出須採取基本措施的四大重要範圍：強化女性就業管道與維生機會，

包括購地、信貸與進入市場的機會、增進女性在社會上的領導力、發聲能力與影

響力、拓展女性接觸公共服務的管道，以及終止女性受暴的問題等。 

 

今天，我將主要探討增進女性經濟機會的部分。我先開宗明義的說，我們不只是

探討女性發展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而是需要面對道德及人權的當務

之急。最重要的是，尋求女性賦權的出發點來自我們對於尊嚴的尊重。 

 

除了女性賦權的內在價值以外，女性賦權亦具有豐富的具體工具價值。那麼此類

價值對於女性賦權的進一步發展有何幫助？ 

 

重多研究顯示，增進女性就業機會與提升女性薪資，均與降低貧窮、促進快速經

濟成長、為家庭與孩子帶來較佳受教育機會和收入，以及減緩 HIV/AIDS 散播速

度有關。The Econimist 雜誌稱女性為推動全球成長的強大動力，該雜誌估算出已

開發國家所增加的女性就業機會，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已超越中國。 

 

可喜的是，世界領導人已逐漸認可此實際問題。MDG 高峰會的協商結果文件內

容指出，投資女性權益能對產能、效率與永續經濟成長帶來多重效益，包括致力

於增進女性接觸合宜勞動管道的機會、屏除兩性工資落差、推廣全面社會保障，

以及投資基本建設與節省勞力的技術，尤其是針對農業區，以減少女性無薪的照

護工作量。 

 

正面的進展跡象，並未減弱我們察覺重大挑戰的敏銳度。女性接觸合宜勞動管道

的ㄧ大限制，在於家庭性別分工的問題，因為女性須負責多數家事及持家職責。

此情況使得希望與男性競爭工作的女性處於極大劣勢，因為男性不需負責額外的

家事職責。除了提供保健與教育機會等服務以外，亦需重視可負擔的安親服務投

資。 

 

我們同樣需要確保女性接觸生產資源的管道，包括置產購地資源。女性擁有及掌

管土地的能力，不僅有助於減少貧窮問題與增加糧食保障，更能加強女性維生保

障以及接觸其他資源的管道，包括申辦信貸及其他金融產品。女性掙得自己的收

入後，更能在家庭決策方面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可能減少家庭暴力的問題。 

 

我想經由此層面，說明一下每年女性受暴所造成的公共預算成本及損失的產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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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十億元。經過多年爭取女權的成果，各政府機關已逐漸開始於道德上憎惡女性

受暴的問題，以及體認女性受暴所損失的龐大成本代價。高峰會結果文件內容表

示，應致力加強完善的法律、政策與計畫，以打擊女性受暴問題、確保為女性伸

張正義與保護女性的管道，並且起訴與懲處施暴者。 

 

另一項挑戰在於，雖然專業與管理級職務的工資落差有改善的趨勢，但是各地區

由女性擔任資深職位的比例仍不超過 15%。Quotas 則承諾大幅改善此問題，而

一直有效增加選舉辦事處的女性代表人人數。2003 年，挪威致力於增加 40%的

企業董事會女性代表人。自此之後，女性比例即攀升為 7 倍而達到 44%的成果。

西班牙與荷蘭則採用相同做法，而法國議會目前則考慮採取措施。 

 

UNIFEM 與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組織聯合推廣的女性賦權原則─婦女職場平等

權（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 Equality Means Business）亦針對此類議

題。七大原則以實際指引方向，說明在職場、市場及社群賦權女性的方式。原則

內容涵蓋可於各領域實踐的措施，包括企業領導職位與董事會代表、平等權和反

歧視、職場健康與安全、接觸教育訓練計畫的管道、創業發展以及支持女性創業

者、擔任社群領導人地位和參與活動。第 7 點原則鼓勵公司企業建立基準及透明

化的程序，以衡量與呈報運用性別區分資料而努力的兩性平等目標進度。 

 

透過長達一年的諮詢與制定程序，且於今年三月開始推廣實踐的女性賦權原則，

集結所有領域公司企業的實際商業政策與實務，藉此展示所建議的措施，均為易

於實際執行且經過證實的方法。宣導手冊包含實務範例，以及針對每個範圍採取

措施與衡量進度的方法重點。 

 

今年六月所發布的「女性賦權原則 CEO 支持聲明」（CEO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the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透過商業領導人的觀點而闡述他們欲加強

