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經濟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7/SOM3/GFPN/012 

議程項目：9.1 

 

 

 

 

整合婦女參與整合婦女參與整合婦女參與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實施報告架構實施報告架構實施報告架構實施報告 

 
用途：資訊  

提報單位：泰國 

 

 

 

 

 

 

 

 

 

 
 

 

 

 

 

 

 

 

 

 

 

 

 

 

性別聯絡人網性別聯絡人網性別聯絡人網性別聯絡人網絡絡絡絡(GFPN) 

澳洲凱恩斯澳洲凱恩斯澳洲凱恩斯澳洲凱恩斯 

2007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28-29日日日日 

 

 



 

 

 

 

 

 

   泰國曾於 1995年參與第四屆婦女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時

採納北京宣言及行動綱領，亦曾於 2000 年 6 月 14 日採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

（CEDAW）任擇議定書，且此議定書已於 2000 年 12 月 22 日在聯合國宣布正式生效。由

於該議定書所定義的是，適用於在國家層面侵犯婦女權益時的訴願及調查制度，因此泰國

必須受該議定書之約束促進兩性平等。就女性對經濟的參與而言，泰國在經濟層面上的性

別融合已有重大進程，並與著重於可達成結果的政策導向及制度化之 GFPN 架構維持一

致，而內閣亦於 2003年 12月 30日的決定中闡述，由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局作為性別聯絡

人（GFP），負責與泰國的婦女領袖網路（WLN）進行協調。泰國已依據北京宣言及 1995

年行動綱領，採用性別主流化策略賦權於婦女，並在各個發展領域中縮減性別差異，而且

早在西元 1997 年頒訂的泰國憲法即已率先明確認同兩性平等，而於第 30 條第 2 項載明：

「兩性權利相等」、第 80條則明定「政府必須促進兩性平等」。 

 

兩性平等兩性平等兩性平等兩性平等的政策的政策的政策的政策主流化主流化主流化主流化與與與與 CGEO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兩性平等執行官員（CGEO）制度於 2001年 7月 31日因內閣決定而採行，目

前由 19 個中央部會實施，是各部會中實施性別主流化架構的主要制度。各部會需依照以下

架構維持性別敏感的運作方式： 

1.  每一個部會或處室皆需指定一名副秘書長或副處長層級以上的官員，擔任

兩性平等執行官員（CGEO）。 

   2.  每一個部會或部門皆需在處與科的層級上指定一個專責組織作為性別聯絡

人（GFP），並擬定綱要計畫在組織規劃及專案中促進兩性平等。 

     3.  公務人員委員會辦公室（OCSC）必須明定 CGEO 的資格及權限，以及性

別聯絡人的角色，並知會其他公務部門以利認同及執行。  

目前在 129個處室及獨立機構中皆已設有 CGEO與 GFP，以構成一個百分之

百可促進所屬機構／處室兩性平等的綱要計畫。  

 

泰國的進度報告泰國的進度報告泰國的進度報告泰國的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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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利用 CGEO與 GFP建立網路，將部會分為 3大群組（事涉科技與環境、

社會及經濟的三類部會），每一個群組皆自 2002年起持續接受訓練。  

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局也鼓勵每一個機構及處室訂定促進兩性平等的綱要計

畫，以便能將兩性平等納入組織運作之中，並持續舉辦工作坊，及進一步擴展到被認為較

其他部會更積極實施性別敏感政策的某些部會之區域網路中。  

  同時在最近一年（2007 年）中，還曾頒發獎項給表現良好的 CGEO 與性別聯

絡人，以刺激其他部會也能有良好的表現，此外，在今年的國際婦女日慶祝活動中，技能

發展處、勞工部及電力公司（泰國 TOSHIBA）的女性領導人亦皆分別受頒獎項。 

  經過詳細整理，該綱要計畫總計已在 129 個處室中進行促進兩性平等，

OWAFD於 2007年 1至 5月 份期間總共舉辦 7場工作坊，檢討並監督各部會以性別主流化

進行性別分析及性別敏感統計之進度，另有 13個處室則參與性別敏感活動（在其 5年計畫

（2007-2011年之間）中的行動計畫、專案及進度），請參考索引 1。 

  本年度中，現行的婦女發展計畫與第 10 屆全國經濟及社會發展計畫所涵蓋的

期間皆是從 2007 至 2011 年，計畫的形成主要是在於考量長期的婦女發展計畫（1992-2011

年）之前瞻性指導原則，以及第 10 屆全國經濟及社會發展計畫的願景，該計畫係以堆動更

高品質生活的「在自由的市場制度中運用經濟發展的優勢並強化每一個社群」為號召，促

使認同泰國婦女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使第 10 屆婦女發展計畫的策略能達成促進經濟活力的

最終目標。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局再三鼓勵婦女參與全國與地方層級之事務，並實施下列

計畫促進婦女於 2003-2007年期間參與政治事務： 

   - 在 Tambon（鄉鎮）行政機關（TAO）中運作，發起一項提升人們認同婦女

在政治事務中之重要性的運動，以增加瞭解並發掘婦女參與 TAO之潛能。.  

