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陸、婦權基金會補助代表心得報告 

 

撰寫團員名錄 

  姓名  單位職稱 

1  楊秀芝  全家樂家具行負責人 

2  張惠玲  中華經營管理職能發展中心有限公司總經理 

3  馬惠禎  馬惠禎創意美學有限公司負責人 

4  黃詠雪  代比爾珠寶有限公司董事長 

5  張美麗  建新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6  林美  捷立達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7  蔡欣青  蔡家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8  鄭素味  綠環國際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理 

9  徐孟榆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0  簡碧慧  慧冠群事業有限公司總經理 

11  劉惠娟  理想旅運社斗六分公司經理 

12  施伊凡  赫利有限公司負責人 

13  陳彥君  高第藝術玻璃工房負責人 

14  鄧玲如  寧波風味小館負責人 

15  姚家珍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創辦人 

16  楊雅萍  魚玄機水產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17  楊慧玲  四維創新材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8  陳明雪  古得企業社負責人 

19  陳娟娟  常專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20  吳佩殷  正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21  鄭如意  鄭如意創意工作室負責人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楊秀芝 
服務單位 全家樂家具行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此次我最注意聆聽中國大陸的演講者說的內容，畢竟中國和台灣

只有隔著台灣海峽，其實文化背景與思想卻是一樣的，所以當中

國演講者上台我非常的專注，她是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婦女

聯合會副主席、中國婦女發展基金會副理事長、中國勞動學會副

會長、中國婦女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她提出來：中國企業主婦女佔有 20%，95%是屬於中小規模，45%
在服務業。因為當今的金融風暴，婦女企業快速的改營運模式，

她們轉向有 13 億人口的國內市場需求，且採取彈性與多方位的

營運模式，並且創造了城鄉的婦女就業機會，根據『中國婦女基

金會』調查，70%的婦女企業滿意她們的企業模式。中國政府採

取『確保成長、人民生命及穩定』這也幫助了婦女創業與婦女企

業。全國婦聯也積極的保護婦女權益，中國婦女發展基金會的積

極行動是：政策性支持、生產與就業、創業機會，並為婦女提共

訓練。 
政策反思與建議 

 
今天台灣也有一個〝婦女權益基金會〞，每年不斷的在鼓勵婦女

創業或是給予婦女創新企業營運的教育，但是往往還是有許多婦

女不得其門而入，有的轉向青輔會、中小企業處、商業司，雖然

政府單位部門很多資源可以給婦女，最後常常會有重覆或是歸屬

的問題。 
是否政府公部門可以如中國一樣委由民間的婦女團體 NGO 來委

辦，把婦女的創業或是企業需求整合到屬於『婦女團體』的 NGO，
大量的鼓勵與宣傳，始能發揮『婦女組織 NGO』真正的效益。 
婦女權益基金會簡稱 WLN 可以像是傘狀式的散佈在台灣各個角

落，成為一個非常有活力的組織網絡，且有組織的有專業為婦女

做諮詢或是志工無給職的服務，這樣在社會上婦女團體也會聲明

遠播，更能幫助一些需要創業或是就業的婦女姐妹們。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本人創業已經 27 年，從小店面到達千坪展示場，雖然成功者的

後面是有許多過程的艱辛，但是那卻是讓我更堅毅的耐力，這就

是女性的天性『韌性與耐力』。此次我參加 14th 的 APEC，認識

了許多國外的女企業，我認識到一位韓國女性經濟人協會理事

長—安潤貞女士，雖然我們兩個溝通的英語不是很順暢，但是她

有一個家具部門的公司，所以我們也談到她會來台灣看看台灣的

家具市場，畢竟家具賣場不會有寒冬，任何一個人眼睛睜開來就

會接觸家具，所以我認為參加 APEC 有三種基本的貢獻與成果 
第一： 
替台灣發聲：因為我一直對很多外國人說我來自台灣台北讓外國

人知道台灣『I come from Taipei, Taiwan.』 

第二：替自己的產業行銷 
因為我是從事家具業，所以我大方的態度行銷我自己與行銷我的

產業，讓外國人知道我在家具業的專長，或許可以開創國外的商

機。 
第三：團隊形象 
因為我一直很遵循團隊精神，在台灣婦權會開會就說好帶著紫色

絲巾做為台灣的代表，所以我都找搭配紫色系列的衣服，在外國

人眼中覺得亮麗且非常的吸引人，我都解說這是台灣的國蘭

『Taiwan orchids』 
國際網絡連結 

 
 

有交換到新加坡、祕魯、日本、韓國、南非、澳洲、巴布亞紐幾

內亞、中國、智利、俄羅斯、加拿大、紐西蘭、菲律賓等國的女

企業家的名片。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 張(如附件)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如附件)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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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電話/ Email Rouyi.chang@gmail.com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今年議題:Wome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PEC 
8/4 (二) WLN 會議第一天： 
1.專題演講：「APEC 的女性-未來的挑戰與啟發」 

Chan Heng Chee 教授 
2.全體會議：「女性與 APEC 永續發展」 
主持人：Chua Sock Koong 女士(本屆 WLN 主席) 
講  者：(1)Andrina Lever 女士(加拿大 Lever 企業總裁) 

(2)Mayra Buvinic 女士(世界銀行集團執行長) 
(3)Ines Alberdi 女士(UNIFEM 執行長) 

3.專題討論：「女性商務」 
主持人：Josephine Teo 女士(Bishan-Toa Payoh 集選區國會議員) 
講  者：(1)Pacita Juan 女士(菲律賓) 

(2)Francine Whiteduck 女士(加拿大) 
 

8/5 (三) WLN 會議第二天： 
1.全體會議：「度過金融暴風：如何在當今財務情勢下提昇女性經濟機

會」 
主持人：Sarah Mazrinac 博士 
講  者：Noeleen Heyzer 博士(聯合國副秘書長、亞太經濟社會委員

會 UNESCAP 執行秘書) 
※中華台北代表團王團長如玄演說 
全球經濟衰退造成的影響： 
工作條件的惡化、生產過剩、收入減少、增加工人流動的數量、降

低生活品質、在收入減少下維持家庭生計的壓力、需付出更多心力

在老人和小孩身上 
中華台北方案：(我們如何協助女性) 
提出 4 個方案如下：(輔導就業、家庭關懷) 
【飛雁計畫】 
–政府補助計劃 
–輔導女性創業 



–除了 2000 年開始方案外，並延伸到今日完善的創業輔導 
【政府勞工委員會-女性創業小額貸款】 
–高可貸至 100 萬元(約 3000 美金)，2 年無利息 
–非自願性離職， 遭受職業災害者 
【短期照護】 
–政府  國民教育部方案 
–國小生 
–課後輔導 
【長期照護】 
–照顧年長者 
–10 年照護工作的計劃 
→重責危機對婦女來說是不公平的承擔 

2.工作坊 1：女性與知識經濟 
講  者：(1)Chonchanok Viravan(泰國) 

(2)Patrice Braun(澳洲 Ballarat 大學資深研究員) 
全球網際網路創造知識經濟 
○1 2009 年超過 10 億位網路使用者，亞太地區占 41%的

網際網路用戶 
○2 對於今日當地及全球女性同胞的機會︰新通訊通道和

網路、資料流動、顧問和支援和重要性、增加靈活性

○3 知識經濟：全球化複雜性機動性的力量迅速的變化聯

網(Web 2.0)ICT 使能夠處理改組資料流動靈活性交互

式學習，知識開啟關鍵作用，傳播創造和使用知識 
○4 知識經濟：透過它在對交易的影響，通訊和解決問題，

知識經濟增加給生意的機會並且兌換這可能提供一利

益給女性，特別是女性企業家的我們工作的自然；知

識經濟描述重要的新方針，因為 ICT 降低位置和標準

的重要性，改變商業模式，且建立一個水準化的產業；

在這次迅速改變的 ITC 革命裡，我們考量女性的角

色，並發展經濟和市場定位的女性存在位置 
(3)Jessica Tan(新加波，MP for East Coast GRC) 
(4)江組長文若(經濟部國際貿易局組長) 

政策反思與建議 看到新加坡此一彈丸之地，能吸引全球富翁目光、炒熱賭博娛樂

業，金沙集團斥資在新加坡的賭場，預計明年開始營運，F1 賽車亦跟

新加坡簽下五年合約，於夜間比賽賽車，真是不可思議呀!面積如此小

的島國，竟能如此發展貿易，擁有全世界最大摩天輪，俯瞰新加坡全

島；百分之五十水權屬於馬來西亞，沒有耕作，物資大都仰賴進口，

觀光興盛，賺進不少外匯，人民生活水平高； 國際化程度高，新加坡



將英文列為第一語言 其它母語為第二語言 讓新加坡人民都有國際化

的水準 又可以保有自己的母語，台灣和新加坡一樣都是小的島型國

家，他們可以，相信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此次，也很榮幸的跟隨王主委於 8/3 早上，至新加坡職能培訓中

心觀摩參訪，聽取就業與職能培訓中心-王乙康主席簡報內容訴說著

『一站式就業培訓服務』，培訓係由各職類工會組織所推動，政府政策

性預算支持，人民服從性的遵守規定，是如此的祥和沒有抗爭，人民

接受政府的安排；從失業面試訪談起，至 Work- shop 就業行業認知培

訓一天，後派至所需職類工會做職能訓練，訓練時可請領生活津貼補

助，結訓後由工會介紹就業等一站式服務。新加坡自 1965 年建國以

來，今年已 44 年了，在華裔前總理李光耀先生及其子李顯隆總理領導

下，將新加坡經濟帶動繁榮，並獲得模範城之殊榮，真是值得我們學

習! 本身所經營之企業為培訓產業，此次參訪 e2i 職能培訓中心，讓

我學習頗多，對我事業上的啟發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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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個人的影響: 

此次感謝婦權基金會，讓我們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 11 位委

員，能有機會參與加坡 14＇＇APEC- WLN 2009 婦女領導人國際會議，

並獲得公會補助，著實非常感謝! 惠玲於 2007 年第一次參與澳洲國家

所主辦之12屆APEC-WLN，今2009年再次參與新加坡所主辦14＂APEC-

WLN，兩次會議兩樣情，前者興奮、後者感動；澳洲心情是-期待的/

興奮的/新奇的，新加坡心情係-緊繃的/疲累的/感動的。何以說呢?

因 王主委如玄授與一項重要任務，即是閉幕會議時之台灣團體表演節

目策劃，此乃代表國家顏面與榮耀，豈可馬虎隨意；遂即展開每晚之

排練，為求動作整齊一致、士氣蕩然澎湃，一次又一次操練均至凌晨

2-3 點，大家毫無怨言的拖著疲憊身軀，仍舊前後擺動不停歇，此番

愛國情操革命情感，讓惠玲感動不已，僅管已是聲音沙啞，但覺如此

發揮團隊精神，個個女企業家精神表露無遺；終究在 8/5 晚宴時帶動

全場齊唱『高山青』，台下全體手牽手歡唱彼此圍繞著，台上的我已是

熱淚盈眶，激動不已!台灣終於在國際舞台上，受到大家的稱讚與掌

聲，我想那晚我們是驕傲的/自信的/閃亮的國家隊伍，我們高喊台灣!

台灣!台灣!而非 Chiness Taipei，因為 2007 年在澳洲我們是受到中

共抗議的，2008 年秘魯更是如此，而今年是激昂的/驕傲的，所有表

演我們最熱鬧精彩，所以是兩次會議兩樣情。 

新加坡人積極熱情、團隊分工效率佳、每個晚宴招待，每桌均安

排有一在地社團會員，貼心服務解說，閉幕晚宴更是有精美禮物餽贈，

在在顯示國際化禮儀，所有排場表演都深得人心，令人甚為感動期之



用心，且都是發動各社團領導人贊助支持，真是發揮生意人經營之道。

國際網絡連結 提供您會議中所結識的 24 名國際友人名片 

相關照片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馬惠禎 
服務單位 馬惠禎創意美學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

要 
在 2030 年-當全球人口增加，對資源的需求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危機。

本次會議將討論重要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未來應納入可持續的政

策。這次會議還將審查婦女的貢獻在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它們所面

臨的挑戰。 

前美國第一夫人埃莉諾羅斯福說＂未來屬於相信美麗夢想的人＂。 成

千上萬的婦女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所做的作出重大貢獻，只是他們現

在的企業負責人。本次全體會議將審議推動女企業家的崛起因素及其

對世界的貿易和商業的影響。  

多年來，在世界許多地區，婦女已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專業人士和領

導產業。許多人對在社會中擔任領導職務，包括政府和國際組織。第

十四屆亞太經合組織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主要討論“婦女與可持續

發展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婦女領導人在貿易和商業上，由亞太經

合組織 21 個成員經濟體交流思想，相互學習。 

亞太經濟體中 21 會員國來說，是非常多樣的。我們有許多種族和宗教。

我們講多國語言。我們的歷史和文化也同樣各不相同。我們的經濟可

能是不分大小，貧富的自然資源，農村或高度都市化，歐式或一個小

島嶼國家。但對我們所有人來說，發展依賴於我們的社會投資於本國

人民，並充分利用他們的所有人才。和任何社會下採用的才幹和能力，

一半以上的成員可以制定充分發揮其潛力。  

當然，在過去，許多社會實踐在世界各地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男人

外出工作，負責養家糊口。婦女留在家裡，照顧家庭和孩子。這些不

同的路徑，建構了早期的生活。但是，社會的成功往往是不斷的更新

建構的模式，受過教育的婦女可以發揮自己的潛力。今天，在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婦女佔一半以上的勞動力，婦女增強了該地區的經濟發

