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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APEC 婦女經濟議題發展背景 

一、APEC 組織背景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 於 1989 年

由澳大利亞倡議成立，至今組織成員涵蓋大洋洲、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北美

及中南美等共 21 個會員經濟體1，為亞太區域重要的經貿協商平台，也是少數我

國與中國大陸均為正式會員的國際組織。其三大任務支柱分別是貿易與投資自由

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貿易與投資便捷化(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以及經濟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ECOTECH)。 

APEC 體制屬「論壇」性質，其議題以「共識決」及「自願性」為基礎。同時，

APEC 不是一個貿易區塊，而是一種開放性區域協會：各會員體政府之間所達成

貿易自由化的協議，都將適用於其他非會員體，這就是 APEC 部長們所共同決定

遵循之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的精神。 

1989 年成立後初期，APEC 著重在會員體間的議題倡議與意見交換，並加強

會員間的經濟貿易合作與促進對貿易協定的共識，而 1994 年與 1995 年的茂物

目標(Bogor Goals) 與大阪行動綱領(Osaka Action Agenda)，則被視為 APEC 促進貿

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具體目標與方向，直至 1997 至 98 年間發生席捲亞洲的金融

風暴，APEC 致力於自由化的努力才暫時放緩。 

在 APEC「支持亞太區域的永續經濟成長與繁榮」的成立宗旨下，APEC 的關

注焦點受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而影響。故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現實與趨勢，以及

會員體的重大事件，例如 1995 年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1997、98 年的亞洲金融

風暴、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2002 年 SARS 呼吸系統綜合症、2004 年印尼

                                                             
1 APEC 會員體與加入時間分別為：澳大利亞(Australia, 1989)、汶萊(Brunei Darussalam, 1989)、

加拿大(Canada, 1989)、智利(Chile, 1994)、中國大陸(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香港

(Hong Kong, China, 1991)、印尼(Indonesia, 1989)、日本(Japan, 1989)、韓國(Republic of Korea, 

1989)、馬來西亞(Malaysia, 1989)、墨西哥(Mexico, 1993)、紐西蘭(New Zealand, 1989)、巴布亞紐

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1993)、秘魯(Peru, 1998)、菲律賓(the Philippines, 1989)、俄羅斯

(Russia, 1998)、新加坡(Singapore, 1989)、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 1991)、泰國(Thailand, 1989)、

美國(the United States, 1989)、越南(Viet Nam, 1998)。其中，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均於 1991

年以經濟體身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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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與 2008 年川震等，APEC 議題逐漸由經貿投資擴散到性別平等、醫療與社會

安全、反恐、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等等。 

二、APEC 婦女議題發展源起 

APEC 討論婦女/性別議題，最早可追朔至 1993 年的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HRDWG)，當時由加拿大發起的性

別平等教育與訓練計畫(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Meeting the 

Needs of APEC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從教育課程著手培育未來 APEC 區經濟發

展的人力資源。但若談到以領袖層級關注婦女議題，則是始於 1996 年。 

在聯合國於 1995 年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後2，APEC 快速

反應此趨勢，成為國際組織首開部長會議探討婦女相關事務之始。秉持「尋找對

策與方式，將婦女的聲音納入 APEC 的重要決策，並確保婦女能充分參與 APEC」

的精神，經由數個經濟體的女性領導人倡議與推動下，APEC 於 1996 年召開第一

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3，並在同(1996) 年 APEC

領袖宣言(Leaders' Declaration) 中，首次呼籲重視婦女與青年對 APEC 的充分參與

4。同年部長會議聯合聲明(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則在工業與科技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T) 和(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 章

節，分別關注到提升婦女投入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領域5，以及婦女和中小企業的連結性。 

1997 年，APEC 正式將性別議題列入議程，並在隔(1998) 年舉辦第一屆婦女

事務部長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 on Women, WMM)，議題圍繞婦女在 APEC 的經

                                                             
2 1995 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問題國際會議通過的《行動綱領》明確了性別主

流化，並將以此作為提高兩性平等的全球性策略。強調必須確保兩性平等是經濟社會發展領域

的首要目標。http://www.genderkompetenz.info/eng/gender-competence-2003-

2010/Gender%20Mainstreaming/Bases/history/international  

3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WLN) 為 APEC 外圍組織，相關資訊請見第 14 頁。 

4 APEC Leaders' Declar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agenda is 

based on a genuine partnership to which all APEC economies contribute. We direct our ministers,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identify ways to encourage such participation 
by all APEC economies. In addition, we ask that they put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the youth”, Subic, Philippines, November 1996. 

