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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亞太經濟合作區域商界婦女年亞太經濟合作區域商界婦女年亞太經濟合作區域商界婦女年亞太經濟合作區域商界婦女

婦女：全球挑戰與機會第12 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婦女領袖網路會議，澳洲國際金融公司性別創業市場主席
Amanda Ellis世界銀行集團

演講概要演講概要演講概要演講概要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下一件大事是婦女的經濟領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下一件大事是婦女的經濟領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下一件大事是婦女的經濟領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下一件大事是婦女的經濟領
導能力導能力導能力導能力 ………… 」」」」

� 全球挑戰與機會–設定願景

� 世界銀行集團性別行動計畫

� 整合解決方案與全球夥伴關係

� 全球婦女銀行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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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挑戰全球挑戰全球挑戰全球挑戰

� 千禧發展目標

在 2015年結束之前集體努力

1. 消滅極度貧窮與饑餓

2. 達到全球基本教育

3. 提升性別公平並授權給婦女

4. 降低兒童死亡率

5. 改善母親健康

6. 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博鬥..

7. 確保永續環保

8. 全球開發夥伴關係

為什麼性別跟減少貧窮及成長有關為什麼性別跟減少貧窮及成長有關為什麼性別跟減少貧窮及成長有關為什麼性別跟減少貧窮及成長有關？？？？婦女婦女婦女婦女
� 70% 每天生活花費大於一元每天生活花費大於一元每天生活花費大於一元每天生活花費大於一元
� 佔非正式部門的多數佔非正式部門的多數佔非正式部門的多數佔非正式部門的多數
� 比較可能用家裡的錢花費比較可能用家裡的錢花費比較可能用家裡的錢花費比較可能用家裡的錢花費、、、、女兒的女兒的女兒的女兒的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 政府現在鎖定未開發成長潛力最大政府現在鎖定未開發成長潛力最大政府現在鎖定未開發成長潛力最大政府現在鎖定未開發成長潛力最大來源之一來源之一來源之一來源之一，，，，像是美國像是美國像是美國像是美國、、、、英國英國英國英國、、、、加拿加拿加拿加拿大大大大、、、、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越南越南越南越南、、、、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中華中華中華中華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 創造就業創造就業創造就業創造就業 –女性就業乘數女性就業乘數女性就業乘數女性就業乘數（（（（female 

employment multiplier））））（（（（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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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評估性別議題為什麼我們需要評估性別議題為什麼我們需要評估性別議題為什麼我們需要評估性別議題 –

人類發展指數人類發展指數人類發展指數人類發展指數（（（（HDI））））與性別發展指數與性別發展指數與性別發展指數與性別發展指數（（（（G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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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沙烏地阿拉伯
「「「「忘了中國忘了中國忘了中國忘了中國、、、、印度與網路印度與網路印度與網路印度與網路：：：：經濟成長由婦經濟成長由婦經濟成長由婦經濟成長由婦
女帶動女帶動女帶動女帶動」」」」2006 年年年年 4 月經濟學人雜誌月經濟學人雜誌月經濟學人雜誌月經濟學人雜誌

消費者購買決定消費者購買決定消費者購買決定消費者購買決定 商業合夥事業的財務決定商業合夥事業的財務決定商業合夥事業的財務決定商業合夥事業的財務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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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的商業個案多樣性的商業個案多樣性的商業個案多樣性的商業個案

� 董事會與資深管理職位女性較多的財星董事會與資深管理職位女性較多的財星董事會與資深管理職位女性較多的財星董事會與資深管理職位女性較多的財星500大企業在財務大企業在財務大企業在財務大企業在財務
上的表現優於高層女性比例偏低的企業上的表現優於高層女性比例偏低的企業上的表現優於高層女性比例偏低的企業上的表現優於高層女性比例偏低的企業。。。。

資料來源：2004 年觸媒（Catalyst）。基本原則：連結企業績效與性別多樣性。
依性別多樣性比較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所有產業 依性別多樣性比較總和股東權益報酬率– 所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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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Quar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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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15.7%

95.30%

127.70%

Top Quar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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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 Quartile

Companies

Average 109.9%

前四分之一的公司 末四分之一的公司 前四分之一的公司 末四分之一的公司

「「「「女性創業女性創業女性創業女性創業、、、、婦女面對的障礙以及他們願意創造財婦女面對的障礙以及他們願意創造財婦女面對的障礙以及他們願意創造財婦女面對的障礙以及他們願意創造財
富與幸福的潛能是全球性的現象富與幸福的潛能是全球性的現象富與幸福的潛能是全球性的現象富與幸福的潛能是全球性的現象」」」」

Margaret Snyder 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IFEM ））））創辦人創辦人創辦人創辦人

www.ifc.org/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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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層次 機關層次

准許婦女在市場上競爭准許婦女在市場上競爭為婦女開放市場為婦女開放市場

世界銀行集團行動計畫世界銀行集團行動計畫世界銀行集團行動計畫世界銀行集團行動計畫 –兩千五百萬美元兩千五百萬美元兩千五百萬美元兩千五百萬美元
的推動計畫的推動計畫的推動計畫的推動計畫目的 –提升婦女的經濟決策權力

• 促進分享成長
• 加速實施聯合國千禧年計畫三（MDG 3）

.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1: 在經濟部門產在經濟部門產在經濟部門產在經濟部門產生營運技術協助生營運技術協助生營運技術協助生營運技術協助
核心目標核心目標核心目標核心目標：：：：准許婦女在以下地方競准許婦女在以下地方競准許婦女在以下地方競准許婦女在以下地方競爭爭爭爭：：：：

