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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一、會議時間：2007年 6月 24日至 6月 27日 

� 2007年 6月 24日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 

� 2007年 6月 25日至 6月 27日第十二屆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 

二、會議地點：澳洲北昆士蘭道格拉斯港喜來登飯店 

   （Sheraton Mirage Port Douglas Resort） 

三、大會主席：Mrs. Heather Ridout（澳洲工業局長暨 2007年澳洲代

表團團長） 

四、會議主題：「2007年 APEC婦女商務:婦女對強健永續未來的貢獻」 

� 婦女與商務 

� 婦女商務因應氣候變遷 

� 婦女與能力建構 

� 婦女與全球挑戰 

� 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 

� 婦女與貿易 

六、與會代表 

（一） 各國代表：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香港、印尼、日本、

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新幾內亞、祕魯、菲律賓、

韓國、俄羅斯聯邦、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以及我國等

21個 APEC經濟體參與盛會(中國由香港代表出席)。各國代

表分別來自企業體、政府部門、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等單

位。 

（二） 我國代表：我國由行政院經建會何主任委員美玥擔任團長，

率領政府部門代表 9名、民間團體代表 2名、女性企業家代

表 10名、女性領導人代表 1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代表 2名，共計 25名（名冊詳見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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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出席經濟體之團長名單 

1. 澳洲 Heather Ridout 

2. 汶萊 Datin Hajah Rokiah Haji Zakiah 

3. 加拿大 Andrina Lever (Hon Marjory Le Breton) 

4. 智利 Hon Laura Albornoz Pollman 

5. 香港 Lau, Ka Shi 

6. 印尼 Titiek Sitti Aminah Soyuno 

7. 日本 Masako Hiramatsu 

8. 馬來西亞 Margaret Ho Poh Yeok 

9. 墨西哥 Liliana Rojero 

10. 紐西蘭 Hon Lianne Dalziel 

11. 巴布亞紐幾內亞 Hon Magdalene Toroansi 

12. 祕魯 Filda Mayela Freyre Valladolid 

13. 菲律賓 Myrna Yao 

14. 韓國 Ahn Yoon Jung 

15. 俄羅斯聯邦 Irina Gorbulina 

16. 新加坡 Tan Hwee Seh 

17. 泰國 Kanda Vajrabhaya 

18. 中華臺北 Hon Mei-Yueh Ho 

19. 美國 Patricia Foley Hinnen 

20. 越南 Hon Nguyen Thi Oanh 

21. 中國（香港代表）Sophie Leung 



壹壹壹壹、、、、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一一一一、、、、6月月月月 24日日日日：：：：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議程表詳見附件二議程表詳見附件二議程表詳見附件二議程表詳見附件二）））） 

上午開幕式首先由澳洲貿易委員會（Austrade）執行長 Jenny 

Mathews致詞，歡迎與會者參與澳洲本年度的 APEC盛會並踴躍出席

該出口貿易活動，澳洲政府透過出口貿易輔導，已為無數婦女創造中

小型企業商機，因此，在該日特安排六場工作坊，主題包括模擬操作

至實際出口貿易、電子商務與線上出口貿易、貿易優惠方案、出口貿

易服務，以及跨文化議題，期盼與會者藉由工作坊吸收實用的出口貿

易技巧，創造成功的出口貿易商機。 

（（（（一一一一））））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視視視視 APEC為婦女出口貿易為婦女出口貿易為婦女出口貿易為婦女出口貿易的商機的商機的商機的商機 

本座談會由澳洲貿易委員會執行長 Jenny Mathews主持，邀請紐

西蘭小型企業與婦女商務部部長 Hon Lianne Dalziel、加拿大 Lever

企業總裁 Andrina Lever、澳洲貿易委員會經濟學主任學者 Tim 

Harcourt、澳洲 Cambinata Yabbies公司領導人 Mary Nenke、菲律賓

Figaro Coffee咖啡企業總裁 Pacita Juan等擔任與談人。 

本座談會強調婦女在經濟層面絕對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女性

在職場與家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女性人力資本卻未被充分利

用，女性往往被期待擔任家庭照顧者，現今為兼顧家庭與工作，越來

越多女性經營中小型企業，無不期望藉由出口貿易開發商機，這也是

為何 APEC要重視出口貿易對女性的影響，致力於規劃各種有關出口

貿易實務技巧之論壇。 

（（（（二二二二））））模擬操作至實際出口貿易工作坊模擬操作至實際出口貿易工作坊模擬操作至實際出口貿易工作坊模擬操作至實際出口貿易工作坊 

本工作坊由澳洲出口貿易協會領導人 Diane Tipping 主持，邀請

Birkdale 育兒園總裁 Barbara McGeoch、馬來西亞澳洲貿易委員會資

深貿易發展部門主管 Patricia Lee、俄羅斯商務學術研究院院長 Irina 

Gorbulina等擔任與談人。 

本工作坊強調創業者與協助機構應建立良好夥伴關係，瞭解投資

市場與當地文化，更重要的是瞭解自家產品與客源，如此才可能設計

出適合客戶需求的產品。投資海外市場時，必須瞭解當地進出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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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於每個國家的規定不同，事先瞭解有利於後續投資作業。總言

之，出口貿易是一大挑戰，唯有不斷努力才會獲得利潤。 

（（（（三三三三））））貿易優惠方案工作坊貿易優惠方案工作坊貿易優惠方案工作坊貿易優惠方案工作坊 

本工作坊由美洲貿易部門資深顧問代表 Sasha Mehra主持，邀請

美洲多元貿易事務室經濟事務員Aaron P. Scheibe、婦女Edge Coalition

全球貿易方案資深副總裁 Katrin A Kuhlman、紐西蘭政府貿易顧問

Graham Sampson等擔任與談人。 

本工作坊強調婦女製作或經銷產品時，可多利用貿易優惠方案降

低貿易成本。貿易優惠方案，簡稱 GSP(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Program)，係WTO對低度開發中會員國採行之優惠關稅

措施，美國自 1974年即對 131個開發中國家實施，提供 3450項減免

稅產品。2006年美國 GSP進口產品達 326億美元，成長 22%。2006

年美國利用 GSP自 APEC區域進口產品達 83億美元，主要分別來自

印尼、巴布新內幾內亞、秘魯、菲律賓、蘇俄、泰國。 

適用 GSP的產品，大多為製造項目(manufactured items) ，以及

某些農、漁及工業產品(例如金屬、化學、衍生產品)，在報關時需用

指定報單且需符合相關規定。採用 GSP的效益在於確保適用 GSP的

產品可以減免稅，有助增加婦女貿易機會及擴展手工藝品(handicrafts)

或其他藝術品(artisanal items)貿易市場。 

（（（（四四四四））））跨文化議題工作坊跨文化議題工作坊跨文化議題工作坊跨文化議題工作坊 

本工作坊由 Beasley跨國企業總經理 Tamerlaine Beasley主持，邀

請紐西蘭 Poutama信託執行長Mavis Mullins、加拿大Whiteduck資源

整合公司董事長 Francine Whiteduck等擔任與談人。 

本工作坊強調跨國企業最需要注意文化差異。如何將文化與商務

串聯、如何運用文化差異創造商機，必須要先瞭解到文化差異的獲利

點在哪裡，所以一定要多看、多聽、多學，尤其是從事跨文化事業的

企業家更須以全面性的方法觀察差異所在。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行銷

方式，可以藉由當地機構協助引進產品或是學習當地行銷方式。 

紐西蘭代表 Mavis特別分享毛利人之光 Judy的故事，Judy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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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土長的毛利人，從沒學過日文，卻成功開拓日本市場，透過熱情與

企圖心，把握每次與外國友人接觸的機會。雖然 Judy已於日前辭世，

但樂觀進取的態度卻不斷影響後輩更加努力維繫與國際友人的交

流。Mavis強調唯有企圖心才會想去瞭解另一個文化，跨文化學習是

去尋求各國間的溝通平臺又保有自己文化特色。 

 與談人建議商務並不是只有建立在合約上，而是透過關係的建

立，「信任」是建立關係最重要的一環，文化差異往往會造成某些誤

會，因此，保有真誠學習的態度與他國友人互動，建立信任關係，進

而達成商務合作的態度，値得所有企業家效法。 

二二二二、、、、婦女領導人婦女領導人婦女領導人婦女領導人網絡網絡網絡網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議程表詳議程表詳議程表詳議程表詳見見見見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一一一一））））6月月月月 25日日日日：：：：第一天議程第一天議程第一天議程第一天議程 