5 1996 年 APEC 區域科技合作部長會議中，一篇由加拿大提出的兩性與科技的討論論文，獲得熱

烈迴響。該論文探討在當今科技發展下，包含科技政策、科技人才、科技工作等對兩性帶來的差

異與影響。會後發表的部長聲明中，指出性別議題為「跨領域議題(cross-cutting issue)」，對 APEC

各論壇均有其重要性。 

http://www.genderkompetenz.info/eng/gender-competence-2003-2010/Gender%20Mainstreaming/Bases/history/international
http://www.genderkompetenz.info/eng/gender-competence-2003-2010/Gender%20Mainstreaming/Bases/history/international


4   

 

濟發展與合作、工業科技(IST)、中小企業(SME)、以及人力資源發展(HRD)等，會

中通過的會議聲明獲當(1998) 年領袖會議認可，鼓勵各級論壇與工作小組整合

性別議題，強化女性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並責成 APEC 成立「婦女事務任務小

組 (Ad-Hoc Task Force on Women)」，於 1 年內草擬完成未來 APEC 加強婦女相關

工作之指導文獻，即「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1999 年 APEC 更於「資深官員會議 (Senior Official Meeting, SOM)」下，設置

「性別整合諮詢小組(Ad Hoc Advisory Group on Gender Integration, AGGI)」6，協助

各工作小組具體提供政策之性別敏感度，以有效推動「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

在 AGGI 階段性任務完成後，APEC 再度於 2002 年設立性別連絡人網絡(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以長期培力各級 APEC 論壇與經濟體落實性別主流化

工作。自此，婦女與性別議題逐漸擴及各工作小組。 

隨著婦女事務部長會議(WMM) 的舉辦、成立性別整合諮詢小組(AGGI)、召

開歷屆婦女領導人網絡(WLN) 會議、建立性別連絡人網絡(GFPN)、以及各經濟體

內婦女參與經濟與對經濟發展的具體貢獻，婦女議題組織逐漸成為 APEC 的官方

或常設外圍組織。最終，在 APEC 結構改革、美國與眾多經濟體的共識與大力推

動下，2011 年 APEC 正式設立婦女議題工作小組：婦女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Economy, PPWE)。 

三、APEC 婦女議題發展演進 

自 1998 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WMM)後，APEC 論壇對婦女議題關注

的焦點始終與經濟發展及自由貿易緊密連結，亦隨全球趨勢討論氣候變遷、女性

移工問題等。在下列 1998-2010 年婦女相關會議的宣言/文件裡，我們可以發現，

從 1998 年至今的 APEC 婦女議題重點，其主軸仍圍繞著促進其他工作小組討論

性別議題與強化婦女對 APEC 的參與。 

  

                                                             
6 性別整合諮詢小組(AGGI)是 APEC為使性別整合永續發展而成立之任務型小組，成立於 1999

年，後於 2002年階段性任務完成後結束。相關資訊請見第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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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 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宣言 