展。 

婦女參與由男性佔主導地位的通信技術產業發展和演變。是一個知識

型經濟也是一把雙刃劍，可以創造財富和加深不平等。政策需要創造

一個公平和有利的環境，才可以幫助婦女發展知識經濟。 

非營利組織和社會企業共同努力下，個人、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可以

幫助社區發展和減少社會中不斷擴大的差距。 



政策反思與

建議 
 

十四屆婦女領導人網絡會議所做出的政策建議有：  

1 、加強能力建設方案，包括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的婦女。 

加強能力建設必須是非常實用性而落實發展的，很多培訓計畫太

偏重理論，培訓之後無法真正落實在創造就業或創業，也造成資

源的浪費。政府在開設職業技能培訓教育前應先做好調查工作，

職業訓練應符合婦女興趣進行，能得到較好的結果。 

2 、創造就業機會方案。  

目前政府的就業方案多是短期的，婦女需要長期而且安定的工

作，短期的工作容易造成婦女的恐慌，隨時要耽憂工作結束的不

安全感，也無法全心全力發揮在工作職場。 

3 、確保獲得資金尤其是對微型和小型企業。 

台灣對於這部份有很好的規劃-創業鳳凰貸款。可惜宣傳不夠，另

大部分的婦女並沒有能力建構創業計畫書，需要更多的輔導措施

幫助婦女取得資格。  

4 、安全的婦女社會安全網。 

在台灣，有許多的安全死角，而婦女卻可能不得不涉入，很多巷

道是沒有路燈設置的、地下室、停車場經常是令人卻步，又不得

不去，意外常常就在這些地方發生了，需要建構安全的網絡，例

如嚴格執行照明和錄影，讓婦女免於恐懼。 

5 、簡化企業登記和業務流程。 

企業登記流程已經簡化，可是大部分的人仍然不了解，需要加強

宣導。 

6 、促進利用科學和技術作為推動者和平等的婦女。  

7 、便利獲得信息通信技術（ ICT ），特別是農村婦女和原著民婦女，

通過提供服務，設備和技術知識培訓。 

雖然有創業鳳凰的培訓，可惜幾次申請的經驗，並不容易。社區

婦女必須到社區以外的地方參與課程，這往往是社區婦女的難題。

8 、鼓勵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包括民間社會，是一種可行的辦法在促

進婦女的貢獻對經濟。 

很多社團致力於幫助婦女創業就業，公部門和社團結合可以幫助

更多婦女經濟成長。  

9 、支持社會企業作為一種商業模式，婦女與可持續發展。 

鼓勵企業任用女性，可以改善婦女就業環境，幫助婦女走出家庭

持續發展，目前中高齡婦女就業方案，時間過短，無法成為企業

誘因，時間至少延長至一年，有助於讓婦女可以真正適應企業並

成為企業的助力，自然可以持續發展。  

10 、認識到經濟和社會價值的支持，投資和促進方案和措施，有關環

境問題，如氣候變化，以及工作與生活的舉措，如托兒和照顧者



的支持。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

收穫 
 
 
 
 

這是個人第三次參與 APEC WLN，每次都有不同的感受及收穫。因為

公司的主要營業項目是手工香皂，這次也特別去了解手工香皂在新加

坡的發展，品牌發展是必要的，回國之後也特別針對品做持續的了解

和規劃。有幸遇見悅榕集團副總裁，ㄧ個成功的女性要懂得時間的規

劃，女性創業，除了事業挑戰之外，往往還要兼顧家庭和子女，所以

時間的規劃也是成功的因素之ㄧ。 
會議中有多次商品會談，才知道自己對外銷的準備是不足的，包括報

價和合作模式，這將是我的學習方向和目標。 
每個主辦國都有不同的規劃特色，在新加坡部份，看到很好的女性社

團連結的範例。也看到韓國在數位的應用發展，透過視訊的連結，讓

國內婦女也可以參與會議，這些優良示範都值得學習。 
國際網絡連

結 
 



相關照片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 匯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黃詠雪 

服務單位 代比爾珠寶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此次新加坡 APEC 的會議，內容既豐富又精彩，本人以最有心得

的會議重點，整理以下的報告： 

PLENARY SESSION1 

(TUESDAY,4 AUGUST 2009)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PEC” 

MS MAYRA BUVINIC 

Director,World Bank Group 

 

MS MAYRA BUVINIC 的精彩言講內容，主要是以婦女永續發展

的議題為主，並分 4 個單元來解說： 

1.Level of development 

2.Demographic scenario 

3.Business environment 

4.Social environment 

政策反思與建議 

 

根據 Mayra Buvinic 詳細的數據顯示，全球婦女的發展程度，

不管是以收入的高低、人口比率、政府資源、及社會環境的角度，

都明顯的發現，歐美、大洋洲等國家都在全面的對婦女照顧及資

源，都比較成熟，而東南亞及中國…等國家，相對都落後許多，

尤其在資料中，並未把 Chiness Taipei 列入統計的資料中，不知

是否把 Chiness Taipei 也一併以 China 表示，若如此，我的認知是

非常不妥的，因為兩者之間對婦女的社會環境，及政府資源…等

等，都有相當大的落差。 

尤其馬總統上任以來，內閣的閣員裡就有許多女性在核心裡

發揮所長，就如此次 APEC 的團長，也就是勞委會主委王如玄女

士，以及駐新加坡代表處的史亞平代表，都是女性從政，而 2009 

APEC 的全球參與率，台灣的參加人數有 80 位，不管是官方或企

業代表，都是非常成功的女性，而更明顯的是在 8 月 5 日的晚宴



表演中，Chinese Taipei 的高山青由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張惠

玲主委帶著所有團員載歌載舞，並把全場的氣氛帶到最高點，相

信讓來自各個不同國家的朋友們，一定對我們印象深刻，也完成

了一場最成功的國民外交，讓大家認識及感受到台灣的女性熱情

與認真。雖然會議已圓滿結束，當時所有來自台灣的不管是官方

代表或社團、企業代表，每個人都呈現最有自信及最努力的一

面，表現出最美的 Chinese Taipei 代表，至今回想起來仍是滿滿

的感動。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非常感謝能獲得「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的輔導與資

源，讓我能夠有機會參加 2009 的 APEC-WLN 會議。 

抱持著學習的態度以及積極推廣國民外交的精神，參加了此

次會議，回想一次次的行前說明會、英文課程，以及過程中許多

叮嚀的細節和資訊的傳達等等。真的感恩婦權會勞委會以及所有

工作人員為我們的照顧與付出，讓我們能順利出門，平安回家。

而此次到達新加坡參加了 APEC WLN 的會議，可說是既精

彩又豐收之旅。我們中區一團共 10 人，於 8 月 2 日中午即達新

國，於飯店 Check in 及會議報到後，我們就把握時間，開始邊玩

邊考察市場，第一站就是乘坐「海陸兩棲」的鴨子船遊湖，這也

是新加坡觀光產業的特色之一，同樣是地狹人稠的台灣，是很值

得學習的，當晚參加史代表晚宴，提及希望能於晚宴表演節目，

代表台灣的文化及精神因在台灣並無此行程，故無任何準備與安

排，第一天就緊急接任務，連續兩天中區一團等成員，每晚都在

張惠玲主委的房間彩排、練習及外出採購叮噹道具…等等，幾乎

都到凌晨 2、3 點，過程很辛苦，壓力也很大，但在 8 月 5 日的

成功表演下，全場 High 到最高點，大家的疲累都是值得，祇是

希望明年於日本的 APEC 會議，能提早了解是否需要表演，而能

在行程前就準備好，比較妥當與安全。 

而此次會議的過程，利用茶敘及餐會的短暫交流時間，非常

積極的與將近來自 20 個不同的國家的朋友，交換名片以及推廣

公司的品牌及產品及 DM 簡介等，都全數交流。也非常幸運的與

澳洲雪梨的同行朋友交流後，彼此很有共識開發了新的商機。當

然也有許多企業是可以異業結盟的，目前也與許多新的朋友在媒

合中，希望能因此而開創商機。 



此次的會議，最感興趣的就是永續發展的議題, 因為個人心

得，不管是在自己的生涯規劃，或經營企業「永續」的觀念是極

為重要的！因為有永續的思考，所以一定會堅持，於是不管遇到

任何挫折、困難，都會為成功或出路找方法，把每一段的經歷都

會當成過程，而不是結果，過程可修正但不是結束、或放棄，有

此思惟一定就會有力量往目標前進，就以自己的公司為例，在全

球景氣低迷及金融風暴下，珠寶銀樓業可說是首當其衝，近年

來，在台灣已有一萬三仟多家的珠寶店停業，當然就有更多人失

業，我也不斷的思考如何突破與改變，讓公司能有一條生路，照

顧已在公司安身立命或成家立業的工作伙伴，這是非常重要的企

業社會責任，於是不斷的學習、很慶幸的在一次產官學的合作

下，完成了經濟部商業司的創新行銷及研發的輔導案，把傳統的

銀樓，帶入資訊化，架構中英文網站、公司 CIS 及自創品牌「文

化珠寶化、珠寶文化化」，積極的把公司從在地區域性成為品牌

國際化為目標，所以轉型的兩年中，我們架接著傳統，注入創新

的思維與生命，於是又再展開行銷的另一局面，目前公司的文化

珠寶形象也成功的注入文創的氛圍，因此文建會、客委會的各大

博覽會或商展，「詩諾伊郡」的文化珠寶品牌，都很被重視及邀

約，我們也帶著台灣的「文化珠寶」品牌跨入國際，96 年也成功

的在澳洲展覽成功。回憶著不計其數的大小展覽及電視、報章雜

誌的採訪報導…等等，都不斷的讓我們新的生命曝光，能見度提

升，朝著目標前進，自己很欣慰的是我們不但沒裁員，而繼續培

養生力軍，在此低迷的景氣下，公司業務仍穩定成長，我想這些

力量來自於對企業「永續發展」的期許與實踐。 

因此本公司的國際化目標，在此 APEC 的參與中，可說是收

獲滿滿，在 8 月 6 日的上午企業交流中，很榮幸有機會當 Speaker，

把公司的產品、文化、精神與大家分享，也交換了來自全球各地

不同國家的朋友，互通商機，共創經濟高峰，更成功圓滿的達成

國民外交。 

國際網絡連結 此次交流之名片已掃描於附件光碟內 

相關照片 照片已掃描於附件光碟內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

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張美麗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彰化縣分會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Women in Business＂ 4 Aug. 

1. 性別不平等  2.工作機會  3.工作待遇  4.發展微型企業 

(震驚的消息：世上居然還有 13 億人口一天收入少於一元美金。)

“Women in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5 Aug.

1. 跟得上時代的女人 

2. 勇敢面對壓力 

3. 知識經濟 

政策反思與建議 

 

根據勞委會在九十七年八月份所發佈的全國就業率調查資

料顯示彰化縣的失業率為 4.0%，屬全國失業率第二高之縣市。再

者，依據「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在九

十七年四月所發佈的調查資料顯示中部六個就業服務站第一季

登記有案求職者達 33,919 人，其中員林就業服務站的 9,438 人、

彰化市就業服務站登記人數 8,965 人，分居一、二名；而求職男

女比例分別為 50.15%與 49.85%。 

本會目前在就業輔導方面的認知：台灣職場在性別、工作機會、

待遇方面，除了依工作性質有所區分外，應該比其

他開發中國家好很多，不若以往因性別歧視導致待

遇的差距。 

轉業方面：加強在職及轉業職能培訓—絕非鳳凰或飛雁的課程，

依勞委會職訓局目前培訓方式，無法讓誤入行業或低

階者不受失業之困擾，建議依照所需給予完整的訓練

課程，讓受者職能升級不怕被炒魷魚，技術升級後直

接影響產能，適人適所，促進經濟發展。 

創業方面：1.感謝政府的鳳凰與飛雁。 

            如果有充裕完整的培訓教育，雖微型企業較適合於

女性，可也絕對有可能女性企業會發展成中、大型

企業的。 

2.適時的鼓勵表揚女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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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學無止境」，活到老學到老，除了增廣見識，

更可帶給社團可運用的各種資訊。 

企業經營方面：本身是一個外銷食品罐頭製造廠家，值得安慰的

員工 80%都是女性，期望在這次與會認識的朋友裡能

夠結識到生意上的夥伴，創造更多的工作機會。 

國際網絡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Kumiko Itokazu E-mail:i-kumi@itokaza.jp 

Luz Gomez E-mail:luz@redempresarias.org 

彭玉枝 E-mail:ericia.peng@asme.org.sg 

Noor Quek E-mail:noor.quek@nqinterbational.com.sg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張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林美 
服務單位 捷立達國際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1. 現在的女性都能維持一定的水準均衡發展,比起以前的地位已

經有明顯的提升. 
2. 現在各國政府對女性投資就業等等出頭天的機會,都有給予相

當的支持. 
3. 社會結構與商業上的環境女性投資者進年越來越被受關注. 
4. 在投資之際,如何應映全球氣候巨變,及帶來強大的災害與綠

化環保將是下一個重要課題. 
5. 各國論述專家對於女性就業與投資,都有相當明確方向與指

引. 
政策反思與建議 

 
1. 現在政府更應聯結各國的商業經濟體系,尤其現處於金融風暴

時期,希望能縮短成本與資訊的落差,減少各投資人的損失. 
2. 環境保護與生態往往與經濟貿易會有部分的衝突,如何彌補或

化解衝突是政府更應注重的與規劃.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1. 希望以後參與各種國際會議,能有翻譯人員或翻譯功能的機器,一來

是對來自各國的代表尊重,二來也是能完全傳達會議要表達內容. 
2. 得到許多國家的友誼,甚至日後共事的連結點,落實國民外交的目

的. 
3. 國內各部會的連結不夠緊密,導致會中讓我國團員有些不知所措,這

點是可以改進的. 
4. 這次的國際會議的確讓我見識也學習到不少知識,對於日後拓展國

際都是很好的開端. 