1. 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 

開幕式由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 Julie Bishop主持，歡迎各位

來到澳洲參與本年度 APEC盛會，並強調本屆WLN會議主題為「2007 

APEC 婦女商務：婦女對強健永續未來的貢獻」，並分為 6 項議題進

行研討會：「婦女與商務」、「婦女商務因應氣候變遷」、「婦女與能力

建構」、「婦女與全球挑戰」、「婦女與資通訊技術」及「婦女與貿易」，

每項議題都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2006 年 WLN 會議主辦國越南亦勉勵與會者接續去年主題－邁

向永續發展與繁榮的活力社群：強化女性企業的競爭力，透過全球

供應建立國際貿易連結網絡，協助微型和中小企業女性企業家擴展

生意。 

開幕場次演講邀請 Lever企業總裁 Andrina Lever以及本屆 WLN

會議主席 Heather Ridout 擔任講者。二位講者強調全球化過程中，

婦女要裝備自己，增加經濟機會，並勉勵與會者在本次會議中，貢獻

出自己心中的願景、想法與活力。WLN 會議與一般以男性主導的會

議不同之處在於女性有豐富的想像力，瞭解家庭需要，更重視健康與

教育議題，所以 APEC需要更多女性參與，尤其是女性的領導者共同

解決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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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壇論壇論壇論壇：：：：婦女領導婦女領導婦女領導婦女領導人人人人的挑戰的挑戰的挑戰的挑戰 

本論壇由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 Julie Bishop主持，邀請紐西

蘭小型企業與婦女商務部部長 Lianne Dalziel、中華臺北經濟建設委員

會何主任委員美玥、加拿大資深部長領導人Marjory LeBreton、巴布

亞紐幾內亞婦女事務部部長Magdalene Toroansi等擔任與談人。 

各國與談人分就其國內婦女發展現況進行報告，澳洲代表 Julie 

Bishop 提到 Womenomics（婦女經濟學）之觀念，並指出依 2006 年

哈佛大學及英國政經學院研究認為：性別不平等係屬經濟問題，而非

單純性別問題。因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經濟損失，甚至高於教育。其強

調該國女性法學士比例達 70％，並特別著重教育功能，以強化婦女

能力建構。加拿大代表則提到該國政府採取許多婦女政策協助女性，

其女性政府官員人數目前已超過全體官員人數 1/3；另加拿大政府亦

協助婦女建立互助組織，以形成女性合作網絡。巴國代表認為必須發

展女性經濟、科技等能力，該國係由政府、NGO 及教會形成組織網

絡，並建立婦女組織連結：當地 90％教堂提供基礎教育，並肩負傳

播訊息、教育女性、增強婦女能力建構功能，貢獻極大。紐西蘭代表

提出女性將成為未來政策制定者，應積極培養女性從政人才之種子人

員。 

我國代表團團長何主委於與談報告時指出我國女性發展現況相

關統計數字，其中女性企業比例達 29.3％，女性碩、博士比例 47.3

％，女性參政比例部長級為 15％，國會議員比例為 21％，縣市議員

比例為 26％等，顯示女性在我國經濟社會扮演相關重要的角色。並

就過去一年政府所積極推動女性輔導措施進行報告，其輔導措施內容

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組織女性互助網絡，增加女性創業學習經

驗；其次為提供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款計畫，協助婦女企業取得創

業資金；最後為建置台灣經貿網婦女企業入口網及規劃婦女企業電子

商務網站，協助婦女企業透過網路行銷開拓國際市場（詳見附件四）。

由於輔導措施內容具體充實，獲得會場極大迴響。 

3. 論壇論壇論壇論壇：：：：強化企業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挑戰強化企業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挑戰強化企業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挑戰強化企業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挑戰 

本論壇由 GM Holden法人事務執行長 Alison Terry與澳洲保險團

體執行長 Sam Mostyn 共同主持，由澳洲核能科技組織主席 Zi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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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kowski主講，邀請澳洲大堡礁研究協會執行長 Judy Stewart、新

加坡 Hemispheres基金會代表 Ann Phua等擔任與談人。 

本論壇強調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是極為重要的課題，婦女作為家

庭中最大的採購者，對節能的商品包裝將具有很大影響力，尤其是婦

女在家務的處理上，節水省電也都能發揮極大的力量，絕對不應忽視。 

此論壇討論熱絡，提出為因應氣候變遷的全球挑戰，商業的創新

將產生新的工作機會，婦女不應置身於外，應積極從個人層面、社區

層面發揮影響力。此議題不僅是政府的問題，各界亦應積極參與，瞭

解此一議題之迫切性及嚴重性。如何將此議題聚焦在女性可發揮的角

色與功能，將使此項討論更具意義。 

4. 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科技如何協助商務運作科技如何協助商務運作科技如何協助商務運作科技如何協助商務運作 

本工作坊由 Ballarat 大學區域革新與競爭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Patrice Braun主持，邀請韓國 Sookmyung大學 APEC婦女電子商務中

心主管副教授 Kyo Chung Kim、加拿大約克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副教

授 Lorna Wright、新加坡代表 Irene Boey等擔任與談人。 

本工作坊強調現今網路發達，資訊傳達無遠弗屆，經營網路商店

的重點在於如何強化使用電子產品的能力、如何找尋政府和銀行補助

資源以及建立客戶信任度。 

社會價值觀下總是將女性定位在照顧者的角色，現今許多創業女

性為兼顧家庭與工作，期盼藉由電子商務經營自有品牌，使用網頁作

為行銷途徑，省下店租和宣傳印製費。假如女性沒有使用電子產品的

能力，很容易失去電子市場，所以必須訓練女性使用電子產品的能力

以及經營電子商務的技巧。 

加拿大代表建議有意經營線上市場的女性企業家選擇操作簡易

的網頁，並附上明瞭易懂的線上訂單使用說明，讓客戶能輕鬆下訂

單。電子經濟在菲律賓實行效果顯著，主要是該國非常重視中小企

業，因為菲律賓的中小企業非常多，經營有善的話，每年可為國內帶

來可觀的收入，因此，政府非常重視對中小企業的補助措施，値得各

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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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6月月月月 26日日日日：：：：第二天議程第二天議程第二天議程第二天議程 

1.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婦女與全球挑戰婦女與全球挑戰婦女與全球挑戰婦女與全球挑戰 

本演講由世界銀行團體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 Amanda Ellis 主

講，邀請美國洲際飯店團體副執行長 Vicki Gordon、澳洲 AusAID領

導人 Sun Hee Lee、菲律賓國家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Myrna T Yao等

擔任與談人。 

本演講強調經濟議題並不單侷限在經濟層面。從新聞可知，戰

爭、恐怖事件、貿易、氣候、婦女與孩童問題往往會影響一國的經濟

狀況。現在最急迫的全球挑戰問題是氣候的改變、貿易認證與發展問

題以及外籍勞工移民問題。與談人呼籲政府與企業體協商討論，提供

適切的建議給人民思考因應對策。 

2.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婦女與強化能力建構婦女與強化能力建構婦女與強化能力建構婦女與強化能力建構 

本演講由科學工業組織主席 Catherine Livingstone主講，邀請韓

國女性企業家代表 Ahn Yoon Jung、中國婦女聯盟副總裁 Chen 

Xiurong、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Nona S Ricafort、澳洲女性工程

師國家委員會委員Marlene Kanga等擔任與談人。 

本演講強調社會與經濟之永續發展可從四個面向來談： 

(1) 教育與智慧資產(intellectual capital)為人類未來發展與創新之鑰。

目前當務之急為提高全球女性之教育水準，唯有如此，才可加強

子女之家庭教育。 

(2) 由於女性就業人口增加，子女健康遭致忽視，在當前 SARS、禽流

感及多種文明病症(如過度肥胖、心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威脅

下，政府應制定政策協助婦女解決問題。 

(3) 為解決全球性之問題，各國之政府政策(government policy)應協調

成為全球政策(global policy)。 

(4) 因應氣候變遷須有整體性、全面性之政府政策，而非僅侷限於社

會政策之制定與執行。



3. 論壇論壇論壇論壇：：：：中小企業之中小企業之中小企業之中小企業之 E化能力建構化能力建構化能力建構化能力建構 

本論壇由 Ballarat 大學區域革新與競爭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Dr. 

