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第第 12 屆婦女領袖網路會議屆婦女領袖網路會議屆婦女領袖網路會議屆婦女領袖網路會議
2007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商界婦女商界婦女商界婦女商界婦女：：：：婦女對強健永續未來的貢獻婦女對強健永續未來的貢獻婦女對強健永續未來的貢獻婦女對強健永續未來的貢獻

2007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25 – 27 日日日日北昆士蘭北昆士蘭北昆士蘭北昆士蘭，，，，喜來登美麗華酒店喜來登美麗華酒店喜來登美麗華酒店喜來登美麗華酒店（（（（SHERATON MIRAGE HOTEL））））
全球環境改變對微中小型全球環境改變對微中小型全球環境改變對微中小型全球環境改變對微中小型

企業的影響企業的影響企業的影響企業的影響

• 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

氣候改變

區域/國際貿易協議

貿易相關法律

•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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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國家國家國家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公司數目公司數目公司數目公司數目公司數目公司數目公司數目公司數目（（（（百萬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單位百萬單位）））） 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佔所有企業的比重 (%)(%) 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中小企業佔出口銷售額的比重額的比重額的比重額的比重額的比重額的比重額的比重額的比重 (%)(%)中華台北中華台北中華台北中華台北中華台北中華台北中華台北中華台北 (2005)(2005) 1.211.21 97.0897.08 17.6017.60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2001)(2001) 1.101.10 96.0096.00 51.00 (2000)51.00 (2000)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2004)(2004) 2.142.14 91.4491.44 35.06 (2002)35.06 (2002)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005)(2005) 0.270.27 98.0098.00 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004)(2004) 5.645.64 98.9498.94 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2001)(2001) 2.842.84 99.6099.60 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2003)(2003) 24.1524.15 99.8399.83 28.60 (2004)28.60 (2004)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2005)(2005) 0.550.55 99.299.2 19 (2005)19 (2005)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2003)(2003) 0.13460.1346 99.6799.67 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泰國泰國泰國泰國泰國泰國泰國泰國 (2005)(2005) 0.830.83 99.7099.70 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無數據

中小企業相關事實與統計數字中小企業相關事實與統計數字中小企業相關事實與統計數字中小企業相關事實與統計數字

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

• 氣候改變氣候改變氣候改變氣候改變



氣候改變氣候改變氣候改變氣候改變

•全球暖化
-- 洪水
-- 海嘯

•禽流感準備
--企業營運持續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緊急事件準備

--災難管理

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

•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國際貿易協議國際貿易協議國際貿易協議國際貿易協議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國際貿易協議國際貿易協議國際貿易協議國際貿易協議

• 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

•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東南亞國協東南亞國協東南亞國協東南亞國協、、、、北美自由貿北美自由貿北美自由貿北美自由貿
易協議易協議易協議易協議、、、、南錐共同市場南錐共同市場南錐共同市場南錐共同市場（（（（MERCUSOR）、）、）、）、東協東協東協東協
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AFTA））））

•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s））））

• 雙邊付款安排雙邊付款安排雙邊付款安排雙邊付款安排

• 避免雙重課稅安排避免雙重課稅安排避免雙重課稅安排避免雙重課稅安排

• 投資保證協議投資保證協議投資保證協議投資保證協議

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全球環境改變

• 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



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

環境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 1974 年環境品質法案年環境品質法案年環境品質法案年環境品質法案
-- 污染控制與改善環境品質污染控制與改善環境品質污染控制與改善環境品質污染控制與改善環境品質

•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 能源部能源部能源部能源部（（（（ DOE ））））核准專案實施核准專案實施核准專案實施核准專案實施
-- 使用經營場地的許可證使用經營場地的許可證使用經營場地的許可證使用經營場地的許可證

• 有計劃的廢棄物管理有計劃的廢棄物管理有計劃的廢棄物管理有計劃的廢棄物管理
-- 有毒與有害廢棄物的管理有毒與有害廢棄物的管理有毒與有害廢棄物的管理有毒與有害廢棄物的管理