國際網絡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 張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蔡欣青 
服務單位 蔡家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

要 
 

＊女性應經營自己的能力將生活導向更積極面 

＊學習及鼓舞女性成功故事案例女性微型創業被期望能減低貧窮 
＊婦女積極學習，善用 ICT 掌握數位科技知識將擁有更多成功的機會 
＊各國都積極在輔助女性就業創業發展，女性能突破走來發展與人群關

係，戮力於多方建言 
                                                               

政策反思與

建議 
 

＊發展與各國善意對應與柔性的公關，Chinese Taipei＆Taiwan 

已不用太過於擔心 

＊積極爭取主辦國我們應該加油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

收穫 
 
 

 

＊積極經營自己的能力，樂觀接受生活挑戰找出更有意義的發展方向   
＊各國婦女領袖的表現足資效法學習 

＊資訊時代來臨，運用 ICT 及學習成競爭關鍵 
＊團隊的分工共識，創造更豐碩成果                               

國際網絡連

結 
 
 

1. Carolyne K. Horn  
P.O.Box224,Buka,Bougainville,PNG  ckhorn@bukametalfab.com.pg 
2.  Juanita Woodward（Prime Time Presiaent） 
presiaent@ primetime.org.sg 
3.  Yuki Ishii（Japan Women’s Innovative Network） 
 ishii@j-win.jp 
4.  Irene Boey（Singapore Gusiness ＆Professional Women’s Association）
Irene-sbpwa@datamining.com.sg 



 
 

相關照

片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鄭素味 
服務單位 中區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雲林縣會長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研討議題:Wome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PEC  
女性及 APEC 永續發展 
8/4 (二) WLN 會議第一天: 
Yu-Foo Yee Shoog 女士 開幕演說： 
1. 面臨全球經濟危機，女人要扮演許多沉重的生活角色，如家

庭工作 照顧上一代等等要當一個 Super mom 超級媽媽實為

不易。 
2. 女性應與男性共同分享平等地位。 
3. 根據最新研究顯示有更多的女性比起男性進入大學。 
4. 有越來越多的女性參與社會活動與政治。 
5. 全球面臨低生育率的危機應給予在強褓中的孩子和婦女更多

的援助。 
6. 女人們應勇於追求更兩性的平等與接受更多的教育。 
7. 要多產生更具價值的社會活動。 
 
Chan Heng Chee 教授 專題演說： 
1. 全球面臨失業率居高不下。 
2. 看待危機等於新轉機。 
3. 參考數位讓生命更有價值的女性們：樹立女性典範, 讓大眾知

道更多女性可創造的可能性與目地。 
4. 接受別人的啟發 Inspired by others 
5. 女性應確切了解自己想追求的人生並讓身邊的人過得更好  
Define what you want in life. Make things better for your people. 
 
Josephine Teo 女士與各國與會講者： 
女性經濟生產力強接受挑戰的彈性夠。 
Australia 澳大利亞：向其他優秀女性學習政府有相關政策和法令

來協助女性成功。 
Chile 智利：女性仍沒有享有和男性一樣的機會性別岐視的存在 

面臨經濟的危機，女性願意比男性多做幾份工作維

持生計政府已積極推動各項女性的發展。 



China 中國：女性首當其衝面對經濟挑戰政府提供政策讓企業存

活呼籲企業減少裁員建立法令貸款與行動支持有利

於女性發展企業。 
Japan 日本：政府努力支持女性各項發展有許多 25-54 歲的女性

正在積極尋找就業機會。 
Thailand 泰國：中小企業在泰國有成長趨勢面臨經濟蕭條有許多

企業也面臨倒閉泰國的婦女發展協會積極推廣

女性參與經濟並追求兩性平等對待。 
結語：是甚麼帶給女性成功？是教育？是經驗？還是甚麼呢？留

給在場女性無限啟發講者認為女性需要的是「錢

Money」，市場 Market、訓練 Training、科技 Technology.。
 
8/5 (三) WLN 會議第二天: 
Dr. Sarah Mazrinac 的專題演說： 
1. 肯定印度和中國的經濟成長並非只是廉價勞工的價值。 
2. 因應金融風暴襲擊下，各國都在使用政府資源救經濟等待短與

長期的反應。 
3. 好好建立社會福利非奢華行為的概念，讓人民過得更好才能避

免人民為過度憂愁日後生活而只存錢不花錢影響經濟發展。 
4. 人口老化和低生育率與生活循環息息相關。 
5. 物價上漲帶來更多飢餓的人口。 
6. 面臨氣候的變遷深深影響農業牽動每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經濟。

7. 女性的自主控制相當重要才能共同推動發展未來經濟成長。 
8. 建議企業訓練成就更有智慧的企業好好善加利用不景氣所產

生比以往花費更低的訓練費用。 
9. 女性必需要有影響力與兩性平等才能把事情做得更好。 
10. 國家們應使用資源於建設發展多過於付債。 
 
Dr. Noeleen Heyzer 的專題演說： 
我們正在積極改變未來 Changing the future! 
金融風暴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周遭中上演人們被迫縮緊預算失

去工作等等 講者給各國與會代表五至七分鐘談談各國的因應之

道: 
印尼：女人是金融風暴下最早與最多數的受害者不論是微型小型

和中型企業都是重要的 出口業和旅遊業已受創與遭受影

響 政府提供企業主有利於財政上的法令與誘因 並修改

投資相關政策。 
菲律賓：政府通過許多與醫療相關的法案並提供許多補助款給許



多需要醫療強褓照顧需撫養長者需教育補助的家庭 並

協助女性們參加微型企業的相關計劃還有協助高級政府

部會官員進一步了解細部作業和狀況是很重要的。 
中華台北：政府釋出許多女性創業和微型創業的相關貸款計劃輔

導計劃使更多微型創業女企業家都能協助推動改善成

為 Change makers. 此外 政府也重視與保障女性工作

環境與防範暴力 「APEC WLN 」是女性聲音重要的

平台。 
 
WorkShop 2. 工作坊 2.女性與社會型產業及勞資政三方聯盟關

係： 
1. 社會型產業案例: Echo Store:：結合利潤與社會責任層面兩

者兼顧 與政府攜手合作來創造工作機會 利潤與救地球。 
 
Workshop 3. 工作坊 3.職場生活融合： 
1. 女企業家應更加重視建造一個健康的工作文化 不鼓勵超時

工作來顯現應有的績效 促進所有女性都能有餘力來建立更

美好與幸福的家庭 讓員工擁有正常家庭團聚的日子。 
2. 呼籲女性要重視有品質的家庭生活 。 
Q&A 
Helen 代表 Chinese Taipei 勇敢舉手所提出意見和問題討論： 
英文內容: 我是一位中華台北的年青女企業家很高興這次能夠來

參「APEC WLN」 我從許多傑出女企業家領導人身上學到了許

多 她們每個人除了能成功擁有好幾個事業還要兼顧家庭和上一

代 還要社交與關心社會甚至全世界她們讓我知道自己的極限還

沒有到 我也應該像她們一樣 可以做得到! 我有興趣參加這個

工作坊是因為這正是我所面臨的問題我知道現在生育率很低可

是我真的很害怕 在不失敗的情況下我不知道要如何平衡生活與

工作之間 是否可以請這些傑出女企業家們下一次給我們一些整

合性綜合性的清單 check list 來檢視我們自己是否 okay 或讓我

們能很清楚明白自身問題的所在。   
 
各位講者給我的話： 
盡可能去尋求能支持妳的男性伴侶是很重要的懂越多越難生活 
要搞清楚自己對工作與生活的意義是甚麼沒有人的生活是完美

的但求一個快樂的掙扎 Happy struggle。 

本屆大會報告與建議： 
1. 無論是員工和雇主都應該知道如何正確的檢測績效 而非超



時工作。 
2. 了解生活平衡的重要性。 
3. APEC WLN 有如三明治論有來自政府領導人企業顧問學者 

與女性企業家一起推動議題 把帶良好的想法與行動力 回去

貢獻給自己的經濟體。 
4. 社會型企業帶領經濟效益與社會責任是社會的創新的改革家 
5. 成功女性模範需帶頭行動。 
6. 把好的社會型企業家的想法帶到議會讓政府各公部門能再次

檢視現有政策。 
7. 需政府的支持和推動 
8. People, Planet, Profit 企業優先順續應為人地球才能有更多的

獲利。 
9.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after APEC WLN. When you’ve done 

something good, sell it well. 會議結束後應立極採取行動當你

做了一些對的事就應該好好推廣它們。 

政策反思與建議 
 

1.社會型企業帶領經濟效益與社會責任是社會的創新的改革家：

除了花錢擴大內需與建設外協助社會型企業是政府最好的投資  
建議:評估社會價值並給予所需開發的補助並提供免費的專業顧

問團隊來支援發展 社會型企業能從旁協助地方與政府共創有品

的社會。 
 
2.落實與重視生活化英文教育與培養國際觀非考試主義為主流 
這次中華台北的團員們都有很深的感觸就是回國一定要好好練

英文會英文為第二語言不該只是學生的事 也不該只是分數考得

高或是檢定通過就好應喚起所有民眾與政府機關部門的重視  
一同為國家生存作努力讓每個人都能開口說一些英文台灣才能

真正地增加國際競爭力新加坡將英文列為國家第一語言其它母

語為第二語言一方面讓新加坡人民和社會都有國際化的水準迎

接世界 另一方面各種族又可以保有自己的母語或學習第二或第

三種語言我覺得這樣很棒台灣和新加坡的本錢一樣都是小小的

國家 我們有許多方面可以好好研究 向他們成功的地方學習。 
建議: 女人扮演許多的生活角色，如家庭工作照顧上一代等等 是
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推手開設英文故事姐姐媽媽培訓營從投資

女性英文故事教育著手讓女性們開始能夠會對孩子和身邊的人

說英文故事有許多好處： 
1.女性學習能力強願意為了家庭與孩子作任何努力。 
2.夠生活化讓基本溝通沒問題。 
3.帶動營造良好社會閱讀風氣。 



4.能傳遞良好品格概念樹立好的社會風氣。 
5.能增進家庭的融洽與相處時間減少社會問題。 
6.能帶動身邊的人講英文用英文溝通 營造能講英文的社會。 
7.方便外國人士在台的溝通與促進國際地方觀光事業。 
8.讓每個人都能夠行銷台灣增加國際競爭力。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感謝勞委會一路真心的相挺與本次婦權會的補助款及許多貴人朋友的

幫助下讓我能有機會能再次獲邀代表台灣參加今年新加坡的 APEC 
WLN 2009 。這次是另一個很棒的經驗感受與收獲良多，新加坡把

APEC WLN 2009 辦得很成功很有國際級水準每一位工作人員或志工

就像新加坡總理一樣友善熱情工作團隊實力堅強反應快講求效率貼心

服務小禮物驚喜連連料理也都很不錯所有排場表演都深得人心令人嘆

為觀止! 
HELEN 的國際會議守則： 
1.要認真聽保持良好精神要抄筆記把和自己有共鳴的內容記下。  
2.拍照紀錄所有與會的講者和各國代表們。  
3.握手要有力與友善眼神交目。 
4.要主動積極表現。 
5.團員之間要互相幫忙發揮能者多勞的精神。 
6.要有燦爛笑容與親切的態度。 
7.保持良好形象動作優雅注意禮節。 
8.英文名片要有照片可以註記別人的名片方便記得。 
建議政府相關部門:   

1.應重視並提昇民眾和國際單位的公務員對國家的榮譽感的養成。 
2.要積極處理與熱情面對各項國際推廣事務。 
3.要講求效率協助民間完成推銷台灣於國際間。 
4.推銷台灣觀光分國內和國外英語力和國際觀密不可分。 
5.要不定期檢視各項單位的功能是否良好。 

國際網絡連結 提供 30 名國際友人聯繫名片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3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徐孟榆 
服務單位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區婦女企業咨詢委員會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一、專家演講及與會speaker人員 

ICT和婦女商機 ： 

1、由縮小性別差距加強全國競爭性。 在 ICT以系統化和相互平等的方式, 在 APEC

地區收集性別差異數據。分析並且使用他們來擬定和實施全國性的 ICT 計劃。

讓在科學和技術帶來變化的婦女領導們眾所周知。使 ICT 對婦女和女孩有更多

管道進入, 提供他們終生學習的機會、工作和為經濟復甦的可能的貢獻。吸引

更多女孩來研究電腦科學(如: 讓他們發現與 ICT 一起能有所改變的機會)。 

鼓勵更多婦女利用 ICT 這個機會以取得更多優勢, 使他們的企業即使在這次

全球性經濟危機期間也能增進、生存甚至更加興旺。 

2、使用ICT對婦女產生影響。  

特別是教育、商務和專業性， 

網際網路為人生開啟長期的學習機會 

在世界上已經結合多種語言提供網路搜尋能力 

教育女性同胞得到更高的薪資，提高就業能力，更低的成本，降低母親與小孩

的死亡機率，與促進健康保健。 

3、婦女商機方面，除了為他們的生意創建一個網站之外，婦女SME 應該參加可提

供的電子商務在節約經費方法方面擴大並且管理他們的生意的機會  

4、根據2006南亞洲一項研究顯示, 當金融復甦時會有更多的婦女學習使用ICT.