Patrice Braun主持、澳洲微軟總裁 Tracey Fellows主講，邀請美國 Sun 

Micro Systems副總裁 Barbara Bauer、中華臺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汪

主任其芬、澳洲 Ami-Group 企業公司負責人 Anne McKevitt、韓國

Sookmyung大學 APEC婦女電子商務中心主管 Kyo Chung Kim等擔

任與談人。 

本論壇強調婦女 E化能力建構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婦女總期望自

己扮演好妻子、母親、女性企業領導人等各種角色，希望藉由在家透

過網路處理商務的工作型態，兼顧家庭照顧職務。韓方代表表示韓國

家庭中的電腦以往多數是被男性霸佔，現今卻已變成家庭主婦上網購

物所用。 

我國代表汪主任其芬強調建構 E 化能力意即強化企業電子商務

執行能力，關鍵因素包含人力、管理及技術幾項，其中又以人力因素

最重要，管理階層所設定之策略及願景，將影響企業 E化成功與否，

且將是一項長期學習過程。 

4.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增進增進增進增進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商機商機商機商機 

本工作坊由澳洲 GM Holden公司的Ms. Alison Terry主持，邀請

加拿大Whiteduck企業Ms. Francine Whiteduck、汶萊婦女企業協會第

一副理事長 Datin Paduka Hajah Rokiah、韓國 Elion 協會執行長 Yoon, 

Yong Won等擔任與談人。 

本工作坊強調政府應將婦女生產的傳統手工藝品、地方特產與休

閒觀光結合，增加小型企業的商機，且在各地成立創業諮詢窗口，在

婦女創業前提供創業諮詢、市場分析、財務管理，建立創業婦女聯繫

網絡，提供創業資訊與陪伴。 

加拿大代表以該國協助偏遠地區原住民婦女微型企業開發商機

的一個三年計畫為例，說明如何結合政府、NGO、私人企業建立微

型企業婦女網絡而增加商機，具體作法包括印製產品型錄、網路行銷

販賣、政府政策性採購，如 2010年奧運指定用品、主題式促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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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委會孫處長碧霞特在會中分享我國兩項具體措施：第一，

在協助婦女創業部分，我國於今年 3月 8日起開辦創業鳳凰婦女小額

貸款，政府主動拿出經費成立保證基金，協調銀行提供低利率貸款資

金，具體解決婦女創業障礙。第二，開創商機部分，我國於各地推動

地方特色產業，多元就業方案亦與觀光、休閒作結合，有助於中小型

及微型企業發展商機。孫處長進一步建議 APEC各經濟體積極檢視及

運用政府力量消除婦女創業障礙，並協助婦女中小型及微型企業爭取

商機。 

5.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微型與中小型企業因應全球改變的重要性微型與中小型企業因應全球改變的重要性微型與中小型企業因應全球改變的重要性微型與中小型企業因應全球改變的重要性 

本工作坊由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Sam Mostyn主持，邀請馬來西

亞中小企業公司總裁 Dato Hafsah Hashim、越南 Khanh Vinh製鹽公司

Nguyen Thi Phuong、印尼科學協會 Sjamsiah Achmad等擔任與談人。 

全球變遷主要係指氣候變遷、區域與全球貿易協定以及貿易相關

法律。氣候變遷如全球暖化、洪災、海嘯以及禽流感等災害，需要政

府進行各項災害應變管理與救援措施。區域及全球貿易協定則指

WTO（世界貿易組織）、FTA（自由貿易協會）等貿易組織及協定等。

貿易相關法律則以和環保、廢棄物處理及智財權之保護相關之法律為

主。 

本工作坊強調面對全球變遷，政府應增加中小企業應用資訊與網

路科技的訓練、健全法制環境、活絡商業機制、強化中小企業體質。

印尼發生海嘯後對當地產業造成極大傷害，印尼代表認為自然災害對

所有的產業都有傷害，尤其是中小企業。女性在企業重整的過程中，

面臨到的困難尤其多。與談人呼籲除經濟支持措施外，還要加強社會

支持的服務，特別是在家庭支持及兒童照顧方面，才能鼓舞人民災後

重建的勇氣。 

6.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商務商務商務商務、、、、提升資本與貿易組成提升資本與貿易組成提升資本與貿易組成提升資本與貿易組成 

本工作坊由 GM Holden企業有限公司 Alison Terry主持，邀請澳

洲國際婦女商業與工業聯盟 Diana Abruzzi、紐西蘭 Poutama信託執行

長Mavis Mullins、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Nona S Ricafort等擔任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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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坊討論著重在三點：如何創業成功？企業營運在過去成

功，但近年來卻經營困難，能否提供意見？企業經營應以國際或國內

為主？如何判斷？三位傑出與談人以其豐富的實戰經驗，分享企業如

何籌措資金、如何規劃經營策略、以及行銷與降低風險，讓在座的女

性代表及企業家，獲得寶貴之經驗。最後建議中小企業的商機處處可

在，但也要妥善評估，不要貿然行動。資金是企業經營開始之鑰，籌

募足夠資金能讓企業順利運作，但最重要的是要善用手邊之資源，包

括利潤與員工。 

7. 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較佳的商務實作較佳的商務實作較佳的商務實作較佳的商務實作 

本工作坊由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Sam Mostyn擔任主席，邀請我

國中小企業處林主任秘書美雪、泰國中小企業合作服務中心經理

Petmanee Daowieng、莫斯科政府與地方發展委員會代表 Tatiana 

Portnova擔任與談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主任秘書係以我國「婦女企業輔導措施」與

各國分享，將我國協助婦女企業強化能力之具體作法進行專題演說，

並就台灣婦女企業資訊通信技術（ICT）電子商務能力之建構提供實

務作法說明，尤其強調我國對偏鄉地區婦女提供在地 E化服務。並向

與會人士簡要說明我國建置婦女企業資訊交流平臺（設立台灣經貿網

婦女企業入口網及規劃婦女企業電子商務網站），以協助婦女企業開

拓國內外商機，及提供經營管理諮詢服務與協助取得創業資金等相關

計畫。最後以「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輔導成功的女性企業實例，

作為我國輔導女性企業最佳實務運作說明。 

泰國代表 Petmanee 提供微型暨中小企業較佳的實務運作，除明

確定義該國中小企業外（其中小企業定義大致與我國相同，依四項產

業別分類後，再依受僱人數與資本額劃分），並提供 OTOP（One Town 

One Product一鄉鎮一特色）實務運作與建議，希望 OTOP能進一步

朝國際貿易挑戰，建立品牌及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同時注重產品設計

與爭取創投資金。 

莫斯科代表 Tatiana Portnova係以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

拉銀行家尤努斯協助微型企業貸款相關報導為主軸，進一步說明許多

婦女因而獲得財務支援，亦為協助婦女之實務運作提出極佳說明。 



 13

三三三三、、、、6月月月月 27日日日日：：：：第三天議程第三天議程第三天議程第三天議程 

1. 演講演講演講演講：：：：建構永續未來所面臨之企業挑戰建構永續未來所面臨之企業挑戰建構永續未來所面臨之企業挑戰建構永續未來所面臨之企業挑戰 

本演講由澳洲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主管 Jillian Broadbent主講，邀

請俄羅斯商務學術研究院院長 Irina Gorbulina、泰國亞洲銀行國際

BPW總裁 Dr Chonchanok Viravan、中國香港財產受託管理人協會主

席 Lau Ka Shi等擔任與談人。 

本演講強調對職業婦女而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非常不易，各國

私人企業雖有不同形式之家庭友善雇用政策 (Family-friendly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簡稱 FEPP)，但往往僅止於表面之

福利，無法付諸實行，因為一般企業主管無法接受工時太短或彈性工

時之女性員工。建議各國企業亦應加強 FEPP政策之制定，以協助職

業婦女兼顧工作與家庭。唯有工作與家庭達到平衡，才有永續發展之

經濟成長，企業究應如何協助職業婦女兼顧工作與家庭引發與會者熱

烈討論。 

俄羅斯代表特別強調俄羅斯在女性位居企業主管之比率上稱冠

全球，原因在於俄國政府自 2005年起制定許多輔導政策，並於Russian 

Academy of Business開辦許多課程協助婦女就業及創業。婦女外勞所

面臨之歧視問題應受重視，由於全球化趨勢、跨國企業之發展及外籍

新娘之需求，使女性外勞及移民問題日趨嚴重，各國應加入相關國際

公約，以保障女性外勞及移民之權益。 

2. 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閉幕式 

各工作坊主席依序簡報各工作坊重要結論，共分由澳洲國家法院

裁定官 Annabelle Bennett摘要「強化能力建構」場次、Ballarat大學

區域革新與競爭研究中心執行長 Patrice Braun 摘要「資訊與通訊科

技」場次、澳洲貿易委員會執行長 Jenny Mathews摘要「婦女與貿易」

場次、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Sam Mostyn及 GM Holden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 Alison Terry分就「婦女及全球挑戰」與「婦女與商務」之簡要

結論。 

最後，於本屆大會主席 Heather Ridout致感謝辭，並播放下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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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祕魯介紹短片後，由祕魯代表上臺邀請與會者來年再會，本屆

WLN會議於移交WLN會旗儀式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參參參參、、、、會議參與情形會議參與情形會議參與情形會議參與情形 