針對精進與賦權女性所做的努力，以及運用女性賦權原則為指引。直至今日，已

有超過 80 名的總裁簽署此份聲明，表示商業領導人逐漸肯定兩性平等不僅為恰

當的做法，更有益於商業。 

 

下週召開的 MDG 高峰會中，政府與私領域領導人將與聯合國及民間社會團體代

表人，於聯合國私領域論壇（UN Private Sector Forum）討論私領域可縮減 MDG

落差的具體措施，並將表揚各公司企業所宣布的新承諾─包括已簽署 CEO 支持

聲明的人士。 

 

星期四於堺市舉辦的典禮中，亦將表揚簽署 CEO 聲明的日本領導公司，包括夏

普、Shimano、資生堂、Dentsu、Poppins Corp.、Takashimaya、Chuo Labor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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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不過，女性賦權原則的用意，包括告知其他利益關係人與商業社群的互動合作方式。

以此方面而言，我想藉此機會感謝所有合作夥伴，如此努力不懈的在日本與全球推

廣女性賦權原則。我想特別感謝 UNIFEM 日本國家委員會、聯合國全球企業盟約

組織的東京團隊，以及國際職業婦女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之間的合作。 

 

最後，我想肯定與表揚各界的合作努力，推廣兩性平等目標的進展實屬大家協力

合作的成果。此項成就最近的里程碑，就是由政府與民間社會團體於去年七月共

同成立的 UN Women。我們仰賴各位的支持，並且向各位保證，我們一定會致

力邁向創造更多女性賦權機會的目標。 

 

感謝各位。 

 

 



2010 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From High Heels to Safety Boots
Nicole Hollows, CEO & Managing Director

20 September 2010

Legal Disclaimer

• This presentation may contain certain unaudi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Macarthur Coal group for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As such, it has not been subject to an audit or an audit review process or otherwise independently verified and may change as a
result of the audit process currently being undertaken.

• This presentation may contain certain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Such statements are only predictions, are based on certain
assumptions and involve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factors, many of which are beyond Macarthur Coal’s control.

• Actual events or results may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e events or results expected or implied in any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

• The inclusion of such statement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on, warranty or predi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accuracy of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or that any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will be or are likely to be fulfilled.

• Macarthur Coal undertakes no obligation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 to reflect events or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subject to stock exchang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particular needs of any person.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constitutes investment, legal, tax or other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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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listing of Macarthur Coal on ASX: 5 
July 2001

• Market capitalisation: A$3bn
• Macarthur Coal owns a 73.3% interest in 

the Coppabella Mine and the Moorvale 
Mine through the Coppabella & Moorvale 
Joint Venture (CMJV)

• Installe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7.9Mtpa 
(100% basis) or 5.8Mtpa Macarthur Coal 
share

• Developing the Middlemount Mine to 
produce up to 4Mtpa

• Largest LV PCI producer in the world for 
the seaborne market

• Extensive portfolio of ot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Coppabella 
Coal Mine

Moorvale
Coal Mine

Middlemount 
Mine Project

Macarthur -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seaborne LV PCI

Macarthur Coal – Who are we?

• Bachelor of Business Degree – Accounting major, Law minor
• Chartered Accountant (CA)
• Chartered Secretary (CS)
• More than 18 years of commercial experience
• More than 12 years working with Macarthur Coal and related entities 

(CEO, CFO and CFO / Company Secretary of MCCM)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Managing Director of Macarthur Coal Ltd
• Queensland Resources Council President
• Committee member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T) 

Faculty of Business Executive Dean’s CEO Strategy Group
• Trustee of the Queensland Museum Foundation

Starting out

From an accountant to CEO of a mining company 4



• There are many options and there 
are places where there is little 
distinc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 Need to lead by example 
irrespective of gender or age

• Be recognised for our contribution 
and our performance

• Diversity needs to be driven and 
promoted from the top with the 
support of human resources

Lead by example to promote diversity

My Experience:
Being a woman in Business

5

We need to increase women in managemen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omen leaders

Source: EOWA Australian Census of Women in Leadership 2008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ercentages 
of women Executive Managers

6



• In 2007, 80% of Fortune 500 boards included at least one woman

• In 2008, of the ASX Top 200 companies:
– 54% had women on the executive team 
– 10.7% had women in executive leadership roles 
– 49% had a woman director on the Board

• Women leaders in the ASX500 include: 225 directors (7.1%), 10 
chairman, 13 CEOs and 45 CFO positions 

(source: Reibey Institute)

• We are improving - 25% of ASX Top 200 board appointees were 
female (vs 5% in 2009) for the first 7 months of this calendar year

Gender diversity is important

Gender Diversity: Listed Companies

7

• A 2008 McKinsey study shows that companies with the most gender 
diverse management teams have an average EBIT 48% higher than 
their industry norms.