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貿易相關法律

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

•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IPO））））會員會員會員會員

• 簽署巴黎公約簽署巴黎公約簽署巴黎公約簽署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
（（（（保護專利保護專利保護專利保護專利、、、、貿易商標與工業設計貿易商標與工業設計貿易商標與工業設計貿易商標與工業設計））））

• 伯恩公約伯恩公約伯恩公約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保護版權保護版權保護版權保護版權））））

• 世界貿易組織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WTO TRIPS Agreement））））



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

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對微中小型企業的挑戰

貿易法律與規定的改變

科技快速變化

資訊通訊技術的進步 (24/7)

市場進入

技術型勞工

資訊的取得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統計局的初步統計數字 – 2007 年 5 月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435,052
(78.7%)

100,561
(18.2%)

12,694
(2.3%)

4,542
(0.8%)

企業總數企業總數企業總數企業總數：：：：552,849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中小企業總數中小企業總數中小企業總數中小企業總數：：：：548,307

39,376
(7.2%)

34,225
(6.2%)

474,706
(86.6%)

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統計局的初步統計數字 – 2007 年 5 月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中小企業的貢獻

(%
)

contribution統計局的初步統計數字 – 2005 年 12 月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32%

56.5%

19%

國內生產總值製造 服務 農業就業 總出口



馬來西亞女性創業馬來西亞女性創業

家的發展家的發展

拿督斯里拿督斯里拿督斯里拿督斯里拿督斯里拿督斯里拿督斯里拿督斯里 RafidahRafidah AzizAziz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 丹斯里丹斯里丹斯里丹斯里丹斯里丹斯里丹斯里丹斯里 DatoDato’’ Seri Seri 

ZetiZeti AkhtarAkhtar AzizAziz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博士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馬來西亞央行總裁
YB YB 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 ShahrizatShahrizat JalilJalil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家庭與社區發展部長

YB YB 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拿督 AzalinaAzalina OthmanOthman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青年與運動部長
他們推動搖籃他們推動搖籃他們推動搖籃他們推動搖籃…………........

他們塑造商業世界他們塑造商業世界他們塑造商業世界他們塑造商業世界



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資料

（（（（資源來源資源來源資源來源資源來源：：：： 統計部統計部統計部統計部，，，，2005 年公司行號與企業普查年公司行號與企業普查年公司行號與企業普查年公司行號與企業普查））））
*註註註註：：：： 只根據企業主與活躍合夥人只根據企業主與活躍合夥人只根據企業主與活躍合夥人只根據企業主與活躍合夥人企業總數企業總數企業總數企業總數：：：：552,849中小企業總數中小企業總數中小企業總數中小企業總數：：：：548,307女性擁有的中小企業女性擁有的中小企業女性擁有的中小企業女性擁有的中小企業：：：：82,911 (15%)

女性中小企業的產業分佈女性中小企業的產業分佈女性中小企業的產業分佈女性中小企業的產業分佈
製造業 74,197 (89.5%) 服務業農業

6,185 
(7.5%)

2,529

(3.0%)

��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2001 2001 年年 1 1 月月 17 17 日日部長部長部長部長：：：：Hon. Dato’ Sri Shahrizat Jalil
��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加強婦女加強婦女加強婦女加強婦女、、、、家庭與社區在國家發展的角色與參與家庭與社區在國家發展的角色與參與家庭與社區在國家發展的角色與參與家庭與社區在國家發展的角色與參與；；；；●●●● 以公平正義以公平正義以公平正義以公平正義、、、、沒有任何歧視沒有任何歧視沒有任何歧視沒有任何歧視的方式保留婦女的方式保留婦女的方式保留婦女的方式保留婦女、、、、家庭與社區的權利與利家庭與社區的權利與利家庭與社區的權利與利家庭與社區的權利與利益益益益；；；；●●●● 增加婦女與社區在社會增加婦女與社區在社會增加婦女與社區在社會增加婦女與社區在社會、、、、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公平機會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公平機會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公平機會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公平機會 ；；；；●●●● 強化家庭機構強化家庭機構強化家庭機構強化家庭機構；；；；●●●● 確保有效率與有效力的傳遞與支援系統確保有效率與有效力的傳遞與支援系統確保有效率與有效力的傳遞與支援系統確保有效率與有效力的傳遞與支援系統。。。。