韓國︰ 政府提供訓練讓數百萬位家庭主婦使用網際網路。  

當這些婦女成為他們的電子消費者時，這也許有助於韓國電子商務和貿易的繁榮。

 
二、 知識經濟 

2009年超過10億位網路使用者(comScore，2009)，亞太地區占41%的網際網路用

戶，知識經濟透過它在對交易的影響，通訊和解決問題， 知識經濟增加給生意的

機會並且兌換這可能提供一利益給女性。 

   女性企業家的我們；知識經濟描述重要的新方針，因為ICT降低位置和標準的

重要性， 改變商業模式，且建立一個水準化的產業；在這次迅速改變的ITC革命

裡，考量發展經濟和市場定位的女性存在位置， 

    知識社會，憑藉於鑑定能力的發展和使用，生產，過程，改變，媒介以使用

訊息適用於人類發展的知識。 

    知識不僅為經濟增長 – 且它的優勢用於發展社會現象，交際包括知識的交

流，和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 

提醒我們作為一名數位化的女性 .在今天的商務領域中，你需具備什麼技能和



能力？ 需具備什麼商業模式和知識經濟方面的工作能力？你需參與什麼樣的電

子商務技能？什麼樣的新銷售模式和工具是讓我們獲益的。要怎樣達到，作為一

名成功的婦女企業家，享受工作與生活平衡是我們必需思考的 

三、印尼解決全球金融衝擊危機的措施方法 

 修正國家財政政策並且提供刺激經濟的方案包括農業、合作的商店企業、公

共建設、運輸業、勞工力量及社會事件。 

 尤其是對那些較富有的人進一步的加強稅行政的政策 

 修訂貨幣政策(減少印尼銀行的存入利率)增加資金調度給微小、小型與中型

的企業。(女人大部分都在處在微小、小型企業中) 

 促進雙方合作與接受勞工的國家避免工作的終止，增加保護那些在外幫傭的

婦女。(促進雙邊的勞工與接受國家的合作避免移居的女人的工作終止和保護

增加國內的工人。) 

 校訂投資政策，提供減少燃料的定價並且協助激勵製造工業，促成三方協議

合作包括政府、工人和私人的部門；節省工人的再次訓練。 
提供緩和平窮計畫分為三個部分a) 需要規劃基本的安全網程式保護需要的 
 

政策反思

與建議 
 

1. 與會中見到韓國淑明大學的視訊連線，讓無法與會者也能借由視訊參與其中，

新加坡當地青年參與服務學習，以情境模式讓年清人加如提早讓他們面對世界

潮流增廣見聞，建議日後我國亦可試行讓年青族群參與。 

2. 與會部會人員非常用心且辛苦，在無邦交國家更加不易，建議是否日後可連結

當地台商會運用當地資源或並與代表團人員交流 

3、稅務問題: 如果 ICT 婦女產業國內的可否優惠 跨國的是否亦同 

4、網路交易的法律問題 政府可以幫忙確保或諮詢，避免受到詐騙的可能性 

5、網路交易品質認證問題，政府可否提出一套輔到方案協助婦女企業取得認證以

避免網路交易中些糾紛。 

6、 政府可提供平台專門提供所輔導的企業或願意成為會員的 ICT 成員     互相

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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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參與會議中看到各個經濟體國家婦女成長及創業之路艱辛不易，本人感同

身受我在創業初期全心全力投入工作及學習，憑著想要創業賺錢幫助自己脫貧,想

要成功以利日後掌握自己人生的意念，帶著一份執著與堅持的心不畏任何艱辛勇

往直前方能一步一腳印走到現在，成為跨國事業家，當年只知工作跟本不知有任

何資源可運用，所幸配合銀行主動運用政府政策資源協助取得資金運用，安然走

過20幾個年頭。 

企業婦女家庭、事業兩忙身兼數職，如何在事業與家庭取得平衡，若非借助政

府資源全力協助真可謂分身乏術，。在這點新加坡做的很好，讓婦女無家庭照護

困擾，可與男性站在同一平衡線上工作，無後顧之憂。 

網路是現時知識經濟時代不可或缺的，在企業界早已在普片使用，縮短婦女數

位落差誓在必行，方能提升微型婦女企業網路行銷能降低成本獲得利潤，且知世

界局勢調整自己腳步，獲取利潤縱觀其它經濟體國家政策我們國家做的非常好，



無論解決對婦女金融衝擊危機的措施方法，在再都超越其他國家，各部會資源若

能整合我相信資源不會分散，將更加有力提升婦女創業育成教育成功。 

本人能在事業與家庭及休閒中能相得益彰，借由由電腦化運用內部外部資源、

海內外工廠運作皆能掌握，，工作效能提升、產品品質穩定、成本降低、持續創

新研發、客戶穩定創造企業營餘提升，更加能提升所有同仁生活品質 。 

再因ITC革命創造機會而受惠，知識經濟時代因有網路平台要取得資訊或交換

資訊可說非常快速，目標明確對我的企業經營有非常大的助益，迅速清楚地迅速分

析鎖定顧客群，透過網際網路接單及客戶服務更容易的將產品行銷海外，穩定客戶

建立起客戶互信。 

參加過此次會議讓我的視野擴大，更清楚自己的資源在何處如何運用資源來提

升自己企業，他人成功方法可讓我為學習典範在內化成為自己的知識資源定位享

受工作與生活平衡樂在工作中。 

 

國際網絡

連結 
 
 

  
 
 
 
 
 
 
 
 
 
 
 
 
 

 

 



相關照片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 國際網路聯結國際友人名片 

※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

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簡碧慧 

服務單位 慧冠群事業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加拿大國務部長海倫娜在演講中提到加拿大政府為針對幫助婦

女的經濟行動計劃，在未來的兩年內預定投資 400 億美元的資金

於五大關鍵方向： 

一‧降低工人納稅額刺激消費 

二‧提供購屋者的稅收抵免，提供屋主高達 1300 美元的家庭裝

修稅收抵免 

三‧基礎設施創建工作 

四‧支持商業與社區 

五‧幫助信貸資金的取得 

加拿大的中小企業中婦女投入創業的比例相當多，為幫助更多婦

女改善工作技能，知識和專業知識加國政府向婦女的計劃我們推

出了兩種新基金：夥伴關係基金和社區基金。 

加拿大政府的開發一個婦女行動計劃，其中包括三支柱：提高婦

女的經濟安全和繁榮; 鼓勵婦女和女童在領導和決策作用，以及

結束暴力侵害婦女和女童。 
這三個支柱的行動計劃-相互依存和平等重要的-我們的目標也

支持婦女平等的。我們的目標已經達到時 ， 所有三個支柱是牢

固地植根於加拿大的生活方式。我國政府將繼續努力創造條件為

成功的加拿大婦女。 

政策反思與建議 

 

在加國的五大措施中不論是降稅或刺激消費我個人認為對於提

振經濟方面，方向絕對是對的但重點在於配套措施及施行細則才

是影響成果的要件，女性的特性造就了女性在社會的經濟要角；

支持女性投入產業幫助資金融通在加國直接影響有 10 萬人直接

影響間街影響更達 100 萬人之多 

反觀台灣針對放鬆貸款政策有名無實，真正得到幫助的掐指可數

實在應好好反思一下 

中小企業是臺灣的經濟重心，企業能活才有工作機會，反觀台灣

中小企貸款門檻在經濟不景氣時限制愈多愈保譽貸款，實質幫忙

可說是沒有，真不知政府何時才能真正有能力解決經濟問題。 

建議政府要救經濟先要救企業，小小幾百萬的貸款可能就足以讓



企業渡過寒冬，相對保有更多的就業市場，針對補助就業金並無

法創造就業，只會消耗資源罷了，不是沒有工作只是挑工作罷

了！所以如能在中小企業貸款上作到雪中送炭才有實質的幫助。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這次參加 APEC 會議真是讓我開了眼界，看到全球眾多國家的婦

女爭取婦女公平待遇所作的努力，婦女在經濟地位上漸露頭角，

也顯示出婦女不再只能作幕後的推手，各國政府對於婦女權益推

動的支持也愈重視，身在台灣的婦女在兩性平等上有相當的程

度，因為有很多國家的女性還無法享受到平等的公平待遇，身在

台灣的婦女很幸福，更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切!未來應該加強

國際視野的開拓，以便與國際接軌，當然要國際化語言能力也是

很重要的! 

國際網絡連結 

 

 

依掃描之名片檔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張 

(依附件)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 匯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劉惠娟 
服務單位 理想旅運社斗六分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政府如何的幫助婦女企業家的政策和執行方案 
我覺得這次會議重點中最大收穫是：看到婦女在工作職場上，政

府給予我們很多如何做生意的企業能力，如網路行銷，這個部分

甚至是亞太地區，我們感覺是做得最好的國家。 

政策反思與建議 
 

為一一個我們有缺陷的地方是：新加坡她們有 baby care 這個系

統，目前台灣沒有，這卻是婦女無法在職場上工作或是打拼最大

的困難。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這次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第一次參加這麼國際性的會議。因為

平時我們也常會辦活動，這次是非常官方舉辦的活動，我看到了

差距。 
我最喜歡她們的開幕式，尤其是介紹婦女運動的 10 分鐘短

片的介紹，很精采和撼動。後來新加坡的總理的演講內容我發現

幾乎和那個短片介紹是一制性，更感覺他們整體運作算很緊密。

還有我們吃飯的時候，她們新加坡都安排了一個人和我們同

一桌來接待我們，這也是頗好的。接待我們的就叫 Lotus，我們

告訴她很想吃到當地的小吃，在隔一天我們就收到了。 
去夜間動物園那一次，感覺那個女主人給大家很親切的招

呼，在款待上也是很細緻，讓人很難忘記那一個晚上。因為我是

作旅行業的，所以最高興的就是和這位女主人交換的名片，她也

是悅榕集團的副執行長，她們飯店是很高級檔次很高，我很榮幸

剛好坐在她的旁邊，我告訴她：我們理想旅運社在台灣也是非常

重視品質走高價路線的公司，我建議她 10 月份來台灣一定要來

我們公司走一走。 
在這些過程中是一個很特殊的經歷，自己有一些傻傻隨著人

群走來走去，並和一些陌生的女企業家交換名片，但是交談時間

實在太少，不是很容易去深度和她們聊天，我希望下一次如果可

以在去，我會帶一台攝影機，去拍成紀錄片。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施伊凡 
服務單位 赫利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一.發展中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4 大因素:發展水平、人口情況、營商環境、社會環境 

二.世界經濟和金融危機 

聯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最近警告說，全球經濟危機可能使數百萬人

陷入貧困和風險社會和政治動亂。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的努力，以

恢復經濟增長的機會。各國已經採取了各種政策，以刺激新的經

濟增長和減輕危機的影響。 

三. 
政策反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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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參與了這一次的新加坡 APEC WLN 的會議。這

一次的會議談了很多的女性經濟和政策議題，我個人的感想是，

世界經濟中女性經濟己經佔有一席之地了。對我一個創業 15 年

的女性來說，是一種欣慰。在台灣 10 幾年前女性創業沒有任何

政府或是協會組織的支援情況下，確實是艱難不易。很高興在世

界經濟中，各國對女性創業和就業的重視。對一個女性創業者在

創業過程中的尋求協助和社會資源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次對我最大的收獲是，讓我了解到女性創業者必需彼此分享

資源、創造有價值的商機。多和各國的經貿接觸，多增加人脈和

商訊，讓自己更國際化，更有明確的商業了解和基礎，才可以創

造自己的優勢。 
國際網絡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 張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陳彥君 
服務單位 高第藝術玻璃工房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我們開會時，正處在重大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亞太地區在過去幾十年

一直是樂觀的和戲劇性的增長，婦女解放和教育做出了巨大的貢獻，

轉變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對我們所有的人來說，發展依賴於我們的

社會投資於本國人民，並充分利用他們的所有人才。今天在許多國

家，婦女佔一半以上的勞動力，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婦女增強該地

區的經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人均收入增加了;衛生、教育和生

活水平都大大提高。如何和婦女繼續作出重大貢獻，以確保亞太地區

仍將是一個充滿活力的地區。 

更多的婦女現在財政上獨立，並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他們並不滿足

於只限於傳統的從屬角色。在家庭生活中，他們期待一個公平的責任

分工和在重要的家庭決定。職業發展帶來了對家庭和個人的優先事項

壓力，所以孩子的數量越來越少了，如何幫助婦女兼顧事業和家庭生

活的平衡。政府政策、就業安排、社會習俗、價值觀念將不斷改進，

以適應這一新的一代。如果我們能有靈活的工作安排，如果我們能得

到的老闆、公司的了解，如果辦事處可以提供哺乳母親的設施，如果

我們能有利於家庭的計劃，例如，電話會議、遠程辦公，即使你的配

偶出國，你居住在國外的一段時間，所有這些計劃將有所幫助。我們

希望能更確保婦女繼續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經濟和領導能力的機

會。 

 
政策反思

與建議 
 

1.在各國提出對於政府的行政效率上，在新加坡設立新公司營業最為

快速，只要 2 小時即可完成，在澳洲 2 天，在我國則需要 2 個星期。

我國政府在行政效能改革上，實在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以筆者為

例 ,我參與的公共藝術審核作業時程竟需 8-10 個月,文件送文化

局回覆需 1 個月...。 

2.我國在發展政府與民間的溝通上，如何充分運用 IT 進行，及公文

e化，如何透過電腦有效的讓全民很快速的掌握訊息及透過網路尋

找到遠方的經濟及發展機會，實在需要全力以赴。 

3.新加坡政府在國家規劃、永續經營及如何幫助人民提升生活品質

上，有非常多及好的設計，他們提出”完美的媽媽＂，例如,免費幫

職業婦女請外傭，幫助整理家務及照顧小孩，幫助讓職業婦女在工



作的發展及家庭照顧上得到平衡。我國政府在提升國民的競爭力

上,不應讓我們優秀的職業婦女為工作及家事蠟燭兩頭燒,應向新

加坡政府學習鼓勵我們的男士在家也要分擔家事….等等。鼓勵兩

性平權及平等,為小孩放棄事業不再是女人的天職，女性如何在為

撫育孩童成長後，能二度回到職場工作。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

與收穫 
 
 
 
 

自從在金融海嘯全球經濟重創之後，危機就是轉機，在與世界接軌的時刻

女性扮演的不再是家庭中的角色，女性加入職場，也要融合家庭，在現今

社會中其實是比男性還要重要，而女性也在柔弱的外表下展現出堅強的一

面，到場看到如此多成功的女性，在各行各業中有著傑出的表現，讓自己

會有更多的動力向前。 
第一次與會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韓國的淑大，與教育部作好資源的整合，提

供完整的網路，科學，技術傳授女性們，讓柔和的力量來改變世界，以致

韓國現在在世界網路會議中心首爾，也讓韓國在國際地位日趨重要。 
搜集資料發現之前的石油危機，在台灣有很多家庭工廠，十大建設等，讓

我們可以在危機中衝擊變小。而這次的金融危機雖是全球，但這時就發揮

小小的力量，原因無他，是大量女性投入職場。讓經濟蓬勃，所以在女性

創業或職場發展的部份亦被重視。 
尤其在亞太環境中女性們互相網路訊息的部份要作更加強進化。因為數字

會說話，在數字式經濟中女性的成績不容小覻。 
當然這次去能認識到當地及會員國中的朋友們，對於將來我們在走國際貿

易上的幫助，絕對是有大大的加分，也讓我們在公司經營的方向理念有所

不同，如果只是買賣，也就只是買賣，但我們如果透過我們的理念能夠幫

助到世界，落實環保在產品中，那意義則是無限重大。 
在世界中，本人覺得知識經濟的部份相當重要，其中包含了網路交易，及

耕種與知識的力量。 
女人不再是女人，我們的能力可以讓世界更好，讓國家的競爭力更強，在

此外女性要更加關心自己的健康，家庭，及福利政策。其間看到很多很成

功的女性外，各國現在也開始提倡男性要準時回家從旁幫助女性，為女性

分擔，女男平等的重要性是要被推廣。 
立足台灣，放眼天下，台灣的資源豐富。但如何有效的行銷，或者有亮點

能讓更多人看到特別的不同，除了多參加國際會議外，之後的連繫及網路

的使用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 

 
國際網絡

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相關照片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