  -在今年內舉辦工作坊，以強化 600個 tambon及 195個縣市的女性領導人之能

力。 

  - 為有興趣並在 TAO中登記參選的婦女建立能力，包含 55個班，每一班共有

50名婦女。  

  -  支持婦女成為村落基金會與鄉村社區委員會成員，以期為創造兩性平等而

發聲。 

其他方面包括其他方面包括其他方面包括其他方面包括：：：： 

   1.  「一 Tambon一產品」計畫（OTOP）鼓勵婦女利用當地的知識生產可行銷

國際之產品，以便能升級為社區企業，為婦女創造更多收入及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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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局與產業推動處、產業及社區發展處及內政部合

作，共同針對性別敏感、性別分析、在勞動與工作生活之間取得平衡，以及企業界婦女的

領導能力等，為 SME創業家及社區企業的婦女領袖舉辦一場工作坊（2007年 5月 22-23

日）活動（130名學員），此一工作坊將透過個案分析及角色扮演練習參與過程。   

   其他指導原則還包括提供與市場及生產有關之資訊、推動合作及擴展關係、

設置特別條件貸款的基金以供各種規模企業申請，以及為弱勢及風險族群與非正式產業鑑

定各類市場。 

   2.  為促進兩性在營運者層級的角色，勞工部技能發展處特別舉辦兩場工作

坊，總共吸引 80名學員參加（40學員／課程），目標族群為東北地區的資深職業訓練師

（20個省），以及來自中部地區的 25個省的學員，目的是為了使受訓人員得以運用性別分

析技巧創造對性別的認知。  

 

收集及運用按性別區分的資料收集及運用按性別區分的資料收集及運用按性別區分的資料收集及運用按性別區分的資料 

  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局已經收集並運用從 1993 前起按性別區分的資料，以監

控性別關係指標的發展，同時亦設立性別統計資料庫與網站(www.women-family.go.th)以提

供及交換資訊，並在國家與國際的層級上拓展網路，而且也已核准於 2007-2012 期間創立

婦女資訊中心之既定計畫的預算，以便能存放包含進度及婦女地位的所有必要資訊及指

數。 

  此外， OWAFD 已經鼓勵並要求其他處室收集按性別區分的資料，以指出兩

性之間的任何的不平等並研擬可行方案。  

   有愈來愈多數處室擬定促進兩性平等的綱要計畫 ，並適度準備按性別區分資

料以構成最佳實務，其中包含  

- 社會發展及福利處(http://www.dsdw.go.th),   

- 健康處(http://www.anamai.moph.go.th),  

- 技能發展處(http://www.dsd.go.th),  

- 就業處 (http://www.doe.go.th),  

- 產業推廣部(http://www.dip.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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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 13 各處室在 5 年綱要計畫（2007-2011 年）中採用按性別區分的資

料。 

按性別區分資料行動計畫按性別區分資料行動計畫按性別區分資料行動計畫按性別區分資料行動計畫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處室處室處室處室 目標族群目標族群目標族群目標族群 

1. 畜牧發展處(Departments of Livestock 

Development) 

農業合作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 女性農民 

2. 產業推廣處(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Promotion)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 婦女創業家 

- 社區創業家 

- 新型態創業家及原創事業創業家 

- 創業家（男性－女性） 

3. 產業經濟處(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 產業創業家 

4.  工業廠房處(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s)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 民眾族群  

- 學生 

- 社區領導人 

5. 蔗糖局產業部(Office of the Cane and Sugar 

Board Ministry of Industry) 

- 蔗糖－甘蔗種植者及蔗糖業者 

6. 礦物資源處 (Depart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全國資源及環境部(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顧客（男性／女性） 

7. 地下水資源處(Depart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全國資源及環境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民眾族群（男性／女性） 

8. 國家公園、野生動物及植物保育處(National 

Park Wildlife and Plant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全國資源及環境部(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國家公園中的社群（女性及男

性） 

9. 常設秘書處(Office of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勞工部(Ministry of Labour) 

- 勞工（男性／女性） 

10. 常設秘書處(Office of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科技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女性／男性 