在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中，總共討論了四份專題論文。四大重點方向包

含婦女與經濟合作發展、婦女與工業科技、婦女與中小企業、以及婦女與人力資

源發展。會後宣言聲明 

· 婦女與經濟合作發展：婦女投入經濟事務仍有許多障礙，各經濟體應努力於

改善這個現象。例如兩性就業率的差距、婦女職場的待遇歧視等。 

· 婦女與工業科技：由 ISTWG 協助提供的論文指出，現今科技在兩性的教育、

就業、升遷等議題上，女性是否享有和男性一樣的公平機會? 同時，APEC 亦

應重視婦女參與科技領域的障礙。 

· 婦女與中小企業：婦女發展中小企業的個數快速的增長，但在以男性為主的

市場競爭上仍處於弱勢。因此，APEC 各經濟體應確認婦女發展中小企業的

特殊需求，並重視電子商務的發展趨勢。 

· 婦女與人力資源發展：婦女的勞動參與已是 APEC 各經濟體不可或缺的成長

動力，但各經濟體的婦女勞參率仍明顯的低於男性，管理階層更是難見女性

身影，而這不利於區域人力資源發展的現象則尚待各經濟體積極處理。 

2. 1999 年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 

婦女事務任務小組所提「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主要內容著重於闡述

整合架構的三大組成要素，並提出 APEC 執行策略。架構三大要素分別為：性別

分析、蒐集與使用性別統計資料、APEC 的婦女參與。為使 APEC 各工作小組能更

全面的落實與了解此架構，架構下更提供 APEC 執行性別分析指導原則(APEC 

Guide for Gender Analysis)。 

· 性別分析：了解並認知兩性的差異與多樣化存在於各經濟體的經濟、社會、

文化、組織與政治結構中，並透過質化或量化的方式，評估政策、計畫對兩

性的衝擊，再將此評估與性別的考量納入政策的規劃與設計中。 

· 蒐集與使用性別統計資料：性別統計資料是進行性別分析的基礎，傳遞兩性

在經濟、社會、組織結構中所處情勢的訊息。追蹤與分析性別統計資料能更

加了解政策如何或是否對男女造成不同影響，並依此協助制定更公平的資源



6   

 

分配與工作。而這類統計資料的蒐集工作，可以從如研究機構、政府部門或

國際機構著手，質化資料或量化的統計均可以提供有效的資訊。 

· APEC 的婦女參與：所謂婦女參與是指對 APEC 論壇、會議、計畫和活動之參

與。依部份 APEC 會議與活動的出席人員數據，推估婦女只占出席者約 25%

的比例。該要素鼓勵婦女可以個人或組織代表身分，做為領導者、工作小組

或其他層級機制的主席，更可以夥伴或專家身份，提供 APEC 與各經濟體諮

詢建議。 

3. 2002 年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 

在歷經前次婦女事務部長會議與「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的背景下，此

次會議討論 APEC 區域婦女地位進展情形，以及經濟全球化與新經濟發展等對婦

女的影響。會議主題聚焦於「增進全球化時代下的婦女經濟利益與機會(Advancing 

Women’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Economy)」，除討論 APEC

的性別整合進展，四項子題包含婦女與企業家精神(Women and Entrepreneurship)、

微型企業(Micro Enterprises)、婦女與貿易自由化(Wome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以及婦女與資通訊科技(Wome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7。 

· 婦女與微型企業：女性創業多集中在微型企業，但婦女卻缺乏抵押借貸的資

產所有權，因而無法獲得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另一方面，微型信貸並不是

婦女創業障礙唯一的解決方式，期待中小企業工作小組能提出婦女微小型企

業所面臨的獨特挑戰與行動計畫。 

· 婦女與貿易自由化：亞太地區強勁的經濟成長為婦女帶來各經濟方面的參與

提升與進步，然而婦女卻沒有平均的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我們必須做出

許多努力以確保婦女能獲得貿易自由化的好處，並關注婦女可能因此而加劇

的不平等現象，例如農村或製造業婦女。呼應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的要

素，性別統計資料與性別分析，應納入制定貿易政策的影響評估。 

· 婦女與資通訊科技：資通訊科技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領域之一，然而兩性間

仍有明顯的數位落差，我們建議各經濟體應致力於消除婦女在新科技與新經

濟的參與。 

                                                             
7 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聯合部長聲明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02/MM/WMM/02_wmm_jms.doc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02/MM/WMM/02_wmm_jm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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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宣言 WLN Statement 

2002 年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中，智利曾表示將於 2004 年舉辦第三屆婦女事務