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鄧玲如 

服務單位 寧波風味小館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今年議題:Wome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PEC  

女性及 APEC 永續發展 

8/4 至 8/5  WLN 會議報告 

 一. 美國第一夫人:未來是屬於那些有夢最美的人 

 二. 加拿大部長 

  A: 任位綠色之元成長要多產生更具社會活動的價值。 

  B: 亞太地區社區的連結合作，這個主題影響亞太地區，區域

性的貿易及投資，特別是目前經濟危機的時候，最需要這

樣的會議。                 

 C: 婦女要扮演許多承重的腳色，要當一個超級媽媽是非常不容

易的，自己的定位也很重要。 

  D: 女人要接受更多的教育知識，更要勇敢表現自己。 

三.加拿大為了經濟提升有五大計畫 

1: 降低稅賦 

   2: 提供住屋的服務扣稅額改善 

   3: 創造就業機會重點是基礎建設 

   4: 改善商業行為 

   5: 改善銀行融資的行為,重視信用,可以幫助加拿大婦女,保  

      障婦女創業經濟安全及成功 

四.加拿大特別專案 

   針對合作市場教育訓練教導的專案 ，加拿大有成立兩個基金

會，第一個夥伴基金；允許政府可以操作基金關係，政府操作不

同部門、不同的私人企業部門，會操作的跟非政府組織效率一樣

好，第二個基金市社會基金、可以提供加拿大婦女直接的服務，

這兩個專案直接效益影響十萬個婦女，間接效益一百萬個婦女，

1997 年加拿大婦女開始參與,中小企業且超越男性人數兩倍 

2004 年有 47%的加拿大中小企業,是婦女所擁有的 

Josephine Teo 女士與各國講者 

  女性經濟生產力佳,接受挑戰的能力很夠  

澳大利亞- Australia  

  項優秀女性學習,有相關政策和法令來協助女性成功 



智利- HELAURA ALBORNOZ 

1 根據2001世界銀行報告,在開發中國家由於性別不平等因素造

成停峙的經           

  濟成長,並同時影響約13億人口只能活在一天少於一美元的日

子而且其中  

  70%是女性 

2. 一般外界對於女性印象是必須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雙重責任 

3. 她同意國際勞工組織的口號"關心最好的方式是分享" 

 中國- HE ZHEN YAN 

全中國女性聯誼會提供以下三種對策幫助中國婦女 

1.與政府合作成立基金協助女性創業 

2 提供對策協助女性就業或創業 

3.與政府合作提供女性相關訓練及能力提昇 

 日本- KEIKO TAKEGAWA 

2005 年日本政府針對突然失去工作女性提出"女性新挑戰支持計

4.畫" 

1.建立社區網路 

2.支持學習及技能開發 

3.協助找尋新工作 

4.協助創業 

5.綜合性情報收集及提供 

 泰國- ISSARA SOMCHAI 

泰國女性開發計畫(2007-2011 年)-提昇女性參與經濟活動.目標

如下 

1. 提昇女性有平等參與經濟活動機會 

2. 保護女性經濟及社會權利及其安全 

韓國- Young Sil Han 

提昇及加強婦女教育機會,使其能有更好機會及能力參與經濟及

社會活動 

五.全球金融海暴對於婦女的意義 

  一.依性別對勞工的衝擊----將近2千 2百萬婦女將失去工作。

  二.影響移民工作者,其中約 75-80%是女性.尤其是南亞及東南

     亞。 

六.  金融風暴下,每一個國家都在運用政府資源來救經濟。 

七.  氣候的改變,全世界的卵化下對農業的發展趙成很大的影 

     響，也會改變生活與社會的經濟。 

八.  女性要重視家庭生活與企業家更應該要重視身體健康，所 

     有女性都能擁有美好幸福的家庭生活。 



 九.  勞委會「王如玄」主委、對女性創業和微型創業，貸款有

     一套的計畫，從創業育成班，到創業顧問的輔導，都有劃 

     讓更多微型創業的女性都能得到協助、推動改善、重視保 

     障女性工作環境，防止暴力，讓女性在政府的協助之下創  

     業 Apec 是女性最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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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感謝婦權基金會，勞委會與中區企業婦女諮詢委員會

支持與補助款，讓我有機會實現我的夢想，參加今年新加坡 APCE 

WLN 2009 更開拓了我的國際視野，這也是我年度第一個達成的

重大目標，對我來說是非常具有意義的，我會更勇敢更認真的，

達成所有目標，在一次的感謝感恩大家。 

    這一次在 APCE 中示範在發表意見的時候，同步與韓國的連

線視訊讓她們的婦女代表同一時間的參與這樣的國際性會議，讓

我非常的震撼與期待，期待台灣明年日本的 APEC 會議是否也能

讓國內的婦女團體的傑出女性代表有機會在國內就能夠參與國

際會議，針對婦女的議題來發表討論對婦女提出夠多的政策落

實，讓台灣的婦女更具競爭力，更有國際觀。 

    新加坡是亞洲的模範城，其成功浩瀚的是對於知識經濟的遠

見及強烈發展「觀光」，即從小國城市行銷的觀點，是致勝的關

鍵，台灣從整合各部門到整體的、軟硬體資源、資金、為臺灣企

業政府社團提出創新落實。 

    這次新加坡把 APEC 會議辦的非常成功，具國際性水準，尤

其是、效率、 與百分百的行動力，讓我由衷的佩服，每位工作

人員都很熱情友善，協助各國代表也都具熱忱，團隊實力堅強迅

速貼心。 

    參與這次 PAEC 會議讓我特別的感動，首先婦權會的行前會

議，到最後一次勞委會的先前會議，都是不斷的關心與提醒,尤

其是勞委會的藍處長說:課表有如爸爸與媽媽般的叮嚀!我們這

群鳳凰小雞要互相照顧，注意不要走失了，在國外要更團結，我

們這群鳳凰也會因為勞委會的支持與鼓勵，更能成長茁壯!我希

望能把一路受到政府協助的經驗分享給更多的女性朋友 

    首先會分享給雲林婦女保護協會的 43 位到寧波來參訪的創

業婦女，我也請勞委會寄了一些創業貨款相關的書籍，就這次參

訪給予更多政府以及我在新加坡的心得與學習的經驗，也希望把

社會型企業的概念給此次沒有同行的企業界朋友與婦女團體們。

    台中市婦女企業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張惠玲主委，這次更



是從出發前!就一直在做許多的協調與確認，也希望我們這群委

員出國可以利用時間，多認識新加坡、多學習、多拓展之外的視

野，所以特別計畫了新加坡之旅就由委員中資深導遊劉德捐委員

為嚮導，也因此我們這群委員的關係更緊密更了解，也讓我們有

了更深層的學習機會，這群姊姊們都有自己的一個企業而且都非

常成功，就我細心學習觀察，她們都具備成功者的人格特質，做

事、積極、主動、與方法，頭腦思路清楚、努力認真、穩重、更

難能可貴的是，展現了一個團隊的團結活動，沒有個人的意見，

我更見識了女企業家的風範，我非常感恩!這八十幾位與我同行

的團圓，在各團員身上都有我值得學習的事物，大家都是我一路

走來的貴人。 

    這是我的新加坡之行，也是第一次參與國際性會議，我是沒

有經驗的菜鳥，希望明年我們可以再次參加日本的 APEC 會議，

因為我打算準備用台灣的美食來行銷台灣，美食是無國界的，這

一次到新加坡與六月份大陸參展所到的每個地方，大家對台灣的

美食小吃都讚不絕口，我才深深的體會到台灣小吃舉世聞名，我

更確信，異軍也能夠突起，小吃也能立大功。 

    這一次新加坡之旅，我還有一項任務在身那就是跟我未見面

的粉絲紀先生見面，他們全家透過 TVBS 一步一腳印發現新台灣，

認識了寧波風味小館，利用部落格相約新加坡相見，這趟行程對

我來說驚喜之中又感動萬分，我們相見如故，紀先生一家帶我去

了解新加坡的、歷史、小吃、生活飲食習慣、待每晚晚宴結束，

相約在飯店門口見，時間都已是晚上十點，但她們熱誠的招呼

我，以當我的導遊為榮也充分的發揮地主之誼，這幾天讓我捨不

得睡的學習，每天晚上都到凌晨四五點才休息，雖然身心疲憊，

但心中有著滿滿的充實，這趟旅途是值得的。 

    八月三號晚上惠珍主委，接下一個任務就是要在最後一個的

晚宴上發表一個活動,節目是把最后代表台灣高山青，改編成一

個舞蹈、哇!只有三天的時間要表演，在接下不可能的任務後，

我看到每個委員都好踴躍的提出意見，很快在當後已有了雛形!

接下來的魔鬼訓練更是讓我刻苦銘心，八月五號晚宴中愉快開

始，惠玲主委與各主委們還有台灣的團員，為了展現台灣團結的

一面、不分北中南、不分你我、大家一起都練習了起來，現場還

佈局在各個路口拉隴各國的婦女代表與官員，一起讓各國精英動

起來，終於開始了，這趟新加坡之旅，開啟我許多的第一次。 

    這第一次參加國際級的晚宴，每個人都穿著華麗的晚宴服，

包括王如玄主委也專卓著旗袍非常亮眼，所有團員也都非常快

樂，大家都很高興參與晚宴，在現場也有許多外國使節，在這裡



我要讚美一下新加坡政府他們!真的把這國際會議辦的很好外、

效率、更是一流且整體規劃都安排的很周詳，會議的開場記錄著

這兩天會議所捕捉到的影片作成一個很棒的回憶錄，讓我們都印

象深刻!整個操作也非常的有技術。 

    新加坡人除了有效率之外，更是貼心到讓人很感動，從第一

天晚宴每桌都安排了一位新加坡女性代表招呼及照顧我們用餐

也藉由大家的相處，也多瞭解台灣女企業家，更讓我驚訝的是他

們知道我非常喜愛吃「娘薏糕」竟然在八月五號最後一天送了三

大盒的「娘薏糕」到飯店請大家吃，這是我看到新加坡女性貼心

賢慧的一面，這些、人、事物、都令人難忘！ 

    八月五號晚宴大家完成一場不可能的任務「高山青」讓台灣

在國際間得到很好的評價，整個晚會也因為台灣而動了起來,不

分你我,沒有種族之分，全場的人都跟著高山青隨之舞動起來，

我真的以台灣為榮，這一趟、新加坡之旅、讓我滿載而歸，也交

了許多新加坡友人與國際友人，他們對台灣的印象非常好。 

 

對個人的影響 

    在當中學習了許多事物，尤其是身邊都是事業有成,成功的

女企業家們。在這些日子的相處，他們願意有耐心的教導我們許

多的細節，如處事的方法與家人相處的用心，還有老媽媽給的三

句話!當你迷惑時捫心自問的拿出來分清楚！ 

一、 是否為別人的事。 

二、 是否為自己的事。 

三、 是否為老天爺的事。 

告訴自己如果是別人的事，他們解決！如果是自己的事當然自己

解決!如果是老天爺的事那就由老天爺解決吧。 

    在許多的事情處裡上需要智慧與方法，所到的每個地方也讓

我有許多的啟發，感受到小國城市行銷的觀點，新加坡是亞洲地

區的模範城!如果新加坡的成功再加入台灣的特色與民俗風情，

更具特色的創新思維的來讓台灣成為亞洲地區的模範國! 