•產品市場產品市場產品市場產品市場
•財務市場財務市場財務市場財務市場
•土地市場土地市場土地市場土地市場
•勞動市場勞動市場勞動市場勞動市場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3：：：：改善研究與改善研究與改善研究與改善研究與統計統計統計統計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2：：：：實施以結果為實施以結果為實施以結果為實施以結果為基礎的推動計畫基礎的推動計畫基礎的推動計畫基礎的推動計畫 

 

 

 

 

 

 

 

 

 

 

 

 

 

 

 

 

 

 

 

 

 .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4：：：：  舉辦特定舉辦特定舉辦特定舉辦特定對象溝通活動對象溝通活動對象溝通活動對象溝通活動 
 

世界銀行集團支出性別分析計畫世界銀行集團支出性別分析計畫世界銀行集團支出性別分析計畫世界銀行集團支出性別分析計畫：：：：四大行動領四大行動領四大行動領四大行動領
域域域域、、、、四大主要市場四大主要市場四大主要市場四大主要市場────產品產品產品產品、、、、財務財務財務財務、、、、土地與勞力土地與勞力土地與勞力土地與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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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公司國際金融公司國際金融公司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IFC））））

民間部門與世界銀行集團–新興市場最大的投資人宗旨：促進發展中國家民間部門長期投資，幫助降低貧窮及改善人們的生活。國際金融公司：為了建立開發中國家的民間部門，提供貸款、股本、結構式融資、風險管理產品以及顧問服務。
179 個會員國決定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與核准投資個會員國決定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與核准投資個會員國決定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與核准投資個會員國決定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與核准投資。。。。
為婦女創造永續美好的未來

� 總體–商業環境的性別面向

� 中層–金融中介的支持

� 個體- 企業層次的支援與婦女商業
協會*

� 創新

� 複製

� 擴充

WBAs –婦女商業協會婦女商業協會婦女商業協會婦女商業協會（（（（Wome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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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投資環境投資環境投資環境 –––– 總體層次總體層次總體層次總體層次

� 性別與成長的評估以及女性創業家性別與成長的評估以及女性創業家性別與成長的評估以及女性創業家性別與成長的評估以及女性創業家

的聲音的聲音的聲音的聲音

� 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重要發現

―放棄 2% 的國內生產總值成長

―融資取得/缺乏抵押品（法律限

制）主要問題主要建議主要建議主要建議主要建議
―信用推薦社

―登記可移動資產

―與商業銀行合作

―商業與技術訓練

主要結果主要結果主要結果主要結果：：：：
�將建議整合到 GOU PSD 

�通過立法
�取得融資信用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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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經濟資源的女性比例烏干達經濟資源的女性比例烏干達經濟資源的女性比例烏干達經濟資源的女性比例
國內生產總值% 登記房屋 % 信用 %

做生意的新方向做生意的新方向做生意的新方向做生意的新方向：：：：婦女婦女婦女婦女！！！！！！！！

•參加權規定• 勞動法規• 合約強制• 信用市場• 信用資料• 抵押品• 破產
•官僚問題• 商業執照• 檢查•企業治理• 財產產權制定 • 稅務• 貿易基礎建議• 運輸• 海關• 標準• 保護財產• 法律與命令

2005 2006 2007

rru.worldbank.org/doingbusiness

2008

婦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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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取得標準融資取得標準融資取得標準融資取得標準––––中層中層中層中層

� 讓商業銀行借款給女性
創業家的信用額度

� 兩個層次的諮詢服務

� 對銀行：

改進服務的交付

� 對女性客戶：

理財知識與商業技巧訓練

很難取得信用額度很難取得信用額度很難取得信用額度很難取得信用額度，，，，特別是對某些人而言特別是對某些人而言特別是對某些人而言特別是對某些人而言

全球婦女銀行聯盟（Global Banking 

Alliance for Women）

• 成立於 2000 年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選出來的「女性創業家的銀行
選擇」

•宗旨: 為了加速婦女在商界的成長以及婦女的財

富創造，同時為金融機構會員創造優異的商業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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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婦女銀行聯盟：會員

• 會員每年更新他們的婦女市場計畫會員每年更新他們的婦女市場計畫會員每年更新他們的婦女市場計畫會員每年更新他們的婦女市場計畫。。。。

支援婦女支援婦女支援婦女支援婦女：：：：個體層次個體層次個體層次個體層次

� 理財知識

� 企業管理與商業計畫

訓練

� 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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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之於婦女銀行之於婦女銀行之於婦女銀行之於婦女：：：：最佳結果最佳結果最佳結果最佳結果

19

更多婦女從商更多婦女從商更多婦女從商更多婦女從商，，，，創創創創造就業與成長造就業與成長造就業與成長造就業與成長個體個體個體個體：：：：教導女性創業家金融機構需要教導女性創業家金融機構需要教導女性創業家金融機構需要教導女性創業家金融機構需要
• 理財知識
• 完善的商業計畫

總體總體總體總體：：：：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政治承諾政治承諾政治承諾政治承諾信用註冊
•土地所有權
•立法，像是美國的公平信用機會法（ 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 三層次的改三層次的改三層次的改三層次的改變變變變 中層中層中層中層：：：：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
• 採用創新的產品/服務(信用額度)
• 性別敏感傳遞的文化改變

總結：創造美好永續的未來

�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

�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提供支援與延伸、對政策制定者的批評聲音，
像是亞太經濟合作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

� 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使婦女能夠取得融資

�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發展重要技巧

� 模範模範模範模範幫助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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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呼籲到行動從呼籲到行動從呼籲到行動從呼籲到行動…………

不要懷疑一小群有思想與堅定的公

民可以改變世界。

事實上，這是唯一曾經…的事

Margaret M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