部長會議，然該會議最終並未如期舉行。直至 2011 年，APEC 官方的婦女議題組

織才在美國的主導與會議改制下，以高階政策對話(HLPD)的形式復出，成為婦女

與經濟論壇的常態會議環結。因此，婦女事務部長會議只分別於 1998 年與 2002

年舉辦，於 2002 年後至 2011 年 PPWE 正式成立前，對 APEC 領袖及資深官員會

議提出性別議題建言與政策建議的工作，則由每年的 GFPN 會議與非正式的 WLN

會議擔任。 

其中，WLN 每年召開時均設立並討論不同的會議主旨與婦女相關議題，並針

對主題在會後宣言終針對 APEC 領袖或工作小組提出婦女相關的行動建議。而

GFPN 的會議形式則有所不同，GFPN 會中主要檢視 GFPN 工作成果與貢獻、討論

當年度 APEC 優先議題、經濟體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報告等，會議不只聚焦

於婦女或性別經濟議題，會後宣言則著重於提送 APEC 領袖會議或資深官員會議

的建言。故此處只簡略介紹並彙整 2003-2010 年間 WLN 會議的討論主題與內容。 

－ 2003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2003 年 WLN 會議於泰國清邁舉辦，會議主題「婦女改變世界：兼顧性

別與發展(Women Make a World of Difference: Partnerships for Gender and 

Development)」，子題則是知識創新、分享與管理(Knowledge Creation, Sharing 

and Management through Partnerships)、婦女人身安全 (Women’s Human 

Security)、女性企業家精神(Women’s Entrepreneurship)。會後建議則分別對工

業與科技部長、人力資源發展部長、以及中小企業部長提出策略建言8。 

－ 2004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2004 年 WLN 由當年度主辦國智利於拉塞雷納舉辦，呼應當年度 APEC 主

題「共同社群，我們的未來(One Community, Our Future)」與中小企業部長會

議主軸「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該屆 WLN 定調於「Experiencing our 

diversity; A 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through trade, sharing the benefits 

through best practices, and skills for new challenges」。 

                                                             
8 WLN Statement 2003,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3-thailand/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3-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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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WLN 為 APEC 的非官方組織，在 2004 的 WLN 會議建議中，特別提

及 WLN 對 APEC 公私部門提供專業婦女/性別知識與建議的重要作用，建議

APEC 對 WLN 的官方認可與 APEC 秘書處的行政支持9。 

－ 2005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該年 WLN 於韓國大邱舉行，是逢 WLN 慶祝 10 週年，故會議宣言開端

即表達為使 WLN 順利運作，建議 APEC 為 WLN 成立獨立經費的秘書處，並

再次強調 WLN 對社會與經濟的貢獻，及協助制訂 APEC 領域內具性別觀點的

政策。宣言主題肯定並建議各經濟體對婦女與微型信貸的支持，並再度聚焦

於協助婦女企業開拓市場以及獲取訊息科技與運用電子商務等，並建議以培

力訓練達到前述目標10。 

同時，韓國亞太婦女資訊網絡中心 (Asia Pacific Women’s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APWINC) 於 WLN 會前舉辦婦女數位經濟論壇 (Digital 

Economy for Women)，而隨後 WLN 大會即將論壇結論納入宣言當中。 

－ 2006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2006 年 WLN 會議於越南河內舉辦，會議主題為：邁向永續發展與繁榮

的活力社群：強化女性企業的競爭力 (Towards a Dynamic Community: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Women’s Busines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會議中討論則圍繞「女性企業家-活力、效率與

永續的經濟發展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dynamic,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邁向第二個十年，WLN 該何去何從？(WLN in 

the second decade,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apacity building, finance and 

business network development?) 」 

會後宣言則針對中小企業部長提出以「促進婦女參與數位經濟、有利的

法規架構與性別分析、以及微中小型企業」為目地的 5 項建議；向 APEC 領

導人提出“婦女人身安全、婦女領袖網絡與未來、以及重申對性別聯絡人網絡

的支持”等 6 項建議，並再度提出舉辦 APEC 第三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的具體

建言11。 

  

                                                             
9 WLN Statement 2004,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4/  
10 WLN Statement 2005,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5-south-korea/  
11 WLN Statement 2006,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6-vietname/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4/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5-south-korea/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6-vi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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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本屆 WLN 於澳洲道格拉斯港舉行，會議聲明及建議包含氣候變遷、確