• It’s not that women are inherently more talented than men or skills, 
but it seems those companies which identify and promote female 
talent into leadership roles have culture that enable them to 
recognise talent in any form and make good use of it.

(source:CEW paper)

• Supporting reasons for greater women representation:
-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tyles to business situations
- Access to a greater labour market pool
- Women are consumers 
- Social reasons

Women in business provide diversity – in gender and perspectives

Gender Diversity: The Merits

8



Barriers to women in leadership and/or Board roles are:

• Work / life balance choices
• Access to childcare
• Flexible hours – as a business generally needs full time 

CEO/executives
• Smaller pool to select with few women in line management 

executive roles 
• The net is not cast wide enough in recruitment
• The selection criteria is not transparent or consistent.

Reasons for lack of women in leadership

There are many barriers to women in leadership roles 9

• Research shows that one is not enough - women need to be present 
in sufficient numbers at senior levels to drive cultural change

• Solo women on boards can feel isolated and marginalised especially 
if odd one out - just like they can and do on a mine site!

• Work is being done to increase the numbers of women on Boards in 
Australia:
-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ve advised that Government Boards 

should comprise of at least 40% women, within 5 years
- Various listed companies are announcing that they will increase 

women in management and under represented roles [Woolworths, 
Origin Energy]

We need to promote a number of women at all levels in organisations as critical mass is required to drive change

Is one woman on a Board or a team 
sufficient?

10



More Women on Boards?

• Mandatory level of female board membership. Should it be 
legislated?
- The new proposed ASX rules for women on boards on the "if not 

why not" premise requires companies to monitor achievement 
against gender objectives set by the Board across various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 AICD ASX200 Chairman’s mentoring women director roles is a 
great initiative

• But what is the situ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 Recent Survey found that women accounted for only around 11% 

of owners and managers of the surveyed businesses
- Women appear to b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new business 

ventures.
(Source: MGI Australian Family and Private business Survey 2010 conducted by RMIT University)

• Greater women representation starts at Board level, and needs 
to be driven from the top in organisations and become reality

11Increasing diversity needs to be driven from the top

• Queensland Resources Council (QRC) member 
companies reflect women working in the sector 
increased to 14% for 2008-09 from 11.3% in 
2007-08.

• Over the last 3 years to 2008/09,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lbeit off a 
low base):
- 400% (from 22 to 110) for executive & senior 

management roles
- 62% for engineering roles
- 59% for geologists
- 275% for trades people
- 207% for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employees

Women working in resources sector in Queensland represent 14%

Case Study:
Queensland Resources Council Women in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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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versity at Macarthur Coal

2010 Macarthur Coal EOWA Report

• Macarthur Coal has 7 females in Senior Management Positions
– 1/7 Board
– 1/6 Executive Leadership Group
– 7/27 Business Performance Group

• Overall percentage of women in Macarthur Coal work force is 
21%

• We currently employ a total 75 female staff (full time) across our 
Corporate office, Coppabella and Moorvale mine sites

• 20 being Truck Operators at Coppabella 

13Overall percentage of women in Macarthur is 21%

As women leaders we need to:

• Lead by example

• Provide leadership by supporting 

our people to deliver results

• Continue to learn and grow

• Take initiative & create 

opportunities

• Embrace chang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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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APEC 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 

從高跟鞋至安全靴的轉變 
CEO 暨總經理 Nicole Hollows 

2010 年 9 月 20 日 

 

 

 

 
 
 

法律聲明 
 
 
 
 

 此份簡報可能含有與 Macarthur Coal 集團當前財政年度有關的特定未稽核財政資料。因此，該資

料尚未經過稽核審查程序或受到獨立機構審核，如經稽核程序，資料內容可能有所改變。 

 此份簡報可能含有特定的前瞻聲明。此類聲明僅為根據特定假設情況，加上已知與未知之風險、不

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所做的預測，上述許多因素均超越 Macarthur Coal 的掌控。 