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婦女婦女婦女婦女、、、、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家庭與社區發展部



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提高婦女地位的國家機制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民間部門民間部門民間部門民間部門

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 / / / 協會協會協會協會

�提供更寬廣的延伸提供更寬廣的延伸提供更寬廣的延伸提供更寬廣的延伸，，，，更接近草根更接近草根更接近草根更接近草根

�協調女性創業家維持經濟發展的方法協調女性創業家維持經濟發展的方法協調女性創業家維持經濟發展的方法協調女性創業家維持經濟發展的方法

�作為推動改變的有力游說團體作為推動改變的有力游說團體作為推動改變的有力游說團體作為推動改變的有力游說團體

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婦女協會的角色



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協會聯盟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協會聯盟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協會聯盟馬來西亞女性創業家協會聯盟

馬來西亞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婦女協會

� PENIAGAWATI （（（（馬來西亞原住民職業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原住民職業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原住民職業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原住民職業婦女協會））））
� NAWEM（（（（馬來西亞全國女性創業家協會馬來西亞全國女性創業家協會馬來西亞全國女性創業家協會馬來西亞全國女性創業家協會））））
� USAHANITA （（（（馬來西亞原住民女性創業家協會馬來西亞原住民女性創業家協會馬來西亞原住民女性創業家協會馬來西亞原住民女性創業家協會））））
� WAWASANITA （（（（Persatuan Usahawan Wawasan Wanita Malaysia））））
� WENA （（（（Persatuan Jaringan Usahawan Wanita Bumiputera Malaysia））））
� 雪蘭馬來商會雪蘭馬來商會雪蘭馬來商會雪蘭馬來商會（（（（SELANGOR MALAY CHAMBER OF COMMERCE））））（（（（婦女部婦女部婦女部婦女部））））
� DUID（（（（鄉村工業創業家總會鄉村工業創業家總會鄉村工業創業家總會鄉村工業創業家總會））））

馬來西亞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婦女協會馬來西亞婦女協會........續上頁續上頁續上頁續上頁

� KLSICCI（（（（吉隆坡與雪蘭印度工商會吉隆坡與雪蘭印度工商會吉隆坡與雪蘭印度工商會吉隆坡與雪蘭印度工商會））））
� DPIM – 婦女局婦女局婦女局婦女局（（（（伊斯蘭商會伊斯蘭商會伊斯蘭商會伊斯蘭商會））））
� MPITM（（（（單親媽媽協會單親媽媽協會單親媽媽協會單親媽媽協會））））
� PEWATAN（（（（吉蘭丹吉蘭丹吉蘭丹吉蘭丹（（（（Kelantan））））婦女協會婦女協會婦女協會婦女協會））））
� PIKBM（（（（Persatuan Industri Kosmetik Bumiputera Malaysia））））
� SWEPA（（（（沙巴女性企業家與專業人員協會沙巴女性企業家與專業人員協會沙巴女性企業家與專業人員協會沙巴女性企業家與專業人員協會））））



給女性創業家的特給女性創業家的特給女性創業家的特給女性創業家的特

殊協助方案殊協助方案殊協助方案殊協助方案

給女性創業家的特殊協助計劃給女性創業家的特殊協助計劃給女性創業家的特殊協助計劃給女性創業家的特殊協助計劃

讓讓讓讓女性創業家女性創業家女性創業家女性創業家能夠更容易取得能夠更容易取得能夠更容易取得能夠更容易取得

融資融資融資融資

特別為女性創業家包裝成更具特別為女性創業家包裝成更具特別為女性創業家包裝成更具特別為女性創業家包裝成更具

彈性與方便取得彈性與方便取得彈性與方便取得彈性與方便取得



女性創業家的資格標準女性創業家的資格標準女性創業家的資格標準女性創業家的資格標準

依公司法成立依公司法成立依公司法成立依公司法成立

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至少有 51% 的股權為女性持有的股權為女性持有的股權為女性持有的股權為女性持有；；；；或或或或