 

對企業的影響 

    畢竟我是餐飲業者，嚴格說起來我的職業病很嚴重，在台灣

也是到處試吃，什麼都試! 到了新加坡更是離譜，可以說只有吃

的，凡是只要經過各個地方都不會錯過，也找機會了解新加坡的

歷史、人文與餐飲文化如下 

 

 



新加坡歷史 

    早在公元三世紀，新加坡在中國已名位“蒲儸中＂，[宋史]

裏則稱爲“柴歷亭＂。根據[島夷志略]，1330 年，元代航海家汪

大淵將稱爲“單馬錫＂的新加坡，已有華人居住。後來在[鄭和

航海圖]改稱為“淡馬錫＂。到了 14 世紀末，Singapura 才以梵

文正式出現。 

    18 世紀，英國爲了能與荷蘭人的貿易競爭取得優勢，以及一

個能夠讓其船隻停泊、維修的港口，故授權斯丹福。萊佛士爵士

于 1819 年在新加坡建立了貿易站。（其中，牽涉了很多政治智慧、

手段、利益與考量，因這是速成班論文，故略省不敍）  

1870 至 1913 年閒，新加坡經濟相對比鄰近區域蓬勃發展，吸引

大批移民落葉生根，其中有六成是來自大陸的華族，馬來與印度

族則 3成，歐籍約一成。 

    經歷了痛苦的日治時期（1942-45）的新加坡，再經歷屬於

摸索的自治、與馬來亞合併期（1945-1962），由於新加坡和馬來

亞中央政府有雙邊經濟的矛盾，加上對“馬來人的馬來西亞 ＂

和“馬來西亞人的馬來西亞＂ 的觀念有落差，致使新加坡被驅

逐出馬來西亞聯邦，被迫于 1965 年 8 月 9 日，成獨立囯。 

    獨立后的新加坡，百廢待興，也缺天然資源。當時的經濟發

展侷致力實行國家經濟發展方針，全力重視製造業。同時，爲了

提供跨國企業更有競爭力的工作團隊，故決定以英語為主要教學

媒介語。 

    進入政局穩定、經濟發展迅速的 80 年代，新加坡開始將經

濟主力高增值的製造業（如晶片），以抗衡鄰國廉價勞動力的競

爭。同時，也開始將目光着重于旅遊和服務業。到了今天，新加

坡還是以非常務實態度，面對挑戰，面對現實，克服對未來的不

確定，化爲今日向前的動力，所以，昔日被認爲是敗壞社會道德

的賭博業（90 年代與之前的賭博業，一直是由政府機構經營）以

及被視爲毫無附加值的賽車業，都被認爲是日後推動旅遊與服務

業的強力引擎。 

（新加坡飲食文化、口味與偏好） 

     基於早期的移民政策，造就了新加坡成爲一個多元民族的

國家。民以食為天，移民過來的華人、馬來人、印度人、以及白

種人等，各自照顧了自己的口味之時，並相互影響、觀摩、認識

他族的飲食習慣與偏好，使新加坡的飲食因而豐富多彩。其中，

融合中國菜式與馬來烹飪手法的娘惹菜系，最是代表作。當然，

原汁原味的中式菜肴、西式快餐、日本料理、韓國燒烤，南洋各

國如泰國、印尼、印度等地菜系，都能在新加坡佔有一席之地，



因爲新加坡飲食文化裏，早已習慣接納外來口味。新加坡被称为

美食天堂，緣由在此。 

    一般來説，半數以上新加坡人的口味，星期一至星期五，以

經濟、實惠、吃飽爲主，主要是時間寶貴。到了周末，不管白天

或晚上，被媒介、親人好友推薦的餐館、檔口，必然爆滿。 

    美食價格，新加坡人不那麽敏感，重點是好吃與衛生，其次

就是地點與價格。 

    個人觀察與體驗，新加坡人飲食口味有兩系：較偏甜辣系與

清淡系。 

   我還是想讓國際的友人們吃我們台灣台中的地方特色小吃，

如、竹筍糕、冰梅愛情果、黃金泡菜、也希望可以過台中弘光科

技大學食品營養系的檢驗與技術指導用真空包裝或者是更好的

方法，可以讓我們的想法得以實現，目前我已與弘光科技大學產

學合作。 

    從 APEC 回來後更積極的進駐靜宜大學的創新育成中心，期

望由觀光系的老師合作，也讓寧波更具國際觀，也為未來寧波要

行銷國際鋪路、這一趟新加坡之旅，讓我更積極，更有效率，目

前已有兩位新加坡友人，對寧波的特色非常喜愛!紀先生一家也

決定十一月份來台灣了解寧波風味小館、我非常期待他們的到

來。 

對國家的影響 

    在我而言每次出國回來台灣以後，我都會更堅定也更珍惜台

灣政府，對女性創業是非常用心與照顧的。我一路從 97 年的日

本參訪到 98 年六月至大陸參展直到 98 年 8 月 2 號 參與新加坡

APEC 會議，所去的每個國家，對於女性創業的協助是非常的少，

並觀察台灣，從青輔會的創業育成班，勞委會的創業鳳凰，到目

前中小企業處圓夢坊的輔導，所有、政府、官員、學者，對我們

的協助與輔導讓寧波風味小館，從黃昏市場到 22 坪的小店一直

到擴大營業一樓至二樓，在一個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有這樣的

理想與夢想，在大家的協助之下我也出書了，在金融風暴之下營

業額持續攀升、成長、都是政府一旁輔導協助，我也本著取之社

會，用之社會的道理，只要有創業分享或參訪，我一定會將我成

功的經驗與政府資源的協助分享給所有女性朋友，來複製出更多

成功的案例，而我也樂當政府與社會型企業的代言人，讓台灣變

的更美好。 

    這次會議也與政府各單位的人員有更多的接觸，我發覺所有

的官員與工作人員都具備有親和力且每個人都很認真，這顛覆了

對傳統官員的認識，在這裡要特別謝謝、婦權基金會、所有同仁，



妳們辛苦了，回國還要處裡我們的資料，還要準備心得分享會

議，妳們的認真讓台灣找到希望。 

    在這裡要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這次我的創業經驗，引

用在新加坡的 APEC 會議中報導，我深感榮幸同時我也以、經營

台灣特別小吃為榮，最後還是感謝所有工作人員，還有鼓勵那些

團員們，有妳們真好， 

     祝福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快樂、同時也祝福台灣   

        會更好，我們相約明年日本見唷!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姚家珍 Helen C. C. Yao 
服務單位 脫口秀英文書坊 Talk Show English Library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今年議題:Wome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PEC  
女性及 APEC 永續發展 
 
8/4 (二) WLN 會議第一天: 
Yu-Foo Yee Shoog 女士 開幕演說: 
1. 面臨全球經濟危機, 女人要扮演許多沉重的生活角色, 如家

庭 工作 照顧上一代  等等 要當一個 Super mom 超級媽媽

實為不易   
2. 女性應與男性共同分享平等地位 
3. 根據最新研究顯示 有更多的女性比起男性進入大學, 
4. 有越來越多的女性參與社會活動與政治 
5. 全球面臨低生育率的危機 應給予在強褓中的孩子和婦女更

多的援助 
6. 女人們應勇於追求更兩性的平等與接受更多的教育 
7. 要多產生更具價值的社會活動 
 
Chan Heng Chee 教授 專題演說: 
1. 全球面臨失業率居高不下 
2. 看待危機等於新轉機 
3. 參考數位讓生命更有價值的女性們: 樹立女性典範, 讓大眾

知道更多女性可創造的可能性與目地 
4. 接受別人的啟發 Inspired by others 
5. 女性應確切了解自己想追求的人生 並讓身邊的人過得更好  
Define what you want in life. Make things better for your people. 
 
Josephine Teo 女士與各國與會講者: 
女性經濟生產力強 接受挑戰的彈性夠 
Australia 澳大利亞: 向其他優秀女性學習 政府有相關政策和法

令來協助女性成功 
Chile 智利: 女性仍沒有享有和男性一樣的機會 性別岐視的存在 
面臨經濟的危機, 女性願意比男性多做幾份工作維持生計 政府



已積極推動各項女性的發展 
China中國: 女性首當其衝面對經濟挑戰 政府提供政策讓企業存

活 呼籲企業減少裁員  建立法令 貸款與行動支持有利於女性

發展企業 
Japan 日本: 政府努力支持女性各項發展 有許多 25-54 歲的女性

正在積極尋找就業機會  
Thailand 泰國: 中小企業在泰國有成長趨勢 面臨經濟蕭條 有許

多企業也面臨倒閉 泰國的婦女發展協會積極推廣女性參與經濟 
並追求兩性平等對待 
結語: 是甚麼帶給女性成功? 是教育 是經驗? 還是甚麼呢? 留
給在場女性無限啟發  講者認為女性需要的是: 錢 Money, 市場

Market, 訓練 Training, 科技 Technology.   
 
8/5 (三) WLN 會議第二天: 
Dr. Sarah Mazrinac 的專題演說: 
1. 肯定印度和中國的經濟成長並非只是廉價勞工的價值  
2. 因應金融風暴襲擊下, 各國都在使用政府資源救經濟 等待短

與長期的反應  
3. 好好建立社會福利非奢華行為的概念: 讓人民過得更好 才能

避免人民為過度憂愁日後生活而只存錢不花錢 影響經濟發展 
4. 人口老化和低生育率與生活循環息息相關  
5. 物價上漲帶來更多飢餓的人口 
6. 面臨氣候的變遷 深深影響農業 牽動每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經

濟 
7. 女性的自主控制相當重要 才能共同推動發展未來經濟成長  
8. 建議企業訓練 成就更有智慧的企業 好好善加利用不景氣所

產生比以往花費更低的訓練費用  
9. 女性必需要有影響力與兩性平等才能把事情做得更好 
10. 國家們應使用資源於建設發展多過於付債 
 
Dr. Noeleen Heyzer 的專題演說: 
我們正在積極改變未來 Changing the future! 
金融風暴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周遭中上演 人們被迫縮緊預算 
失去工作等等 講者給各國與會代表五至七分鐘談談各國的因應

之道:  
Indonesia 印尼: 女人是金融風暴下最早與最多數的受害者 不論

是微型 小型和中型企業都是重要的 出口業和旅遊業已受創與

遭受影響 政府提供企業主有利於財政上的法令與誘因 並修改



投資相關政策 
Philippine 菲律賓: 政府通過許多與醫療相關的法案 並提供

許多補助款給許多需要醫療 強褓照顧 需撫養長者 需教育

補助的家庭 並協助女性們參加微型企業的相關計劃 還有協

助高級政府部會官員進一步了解細部作業和狀況是很重要的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北: 政府釋出許多女性創業和微型創業的

相關貸款計劃 輔導計劃 使更多微型創業女企業家都能協助推

動改善成為 Change makers. 此外 政府也重視與保障女性工作環

境與防範暴力 APEC WLN 是女性聲音重要的平台  
 
WorkShop 2. 工作坊 2.女性與社會型產業及勞資政三方聯盟關

係:   
1. 社會型產業案例: Echo Store: 結合利潤與社會責任層面 兩

者兼顧 與政府攜手合作來創造工作機會 利潤與救地球 
 
Workshop 3. 工作坊 3.職場生活融合 
1. 女企業家應更加重視建造一個健康的工作文化 不鼓勵超時

工作來顯現應有的績效 促進所有女性都能有餘力來建立更

美好與幸福的家庭 讓員工擁有正常家庭團聚的日子 
2. 呼籲女性要重視有品質的家庭生活  
Q&A 
Helen 代表 Chinese Taipei 勇敢舉手所提出意見和問題討論: 
英文內容: 我是一位中華台北的年青女企業家 很高興這次能夠

來參 APEC WLN 我從許多傑出女企業家領導人身上學到了許多

她們每個人除了能成功擁有好幾個事業 還要兼顧家庭 和上一

代 還要社交與關心社會甚至全世界 她們讓我知道自己的極限

還沒有到 我也應該像她們一樣 可以做得到! 我有興趣參加這

個工作坊是因為這正是我所面臨的問題 我知道現在生育率很低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在不失敗的情況下 我不知道要如何平衡生

活與工作之間 是否可以請這些傑出女企業家們下一次給我們一

些整合性綜合性的清單 check list 來檢視我們自己是否 okay 或
讓我們能很清楚明白自身問題的所在   
 
各位講者給我的話: 
盡可能去尋求能支持妳的男性伴侶是很重要的 
懂越多越難生活 要搞清楚自己對工作與生活的意義是甚麼 沒
有人的生活是完美的 但求一個快樂的掙扎 Happy struggle.   
 本屆大會報告與建議:  



1. 無論是員工和雇主都應該知道如何正確的檢測績效 而非超

時工作 
2. 了解生活平衡的重要性 
3. APEC WLN 有如三明治論 有來自政府領導人 企業顧問學者

與女性企業家 一起推動議題 把帶良好的想法與行動力 回
去貢獻給自己的經濟體 

4. 社會型企業帶領經濟效益與社會責任 是社會的創新的改革

家 
5. 成功女性模範需帶頭行動 
6. 把好的社會型企業家的想法帶到議會 讓政府各公部門能再

次檢視現有政策 
7. 需政府的支持和推動 
8. People, Planet, Profit 企業優先順續應為 人 地球 才能有更

多的獲利 
9.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after APEC WLN. When you’ve done 

something good, sell it well. 會議結束後應立極採取行動 當
你做了一些對的事 就應該好好推廣它們 

  
政策反思與建議 

 
1. 社會型企業帶領經濟效益與社會責任 是社會的創新的改革家

除了花錢擴大內需與建設外  協助社會型企業是政府最好的投

資   
建議: 評估社會價值並給予所需開發的補助 並提供免費的專業

顧問團隊來支援發展 社會型企業能從旁協助地方與政府共創有

品的社會(請參考相關報導附件一) 
 
3. 落實與重視生活化英文教育與培養國際觀 非考試主義為主

流 
這次中華台北的團員們都有很深的感觸 就是回國一定要好好練

英文  會英文為第二語言不該只是學生的事  也不該只是分數

考得高或是檢定通過就好 應喚起所有民眾與政府機關部門的重

視  一同為國家生存作努力 讓每個人都能開口說一些英文 台
灣才能真正地增加國際競爭力 新加坡將英文列為國家第一語言 
其它母語為第二語言 一方面讓新加坡人民和社會都有國際化的

水準迎接世界 另一方面各種族又可以保有自己的母語或學習第

二或第三種語言 我覺得這樣很棒  台灣和新加坡的本錢一樣都

是小小的國家 我們有許多方面可以好好研究 向他們成功的地

方學習   
 



建議: 女人扮演許多的生活角色, 如家庭 工作 照顧上一代等等 
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推手 開設英文故事姐姐媽媽培訓營 從
投資女性英文故事教育著手 讓女性們開始能夠會對孩子和身邊

的人說英文故事有許多好處: 
1. 女性學習能力強 願意為了家庭與孩子作任何努力 
2. 夠生活化 讓基本溝通沒問題  
3. 帶動營造良好社會閱讀風氣  
4. 能傳遞良好品格概念 樹立好的社會風氣  
5. 能增進家庭的融洽與相處時間 減少社會問題 
6. 能帶動身邊的人講英文 用英文溝通 營造能講英文的社會  
7. 方便外國人士在台的溝通 與促進國際地方觀光事業  
8. 讓每個人都能夠行銷台灣 增加國際競爭力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感謝勞委會一路真心的相挺 與本次婦權會的補助款(真的需要啦!) 與
許多貴人朋友的幫助下 讓我能有機會能再次獲邀代表台灣參加今年

新加坡的 APEC WLN 2009  在會議其間 我受到所有團員的照顧和支

持 讓我更奮不顧身的去大膽表現和行銷台灣 在此要先好好感謝妳們

喔!  沒有妳們就沒有我! 