 實際事件或結果，可能與前瞻聲明所預期或默示的事件或結果不同。 

 此類聲明不代表或不應保證或預測假設的準確性，或作為將來可能實現前瞻聲明的指標。 

 Macarthur Coal 無義務於簡報過後，針對事件或情況而更新任何前瞻聲明內容（受到證交法揭露規

定的約束）。 

 此份簡報資料並未將任何人士之目的、財務狀況，或特定需求納入考量。此份簡報未含有投資、法

律、稅務或其他建議。 

 



 

 

 
 
 

Macarthur Coal 簡介 
 

 Macarthur Coal 於澳洲證券交易所（ASX）的

公開上市日期：2001 年 7 月 5 日。 

 市場資本總額：30 億澳幣。 

 Macarthur Coal 透過 Coppabella & Moorvale
聯營企業（CMJV），而擁有 Coppaella 礦坑

與 Moorvale 礦坑的 73.3%股份。 

 擁有 7.9Mtpa 固定產能（以 100%為基礎），

或 5.8Mtpa Macarthur Coal 佔有率。 

 目前開發 Middlemount 礦坑以達到 4Mtpa 礦

產量。 

 屬於海運市場規模最大的 LV PCI 生產者。 

 擁有廣泛產品組合，具備其他成長機會。 

 
 
 
 
 
 
 

Macarthur─全球規模最大的海運 LV PCI 出口商。 

 

 

 
 
 

學經歷背景 
 

 取得商學士學位─主修會計，副修法律。 

 擔任特許會計師（CA） 

 擔任特許祕書（CS） 

 超過 18 年的從商經驗 

 於 Macarthur Coal 及相關事業體服務年資超過 12 年（擔任 CEO、CFO 與 CFO/MCCM 公司特助） 

 擔任 Macarthur Coal Ltd 行政總裁暨總經理 

 擔任昆士蘭資源委員會（Queensland Resources Council）會長 

 擔任昆士蘭科技大學（QUT）委員 
擔任商業執行院長的 CEO 策略團體職員 

 擔任昆士蘭博物館基金會託管人 

 
 
 

從會計晉升至礦採公司 CEO 的歷程。 



 

 

我的經歷： 
身為從商婦女 
 
 

 許多工作選擇及公司鮮少以男女有別為

區隔。 

 必須樹立不拘性別或年齡的模範而領導。 

 我們的貢獻與表現須獲得肯定。 

 須推動多元化，並透過人資部的支持而提

供升遷機會。 

 
 
 
 
 
 
 
 
 
 
 
 
 
 
 

以樹立模範的方式領導，推廣職場多元化。 

 

 

 
 
 

國際上由女性擔任執行經理的比例相較圖 
 
 
 
 
 
 
 
 
 
 
 
 
 
 
 
 
 
 
 
 
 
 
 

圖 8  由女性擔任的執行經理 
 

資料來源：2008 年 EOWA 澳洲女性領導人普查 
 
 
 

我們必須增加女性在管理階級的人數，進而提升女性領導人的人數。 



 

 

 
 
 

性別多元化：上市公司 
 
 

 2007 年，80%的財富 500 大董事會，均至少納入一名女性董事。 

 2008 年，ASX 200 大企業： 
─ 54%企業聘用女性任職於執行團隊 
─ 10.7%的企業聘用女性擔任執行領導職務 
─ 49%的企業聘用女性董事 

 ASX500 的女性領導人包括：225 名董事（7.1%）、10 名主席、13 名 CEO 以及 45 名 CFO。 

（資料來源：Reibey Institute） 

 我們已有所改善─今年前七個月的 ASX 200 大董事會，有 25%的董事為女性（2009 年僅有 5%）。 

 
 
 
 
 
 
 
 
 
 
 

性別多元化十分重要。 

 

 

 
 
 

性別多元化：優點 
 
 

 2008 年 McKinsey 研究結果顯示，擁有性別最多元化管理團隊的公司企業，EBIT 平均比產業標準

值高出 48%。 

 重點不在於女性與生俱來的才能超越男性，而是肯定及推廣女性人才擔任領導職務的此類公司企

業，似乎擁有賞識與善加運用各類人才的文化。 

（資料來源：CEW 論文） 

 推廣女性代表職務的支持原因： 
─ 為各種商業情況帶來不同觀點與行事作風 
─ 接觸更廣泛的勞工市場 
─ 女性亦為消費者 
─ 社會因素 

 
 