於本屆WLN會議中，本團團長何主任委員美玥受邀擔任開幕式

所安排的「婦女領導人的挑戰」此論壇與談人之一，就「婦女與領導」

議題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巴布亞紐幾內亞等經濟體之女性部長

共同與談。何主委向與會者分享我國在女性參政及推動性別主流化的

具體數據，及推動婦女創業之輔導成果，包括女性互助網絡、協助婦

女企業取得創業資金、建置台灣經貿網之婦女企業入口網及婦女企業

電子商務網站等具體措施及實施成果，彰顯出女性領導人在經濟領域

上的果斷思維與作為，使得我國女性企業輔導措施備受矚目。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主任秘書美雪、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汪主任其

芬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蕭副處長美麗等 3 人所擔任之各場次

報告，不僅臨場表現極為優異，發表內容亦獲得各國與會代表之認同

與迴響。另勞委會孫處長碧霞亦在「增進中小企業商機」工作坊中與

其他經濟體代表分享我國協助婦女微型企業開創商機的具體措施。 

為呼應WLN會議重視產、官、學界的多元聲音，本次中華台北

代表團女性企業家及民間團體女性領導人共 12人，不僅較歷屆WLN

女性企業代表成員為多，團員也積極把握此國際盛會，與各國女性菁

英發展友好關係，行銷女性企業家形象與公司產品，大幅提昇我代表

團能見度。 

此外，中華台北代表團團長—何主任委員美玥係第二次擔任團長

職務，延續 2006年WLN會議中與其他經濟體代表建立的良好關係，

由韓國 APWINC的研究團隊、加拿大 York University的 Lorna Wright

教授及智利、日本、新加坡等國，為提升女性經濟力的跨國比較與研

究的重要性而形成 APEC Women Leader Research Network跨國研究

團隊的芻議，亦積極邀請中華台北成為其中一員，何主委允諾考量在

我國推動跨國研討會的可行性，預期我國未來將可藉此合作計畫，進

一步於國際間分享我國開發女性經濟力的統計資料與實施成果。



肆肆肆肆、、、、會議重要結論會議重要結論會議重要結論會議重要結論 

為達成本屆WLN會議呈送資深官員(SOM III)建言之共識，由各

經濟體團長組成的起草委員會（Drafting Committee）密集討論，我國

係由中華台北代表團團長何主任委員美玥參與會議。 

本屆 WLN聲明及建議（詳見附件五）將送交 APEC部長會議參

採，主要包括氣候變遷、確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女性與移工、

促使女性全面參與商業、數位落差及 APEC內的WLN、WLN的未來

等七個面向，其重點臚列如下： 

一一一一、、、、    氣候氣候氣候氣候變遷變遷變遷變遷 

鑑於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重要挑戰，籲請 APEC應視為優先處理

的議題，同時確保女性於處理過程的決策權，各主要議題包括減少溫

室氣體的排放、建立社區意識、強化教育與回應、因應緊急狀態及早

期預警之建立、災害管理、社區健康及福祉與社區及經濟恢復等。 

二二二二、、、、    確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確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確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確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 

部長們被要求確保 APEC 區域內任何區域貿易自由化與自由貿

易協定對女性不同影響的相關本質與內容的研究應優先進行並緊急

與WLN主席諮詢。本研究結果的報告期程應與 2008年WLN及APEC

貿易部長會議一致。 

三三三三、、、、    女性與移工女性與移工女性與移工女性與移工 

面對全球化下的勞工流動問題，需要將此議題對於婦女的影響考

慮在內，尤其是保障移民婦女權利，因此，不僅要在 APEC-ABAC（企

業諮詢委員會）被提出討論，也期望能在 2007年 APEC領袖會議形

成建議案，以具體改善婦女移工處境。此外，WLN並呼籲 APEC各

成員體部長積極考慮制定通用的認證制度，以利發展經由 APEC各經

濟體技能認可的人力資源。 

四四四四、、、、    促使女性全面參與商業促使女性全面參與商業促使女性全面參與商業促使女性全面參與商業 

WLN 呼籲部長們為其經濟體內的女性找出機會並確認克服微

型、中小型及大型企業的女性在接近商業發展機會、ICT（資通訊科

技）、財務、市場及各種協助方案的所有障礙，女性的機會必須是評

估商業環境品質的指標之一。WLN 將進一步敦促領袖們確保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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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 2010 年前確認、建立並執行具性別回應的方案與政策模式，以

協助女性自有或領導的微型、中小型企業。未來將尋求在 2007年 12

月前獲得部長們正式書面保證，以確保 SME（中小型企業）工作小

組維持對微型企業的強烈關注。 

五五五五、、、、    數數數數位位位位落差落差落差落差 

為確保女性能全面運用 ICT發展的優勢而不被遠拋於後，APEC

部長們應確保改善基礎設施與增加使用機會、發展針對女性需求所需

的技術、具性別區隔的研究並分享最佳範例、將女性領導的企業快速

導入全球價值鏈。 

六六六六、、、、    APEC內的內的內的內的WLN 

為進一步促使 APEC達成其對性別議題的承諾，WLN要求APEC

領袖們從 2008 年起承認 WLN在所有 APEC 工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

身分、從 2008年起至少任命 1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 ABAC代表團員，

開始解決 ABAC內顯著的性別不平衡問題、從 2008年起 WLN主席

要在 APEC領袖對話中發表WLN建議，作為 ABAC永久性的議題項

目，以及確保 ABAC每年持續參與WLN會議。 

七七七七、、、、    WLN的未來的未來的未來的未來 

WLN 未來將整合貿易、微型企業、中小企業、ICT 及教育等相

似的活動於各項方案中。WLN 將持續採取合理的行動：在菲律賓建

立秘書處，以及建立網路入口作為提升意識與溝通的主要方法。 



伍伍伍伍、、、、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綜合我國經驗以及本屆WLN會議提出之建議聲明，簡就以下幾

點說明作為日後我國未來發展建議： 

一一一一、、、、    關注國際未來趨勢關注國際未來趨勢關注國際未來趨勢關注國際未來趨勢 

本次澳洲主辦國特地於會議前夕加入「氣候變遷」議題，強調經

濟面向也會受到自然氣候影響，天災釀成之災害無人可預期，但加強

偵測設備則有待開發並可降低災害的損害程度。此外人為造成的氣候

變遷更是身為地球人必須加以關注的重要議題，包括如何彌補溫室效

應帶來的災害、如何教育個人對環保議題的敏感度、如何將環保融入

生活甚至在產品上展現環保意識，都需要更多跨領域、跨部會的研發

與合作。 

二二二二、、、、    增設婦女資源平台增設婦女資源平台增設婦女資源平台增設婦女資源平台 

近年來，政府日益重視婦女協助資源的重要性，許多相關單位紛

紛制定有關婦女創業的輔導方案。目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台灣經

貿網」已成為國內女企業體交流的一大平台，此入口網站企圖在全台

灣北中南三區建立女性網絡，並提供外國友人能透過此網站快速搜尋

到我國女性企業組織進而合作，同樣地，也期盼女性企業主能利用此

機制與外國企業合作。未來建議可依領域或區域增設更多婦女資源平

台，整合各項婦女創業協助資源，提供有心創業的婦女們完整的創業

步驟，包括出版婦女創業教戰手冊。 

三三三三、、、、    強化女性電子強化女性電子強化女性電子強化女性電子化化化化教育機會教育機會教育機會教育機會 

礙於早期性別刻板印象的觀念，女性學習電子化的機會較男性

少，現今科技發達，女性比過去有更多機會接觸電子產品，若能調整

現有教育資源，加強鼓勵女性進入電子化培力教育場所，培養女性使

用電子產品的能力，進而有能力使用電子產品開拓商機，將可加強國

內女性因應全球電子商務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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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我國參加我國參加我國參加我國參加 2007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2屆屆屆屆 APEC婦女領導人網絡婦女領導人網絡婦女領導人網絡婦女領導人網絡（（（（WLN））））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代表團成員名單代表團成員名單代表團成員名單代表團成員名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服務單位及職稱服務單位及職稱服務單位及職稱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何美玥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團長 

