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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促進電信業性別平等與包容成長」國際工作坊 

APEC Workshop o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for the Inclusive Recovery 

 

一、 背景 

  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展和智慧行動裝置的廣泛使用，數位

經濟時代的工作型態與職場所需能力都在不斷改變中，資通

訊產業人才持續短缺。根據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

2015 年調查， 亞太地區女性員工在整體電信業中僅占 28%，

位居中階管理職及資深領導職的比例則分別為 19%與 15%。

然而，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及McKinsey & Company的研

究均指出，多元性與包容性（diversity and inclusion）程度越

高的公司，越能吸引人才、激發創新想法，進而增進生產力

及市場競爭力。 

2020 年 COVID-19 疫情衝擊了全球經濟，卻也加速了產業

的數位轉型，為電信等資通訊產業帶來許多新機會。在此背

景下，電信企業若能增加多元性與包容性，不但能吸引更多

人才，更可增進在數位轉型浪潮下的競爭力。 

本會受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委託，於 APEC 婦女經濟政策夥

伴關係（PPWE）工作小組中提出「促進電信業性別平等與

包容成長」計畫，已完成 APEC 經濟體女性參與電信業性別

統計及政策調查，以及 10位電信業女性模範及企業典範之最

佳範例訪談。將於 7 月辦理國際工作坊，會中將分享調查成

果，並邀請電信業女性領導者及推動職場性別友善的電信企

業分享經驗，期望促進電信產業更具性別包容性與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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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辦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三、 參與對象 

1. 電信、資通訊科技、數位轉型、經濟、勞動、性別議題

相關之公部門代表 

2. 電信、資通訊科技、數位轉型、勞動等相關產業工作者 

3. 關注資通訊科技、數位轉型、經濟、勞動、性別議題之

專家學者、NGO工作者，及就讀相關系所之學生 

 

四、 時間：2022年 7月 27-28日（星期三＆四） 

 

五、 地點：格萊天漾飯店 14F 萬大廳（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

道 101號） 

 

六、 會議語言：會議以英語進行，並備有中、英文雙向同步

口譯。 

 

七、報名方式： 

敬請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https://reurl.cc/VDOpD6  

• 為配合 APEC會議需要，請提供「中、英文」報名資

訊。 

• 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7月 18日（一） 

• 會議現場席次有限，報名完成後請以收到主辦單位

email確認通知為準。 

 

八、 注意事項： 

https://reurl.cc/VDOp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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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活動可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有需要者請務必

於報名表中填寫身分證字號。 

2. 本會議未提供免費停車或交通補助，請善用大眾運輸設

施。 

3. 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量測體溫、入口皆提供酒精消毒

用品。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者，及有發

燒（37.5度以上）、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

疑似症狀者，婉謝出席，尚請見諒。 

 

九、 聯絡人：邱慕迪、李心祺 

電話：02-2321-2100分機 135、127 

Email: peter_chiu@wrp.org.tw、 cecilialee@wrp.org.tw 

 

十、 議程規劃： 

第一日: 2022年 7月 27日 

時間 (GMT+8) 議程 

9:00-9:30 

(30 min) 
報到/線上登入及測試 Registration and Test Run 

9:30-9:44 

(14 min) 

開幕致詞 Opening Remarks  

• 羅秉成 | 行政院政務委員 

• Renee Graham | APEC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工作小

組主席 

• NAM Sang-yirl | APEC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主席 

9:44-9:45 

(1 min) 
合照留影 Group Photo  

9:45-10:00 

(15 min) 

計畫報告 Project Introduction  

報告人：詹婷怡 |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10:00-10:45 【場次一】展現女力，促成改變 

mailto:peter_chiu@wrp.org.tw
mailto:cecilialee@wr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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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2022年 7月 27日 

(45 min) Session 1: Women leaders leading an inclusive future  

主持人：林志潔 |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與談人： 

• Daudeline Meme | 美國 Verizon副總經理 

• Myrna Lira |  墨西哥 AT&T科技處協理  

• Nuraslina Zainal Abidin | 馬來西亞 Theta Edge Berhad執行

長 

10:45-10:55 

(10 min) 
休息 Break 

10:55-11:40 

(45 min) 

【場次二】數位轉型下打造多元化勞動力 

Session 2: Building a diverse workfor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主持人：詹婷怡 |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與談人： 

• 江華珮 | 遠傳電信網路暨技術群網路後勤管理處資深協理 

• Saravanan Karumanan | 馬來西亞 Digi Telecommunications

人才與組織發展處處長 

•  Janette Toral | 菲律賓 i-Metrics Asia-Pacific Corporation 董

事暨 DigitalFilipino Club創辦人 

 

11:40-11:45 

(5 min) 
總結 Closing  

 

第二日: 2022年 7月 28日 

時間 (GMT+8) 議程 

9:00-9:30 

(30 min) 
報到/線上登入及測試 Registration and Te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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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 2022年 7月 28日 

9:30-9:35 

(5 min) 
第一日回顧 Review of Day 1  

9:35-9:55 

20 min 

【專題演講】打造性別友善職場，邁向包容性未來 

Keynote: Telecom for good – and for all 

• Melike Yetken-Krilla | 美國 Google 國際組織處處長  

9:55-10:35 

(40 min) 

【場次三】電信業的性別包容性措施 

Session 3: A business-workable approach to gender inclusion  

主持人：周子欽 |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

書長 

與談人： 

• Ximena Gil Hidalgo | 祕魯 Telefónica 公共關係與永續處

處長 

• Leona Cheffins | 紐西蘭 Vodafone人力資源業務經理 

10:35-10:45 

(10 min) 
中場休息 Break   

10:45-11:25 

(40 min) 

【場次四】政策建議 

Session 4: Policy Recommendation  

主持人：詹婷怡 |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與談人： 

• Ximena Gil Hidalgo | 祕魯 Telefónica 公共關係與永續處

處長 

• Leona Cheffins | 紐西蘭 Vodafone人力資源業務經理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25-11:35 

(10 min) 

閉幕致詞  Closing Remarks  

• MissSunee Srisangatrakullert | 泰國婦女事務及家庭發展

部副部長 

• 吳秀貞 |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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