保女性受惠於貿易自由化、女性與移工、促使女性之商務參與、數位落差及

APEC 內的 WLN、與 WLN 的未來等七大項。 

對於提升與擴大 WLN 與性別跨論壇影響力方面，聲明要求 APEC 區域內

的貿易協定相關內容與研究應優先諮詢 WLN，且為促使 APEC 達成其對性別

議題的承諾，WLN 要求 APEC 領袖們從 2008 年起承認 WLN 在所有 APEC 工

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身分、從 2008 年起至少任命 1 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企

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代表團員，開始解決

ABAC 內顯著的性別不平衡問題，並確保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每年持續參

與 WLN 會議。最後，聲明表示 WLN 將著手建立秘書處12。 

－ 2008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會議於秘魯阿雷基帕召開，當中韓國 APWINC 再度於 WLN 正式會議前

舉辦「婦女數位經濟論壇」，聚焦於創新與網絡領導力以及全球策略與數位

發展，以及婦女如何運用電子商務發展。 

今年 WLN 會議之重點議題為全球化下自由經濟之發展、企業社會責任、

鄉村女性經濟參與、城鄉數位落差等。會後聲明則對 APEC 領袖、貿易事務

部長、中小企業工作小組、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等，提出如為微型、小型

企業，發展便利的微型信貸與出口信用計畫；規劃培力方案協助女性企業進

入全球供應鏈；提出女性企業在正式與非正式經濟中的統計報告，以研擬相

關政策或信貸方案，帶領女性微型企業進入正式的市場經濟體系；草擬行動

計畫以提高婦女與學童在科學、科技領域的教育程度；以及自 2009 年起，給

予 WLN 以客座身分參加所有 APEC 工作小組會議的權利等建議13。 

－ 2009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本年度會議於新加坡舉辦，WLN 大會會議主軸為：婦女及 APEC 永續發

展(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PEC)。同年，韓國循例於會前舉

辦第 5 屆的「婦女數位經濟論壇」。 

會後建議闡述現有體制仍潛藏對女性經濟參與機會的限制，呼籲 APEC

領袖強化女性經濟參與機會並提出十點具體建議：強化能力建構計畫，包含

提供給女性的教育以及職業技能訓練；提升就業促進計畫，特別強化非正式

                                                             
12 WLN Statement 2007,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7/  
13 WLN Statement 2008, http://www.apecwln.org/2008/08/wln-statement-2008/  

http://www.apecwln.org/2007/12/wln-statement-2007/
http://www.apecwln.org/2008/08/wln-statement-2008/


10   

 

及弱勢就業市場之女性；確保資金可近性，特別針對微型及小型企業；確保

女性社會安全網絡；簡化商業登記及執業流程；培育且促進女性使用科學技

術能力；提昇資訊傳播科技(ICT)使用可近性，特別提供鄉村及原住民婦女服

務、設備及知識訓練；鼓勵公私部門、民間社會夥伴關係，藉此深化女性對

經濟之貢獻；支持社會企業作為女性永續發展之企業模式；強調支持、投資、

促進與環境議題相關之經濟及社會價值，特別是氣候變遷、托育照顧支持等

職場生活平衡機制14。 

－ 2010 年婦女領袖網絡會議 

本屆會議於日本東京召開，大會主題為「女性創造新的全球經濟活動 - 

透過人、自然和文化的集體實現 (Creation of New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by Women- Realization through People, Nature and Culture)」。會議主軸議題

除重視女性參與「後金融海嘯時期」的經濟機會之外，亦強化討論新興經濟

模式的發展與趨勢，並提出透過人民、自然與文化實踐女性企業精神、創造

女性新經濟機會之概念。 

會後建言中引用聯合國「女性賦權準則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WEPs)，認為其應作為提昇 APEC 經濟體區域間經濟、社會及市場