2 林至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專門委員 政府部門代表 

3 林美雪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任秘書 政府部門代表 

專題報告人 

4 孫碧霞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福利處處長 政府部門代表 

5 張文蘭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處長 政府部門代表 

6 蕭美麗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副處長 民間團體代表 

專題報告人 

7 汪其芬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資訊中心主任 政府部門代表 

專題報告人 

8 楊筱雲 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科科長 政府部門代表 

9 楊敏玲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第一處科長 政府部門代表 

10 程文玲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秘書 政府部門代表 

11 施麗麗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專員 政府部門代表 

12 林奕利 嵂洧企業有限公司經理 女性企業家代表 

13 馬惠禎 橄欖樹手創工房負責人 女性企業家代表 

14 張惠玲 台中市企業講師協會理事長 女性企業家代表 

15 李素珍 和暉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女性企業家代表 

16 陳雅芳 新時尚創藝有限公司經理 女性企業家代表 

17 唐乙仁 暘月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女性企業家代表 

18 連阡詠 蓮想企劃負責人 女性企業家代表 

19 郭玉麗 合利文具行負責人 女性企業家代表 

20 張雅雯 尚欣企業社經理 女性企業家代表 

21 李雪津 民主太平洋聯盟副秘書長 民間團體代表 

22 林麗梅 台南市政府秘書 女性領導人代表 

23 華秀芬 策略家顧問公司總經理 女性企業家代表 

24 林慧芬 婦權基金會研究委員 行政人員 

25 陳麗蓉 婦權基金會研究員 行政人員 



附件二 

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婦女出口貿易單日活動（（（（Women in Export Event））））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6/24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10.30 am Mirage 

Ballroom 

 

「婦女出口貿易」活動開幕式 主持人：Jenny Mathews（澳洲貿易委員會執行長） 澳洲部落文化介紹者：Jeanette Singleton（凱恩斯傳統部落
Yirrganydji部落長老） 講者：The Hon De-Anne Kelly MP（澳洲交通暨區域服務部部長） 

11.00 am Mirage 

Ballroom 

 

座談會：視 APEC為婦女出口貿易的商機 主持人：Jenny Mathews（澳洲貿易委員會執行長） 與談人： 

1. Hon Lianne Dalziel（紐西蘭小型企業與婦女商務事務部部長） 

2. Andrina Lever（加拿大 Lever企業總裁） 

3. Tim Harcourt（澳洲貿易委員會經濟學主任學者） 

4. Mary Nenke（澳洲 Cambinata Yabbies公司領導人） 

5. Pacita Juan（菲律賓 Figaro Coffee咖啡企業總裁） 

12.00 noon 
Lagoons 

Restaurant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1.00 pm Mirage 

Ballroom 1 

 

工作坊 1：模擬操作至實際出口貿易 主持人：Diane Tipping（澳洲出口貿易協會領導人） 與談人： 

1. Barbara McGeoch（Birkdale育兒園總裁） 

2. Patricia Lee（馬來西亞澳洲貿易委員會資深貿易發展部門主管） 

3. Irina Gorbulina（俄羅斯商務學術研究院院長） 

 Mirage 

Ballroom 2 

 

工作坊 2：電子商務與線上出口貿易 主持人：Edwin Kuller（澳洲貿易協會電子商務顧問） 與談人： 

1. Kio Chung Kim（韓國 Sookmyung大學女子電子商務中心） 

2. Dr. Lorna Wright（加拿大約克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副教授） 

3. Anne Speed（澳洲 Cicada貿易公司總理） 

 Mirage 

Ballroom 3 

 

工作坊 3：貿易優惠方案 主持人：Sasha Mehra（美洲貿易部門資深顧問代表） 課程帶領人： 

1. Aaron P. Scheibe（美洲多元貿易事務室經濟事務員） 

2. Katrin Kuhlman（婦女 Edge Coalition全球貿易方案資深副總裁） 

3. Graham Sampson（紐西蘭政府貿易顧問） 

2.30 pm Mirage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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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room 

Foyer 

3.00 pm 

 

Mirage 

Ballroom 1 

 

Exporting Services 出口貿易服務 主持人： Lloyd Downey（澳洲貿易委員會教育、藝術與商務服務部國際主管） 與談人： 

1. Vicki Prout, State Manager, Franchise Alliance, SA 

2. Nona S Ricafort（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Mirage 

Ballroom 2 

 

Cross-cultural Issues 跨文化議題 主持人：Tamerlaine Beasley（Beasley跨國企業總經理） 與談人： 

1. Mavis Mullins（紐西蘭 Poutama信託執行長） 

2. Francine Whiteduck（加拿大Whiteduck資源整合公司董 事長） 

 Mirage 

Ballroom 3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mes 貿易優惠方案（接續 1.30pm課程） 主持人與課程帶領人同 1.30pm課程 

4.30 pm – 6:00pm 團員免費參加昆士蘭商品展團員免費參加昆士蘭商品展團員免費參加昆士蘭商品展團員免費參加昆士蘭商品展 

7.00 pm 團長受邀參加團長受邀參加團長受邀參加團長受邀參加 VIP晚宴晚宴晚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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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第第第 12屆婦女領導人網絡屆婦女領導人網絡屆婦女領導人網絡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會議會議會議會議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6/25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2
th

 WLN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一天議程第一天議程第一天議程第一天議程 

9.00 am 
 

Glade Pavilion 

 

 

會議開幕式 主持人：Ms. Julie Bishop（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 致辭：澳洲政府高官 His Excellency Major General Michael 

Jeffery AC CVO MC Governor-Gener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第十一屆越南主辦國發表去年WLN會議報告 發表人：Nguyen Thi Oanh（越南婦女聯盟副總裁） 

 開幕場次演講：WLN現在與未來 講者：Andrina Lever（Lever企業總裁、WLN創會者） 

    Heather Ridout（本屆WLN會議主席） 

10.15 am 
Mirage 

Ballroom 

Foyer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 

10.45 am 
 

Glade Pavilion 

 
婦女領導人的挑戰  主講人：Ms. Julie Bishop（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 與談人： 

1. Hon Lianne Dalziel（紐西蘭小型企業與婦女商務部部長） 

2. Hon Mei Yueh Ho（中華臺北經濟建設委員會何主委美玥） 

3. Hon Marjory LeBreton（加拿大資深部長領導人） 

4. Hon Magdalene Toroansi（巴布新幾內亞婦女事務部部長） 

12.00 

noon 

Lagoons 

Restaurant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午餐會談

 

1.00 

- 

1.45 

pm 
 

Glade Pavilion 本土化的領導風格 

Dr Kelvin Kong and Mrs Sarah Kong 

2.00 pm 

APEC經濟體論壇 

Glade Pavilion  APEC經濟體論壇－強化企業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挑戰 主持人： 

1. Ms Alison Terry（GM Holden法人事務執行長） 

2. The Hon Justice Annabelle Bennett AO（澳洲國家法院裁定官） 

3. Ms Sam Mostyn（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主講人：Dr Ziggy Switkowski（澳洲核能科技組織主席） 與談人： 

1. Judy Stewart（澳洲大堡礁研究基金會執行長） 

2. Liliana Rojero Luévano（墨西哥 China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主席） 

3. Ann Phua（新加坡代表 Hemispheres基金會代表） 工作坊 Glade Pavilion 

 
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工作坊－資訊通訊技術與女性領導 主席：Dr Patrice Braun（Ballarat大學區域革新與競爭研究中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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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1. 副教授 Kyo Chung Kim（韓國 Sookmyung大學 APEC婦     女電子商務中心主管） 

2. Dr Lorna Wright（加拿大約克大學商學院國際商務副教授） 

3. Irene Boey（新加坡代表）  

3.15 pm 
Mirage 

Ballroom 

Foyer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 

3.45 pm 
 

Glade Pavilion 強化企業能力以因應氣候變遷挑戰（接續 2.00 pm場次） 

 Mirage 

Ballroom 

 

婦女與資訊通訊技術工作坊－科技如何協助商務運作 主席：Patrice Braun 與談人： 

1. Masako Hiramatsu（日本 Cable Person’s Inc領導人） 

2. Cho Jung Ah（韓國 Gyeonggi婦女發展中心執行長） 

3. Mei-Li Tsai Hsiao（中華臺北資訊工業策進會蕭副處長美麗） 
5.00 pm 日間活動結束 

BBQ晚宴晚宴晚宴晚宴 

6.00pm進場 

6.30pm用餐 
Poolside 

Gazebo 

Area 

主持人：Ms. Julie Bishop（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 團體表演：Bush Remedy band 由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Minister Bishop主持 BBQ晚會 邀請WLN團員與講者在輕鬆的氣氛下交流 

6/26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2
th

 WLN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二天議程第二天議程第二天議程第二天議程 

9.00 am Glade 

Pavilion 

 

演講－全球挑戰 主講人：Amanda Ellis（世界銀行團體國際經濟組織領導人） 與談人： 

1. Vicki Gordon（美國洲際飯店團體副執行長） 

2. Sun Hee Lee（澳洲 AusAID領導人） 

3. Myrna T Yao（菲律賓國家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 

10.15 am 
Mirage 

Ballroom 

Foyer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 

10.45 am Glade 

Pavilion 

 