11. 醫療服務處(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公共健康部(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 女性／男性 

12. 疾病控制處(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 

公共健康部(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 女性／男性 

13. 審計長處(The Comptroller General’s 

Department) 

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 女性／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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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參與婦女參與婦女參與婦女參與 APEC的狀況的狀況的狀況的狀況 

 

    由於泰國積極鼓勵婦女參與地區及國際性的論壇，因此泰國女性在許多如聯

合國消除婦女歧視公約(UNCEDAW)、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CSW)及世界婦女會議等

國際會議上，皆扮演了積極的角色，目前，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CEDAW）

中正有一名泰國婦女代表，但是，婦女參與 APEC 的人數相較於男性仍屬有限，此外，亦

有部分泰國婦女在泰國經濟體的論壇中負責工作小組及委員會等相關事務。 

    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局已採取下列行動： 

- 擬定策略以提升婦女參與決策階層的程度。 

 -第 10 屆婦女發展計畫（2007- 2011 年）提出就性別相關議題訓練相關政府

官員，以達成包含提升婦女地位、婦女的安全及生計、婦女對政治、管理及發展的參與，

以及加強婦女之間對這些議題的認知、協助無技能的高風險婦女等策略。     

     其中： 

       1)產業部產業部產業部產業部已採取措施遵從已採取措施遵從已採取措施遵從已採取措施遵從 GFPN/ WLN的下列建議的下列建議的下列建議的下列建議：：：：  

         - 成立婦女中小企業社團以鼓勵婦女集體創業 

           -  為有抱負的婦女創業家設立婦女育成中心 

               -  與台灣（中華台北）合作展開一項名為「APEC數位機會中心暨一村落一產

品」的計畫，為婦女創造更多機會  

  2) 產業推廣部已遵從產業推廣部已遵從產業推廣部已遵從產業推廣部已遵從 GFPN/ WLN的下列建議的下列建議的下列建議的下列建議，，，，採取下列相關措施採取下列相關措施採取下列相關措施採取下列相關措施：：：：  

   - 啟動新創業家創造（NEC）計畫 

   - 設置顧問基金（CF）提供婦女有關製造、管理及行銷等方面之建議 

   - 設置訓練基金（TF）發展工業人才 

   - 成立創意團體，提升 SME之能力 

  - 成立資訊中心，收集按性別區分的資訊並鼓勵每一個工作場所皆設立 CGEO   

  - 增訂政策使婦女皆可取得資訊溝通技術 

    3) 技能發展部已遵照技能發展部已遵照技能發展部已遵照技能發展部已遵照 GFPN/ WLN之建議之建議之建議之建議，，，，採取下列措施採取下列措施採取下列措施採取下列措施：：：： 

  - 提升自僱婦女技能的專案  

  - 提升婦女對電子商務能力的專案 

  - 提高無技能女性勞工技術之活動   

       「東南亞國協(ASEAN)婦女的生計管理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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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科技部已遵照科技部已遵照科技部已遵照科技部已遵照 GFPN/ WLN之建議之建議之建議之建議，，，，採取下列措施採取下列措施採取下列措施採取下列措施：：：： 

  - 成立「泰國知識中心」  

- 成立社區電腦中心以方便溝通技術資訊之取得          

- 舉辦工作坊，鼓勵多接觸技術、媒體及溝通 

- 開發知識的資訊社區（電子社區），並於社區中配置一名資訊長 

（CIO）  

  - 發展並鼓勵電子社區及電子市場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為確保能持續為 APEC實施性別主流化工作，性別基礎分析及統計對於達成

婦女平等參與 APEC，以期有效進行規劃、實施與進度的評估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一項工

具，但其所面對的挑戰亦依然存在，包括泰國經濟體內部 APEC論壇間的決策制定者，亦

必須接受性別觀念知識的教育， 因此，強化全國性的婦女機關對於促成有效的協調、實施

及進度監督是很重要的。為確保能在未來 5年（2007-2011年）期間持續上述三大領域之工

作－性別分析、按性別區分資料的收集與運用，以及婦女對 APEC的參與，特地在第 10屆

全國經濟及社會發展計畫（2007-2011）期間的婦女發展計畫中，將性別主流化視為第一要

務，並認同在經濟體內部論壇之間串連改變對性別基礎的態度，對婦女而言很重要。在兩

性平等執行官員（CGEO）的監督之下，政府的每一個處室都已被鎖定採取有效的性別主流

化，實施行動計畫並監督及評估實際可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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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索引索引索引 1 

 

