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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工作小組與工作小組與工作小組與工作小組與 SOM任務小組任務小組任務小組任務小組實現實現實現實現 ECOTECH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的獨立評估的獨立評估的獨立評估的獨立評估：性別聯絡人網絡 

建議 

獨立顧問建議獨立顧問建議獨立顧問建議獨立顧問建議 會員經濟體及會員經濟體及會員經濟體及會員經濟體及／／／／或相關或相關或相關或相關 APEC 論壇的評論壇的評論壇的評論壇的評

論論論論 

SCE建議採取的行動建議採取的行動建議採取的行動建議採取的行動 GFPN 預 計預 計預 計預 計

實施的時間表實施的時間表實施的時間表實施的時間表 

同意建議採同意建議採同意建議採同意建議採

取的行動取的行動取的行動取的行動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1. 同意經濟體性別聯絡

人擔任性別專家，率領

GFPN實施工作計畫。 

此項建議十分重要，因為經濟體性別聯

絡人是 GFPN 工作計畫成功實施與否

的關鍵角色。 然而，經濟體聯絡人對

GFPN會議的參與程度率最低。經濟體性

別聯絡人應在經濟體層級提倡，並鼓勵

其同一經濟體的論壇性別聯絡人。 經濟

體性別聯絡人應尋找並推薦合適且符合

資格的人士擔任 APEC 有關婦女事務重

要論壇的性別聯絡人。   

GFPN 強調經濟體性別聯絡人的

重要任務，並鼓勵經濟體提名積

極貢獻、主動參與 GFPN 會議與

工作計畫的適當代表人。  

定期   是  

2. 同意在 GFPN 每年年

會中，針對論壇性別聯絡

人與祕書處官員，舉行半

天有關性別覺察專案與

專案評估的訓練研討會。 

雖然認同持續訓練的必要性，但並非所

有 APEC 論壇性別聯絡人或祕書處人員

能在 GFPN 會外參加會議，因此建議的

效率因執行上的困難而受到質疑。   

應探討在不同期間對各式團體提供訓練

的可能性，例如：在新加坡舉行預算暨

管理委員會(BMC)的會議，會外可針對 

BMC 會員和 APEC 祕書處人員舉行半

天的訓練。經濟及技術合作資深官員全

體會議(SCE-COW)會外，為 SCE和論壇

代表提供訓練。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

會議外，為 CTI代表舉行訓練。  

GFPN 將評估此項建議與替代方

案，之後將向 SCE 提出持續訓練

APEC 論壇的最有效方式和時間

安排。   

回報 SCE 1  是  



製作適當的資料與簡報，讓主辦經濟體

的性別聯絡人或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

能運用這些資料與簡報，在每場論壇會

議中舉行半天訓練。 

提議應製作資訊工具箱和性別檢核表，

並在訓練研討會中使用。   

3. 同 意  WLN 和 

ABAC 成為  GFPN 的

主要成員，邀請他們參與

所有 GFPN 活動。   

 