演講－強化能力建構 主講人：Catherine Livingstone（科學工業組織主席） 與談人： 

1. Ahn Yoon Jung（韓國女性企業家代表） 

2. Chen Xiurong（中國婦女聯盟副總裁） 

3. Nona S Ricafort（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4. Marlene Kanga（澳洲女性工程師國家委員會委員） 

12.00 noon 
Lagoons 

Restaurant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1.00- 1.45 

pm 午餐會談 

Glade 

Pavilion 

 

健康與福利 講者：Dr Manny Noakes 

2.00 pm 

APEC經濟體論壇 

Glade 

Pavilion 

 

APEC經濟體論壇－中小企業之 E化能力建構 主席：Dr Patrice Braun （Ballarat大學區域革新與競爭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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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副執行長） 主講人：Tracey Fellows（澳洲微軟總裁） 與談人： 

1.Barbara Bauer（美國 Sun Micro Systems副總裁） 

2.Chi-Fen Wang（中華臺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汪主任其芬） 

3. Anne McKevitt （澳洲 Ami-Group企業公司負責人） 

4.Kyo Chung Kim（韓國 Sookmyung大學 APEC婦女電子商務中心主管） 工作坊 Mirage 

Ballroom 1 

 

工作坊 1－中小企業商機 主席：Alison Terry（GM Holden企業有限公司） 與談人： 

1. Francine Whiteduck（加拿大Whiteduck企業代表） 

2. Datin Paduka Hajah Rokiah（汶萊婦女企業協會副理事長） 

3. Yoon, Yong Won（韓國 Elion 協會執行長） 

 Mirage 

Ballroom 2 

 

工作坊 2－透過學習強化能力建構 主席：Annabelle Bennett（澳洲國家法院裁定官） 與談人： 

1. Chen Ying（中國建設與發展公司副總理） 

2. Elena Fedyashina（俄羅斯 20委員會執行長） 

3. Kanda Vajrabhaya （泰國社會發展與人身安全部副秘書長） 

 Mirage 

Ballroom 3 

 

工作坊 3－微型與中小型企業因應全球改變的重要性 主席：Sam Mostyn（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與談人： 

1. Dato Hafsah Hashim（馬來西亞中小企業公司總裁） 

2. Nguyen Thi Phuong（越南 Khanh Vinh製鹽公司） 

3. Sjamsiah Achmad（印尼科學協會） 

3.15 pm 
Mirage 

Ballroom 

Foyer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 

3.45 pm 

APEC經濟體論壇 

Glade 

Pavilion 

 

APEC經濟體論壇－中小企業之 E化能力建構 （接續 2.00pm場次） 

Mirage 

Ballroom 1 

 

工作坊 1－商務、提升資本與貿易組成 主席：Alison Terry（GM Holden企業有限公司） 與談人： 

1. Diana Abruzzi（澳洲國際婦女商業與工業聯盟） 

2. Mavis Mullins（紐西蘭 Poutama信託執行長） 

3. Nona S Ricafort（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Mirage 

Ballroom 2 

 

工作坊 2－建立網絡與發展未來企業 主席：Annabelle Bennett（澳洲國家法院裁定官） 與談人： 

1. Suzannah Vaughan（澳洲 FPSO主管） 

2. Maxine Westaway（加拿大 TIAW總裁） 

3. Luz Marina Gomez（智利青年企業） 

工作坊 

 

Mirage 

Ballroom 3 

 

工作坊 3－較佳的商務實作 主席：Sam Mostyn（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與談人： 

1. Mei-Hsueh Lin（中華臺北中小企業處林主任秘書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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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etmanee Daowieng（泰國中小企業合作服務中心經理） 

3. Tatiana Portnova（莫斯科政府與地方發展委員會代表） 

5.00 pm  日間活動結束 文化晚宴文化晚宴文化晚宴文化晚宴 

6.30pm進場 

7.00pm用餐 

Glade 

Pavilion 
主持人：Ms. Julie Bishop（澳洲教育科學暨訓練部長） 團體表演：The Orchid Quartet 歌手：Christine Anu 由澳洲部長Minister Bishop主持文化晚宴（喜來登飯店） 邀請WLN團員與講者品嚐獨特的澳洲佳餚 

6/27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2
th

 WLN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三天議程第三天議程第三天議程第三天議程 

9.00am Glade 

Pavilion 

 

演講－建構永續未來所面臨之企業挑戰 主講人：Jillian Broadbent（澳洲美國聯邦準備銀行主管） 與談人： 

1. Irina Gorbulina（俄羅斯商務學術研究院院長） 

2. Dr Chonchanok Viravan（泰國亞洲銀行國際 BPW總裁） 
3. Lau Ka Shi (Betsy)（中國香港財產受託管理人協會主席） 

10.45 am Glade 

Pavilion 

 

工作坊摘要簡報： 工作坊 1－強化能力建構 

Annabelle Bennett（澳洲國家法院裁定官） 工作坊 2－資訊與通訊科技 

Patrice Braun（Ballarat大學區域革新與競爭研究中心 執行長） 工作坊 3－婦女與貿易 

Jenny Mathews（澳洲貿易委員會執行長） 工作坊 4－全球挑戰 

Sam Mostyn（澳洲保險團體執行長） 工作坊 5－商務 

Alison Terry（GM Holden企業有限公司代表） 

 聲明建議： 

Mrs Heather Ridout（本屆大會主席） 

 閉幕式與移交WLN會旗予下屆主辦國祕魯 

WLN會議結束  

   

GFPN與與與與WLN交流晚會交流晚會交流晚會交流晚會 

 

Tjapukai部落文化公園 

由本屆大會主席Mrs Heather Ridout邀請 GFPN與WLN團員共同觀賞澳洲 Tjapukai部落的傳統文化表演與晚宴 

10.00pm專車返回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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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WLN「「「「婦女與領導婦女與領導婦女與領導婦女與領導」」」」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何主任委員美玥何主任委員美玥何主任委員美玥何主任委員美玥 與談報告與談報告與談報告與談報告 

WOMEN AND LEADERSHIP 

 

Address by Hon. Mei-Yueh Ho, Minister of Counci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xecutive Yuan, Chinese Taipei 

To the 12
th

 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25 June 2007, Port Douglas, Australia ◆◆◆◆◆◆◆◆◆◆◆◆◆◆◆◆◆◆◆◆◆◆◆◆◆◆◆◆◆◆◆◆◆◆◆◆◆◆◆◆◆◆◆◆◆◆◆◆◆◆◆◆◆◆ 

 

The Hon. Julie Bishop MP, distinguished speakers and all of the distinguished delegates 

from APEC economies, 

   

I am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address in the plenary session of Women and Leadership.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inister Julie Bishop for 

hosting the 12
th

 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of 

having thi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important event and to visit the beautiful city 

of Port Dougla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your warm welcome and great 

hospitality. 

 

After listening to Minister Julie Bishop’s very informative speech, I admire what 

Australia has achieved i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very aspect. For y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status and leadership in Chinese Taipei, I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of the statistics in term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nterprises, employ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Regarding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business owners in Chinese Taipei, there are 29.3% 

of enterprises are owned by women.  In SME sector, there are 29.7% of SME are owned 

by women.  In large enterprises,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business owners is around 

17%.  In terms of the employment ranking,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is 17.9%.  If we talk about women in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professors in 

universities and doctors in hospitals, the percentage is 47.3%. In term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 Chinese Taipei, the percentage is 15% in the ministerial level 

and 21% in national parliament.  There are 26% of county or city councilors are women.  

  

Woman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society. However, when we discuss 



 27

why women lose the opportunities of being a leader, given the condition that most of the 

women have good education and better performances, it always comes up thousands of 

reasons.  The reasons include shortage of social networks, difficulty of reaching the 

supporting systems provided by government, being isolated in endless house works and 

lack of chances to learn new technology, and etc..  However, no matter what kinds of 

reason or difficulties are ahead of us, the importance is what actions the government takes 

to help women tackle these problems.   

 

In the follow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what actions our government has 

taken in the pastone year.  There are three actions.  First, we help women to organize 

women business networks; secondly, we provide a micro-credit start-up loan particularly 

for women.  Thirdly, we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s for women.  Let 

me elaborate more of these three policies. 

 

First, we organize a mutual-assistance network and set up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in Chinese Taipei.  We start with establishing the 

regional network of consultation committee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We invite 

successful women entrepreneurs to organize the volunteer supporting group to give advices 

to women executives in business market and other relevant professional skills.  Up to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volunteers have joined the supporting group. We also encourage the 

committee to invite women interested in creat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to participate and we 

have held the conferences county by county.  We hope that women can have a direct 

contact network on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the face-to-face network, we also set up a virtual network for women and 

help them to realize the concept of supply chain.  We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discuss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in the 11
th

 WLN meeting held in Hanoi last year.  Regarding the 

virtual network, we set up an e-commerce website for women businesses on Taiwan Trade 

Portal.  Through the single window, any buyers from the world can locate Taiwanese 

women businesses very easily.  If all the member economies of APEC have their own 

women business website portal hyperlink together, we can set up an APEC women business 

supply chain.  I believe this network will help women in APEC region to build up the 

leadership in business.  I think the concept of “women helping women”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can do it. 