婦女參與的行動計畫婦女參與的行動計畫婦女參與的行動計畫婦女參與的行動計畫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目標團體目標團體目標團體目標團體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1. 畜牧發展處

(Department of 

Livestock 

Development) 

農業合作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 

 -  女性農民 - 獸醫職業發展 

食品小組計畫 

2. 產業推廣處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Promotion)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ial) 

 - 婦女創業家 

 

 

-  社區創業家 

 

 

 

 

 

 

 

-  新型態創業家及原創事業

創業家 

 

 

 

 

-  原創事業創業家及新型態

創業家 

 

 

 

1)  創業家技術管理能力升級

計畫 

2)  創業家社區發展管理計畫 

3)  兩性經濟機會制度發展及

參與計畫 

4)技術資訊推廣及循環資金

評估諮詢計畫 

決策參與決策參與決策參與決策參與 

-  領導能力發展 

-新型態創業家及原創事業創

業家之領導能力發展 

- 年輕的產業族群之性別敏感

化（學生（男性及女性）） 

- 以性別敏感及兩性平等先導

計畫，建立創業家之間的串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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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目標團體目標團體目標團體目標團體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 創業家（男性／女性） 

 

3. 產業經濟部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產業創業家 -創業家（男性／女性）的電

腦訓練 

 

4. 工業廠房處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s)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  民眾族群 

-  學生 

-  社區領導人 

- 為避免環保問題並促進工業

安全所實施之活動及敏感化

措施 

5. 蔗糖局(Office of the 

Cane and Sugar Board)  

產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 蔗糖－甘蔗種植者及蔗糖業

者 

 

 

 

 

 

 

 

 

- 蔗糖 －甘蔗種植者及蔗糖

業者 

-兩性平等態度之發展計畫 

1)提供知識並使甘蔗種植者

及蔗糖業者對兩性平等議題

敏感化  

2)透過媒體、網路、期刊及

宣傳品，擴大對兩性平等的

教育 

-參與經濟／職業/／婦女工

作的發展計畫 

-推廣甘蔗種植者生產高品質

產品之專案 

6. 礦物資源處

(Depart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全國資源及環境部

- 顧客（男性／女性） 建立兩性平等態度之計畫  

- 災害監控集團計畫 

- 實施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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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7. 地下水資源處

(Depart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全國資源及環境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民眾族群（男性／女性） 地下水管理計畫 

-  地方政府機構地下水維護

發展及農村水利系統技術移

轉計畫 

- 各種技能之訓練 

- 串連年輕族群參與地下水保

存及開發計畫(宋卡湖

Songkla Lake地區) 

8. 國家公園、野生動物

及植物保育處

(National Park, 

Wildlife and Plant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全國資源及環境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國家公園中的社區(男性/女

性) 

建立兩性平等態度之計畫. 

1) 就永續林地的使用及保持

訓練社區中的兩性平等計畫. 

- 永續林地計畫. 

婦女參與計畫 

2) 使婦女對林地保存之參與

加以性別敏感化之專案. 

3) 使國家公園的個人（婦

女）產生收入之計畫 

4) 訓練國家公園嚮導(男性/

女性) 

9. 常設秘書處(Office of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勞工部(Ministry of 

Labour) 

人口(男性/女性) 

勞工(男性/女性) 

-以性別分析的觀點檢討性別

關係的法律、規定及紀律 

- 實施良好的治理服務以促成

兩性平等 及公平性. 

10. 常設秘書處(Office of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科技部(Ministry of 

人口 (男性/女性) - 診所技術專案 

 

- 以性別分析技術推廣並增加

科技婦女的資金以創造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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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收入 

 

11. 醫療服務處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公共健康部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人口(男性/女性) 主要策略  

整合性別觀點以避免並解決

HIV/AID問題 

將架構套用在 2種方法中； 

1. 利用性別分析技術訂定綱

要計畫以就特定目標族群防

範 HIV/AID 

- 跨區 

-  兩性性行為 

-  賣淫  

                等 

2. 採行性別分析以就下列事

項加以敏感化： 

- 預防兩性性關係所導致的

HIV/AID 

- 預防懷孕所致的 HIV/AID 

個人發展個人發展個人發展個人發展 

- 編製手冊並開發性別分析訓

練課程以防範 HIV/AID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 回應性別觀點以推廣預防

HIV/AID之研究 

12. 疾病控制處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公共衛生部(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人口(男性/女性) 建立 兩性平等態度之計畫 

- 策略性運用媒體以對不同族

群散播知識及兩性平等的觀

念 

 

13. 審計長處(The  按性別區分的退休金薪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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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troller General's 

Department) 

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度之改革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