 
 
 
 
 
 
 
 

以性別觀點而論─從商婦女能帶來多元化特性。 



 

 

 
 
 

女性領導人匱乏的原因 
 
 

阻礙女性擔任領導職務及／或董事會職務的原因如下： 
 
 

 職場／生活權衡下的選擇 
 安親管道 
 彈性工時─企業一般需要全職的 CEO／執行長 
 可擔任部門管理執行職務的女性人選極少 
 招募聘僱人員的門檻過高 
 聘僱人選標準不夠透明化或一致。 

 
 
 
 
 
 
 
 
 
 
 
 
 
 
 

女性受到許多阻礙限制，而無法順利擔任領導職務。 

 

 

一個董事會或團隊僅納入 
一名女性是否足夠？ 
 
 

 研究顯示僅納入一名女性的做法並不夠─高階職務的女性人數須充足，才能推動公司文化的轉變。 

 董事會中如僅有一名女性，該人員會感到被孤立排擠，尤其是女性為異己的情況─例如礦場對女性

避之唯恐不及的情況！ 

 澳洲針對增加董事會女性董事人數所做的努力： 
─ 澳洲政府建議，五年內須達成政府董事會女性比例佔 40%的目標。 
─ 許多上市公司均宣布，將增加女性高階及主管階級人數[Woolworths、Origin Energy]。 

 
 
 
 
 
 
 
 
 
 
 
 
 
 
 
 
 

我們需要推廣增加各組織階級女性人數的做法，以推動公司轉變。 



 

 

 
 
 

董事會是否需要更多女性董事？ 
 
 

 硬性規定女性董事人數。是否應立法規定？ 
─ ASX 針對女性董事所提出的最新建議，以「姑且一試」的前提要求公司，監督董事會於組織各

階級所制定的兩性平等目標成就。 
─ 監督女性董事職務施行成效的 AICD ASX200 Chairman 實屬一大創舉。 

 私領域的女性董事施行成效為何？ 
─ 近期研究顯示，受訪企業中，僅有 11%的老闆及經理為女性。 
─ 女性於新興企業中的表現逐漸脫穎而出。 

（資料來源：由 RMIT 大學進行的 2010 年 MGI 澳洲家庭及民營事業問券調查） 

 從董事會層級開始增加女性代表人數，並且從組織高層推廣實踐。 
 
 
 
 
 
 
 
 
 
 
 
 
 

必須從高層開始推動實踐性別多元化的概念。 

 

 

個案研究： 
昆士蘭礦業資源委員會的女性 
 
 

 昆士蘭資源委員會（QRC）會員公司，表示該領域女性人數，從

2007~2008 年的 11.3%攀升至 2008~2009 年的 14%。 
 至 2008/09 年的過去 3 年以來，女性人員比例已大幅增長（奠定

良好基礎）： 
─ 執行與資深管理職位人數攀升 400%（從 22 名增加至 110 名） 
─ 工程職位人數攀升 62% 
─ 地質學家人數攀升 59% 
─ 貿易類職位人數攀升 275% 
─ 營運與生產類員工人數攀升 207% 

 
 
 
 
 
 
 
 
 
 
 
 
 
 

昆士蘭資源產業的女性就業人數佔 14%。 



 

 

 
 
 

Macarthur Coal 的性別多元化 
 
 

2010 年 Macarthur Coal EOWA 報告 
 
 

 Macarthur Coal 共有 7 名女性高階管理人員 
─ 7 人董事會中，有 1 人為女性。 
─ 6 人執行領導團隊中，有 1 人為女性。 
─ 27 人商業績效團隊中，有 7 人為女性。 

 

 Macarthur Coal 的女性人力資源 21%。 
 

 我們目前於企業內勤、Coppabella 及 Moorvale 礦場僱用的全職女

性職員共 75 名。 
 

 20 名女性於 Coppabella 礦場擔任工程車操作員。 
 
 
 
 
 
 
 
 
 

Macarthur 女性人員比例共佔 21%。 

 

 

 
 
 

結論 
 

身為女性領導人的我們，應謹記以下原則： 
 

 以樹立模範的方式領導。 

 以支持人員達到成果目標的方式，展現領導力。 

 不斷學習成長。 

 主動出擊與創造機會。 

 樂於接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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