 

Secondly, we set up the small business start-up loan, the Phoenix program, only for women.  

This micro-credit start-up loan intends to help women have the chance to set up their own 

businesses.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start-up loan is as low as 3.33% with 95% of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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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by government.  However, before applying for the loan, the applicants need to 

take the business start-up guidance courses for 21 hours to ensure their readiness for setting 

up business.  All of the Taiwanese women aged between 20-65 are eligible for application.  

She must finish her business plan and get it reviewed by advisors.  If the business plan is 

approved to be practical, then she can get the loan up to 15,000 USD from bank with 95% 

of guarante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and return in 7 years. In case the loan is failed to 

return, government will pay 95% of the loan back to the bank.  This will encourage all of 

the important banks in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gram.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5,000 women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guidance courses and 30 million USD has been ready 

in the bank preparing for the loan. 

   

As a matter of the fact, the value of this micro-credit project is not only helping women to 

get the loan, but it also encourage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y.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we believe women are worth for investment, our government would take high 

percentage of guarantee in this project.  Because the success in business will directly 

improv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ir families which women in nature will devote their 

life to protect, women are responsible and will do their best to make their businesses 

successful.       

 

The third action is that we have launched a plan for reducing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genders.  Combining the resources from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we cooperate with 

NGOs and NPOs to provide women with basic training in computer use.  This year, 

10,000 women will receive 24 hours of computer training and it is free of charge.  

Furthermore, 20,000 opportunities for digital training will be offered in 2008.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Chinese Taipei was 4.7% in 2006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was 3.9%.  Thinking about women’s role in the future, I agree with what Andrina Lever 

commented in her presentation “The economic growth power is not in China, not in India, 

not in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c growth power are driven by women”.  I believe if we can 

make efforts and take actions, we will help women take leaderships and make a better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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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第第第 12屆屆屆屆 APEC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對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對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對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對 APEC領導人與部長的建議領導人與部長的建議領導人與部長的建議領導人與部長的建議 

本屆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WLN）有超過 400名分別代表商界、政府部門、

學界及民間婦女領導人與會討論對建構永續未來重要的議題，主要核心議題包括

全球化、氣候變遷、永續貿易、技術與商業實務、及強化女性企業家能力與其社

群利益。 

在此請求 APEC各貿易部長關注WLN所作的決議，包括領袖們、部長們及

WLN的未來執行方向。 

氣候變遷 

確認氣候變遷主要的挑戰： 

WLN須立即全面投入及商議須立即全面投入及商議須立即全面投入及商議須立即全面投入及商議APEC各經濟體為解決氣候變遷挑戰所採取的積極各經濟體為解決氣候變遷挑戰所採取的積極各經濟體為解決氣候變遷挑戰所採取的積極各經濟體為解決氣候變遷挑戰所採取的積極

作為作為作為作為，，，，以確保女性是全面整合於其策略與解決方案中以確保女性是全面整合於其策略與解決方案中以確保女性是全面整合於其策略與解決方案中以確保女性是全面整合於其策略與解決方案中。。。。 

WLN的觀點與專業將使得 APEC解決問題的優先次序特別受惠，如同重要決策

者，包括： 

�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 建立社區意識、教育與回應 

� 緊急應變與早期預警系統 

� 災害管理 

� 社區健康與福利 

� 社區與經濟復甦 

確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 

WLN認可 APEC在貿易方面的重要性日增，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商不確定

的狀態下，2006年 11月 APEC部長們開始注意到區域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協定與

杜哈發展議程可能對女性有不同的影響並開始進行相關研究。WLN 已準備好支

持貿易部長們透過貿易投資委員會進行研究，祕魯並計畫以此議題為 2008 年

WLN 的主題，包括安排一個工作坊討論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微型、中小型企業

的影響。 

部長們被要求確保部長們被要求確保部長們被要求確保部長們被要求確保 APEC 區域內任何區域貿易自由化與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不區域內任何區域貿易自由化與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不區域內任何區域貿易自由化與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不區域內任何區域貿易自由化與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不

同影響的相關本質與內容的研究應優先進行並緊急與同影響的相關本質與內容的研究應優先進行並緊急與同影響的相關本質與內容的研究應優先進行並緊急與同影響的相關本質與內容的研究應優先進行並緊急與WLN主席諮詢主席諮詢主席諮詢主席諮詢。。。。本研究結本研究結本研究結本研究結

果的報告期程應與果的報告期程應與果的報告期程應與果的報告期程應與 2008年年年年WLN及及及及 APEC貿易部長會議一致貿易部長會議一致貿易部長會議一致貿易部長會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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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移工 

WLN將與將與將與將與 ABAC討論移工的議題討論移工的議題討論移工的議題討論移工的議題，，，，並確保並確保並確保並確保 ABAC對對對對 2007年年年年 APEC領袖會議的領袖會議的領袖會議的領袖會議的

建議會考慮到對女性的影響建議會考慮到對女性的影響建議會考慮到對女性的影響建議會考慮到對女性的影響，，，，特別是對移民女性權利的保障特別是對移民女性權利的保障特別是對移民女性權利的保障特別是對移民女性權利的保障。。。。 

WLN呼籲呼籲呼籲呼籲APEC部長們能贊成考量發展一個部長們能贊成考量發展一個部長們能贊成考量發展一個部長們能贊成考量發展一個APEC各經濟體通用的技術與資格各經濟體通用的技術與資格各經濟體通用的技術與資格各經濟體通用的技術與資格

認定的認證系統認定的認證系統認定的認證系統認定的認證系統。。。。 

促使女性全面參與商業 

透過教育、技術與能力發展及機會取得以促使女性全面參與經濟是減少貧窮的重

要策略，也促使女性為自己、家人及社群建立永續的未來。 

WLN呼籲部長們為其經濟體內的女性找出機會並確認克服微型呼籲部長們為其經濟體內的女性找出機會並確認克服微型呼籲部長們為其經濟體內的女性找出機會並確認克服微型呼籲部長們為其經濟體內的女性找出機會並確認克服微型、、、、中小型及大型中小型及大型中小型及大型中小型及大型

企業的女性在接近商業發展機會企業的女性在接近商業發展機會企業的女性在接近商業發展機會企業的女性在接近商業發展機會、、、、ICT、、、、財務財務財務財務、、、、市場及各種協助方案的所有障礙市場及各種協助方案的所有障礙市場及各種協助方案的所有障礙市場及各種協助方案的所有障礙，，，，

女性的機會必須是女性的機會必須是女性的機會必須是女性的機會必須是評估商業環境品質的指標之一評估商業環境品質的指標之一評估商業環境品質的指標之一評估商業環境品質的指標之一。。。。 

WLN 將進一步敦促領袖們確保其經濟體在將進一步敦促領袖們確保其經濟體在將進一步敦促領袖們確保其經濟體在將進一步敦促領袖們確保其經濟體在 2010 年前確認年前確認年前確認年前確認、、、、建立並執行具性別建立並執行具性別建立並執行具性別建立並執行具性別

回應的方案與政策模式回應的方案與政策模式回應的方案與政策模式回應的方案與政策模式，，，，以協助女性自有或領導的微型以協助女性自有或領導的微型以協助女性自有或領導的微型以協助女性自有或領導的微型、、、、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 

以上各項措施應透過全球供應、價值鏈的更多參與，使得女性拓展其商業並建立

國際貿易連結網絡。 

WLN深切關注 APEC廢除微型企業次級工作小組的決議，微型企業是 APEC區

域內數以千萬計女性的命脈，這些女性不成比例地受到貧窮影響，每天生活費 1

美元的人當中 75％是女性，女性常沒有財產、沒有離婚或繼承權，只有 1％的私

人財產是女性所擁有。 

未來將尋求在未來將尋求在未來將尋求在未來將尋求在 2007年年年年 12月前獲得部長們正式書面保證月前獲得部長們正式書面保證月前獲得部長們正式書面保證月前獲得部長們正式書面保證，，，，以確保以確保以確保以確保 SME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維持對微型企業的強烈關注維持對微型企業的強烈關注維持對微型企業的強烈關注維持對微型企業的強烈關注。。。。 

數位落差 

為建立永續的電子未來，相關策略與方案須提供女性 ICT 技能、貿易與企業支

持、利用性別差異以增加女性能力而對其經濟體成長有所貢獻並有所獲利。 

為確保女性能全面運用為確保女性能全面運用為確保女性能全面運用為確保女性能全面運用 ICT發展的優勢而不被遠拋於後發展的優勢而不被遠拋於後發展的優勢而不被遠拋於後發展的優勢而不被遠拋於後，，，，APEC部長們應確保部長們應確保部長們應確保部長們應確保：：：： 