根據 GFPN的工作準則 (TOR)， ABAC 

和 WLN是 GFPN 的主要成員。   

WLN 密切與 GFPN 合作，GFPN 會議

報告中亦考量WLN的觀點。  雖然已發

出邀請，但  ABAC 沒有參與前次在 

Tauna 舉行的 GFPN 會議。   

GFPN 應持續努力邀請 WLN 和 ABAC

參與 GFPN 一整年的活動，而 WLN 和 

ABAC可決定是否參加 GFPN 會議。   

正在徵詢 ABAC 主席對此建議的意見。 

GFPN 將 告 知  ABAC 和 

WLN，其成為 GFPN 主要成員，

並歡迎他們投入和參與 GFPN 的

活動和會議。   

 下次 GFPN 會

議前。 
是 

4. 同 意 GFPN 將 於 

WLN 和 ABAC的 會議

中報告年報，強調 GFPN

的活動內容與彼此可以

合作的領域，並清楚告知 

WLN 和  ABAC 是

GFPN的成員，邀請他們

參與活動。   

WLN 應提供報告給 GFPN，GFPN 則不

需提供報告給WLN。  

邀請  GFPN 報告年報是 ABAC 的權

利；GFPN 主動接觸 ABAC並告知報告

年報的可能性，才是正面的作法。 

若  GFPN 不能參與  ABAC 和  WLN 

的會議，或者可提出年報給這些論壇。 

正在徵詢 ABAC 主席對此建議的意見。 

GFPN 將接觸ABAC和 WLN 探

究彼此可以合作的領域，包括是

否需要報告或交付年報給這些論

壇。  

GFPN 向

SCE1 報告關

於 諮 詢 

ABAC 和 

WLN 的 結

果。   

是 

5. 同意為每一論壇製作

「性別檢核表」，供論壇

可能需要聘請不同領域的專家製作這些

專門的性別檢核表。這是利用有限資源
無  是  



性別聯絡人使用（GFPN 

提出贊助此工作的專案

計畫）。  

的最佳方式嗎？  論壇會確實使用嗎？ 

就長期工作而言，首先應讓每一論壇充

分瞭解各自領域的性別內涵。  

6. 同意刪除性別專家清

單，並更新 GFPN 相關

工作準則。  

GFPN 在前次 Tacna會議中同意。  GFPN 提交修改工作準則(TOR)

以供核准。  SCE1  是 

7. 同 意  GFPN 將 與

APEC特定議程、主辦經

濟體的主題或 APEC 論

壇目前工作有關之一、兩

項實質性別議題，作為年

度優先工作計畫。   

前次Tacna會議中，GFPN已同意此建議。 GFPN 將實施此建議。 

每年 是  

8. 同意 GFPN 根據實際

的工作計畫向 SOM 提出

1-3 項建言，並努力讓資

深官員和部長們同議實

施建言內容。  

前次Tacna會議中，GFPN已同意此建議。 GFPN 將實施此建議。 

每年 是 

9. 同意  GFPN 與其他

APEC 論壇或 WLN 合

作，共同提議一項處理特

定範圍內跨領域性別議

題的活動或專案。  可舉

行政策對話說明專案結

果並分享給廣大的 APEC

群眾。 

理想的狀況下，GFPN 應點出 3-4項賦予

婦女權能)遭遇到的重大難題，將議題簡

要陳述給特定適當的論壇，並鼓勵這些

論壇發展出對應的專案計畫。  

GFPN 應參與特定論壇所有的專案計畫

階段：發展、實行以及發表／散播成果。 

GFPN 將合併實施此建議與建議 

7。   

提交新計畫提

案。   
是 

10. 同意 APEC要求在會 我們不贊成提出額外的報告。 無  是 



員經濟體個別行動計畫 

(IAPs)提出性別平等報

告。  此報告將描述推動

APEC ECOTECH 與

TILF 目標的性別影響及

處理措施。  GFPN 成員

應協助完成此報告  a) 

建議 APEC 報告的模式 

b) 在各經濟體展開性別

分析 

 