 
這次新加坡 APEC WLN 2009 讓我是既驚喜又感動萬分 與前一次在秘

魯 APEC WLN 2008 的感覺不同 我雖然是行前作足了準備但仍然要

隨機應變才能處變不驚 這次是另一個很棒的經驗 感受與收獲良多 
在閉幕晚會上 讓我數度激動得眼淚在眼框裡打轉兒  

 
新加坡把 APEC WLN 2009 辦得很成功 很有國際級水準 每一位工作

人員或志工就像新加坡總理一樣友善熱情 工作團隊實力堅強 反應

快講求效率 貼心服務 小禮物驚喜連連 料理也都很不錯 所有排場

表演都深得人心 令人嘆為觀止! 

 
我的新加坡 APEC WLN 2009 行程從 8/3 星期一下機新加坡機場起 至
8/6 星期四回桃園機場後 一路趕 ,趕, 趕時間 喝水趕 上廁所趕 吃飯

趕 睡覺趕 叫車趕 走路趕 集合趕 排練趕 趕開會 趕抄筆記 趕社交 
趕發送禮物 趕交換名片 趕照相 從來也沒有像這幾天覺得時間是如

此不夠用 短短四天不到的日子 覺得日子好像過了很久 也覺得自己

做了很多事 覺得生活過得很充實 覺得隨時都很興奮又緊張 覺得處

處充滿驚喜與挑戰 

 



8/4 第一天 2:00pm 中華台北代表團歡迎茶會: 
所有中華台北團員與團長王如玄與新加坡代表史亞萍近距離接觸 大
家相見甚歡 讓我看到她們展現平易近人的親和力的一面 滿足所有在

場與會的熱情記者媒體們和女企業家們. 在茶會上, 透過遵慈得知自

己可能在最後一天晚宴上需要用英文來代表中華台北來致詞 一方面

開心, 一方面要開始動腦 想一想要如何把這事情做好 特別去麻煩駐

新加坡的桂秘書與左組長幫忙找歌詞和相關英文歌詞翻譯以備不時之

需 茶會結束後便趕場去會場完成報到手續 然後再趕回旅館準備去歡

迎晚宴要給與會國際友人的小禮物   

 
短時間 要產生許多的動機讓別人想要來認識自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

門藝術  禮多人不怪 小禮物是很好的動機之一 為了增加中華台北的

能見度 我做了許多小禮物的準備 早在出發前一個月我已陸續收集準

備了 600多樣大大小小的贈品要給與會的國際友人 禮物內容包羅萬象

只要是台灣的產品 或印有台灣的贈品 甚麼都可以送 其中許多是男

友TOMMY在台北旅展回答問題所得的各項台灣小物獎品 禮物有: 阿
里山茶包 龍山寺的平安袋 馬祖的普克牌 台灣賞鳥普克牌 綜子吊飾 
250 隻女主撥造型筆 100 張台灣國旗貼紙 1 張大國旗 200 包台灣糖果

台灣面膜 台灣泡麵 台灣磁鐵 台灣梅乾 台灣聽障奧運英文簡介 台
灣童玩 彩紅條 50 枚台灣胸針 50 份台灣英文簡介 台灣帽子 綠油精

等等…  而且我的小禮物都是有計劃地的發送 除了國際友人外 現場

新加坡工作人員也是我感謝的對象 在這次會議中 我成功地結交上百

位國際友人也得到上百張名片 成功地讓大家都盡可能地成為我的國

際好友 並知道我是一位代表中華台北的年青女企業家    

 
HELEN 的國際會議守則:  
1. 要認真聽 保持良好精神 要抄筆記 把和自己有共鳴的內容記下  
2. 拍照紀錄所有與會的講者和各國代表們  
3. 要在臉上劃上一道彩紅增加個人辨識度 (人很多囉) 
4. 要主動積極表現  
5. 團員之間要互相幫忙 發揮能者多勞的精神 
6. 要有燦爛笑容  與親切的態度 
7. 保持良好形象 動作優雅 注意禮節 
8. 準備小禮物 誠懇的發送 
9. 握手要有力  與友善眼神交目 
10.  英文名片要有照片 可以註記別人的名片方便記得 
11.  同天穿著一致 可增加個人辨識度與印象 
12.  少吃美食 多把握時間拼外交 保持口腔清潔 



 
對個人的影響: 
這次收獲很多 身為年輕的女企業家有太多事要跟這些成功的女性企

業家學習  很佩服她們能身兼數個企業 CEO 還要兼顧家庭和上一代 
並且關心社會和世界 讓我看到很多傑出的成功範例可以仿傚 這次我

也收集到許多名片 讓我能夠擁有國際性的網絡人脈 方便以後個人或

商業拓展各項國際事務 為了維持良好的友誼 我會定時寄卡片和

EMAIL 問候大家     

 
對企業的影響: 
我很高興脫口秀英文租書坊是一個社會型的企業 能趕上 APEC WLN 
2009 議題的潮流 身為創辦人會更會用心地 堅定地繼續發展下去 此
外我明白一個先進的企業應該是講求效率和績效 不該鼓勵員工超時

工作 讓員工有好的家庭生活 才能共創美好的未來 我會率先帶頭追

求這項目標  透過和各國代表的聊天 我得知有許多東南亞的國家是

適合開創脫口秀英文租書坊 或脫口秀中文租書坊的  甚至有些代表

已表示十分感興趣 應會有陸續的連繫 回國後 我也會樂於去各個國

小 中學或高中來發表去新加坡 APEC WLN 2009 的感言 用自身的力

量 讓身邊的人更有國際觀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且快樂的任務  

 
對國家的影響: 
這次會議全場約有 600多人 與會的各國代表和團員真的很多  大家或

許記不得我的名字 但起碼有很多人知道我是代表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北. 台灣  很高興我能透過很多方式成功地引起別人對自己的

興趣和認識動機 希望明年能再有機會在國際會議上為台灣爭光  

 
為了國家進步著想 我還需要在此報告行前準備時的一段小插曲 脫口

秀 LUCY 林淑芬老師幫我向台中市的觀光局索取一些英文版的台灣簡

介和台灣小物 讓我可以在會議上行銷台灣給與會的各國代表  結果

全台中市只有五份英文版台灣簡介並請 LUCY 老師自行打給台北國際

組索取  台北國際組要求要填寫公文 並說礙於經費只能寄到台中的

觀光局 無法寄到台中的脫口秀英文租書坊直接給我們 (到現在依舊無

消息 效率很差)  觀光局局長信箱不通  HELEN 只好向團長和各層級

長官們反應  幸運地在出發前順利收到 50 份精美的台灣英文版簡介 
和 50 份精美的台灣徽章 在會議上全數發完給所有與會的各國代表們  
建議政府相關部門:   

1.  應重視並提昇民眾和國際單位的公務員對國家的榮譽感的養成 
2. 要積極處理與熱情面對各項國際推廣事務  



3. 要講求效率 協助民間完成推銷台灣於國際間 
4. 推銷台灣觀光分國內和國外  英語力和國際觀密不可分 
5. 要不定期檢視各項單位的功能是否良好 

 
本人的反應與建議沒有惡意 只是真心的希望台灣真的會更好!  謝謝

大家 

 
感謝婦權基金會的行前手冊  內容詳細好用 下次可以多列印一些小

handbook 給與會的外國來賓  謝謝所有隨團的婦權基金會人員用心

的照顧我們大家!  你們辛苦了!~     

           

國際網絡連結 
 
 

77 more business cards / upon Request 
還有 77 張名片未一一詳載  如需要 請再來信告知   
謝謝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 張 (請參考附件檔案)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楊雅萍 
服務單位 魚玄機水產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女人的教育水平真的是越來越高,但是結了婚的女人若還要再進

修,所面對的問題及困難確是關關難過關關過,也期待 21世紀是女

人的世紀,這是全世界的女人都要努力的. 
政策反思與建議 

 
這次很高興能參加這次的會議,但是授權的旅行社略顯專業不足,
颱風天飛機停飛,打電話找不到人,好顯示在新加坡華語有通,若是

在非華語區豈不淒慘.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1.參予這次會議最大的收穫是認識新加坡的友人朱麗秀小姐,好險她很

熱心,她看到我公司的英文 DM,馬上告訴我我的英文翻譯有錯誤,外國

友人會看不懂,因為水產獸醫師,翻譯成禽獸醫師,當場我臉上三條線,尷
尬的不得了,因為我是請留學國外的朋友將我的品牌故事翻譯成英文,
沒想到笑果十足,好險沒發幾張,這讓我意識到企業要走出台灣,行銷國

際時,老闆您的英文是非常重要. 

2.這次托 88 水災的福,多留了幾天在新加坡,但回來台灣做災民,
與如意姊開玩笑說,早知道回來要做災民,應該好好盡興吃喝玩樂,
不應該買泡麵吃!您說是吧!如意姊 



國際網絡連結 
 
 

中華全國婦女聯合會國際部國際組織處趙紅菊處長 
中國北京建國門內大街 15 號電話 86-10-65103281 傳真

86-10-65136044 E-MAIL:gzch@women.org.cn 
EVENTS MASTER 朱麗秀 FLORENCE CHOO A:10 Anson Road 
#31-10  
International Piaza Singapore 079903 t/f +65 6280-3595 m +65 
9691-6136 Florence.choo@eventsmaster.biz www.eventsmaster.biz 

相關照片 

 
別小看這位辣妹喔!她可是澳洲的法官一級棒    合影 

 
Box 最知名的炒飯 

 
新加坡知名的植物園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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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有 19 個經濟體參加，共有 600 餘人參加。台灣共計約 80

人參加，較去年在秘魯 300 餘人參加，盛況空前。 
會議開始即邀請新加坡總理致詞，顯示對此會議之重視。 
此次會議主題為:女性及 APEC 永續發展。與會人分別對 APEC

的女性-未來的挑戰與啟發和如何在目前金融風暴衝擊財務情勢

下提昇女性經濟機會，有精闢的專題演講與啟發。另分別邀請多

國政府部門代表及專家，就其所見及報告國在此主題上所進行之

措施及建議作報告並與來賓互動討論，以作多國間意見、想法、

作法上之交流。台灣由勞委會王主委及經濟部國貿局江組長對台

灣因應之短、長期作法及一些女性因經過語言及 IT program 培訓

後出人頭地及其他一些實例報告；報告內容豐富精彩。另由婦聯

會汲副秘書長提出精要補充。 
政策反思與建議 

 
此次常聽到的有 food securities、climate change、social 

foundation 的建立、gender gap、poor people life quality

等議題上做得不夠。 

  印象較深的有韓國 BPW 教授所作之報告。在 Green growth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主題下：G-Korea、council of women

下分三大 function 部門：1.Getting job division.2.Green life 

division.3.Giving hope division. 

  以下均有一些很實際之作法與觀念宣傳，使活動及工作展開受

到支持。應可與其接觸再深入了解其政策與實施、推廣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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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從未特別感受到婦女有受到特別的委曲，所以也從未去思

考這個議題，我想我是屬於幸福的一群，也許因為有許多人先前

已投入婦運與法律等的制定修改及因所成長的環境與家庭很開

明，我已能很自然地視此一切婦女權利為當然。 
在 APEC 會議中，由一些議題及統計數字才知道我們是少數非

常幸運的一群，尤其金融風暴後婦女問題更顯嚴重。 
貧窮、無知造成更多生育，使一切惡性循環。許多人仍活在一



天用不到 US$1 的日子裡。 
在 APEC 區域裡，僅有 27%的人口有健康保險，許多人對我們

平常可以上學或可以去做頭髮等被我們視為很普通的事，都是一

種奢望。 
故如何有計劃使其受教育，有一技之長，並幫助他們脫貧，並

能協助家裡生計，尤其在此不景氣中，很多家庭唯一男性收入的

依靠也喪失之際，變得格外重要。 

另一感受為：是大家對 Climate change 及 ecology 之議題。

私下討論相當多，在 Dine around 活動中我選在 Indo chine 這

一組，老闆夫婦對以上議題投入相當多心力，四處呼籲，並身體

力行。此方面在台灣的環境中較感覺不到。先進國家中，政府與

人民大力投入與支持，自然表現在人民之生活態度與方式上。我

想許多企業在生態平衡與經濟發展中，亦應強烈思考此問題，應

作為-負責任有良心的企業經營者。 

對生態、環境、地球的愛護亦應負起相當的責任。使世界變得

美好。 
國際網絡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 張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陳明雪 
服務單位 古得企業社 /負責人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

摘要 
 

當前的經濟危機,己不復前幾年的水平,索性在我國政府的努力下,台灣地區婦女

的從政及就業方面均屬亞太地區的名列前茅! 
台灣在婦女的育嬰假及協助婦女創業方面的成效可供他國參考. 
而日本在 GDI 指數是優於台灣,新加坡的 GEM 優於台灣,所以我國在性別發展指

數與性別權力測度還有進步空間. 
本次的會議主題是: 婦女及 APEC 的永績發展和 了解財務情勢下提昇女性經濟

機會. 
會後提出建議包括: 用教育和職業訓練加強婦女的就業能力, 推出方案照顧非正

職或易受傷害領域工作的婦女; 確保婦女能得到融資,幫助微型及小企業主,及創

造婦女的就業機會; 促進婦女利用科技成為推動者和平等者.維謢婦女的社會安

全網.透過服務,設備和知識技術培訓,讓婦女特別是偏遠的農村婦女,更容易取得

資訊通信技術;鼓勵公 私營機構合作夥伴關係,促使婦女進而對社會經濟有所貢 
 獻. 
要有妥善的托嬰服務和照顧支援對婦女的工作和生活協助措施. 
在永續發展方面: 會中提出了 支持社會企業成為一個商業模式;及環境及氣候變

遷的投資和促進方案與措施. 
 

政策反思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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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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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說明與會後對您個人或企業經營之影響 

首先明雪要感謝婦權基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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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也參與 新加坡政府及婦女工商團體的招商活動, 了解當地政府的政策及

稅務和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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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再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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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們! 

國際網絡

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1.智利 NATURAL MEDICINE /NAME : MARIA ROMERO CHEUQUEPIL / ADDRESS : 

BALMACEDA NO. 1120 
2 日本 BUSINEES &PROFEESSIONAL WOMEN OF JAPAN. PAST PRESIDENT  
NAME: MASAKO HIRAMATSU  
WORK OFFICE : CABLE PERSONS INC. 
3.新加坡: STUDIO ABOF PTE LTD. 
NAME: VIOLET YEO / MANAGING DIRECTOR 
Email: violeth @singnet.com.sg. 
 