整合與促進包容性、永續性成長的指導原則，使女性成為主要經濟推動者。

此外，亦承認包含原住民女性的女性角色與才能，以回應近來的金融危機以

及自然災難，將劣勢轉為機會15。 

5. WLN 歷年會議宣言彙整 

WLN 歷年的建議內容多為建議領袖或部長會議的議題/政策研擬方向，以及

增加 WLN 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影響力。根據建議對象的工作小組與內

容可大致彙整並羅列如下： 

－ 貿易 

· 支持婦女貿易相關議題研究，優先進行 APEC 區域內貿易自由化與

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不同影響的研究，並將相關研究結論落實於政

策規劃。 

· 貿易協定的規劃、協商或實行過程中，建議向相關婦女組織、婦女

專家諮詢，以確保性別考量能整合進貿易協定的所有面向。 

                                                             
14 WLN Recommendations 2009, http://www.apec.org/About-Us/How-APEC-
Operates/~/~/media/Files/Groups/GFPN/14th_WLN_Recommendations_final.ashx 

15 WLN Recommendations 2010, http://www.gender.go.jp/english_contents/wln/pdf/proposal.pdf  

http://www.apec.org/About-Us/How-APEC-Operates/~/~/media/Files/Groups/GFPN/14th_WLN_Recommendations_final.ashx
http://www.apec.org/About-Us/How-APEC-Operates/~/~/media/Files/Groups/GFPN/14th_WLN_Recommendations_final.ashx
http://www.gender.go.jp/english_contents/wln/pdf/propos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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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各經濟體妥善處理貿易政策之性別差異影響，且採取的處理辦

法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流程。 

· 擴大女性貿易市場： 

 針對偏遠地區、年輕女性發展並提供貿易推廣及訓練方案 

 為微型、小型企業，發展便利的微型信貸與出口信用計畫 

 規劃培力方案協助女性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 

 增加全球供應/估價鏈，建立國際貿易連接與網絡。 

－ 微中小型企業 

· 加強婦女經營的中小企業與 APEC 各經濟體政府及商界的夥伴關係，

提供相關信息、網路、市場、貿易和知識產權的資訊管道。 

· 改善婦女創業能運用的金融管道，消除任何因性別造成的資金取得

障礙。 

· 促進對婦女經營的中小企業的投資，推動女性微型與中小型企業創

業。 

· 提出婦女運用資金、科技與訓練的最佳範例，並鼓勵各經濟體學習。 

· 鼓勵女性自助互助，推動設立婦女企業育成中心，提供創投基金獎

勵措施以支持婦女創業企業。 

· 正視社會企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是一種新興的企業模式，並加

以推廣。 

· 促進 APEC 區域中，微型企業所需的企業發展服務之推展與成長。 

－ 教育及資訊通信技術(ICT)能力建構 

· 縮短數位落差  

 提昇弱勢族群(原住民女性、鄉村女性、女性勞工)資訊科技與教

育可及性。 

 縮短偏遠地區硬體通訊工程設備(比如提供低價電腦、資訊網路

建設、教育訓練，以及中小企業應用資訊通訊科技之規劃等)。 

 改善基礎設施並發展針對女性需求設計的技術，確保平價網路

資源。 

· 鼓勵在學校、家裡和工廠使用通信資訊科技，利用正規和非正規的

教育體系促進婦女參與科學與科技領域。 

· 提出婦女運用資金、科技與教育訓練的最佳範例，並鼓勵各經濟體

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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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 APEC 區域內婦女數位經濟資料庫及研究，強化婦女數位經濟