� 改善基礎設施與增加使用機會改善基礎設施與增加使用機會改善基礎設施與增加使用機會改善基礎設施與增加使用機會 

� 發展針對女性需求所需的技術發展針對女性需求所需的技術發展針對女性需求所需的技術發展針對女性需求所需的技術 

� 具性別區隔的研究並分享最佳範例具性別區隔的研究並分享最佳範例具性別區隔的研究並分享最佳範例具性別區隔的研究並分享最佳範例 

� 將女性領導的企業快速導入全球價值鏈將女性領導的企業快速導入全球價值鏈將女性領導的企業快速導入全球價值鏈將女性領導的企業快速導入全球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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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內的WLN 

WLN對強化 APEC能力以履行其在所有問題解決與行動上將性別整合為主要議

題的責任是很重要的。 

為進一步促使為進一步促使為進一步促使為進一步促使 APEC達成其對性別議題的承諾達成其對性別議題的承諾達成其對性別議題的承諾達成其對性別議題的承諾，，，，WLN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APEC領袖們領袖們領袖們領袖們：：：： 

� 從從從從 2008年起承認年起承認年起承認年起承認WLN在所有在所有在所有在所有 APEC工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身分工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身分工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身分工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身分 

� 從從從從 2008 年起至少任命年起至少任命年起至少任命年起至少任命 1 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 ABAC 代表團員代表團員代表團員代表團員，，，，開始解決開始解決開始解決開始解決

ABAC內顯著的性別不平衡問題內顯著的性別不平衡問題內顯著的性別不平衡問題內顯著的性別不平衡問題 

� 從從從從 2008年起年起年起年起WLN主席要在主席要在主席要在主席要在APEC領袖對領袖對領袖對領袖對話話話話中發表中發表中發表中發表WLN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作為作為作為作為ABAC

永久永久永久永久性的議題性的議題性的議題性的議題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 確保確保確保確保 ABAC每每每每年持年持年持年持續參續參續參續參與與與與WLN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WLN的未來 

各經濟體各經濟體各經濟體各經濟體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要承諾與其經濟體內的要承諾與其經濟體內的要承諾與其經濟體內的要承諾與其經濟體內的 APEC 資資資資深官深官深官深官員建立並維持有員建立並維持有員建立並維持有員建立並維持有效效效效的的的的溝溝溝溝通通通通

與諮詢與諮詢與諮詢與諮詢，並優先協助其經濟體準備即將到來的聯合國全球暖化會議（2007 年 12

月 1～3日於印尼巴峇舉行）。 

婦女數位經濟論壇、婦女出口貿易活動與 2007年WLN會議結合舉辦，WLN感

謝 APWINC與澳洲貿易委員會為組織這兩個補充性活動的努力。 

WLN未來將整合貿易未來將整合貿易未來將整合貿易未來將整合貿易、、、、微型企業微型企業微型企業微型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中小企業、、、、ICT及及及及教育等教育等教育等教育等相相相相似似似似的的的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於各於各於各於各項項項項

方案中方案中方案中方案中。。。。 

WLN將持將持將持將持續續續續採取合採取合採取合採取合理理理理的行的行的行的行動動動動：：：： 

� 在在在在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建立建立建立建立秘秘秘秘書書書書處處處處 

�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入入入入口口口口作為作為作為作為提升意識提升意識提升意識提升意識與與與與溝溝溝溝通的主要方通的主要方通的主要方通的主要方法法法法 

WLN歡迎 APEC在 ICT方面的婦女領導人們成為主要的合作夥伴。



附件六 

                        

12th 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 Meeting 

25 – 27 June 2007 

Port Douglas, Australia 

 

 

 

 

 

State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presented to the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Cairns, Australia 

6 July 2007 



The 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 – over four hundred women leaders, 

representing business,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civil society – met to consider 

issues that are critical to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Issues were addressed 

through the core focus areas of globalisation,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trad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practi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It is requested that the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note the following 

decisions taken by the WLN, including future actions for Leaders, Ministers and the 

WLN. 

 

Climate Change 

 

Recognising the major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WLN must immediately be fully engaged and consulted in the positive work being 

undertaken by APEC econom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ensuring 

that women are fully integr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Priority areas where APEC problem solving will particularly benefit from WLN views 

and expertise, as key decision makers, include: 

  

• the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 community awareness, education and response;  

•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 disaster management; 

• community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 community and economic recovery. 

 

Ensuring women benefit from the Trade Liberalisation Agenda 

 

The WLN recognises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APEC in trade, especially given 

the uncertainties in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negotiations. In November 2006, APEC 

Ministers noted that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could be having differential impacts on women and 

proposed research be undertaken
1
.  WLN is equipped to support the Ministers 

                                                 

http://www.apec.org/content/apec/ministerial_statements/annual_ministerial/2006_18th_apec_ministe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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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for Trade in progressing their research through 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Peru intends to make this issue a key focus of WLN in 2008, 

including a workshop on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women in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Ministers are asked to ensure that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ny differential 

impacts on women of Regional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in the APEC region is prioritised and urgently progress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WLN Chair. The timeframe for reporting the outcomes of this research should 

coincide with the 2008 WLN and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meetings.  

 

Women and Labour Mobility 

 

WLN will discuss with ABAC the issue of labour mobility and ensure that ABAC’s 

recommendations to the 2007 APEC Leaders meeting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mplications for women, in particular the protection and safeguarding of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men. 

 

WLN calls on APEC Ministers to favourably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accreditation system for skills recognition that would facilitate the recognition of 

skills and qualifications across the APEC economies. 

 

Facilitating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business 

 

Facilitating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economy – delivered through 

education, skills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and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 is a central 

strategy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enable women to build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The WLN calls upon responsible Ministers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to 

identify and to overcome any barriers to women in Micro, Small, Medium and Large 

enterprises access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CT, financing, markets 

and any other forms of assistance within their economy.  One of the measures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an economy must b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Further, the WLN urges leaders to ensure that, by 2010, their economies have 

identified, funded and implemented gender-responsive programs and policy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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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ill assist women-owned and/or women-led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uch interventions should enable women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es, and to build 

international trade links and networks, through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supply/value chains. 

 

The WLN i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APEC’s decision to abolish the Micro-Enterprise 

Sub-Working Group. Micro-Enterprises are a lifeline for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women in the APEC region who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poverty: 

seventy-five percent of those who live on one dollar a day are women; women often 

lack property, divorce or inheritance rights; and only one percent of private property is 

owned by women.  

 

Formal written reassurance is sought from responsible Ministers, by December 2007, 

that they will ensure that the SME Working Group maintains a strong focus on 

Micro-Enterprise.   

 

Digital Divide 

 

To build a sustainable e-future, strategies and programs need to provide women with 

ICT competencies, trade and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harnessing gender differences 

to increase women’s capacity to contribute to and benefit from the growth of their 

economies. 

 

To ensure that women are abl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developments in ICT, and are 

not left behind, APEC Ministers should ensure: 

• improved infrastructure and access; 

• skills development targeted at women's needs; 

• gender-disaggregated research and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and 

• that women-led businesses are fast-tracked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LN within APEC 

 

The WLN is pivotal to strengthening APEC’s capacity to deliver on its responsibility 

to integrate gender as a cross-cutting issue in all its problem solving and actions. To 

further APEC's achievement of its commitments on gender issues, WLN asks APEC 

Lead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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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 the WLN guest status at the meetings of all APEC working groups from 

2008; 

• appoint at least one woman to each economy’s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delegation from 2008, to begin to address the striking gender imbalance 

currently evident within ABAC;  

• includ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WLN recommendations by the Chair of WLN as a 

standing ABAC agenda item at the APEC Leaders Dialogue from 2008; and 

• ensure the continued attendance of ABAC at the WLN meetings each year. 

 

The way forward for WLN 

 

Each economy focal point is committ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her economy’s APEC Senior Official and, as a 

priority, to assist with her economy’s preparation for the forthcoming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global warming (Bali, Indonesia 1-3 December 2007). 

 

A Forum on the Digital Economy for Women and a Women in Export Trade Day were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2007 WLN meeting. The WLN appreciated the efforts of 

the Asian Pacific Women's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Korean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Austrade in organising these 

complementary events. 

 

The WLN will integrate similar events in its future programs under the pillars of: 

Trade; Micro-Enterpri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WLN will continue to take all reasonable actions to: 

• establish a Secretariat in the Philippines; and 

• establish a web portal as a major means of awareness rais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WLN welcomes the APEC Women Leaders in ICT as a key collaborative part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