個別行動計畫(IAP)同儕檢視的現行週期

將於 2009 年結束。此時並非改變 IAP

報告模式，增加本週期新報告主題的適

當時機。  

2009 年目前個別行動計畫(IAP)同儕檢

視週期結束後，籌備  2010 檢視計畫

時，可能需要以更透徹、完整的方式，

通盤檢討 IAP 整體程序，包括報告格式

／原則與同儕檢視程序在內。  

IAP 基本上鎖定 2010/2020 茂物宣言目

標，欲達成投資自由化及便捷化(TILF)，

但不涵蓋經濟與技術合作。可能會在

2010年檢討 IAP 程序，若有必要可考量

此建議內容。 

雖然我們認為此時並非改變 IAP 報告模

式的好時間，但在 2009年現行 IAP同儕

檢視週期結束時，可能會檢討報告格式

／原則與同儕檢視等的 IPA 整體程序，

此時即有機會將性別報告納入 IPA 報

告。我們建議 GFPN 與 CTI討論建議 10

的實施可能性，以及明年同時在 SCE會

議中提供兩份報告。 

正在徵詢 CTI 主席關於此建議的意見。 

SCE不贊成此建議。 

11. 同意 GFPN 可如同

ABAC 與民間社團代

表，把握機會在經濟體的

當然可以，但此計畫對組織而言似乎不

易達成。  

讓 GFPN 有機會在 IAP 同儕檢視程序中

無 

SCE不贊成此建議。  是 



IAP 同儕檢視中提供意

見。 

提出評論與質疑是一件重要的事。但目

前 IAP 報告模式中並沒有深入探討性別

議題，因此還必須先重新變更報告模

式，同意變更模式後才可能納入性別考

量。 

根據目前 IPA同儕檢視指導原則，GFPN

可檢視經濟體的 IAP並提出評論與質疑。 

正在徵詢 CTI 主席關於此建議的意見。 

12. 同意  GFPN 藉助

APEC專案主任之力，要

求所有經濟體與 APEC

論壇報告各自代表團與

參與會議的男女比例。  

若所有經濟體提供完整資訊，GFPN將就

此資訊作出分析報告，此建議十分重要。 

經濟體性別聯絡人應與外交事務部長

議、貿易部長及其他負責 APEC 會議的

機構合作研究資訊蒐集機制，蒐集參與

APEC會議的男女比例資訊。各經濟體負

責的機構有所不同，這些機制可作為經

濟體最佳實務的分享範例。 

GFPN 透過經濟體和 APEC 論

壇，建議適當蒐集性別分類資料

的機制，藉以蒐集婦女參與 APEC

的人數資料。  

 

2009 SCE1 最

新建議 
是 

13. 同意 APEC專案主任

核對資料，並在其給

GFPN 的年報中提供資

料。 

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自 2005年起已開

始會整這些資料。 

若 GFPN 提出資料分析報告，此建議則

十分重要。 

GFPN 將分析並報告有關 2009年

婦女參與APEC的性別分類資料。 

2010 SCE1  

  
是 

14. 同意 GFPN 報告有

關各經濟體 ABAC 委員

的挑選過程，與其他

APEC 論壇和 WLN 合作

為每一經濟體建立一份

ABAC 委員合適且符合

ABAC 包含來自各經濟的三位民間部門

成員。ABAC 委員分別由其領袖指定，

代表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不同商業組

織。經濟體決定每位委員的任期，以及

各自的行政安排與支援人員。 

雖然可考量擁有一份 ABAC 委員符合資

無 

 是 



資格之婦女候選人名

冊。 GFPN 將盡力在

APCE廣泛宣傳此名冊。 

格的婦女候選人名單，但實際上指定

ABAC 委員時，除了性別外，還需要考

量許多其他因素，例如候選人的時間與

參加意願。部長們在 1995 同意指派

ABAC 委員，對於反映企業組織的廣大

利益而言極為重要，因此符合資格婦女

的候選人名單只能作為各經濟體指派

ABAC委員的參考依據。 

 

挑選 ABAC 委員是各經濟體領袖的專屬

特權。 ABAC 委員們並非（也不能）經

由選舉產生；他們類似私人公司的董事

會成員（除非為自費且不靠身分獲選），

其任務是提供忠言給領袖。採納此建議

將改變 ABAC的本質。 

 

ABAC 委員的產生係完全仰賴領袖的擇

人標準，包括個人信賴與瞭解，各個經

濟體亦不盡相同，所以此建議窒礙難

行。ABAC 有權決定 GFPN 是否能參加

其挑選程序，但如果能考慮 GFPN 的建

議則具有正面意義。 

正在徵詢 ABAC 主席關於此建議的意

見。 



 

15. 同意 GFPN 將發展

一項供 APEC 祕書處使

用的宣傳與溝通策略，成

為全 APCE 新宣導策略

的一部分。  

 

立意甚佳，但對每年會面 2 天的組織而

言，野心太大。我們希望 GFPN 著重在

組織的核心任務，而不是宣導策略。 

 

在 2008 年，資深官員已在處理全 APEC

的溝通與宣導策略。GFPN 應該參與這

項計畫，而不是發展自己的計畫，否則

可能導致計畫重複或毫不相干。  

 

APEC 秘書處宣導小組能協助論壇的宣

導工作；我們當然能協助發展策略，但

必須顧及有限的資源，所以我們應先與

GFPN 討論策略細節以及 APEC 宣導小

組需要的支援範圍。 

 

GFPN 熟知 APEC 網頁的功用。在缺乏

資源之際，無須對論壇的宣導策略採取

進一步的行動。 

GFPN 將與 APEC 秘書處宣導小

組討論，尋找讓全 APEC 論壇善

用宣導資源的最佳方式。 

GFPN 向 

SCE1報告。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