參與。 

· 提昇年輕婦女、女孩的科學、科技教育程度，並從學校教育導入企

業經營管理能力。 

－ 增加 WLN 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影響力 

· 確認 WLN 議題的優先順序有效影響 AEPC 會議的策略。 

· 呼籲 APEC 所有論壇和工作計畫中，「性別」應被視為跨領域的優先

考量要件，並且發展出協調與監督 APEC 性別整合工作的監督機制。 

· 呼籲 APEC 所有層次的會議和活動保障女性能夠充分參與。 

· 規劃將女性納入落實建立「APEC 區域標準貿易模式」。 

· 承認婦女對 APEC 經濟體的重要貢獻並重申 APEC 對 WLN 角色和亞

太區域內數百萬名婦女的支持。 

· WLN 秘書處設立與相關權責。 

6.  WLN 歷年會議新興主軸/重點議題彙整 

WLN 每年討論 APEC 架構下婦女參與經濟發展議題，並為婦女企業家展開經

濟合作。因此，會議焦點隨亞太區與全球趨勢連動，並依當前情勢而展開新興的

婦女與經濟議題，具有一定的延續性與回溯。例如在 2001 年後從歐盟開始重點

探討的企業社會責任；例如在尤努斯的窮人銀行議題蓬勃發展後，倡議對微型信

貸的關注與提供等。此處將歷年會議之新興議題摘錄如下： 

· 1998 金融危機 

針對金融危機的影響集體採取應變措施，且針對經濟危機對婦女所帶來的經

濟、財務和社會影響採取行動 

· 2002 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對女性衝擊 

瞭解全球化對婦女之衝擊與機會，對 APEC 地區婦女之教育、勞動、薪資、

專業資格認證及移動之影響。 

· 2002 企業監督及社會責任 

APEC 應發展一套負責任的企業監督準則，其中應包含公平、透明、可靠性及

企業監理之責任及最佳範例等；同時，應強化政府採購過程透明化，以利女

性企業主與政府訂定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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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照顧責任 

建立友善家庭之政策及工作環境，協助男、女性平衡家庭及職場參與；重視

從事照護(顧)產業婦女之賦權，提供進階專業訓練及經濟發展機會之管道，

以及全面性保障策略(如減稅、能力建構等)。 

· 2004、2005 微型企業、微型信貸政策及方案 

正視微型企業特殊需求，並持續鼓勵倡導微型企業發展，使其成為具生產力

的經濟活動；鼓勵微型金融機構及其他融資提供者，提供無擔保品婦女貸款

服務，建立微型信貸信保專案。此外，分享婦女領導之微型企業領域最佳範

例及經驗。 

· 2006 婦女人身安全 

保護移工權利，建立並實施有效的合法方法，來保障經濟體和亞太區域內的

男女外籍勞工參與經濟及享受福利之權益。鼓勵 APEC 企業採用並實行國際

勞工組織(ILO)法則，用於 HIV/AIDS 與全球工作職場計畫，並提供能力建構方

案。 

· 2007 氣候變遷 

WLN 須立即全面投入及商議 APEC 各經濟體為解決氣候變遷挑戰所採取的積

極作為，以確保婦女已全面整合於其策略與解決方案中。其議題包含：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建立社區意識、教育與回應 

 緊急應變與早期預警系統 

 災害管理 

 社區健康與福利 

 社區與經濟復甦 

· 2008 農村女性與貿易 

提供鄉村婦女地方培力訓練及微型創業貸款方案；重視原住民知識、藝術與

設計的智慧財產權，避免其傳統生活方式與知識的濫用。 

· 2009 女性與 APEC 永續發展 

本次大會重要議題乃因應金融海嘯過後，如何提昇女性於當今財務情勢下的

經濟機會，同時強調女性與社會型產業及勞資政三方聯盟關係、女性與知識

經濟以及職場生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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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 APEC 婦女相關的會議宣言與主軸議題的演變，顯示 1998 年宣言的前瞻性

與包容性，在 APEC 婦女與經濟議題討論的更加廣泛的今日，「促進婦女參與科

技產業」、「婦女與中小企業的緊密連結」，至今仍是會議討論焦點16。 

7. 婦女與經濟論壇 (Women and Economy Forum) 

APEC 於 2010 年起，SOM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TECH, SCE)積極主導 APEC 體制內論壇精簡，其中，WLN 及 GFPN 被提列為整

併目標之一，故於 2011 年整併後於資深官員轄下創設「婦女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工作小組，該小組每次召開會議

同時包容民間女性企業領袖及政府官方代表，成為婦女政策整合對話平台。 

婦女與經濟論壇 (Women and Economy Forum, WEF)，每年由 APEC 主辦國正

式召開官方論壇，並於會後對 APEC 領袖與資深官員提出正式建議與宣言17。自

2011 年起，WLN 會議與 GFPN 會議由 WEF 取代，2011-2013 年主題及宣言請見

本文「近年 APEC婦女議題會議」章節18。 

四、APEC 婦女事務相關組織演進  

1. 婦女領導人網絡  

成立背景 

婦女領導人網絡(Women Leaders’ Network, WLN)會議由數個經濟體的菁英女

性領導人倡議成立，其主旨在於推動 APEC 地區婦女參與經濟事務與決策，並呼

籲 APEC 在推動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等工作之際，覺察對不同性別所產生的不同衝