如果多數股權如果多數股權如果多數股權如果多數股權非女性持有非女性持有非女性持有非女性持有，，，，

i. 最大單一股東最大單一股東最大單一股東最大單一股東必須是女性必須是女性必須是女性必須是女性，，，，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公司是由女性公司是由女性公司是由女性公司是由女性
經營與管理經營與管理經營與管理經營與管理；；；；或或或或

ii. 管理董事管理董事管理董事管理董事/首席執行長是女性首席執行長是女性首席執行長是女性首席執行長是女性，，，，而且此人至少擁而且此人至少擁而且此人至少擁而且此人至少擁
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有公司 10% 的股權的股權的股權的股權

190 190 190 190 個主要方案個主要方案個主要方案個主要方案（（（（22 22 22 22 新方案新方案新方案新方案））））財務承諾財務承諾財務承諾財務承諾：：：： 36363636．．．．70 70 70 70 億馬來西亞幣億馬來西亞幣億馬來西亞幣億馬來西亞幣（（（（10101010．．．．64 64 64 64 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15 15 15 15 個部會個部會個部會個部會 （資料來源：2007 年全國中小企業發展藍圖）



提供給中小企業的財務協助提供給中小企業的財務協助提供給中小企業的財務協助提供給中小企業的財務協助提供協助是以配合獎助金的形式，其中專案成本的 50% 是由政府吸收，剩下的由申請人吸收
長期優惠貸款長期優惠貸款長期優惠貸款長期優惠貸款

配合獎助金配合獎助金配合獎助金配合獎助金 •提供中小企業協助，幫助他們現代化與自動化營運設施•已存在及新創企業都有資格申請長期優惠貸款

長期優惠貸款長期優惠貸款長期優惠貸款長期優惠貸款
中小企業長期

優惠貸款

工廠搬遷長期

優惠貸款

採用資訊通信
技術的長期優

惠貸款



配合獎助金
創業

伊斯蘭教合法產品的開發與推廣RosettaNet標準實施
市場開發

認證與品質管理系統
產品與製程改善改善產品包裝

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Women Development Community Women Development Community 

of Practicesof Practices）是一小群的女性創業家，他們在共同利益的領）是一小群的女性創業家，他們在共同利益的領

域上，一起探索分享指標與最佳做法的機會，例如組織卓越域上，一起探索分享指標與最佳做法的機會，例如組織卓越

策略策略

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婦女發展實踐社群

尋找尋找尋找尋找、、、、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採納與實施最佳做法採納與實施最佳做法採納與實施最佳做法採納與實施最佳做法



婦女貿易延伸方案婦女貿易延伸方案（（WOMEN TRADE WOMEN TRADE 

OUTREACH PROGRAMMEOUTREACH PROGRAMME，，簡稱簡稱 WTOPWTOP））• 協助婦女透過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動協助婦女透過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動協助婦女透過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動協助婦女透過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動，，，，進入出口市進入出口市進入出口市進入出口市場場場場• 幫助婦女參與出口市場以及改善特定公司的出口技幫助婦女參與出口市場以及改善特定公司的出口技幫助婦女參與出口市場以及改善特定公司的出口技幫助婦女參與出口市場以及改善特定公司的出口技巧與市場知識巧與市場知識巧與市場知識巧與市場知識• 每年將選出十家公司每年將選出十家公司每年將選出十家公司每年將選出十家公司，，，，讓他們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讓他們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讓他們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讓他們參與各種出口促進活動動動動

連絡專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