相關照片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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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C 的女性-未來的挑戰與啟發 
2. 女性與 APEC 永續發展 
3. 女性商務 
4. 度過金融風暴:如何在當今財務情勢下提昇女性經濟機會 
5. 女性與知識經濟 
6. 女性與社會型產業及勞資政三方聯盟關係 
7. 職場生活融合 

政策反思與建議 
 

1. 增進已創業者經營管理輔導知能 
2. 政府增加對已創業者財務融通管道 
3. 多提供國際行銷平台及行銷經驗交流 
4. 縮減數位落差及提昇 I T 運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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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瞭解主辦國新加坡的人文、經濟、政治、觀光、教育等面向。

國際網絡連結 
 
 

請提供您在會議中所結識的國際友人名片及聯絡方式 

1.Lee  Wan Ling  Cheryl   +65 6478 6602 
2.Leong  Chooi  Peng         6536 3130 
……….視需要再提供… 

相關照片 請提供與會重要紀實照片，最多 3 張 
其他附件 其他可供存檔參考之會議相關資料、簡報 

※ 請使用標楷體，12 號字體，行距固定行高 20pt，請自行調整表格大小。 

※ 此表請於 8/31 前 Email 寄至婦權基金會吳昀（rene@wrp.org.tw）彙整。 

※ 本表電子檔可於本會網站 http://gender.wrp.org.tw/下載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 
撰寫人 吳佩殷 
服務單位 正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參與紀實 
會議重點摘要 

 
During the 14th APEC WLN meeting, I learned the topics covered 
wom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usiness, the knowledge 
economy, work-life and social enterprise.  
 
Following are the good points that I learned in this mee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 They create business that meet a double 
bottom line : Driven by social mission &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Promote the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nabler and 
leveler for women.  

 Increase Indigenous / rural / remote women producers 
involvement in value chain activity by :  
- Promoting and increasing their product distribution 
- Increase access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 Promote participation at the sales, distribution, middle, 

wholesale, retail level, and product distribution 
- Establish distribution in country 

 Benefits of a Social Enterprise Approach 
- Advance women’s economic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 Promote investment in women’s trade and networking- 

hands on efforts 
- Facilitate women’s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place 

products in new markets and more specifically assist women 
create the niche markets for sustainable enterprises 

- MEs – “ Time to Shine” – existing sustainable MEs with 
traditional knowledge, skill that are organic, green, and the 
way of the future.  

- Promote ITC education as a tool for women 
- Reinfor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iendship, exchange 

and benefits for women in APEC economies 
- Raise awareness and engage and promote mor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Highlight the successful models in the value chain that 
enable women make a transition and grow to adopt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政策反思與建議 
 

To leverage APEC economic women’s resource or copy the BDP 
(Best Demo Practice ) is quite a good idea. Howev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striction or market demand, we should know 
that not everything is fit to every case.  
 
Besides,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build up a mutual trust in 
cooperative parties to share each one’s experience / resource to 
enlarge the total benefit.  

個人心得回饋 
個人感想與收穫 

 
 
 
 

I admired there are so many women would lov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help other women, and enhance not only from person but to 
society life quality, and focus on gender agenda in economic 
empowerment for gender equality.  
 
During the two days’ meetings, I observe most of the women 
entrepreneurs tend to concentrate on home-based activities such as 
food preparation, craft-making and the beauty trade. The home-based 
business are most like labor intensive with limit profitability.  
 
The harvest that I learned the good concept in this meeting has – 
strengthening women’s economic capacity, promoting women’s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work life harmony. These 
points could help me do things better and help more women.   

國際網絡連結 Business card shared in other files.  



相關照片 

 

 

 
 



APEC-WLN 補助團員出國心得報告格式 

會議名稱 第 14 屆婦女領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 

與會時間 2009 年 8 月 4 日至 8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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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會議主題為『女性與 APEC 永續經營』.因此;在永續成長與區域連

結上除了促進女性經濟商務及貿易參與外.主辦單位更希望本次會議成為

APEC 婦女領袖們與 APEC 主要政策制定者聯繫與分享經驗的平台。 
8 月 4 日開幕式 總理李顯龍先生的致詞中.分享了新加坡女性在政府有

計劃的社會政策推動下.多數已成為與男性無異之獨立自主的精英.於社會的

各個階層中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接下來是秘魯代表的報告……以去年(13 屆)而言 WLN 對該國優先議題

的支持就有 1.加強女性進入國際市場 2.資訊傳播科技(ICT)之教育訓練 3.
企業社會責任 4.鄉村女性與貿易 5.微型企業與微型信貸等等...WLN 希望

落實這些決議.更希望了解目前已進行情況. 
緊接著新加坡駐美大使 Chan Heng Chee 教授精闢的專題演講.更講述了

全球女性在未來要面臨的挑戰與對人類的貢獻與啟發…等. 
在全體會議中由本屆 WLN 主席蔡淑君(Chua Sock koong)女士主持.與會

的有 Andrina Lever 女士(Lever 企業總裁)、Mayra Buvinic(世界銀行集團執行

長)、Ine Alberdi 女士(UNIFEM 執行長)就本次大會主題『女性與 APEC 永續

經營』各做出專業且精彩的對話.在這幾位傑出女性身上.我深刻的感受到婦

女在自己的人生中可以因為努力而自助助人.也可以提供智慧改變人類生

活…除了折服更令人由衷的敬佩. 
另外;在工作坊的分享會中我對 Banyan Tree 藝術工坊創始者(收集世界

各地手工藝術創者作品)的 Claire Chiang 女士( 8 月 5 日)很感興趣也特別在

因颱風班機無法起飛而滯留的 8 日當天.依講述資訊造訪了位於市中心的   
77th STREET 專賣店**(目前光新加坡境內已有 16 家直營店) 

.   
整座商城、整排商店.聚集了最多的選購顧客.裬瑯滿目的創意商品很附合

年青人的口味..有些流行也帶些時尚(不全然都是”搞怪”的氛圍)當然;我和雅

萍也”貢獻”了一番(瞎拼~也是為國爭光囉!). 
兩次 APEC 的 WLN 參與(2004 年智利*2009 年新加坡).事實上對我個人

而言.不僅是開拓市場的平台而已.更是打開視野(國際觀)的最好觸媒.有幸在



與會期間和各國頂尖優秀婦女共聚一堂.聽她們的分享與跟著她們的思維學

習真是令人欣喜又值得珍惜的事.看到也聽到那麼多各國女性用專業與遠見

所制定的各項建議與決策.(它影響著各國政府的行政方針與婦女政策)同為

女性的我也感到萬般驕傲與榮幸. 
在緊湊的會議安排中.雖然;我個人因語言的吸收有限.但在婦權基金會細

心的準備下(參閱行前資料及收集的資料中*再此特別感謝~~妳們真的辛苦

了!)都協助了我這幾天與會時的不足.更值得深思與一提的是--本屆大會在會

議主題中所定訂的『女性與 APEC 永續經營』裡即警告全球人口 2030 年時

將達到 83 億之多.然而在能源有限的危機下.希望除了檢視婦女對經濟的貢

獻外更期望正視婦女將面臨永續發展的挑戰(天災人禍還沒算進去). 
台灣在 8 日當天正面臨著莫拉克颱風所帶來 50 年以來最嚴重的水災.新

加坡電視上也一遍遍的播放著災情…我彷彿在螢幕上已經看到了”警告”的
逼真..多少婦女正被考驗著生命的”堅軔”和與天搏鬥的”頑強”.其實;我知道

她們要的真的不多.因為;當中有一些正是我鳳凰與飛雁的姐妹.她們好不容

易因學習而燃起的創業火苗與在政府協助下創貸來的希望…這將會是 WLN
再研討的議題??但是:來不及了!因為它已經發生.而且;就離我那麼近….. 

如果;真的有上帝.就請您多給一些祝福給她們吧! 
政策反思與

建議 
 

一直以來.APEC 三大任務支柱(pillars)分別為『貿易與投資自由化』(Trade 
and lnvestment Liberalization)、『貿易與投資便捷化』(Trade and lnvestment 
Facilition)以及『經濟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ECOTECH),強調透過具體之經濟技術合作計劃,縮短開發中和

已開發經濟體間的發展差距。從 2004/2005 年起更針對婦女微型創業與小額

信貸的議題搬上台面上討論.也促使各國在制定婦女政策時成為首要執行方

向. 
   台灣隨著WLN議題在政策上(以女性商務而言)由 2001年青輔會開始的”
飛雁專案”到現階段勞委會執行的”創業鳳凰”再到各部會淋淋種種的”創業”
課程.我們政府真的是”很努力”在做的.如果加上這兩年更夯的”縮短數位落

差”那就更要給我們執行的單位大大的掌聲了! 
    然而;在各部門拼”政績”與創造”數字”的同時.有沒有人去審思或請專家

學者就”存活率”與確實”符合市場競爭力”做過評估ㄋ?還是一貫的任由標案

單位在執行計劃中加上幾場矇心遮臉的記者會諸告天下~~又輔導幾個創業

成功案例誕生….再草草結案了事.反正明年又有新的預算不是?? 
(誰都知道~花錢請媒體報導是件很容易的事啊!)可憐的是大家在心照不宣之

下.索性就都矇著眼自欺欺人一番.現在不該是反省的時候了嗎? 
台灣政治環境的詭異.牽動著官員們在位多久的不確定性.讓政策也隨著

政治人物的”喜惡”與政黨決策而有所遷動.更叫人擔憂與扼腕的是~~往往

有”能力”標案的單位.卻完全沒有”實際創業”的經驗.招牌大*關係好.再尋著

學術單位的光環與模式 (騷皮不騷肉)冠冕堂皇的拿著政府的資源(民酯民膏

啊!)輔導創業.不僅愚弄一般婦女的無知情事已一遍又一遍發生....種種敷衍

了事-瞞上欺下技樑也偶有異議之聲卻也無法可管..天皇老子當然也不知道.
更沒人敢說~因為;*怕資源斷貨*或者就再給加上一個”破壞”團體的罪名.生



意已難做人更難呀! 
既是要寫下反思與建議.那麼看官大人請明察秋毫吧!.在目前經濟脈動

已形成地球村的同時.我們的婦女卻依舊在＂泥濘破屋＂中…不能自拔.還
在＂找關係看臉色＂的古封建時代的舊思維裡沉淪呢! 
身為台灣婦女的我.用”可悲”問天!也只能用”努力+堅強”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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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加坡華人較多.語言上交流方便.我立即發現(或許是主辦國的關係)
本次會議參與婦女當中新加坡從事商務的比例遠遠超過許多國家(其他國家

大部份為官方代表或非營利組織成員居多)以難得與會的榮譽和在商言商

的”成本”考量之下.當然;鎖定目標就以新加坡與會者為最佳交誼對象囉!何
況時間不多.溝通到建立友誼就是即使要做的功課了. 

3日晚宴同桌的PAULINE LIM林寶蘭. 纖細的身材穿著”沙隆”的馬來服.
忍不住叫人要贊美一番.(女人要互相認識的話題其實很簡單).隔日晚些..她
個人的賓士車就載著我們”考察”唐人街去了.(我們當然也創造了台灣人的購

買力.力挽當地華橋因不景氣而下滑的業績喔!)不過;最重要的是在互動的幾

個小時中.她帶領著我們了解一些當地的民情風俗*包括人文、建築與地理環

境的變遷等等*我把它歸類在”市場調查”所以是很重要的. 
就像後來再認識的FLORENCE(朱秀麗)一樣.在我們 7日一早趕到機場前

如果不是她及時趕到飯店支援我和雅萍(p.s).因為;當天到了機場才知道飛機

停飛的我們.一時之間還真的不知如何善了呢!在留下的幾天中除了請先生出

來充當接送司機外.還親切的請我們到她家用晚餐等等...對”流落”異鄉的我

們真的是有說不出的溫馨了!(目前我們也已談好了初步的合作計劃). 
P.S(不是史亞萍代表啦!我們家雅萍是奇材.從一下飛機看到什麼都要照

相-妙的是她小姐一路拍啊拍的就跟著別人的團走了.所以接連幾天我們常常

在玩”雅萍”失蹤記.就是這樣也是增添了一份旅遊記憶.) 
 常有機會到外地旅行的我.總認為如果要了解當地民情風俗.計程車的司

機先生們就是最佳諮詢對象.應該不會有人反對吧! 在幾次與之交談都相當

訝異的發現(或許這是台灣的人”憂鬱”吧!)他們對身為新加坡人的認同與對

執政者的支持是那麼肯定的.當然;一般國際間對新加坡人有口皆碑的”守法”
觀念..幾次在路邊”隨意”攔車.卻因不知是黃線區或非的士站而不停的體驗...
在台灣客”嘴裡嘟嚷”著這些有生意不會做的計程車司機時.心理是其實是十

分的敬佩的. 
新加坡是一處另人期待相遇的小島.1819 年史丹彿先生這位英國人因經

商而發現之前.此處以馬來人居住者為最多.陸續的販賣香料的印度商船也上

岸了.中國人在大環境的變遷與改善生活的考量下從滇緬或渡海而來…1959
年李光耀先生任第一屆總理以來”華人”目前已佔整個國家 80%人口數了! 

這樣多元的種族文化經過近 2世紀的融合.在相互間產生的認同與尊重是

值得學習與稱慰的.我們總是在看著別人的好.反思自己的不足與遺憾.(這也

算是進步的原動力)但總不能光羨慕著別人家的月亮比較圓吧!想想我到底

可以為自己生長的這塊地方做些什麼???好等下次妳們來~~我們除了會唱”



高山青”之外.也可以肆情的分享屬於我們”國家”的好.敬請期待囉! 
您問我最大的”收穫”是什麼?? 

不都說行萬里路勝過讀萬卷書嗎?事實上在這一路上所接觸到的人、事、

物都已讓我有飽讀”人間冷暖天書”的大大收穫啊!您想要知道?歹勢~請自己

安排親自走一趟吧! 2010 年日本 APEC-WLN 再見啦!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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