擊與影響。「婦女領導人會議」(Women Leaders’ Networking, WLN)，屬於 APEC 的

外圍會議。每個 APEC 的經濟體常設一名「婦女領導人會議」的連絡人，負責經

濟體的聯繫窗口。「婦女領導人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由當年 APEC 會議主辦國

                                                             
16 1999 年的「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中」草案中，提出的架構要素(Elements of the Framework)

包括性別分析、性別統計資料、以及婦女參與 APEC 狀況。這些項目在今日仍受到 PPWE 的重視。

今年，PPWE 更與美國研究單位(United States Agency-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合作，於

WEF 會上提出性別統計指標文件，期能獲各經濟體通過採認為 PPWE 與 APEC 內常態的提報或檢

視資料。 
17自 2011 年開始之婦女與經濟論壇(WEF) 主題與論壇宣言，將一併於近年 APEC 婦女議題發展趨

勢中討論。 
18 自 2011 年起，婦女經濟論壇同時納入官方與民間代表，宣言亦依照會議主軸議題提出建議，

會中固定的還結亦有別於以往的 WLN 與 GFPN。故將 2011 年後的相關會議整並於後方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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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旨在推動亞太地區婦女參與經濟發展，並為各經濟體女企業家開展經貿合

作的機會。   

 1996 年 10 月 WLN 會議於菲律賓馬尼拉首次召開，爾後，逐年召開的 WLN，

除積極推動婦女相關工作之外，每年會議決議皆提送 APEC 資深官員會議、部長

會議、領袖會議作為建言之依據，並由成員將大會建議帶回國內落實；同時亦會

提供給 APEC 工作單位，促進隸屬 APEC 跨領域議題的性別議題發展。 WLN 藉由

彈性多元、諮詢角色的組織特性，提供 APEC 民間社群的觀點與建議，主導先驅

議題並積極倡議，與 APEC 跨單位扮演相輔相成的性別議題推手。 

運作模式 

 WLN 並非 APEC 之內正式的一個工作小組，形式上屬於 APEC 體制外的活動，

但 APEC 網站上，會列出 WLN 會議時程，於會議舉辦時，主辦國亦給予如同其他

會議般的各項外交禮遇及行政支援。WLN 工作方式經由經驗傳承，每一年的主席

由當年 APEC 主辦經濟體自行決定，故其主辦經濟體的主導角色與觀點十分重要。 

 會議形式採研討會為主體，配合 APEC 主軸、WLN 主辦單位設定的相關議題

或當年度經濟焦點進行不同場次之主題研討，會中並搭配工作坊及文化參訪活動，

使與會者能藉此交流各自實務經驗並體驗當地人文風情。  

2. 性別整合諮詢小組  

成立背景 

APEC 為有效推動在 1999 年通過的「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於 1999 年 10

月於「資深官員會議」(SOM)下設置「性別整合諮詢小組」(Ad Hoc Advisory Group 

on Gender Integration, AGGI)，屬官方組織，為期兩年，主要負責對 APEC 各工作

小組及專業部長會議，進行宣導、推廣，使其成員瞭解「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

構」的內容及意涵，並爭取各工作小組及論壇，能落實該架構之建議。增加性別

議題相關研究或工作計畫，各經濟體必須回報執行狀況，也是該小組的重要任務。 

權責 

AGGI 完成階段性任務後於 2002 年結束，其中負責執行之性別整合工作包含： 

· APEC 計畫審查之性別評估項目 - 內容包括以 Criteria for assessment of APEC 

projects、Format for Projects Seeking APEC Funding 與 Guidelines for Evaluation 

and the Reporting System for APEC Projects 為評估標準，作為審查 APEC 經費

之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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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訓練課程 - 計有 18 個 APEC 論壇或工作小組進行性別訓練課程。 

· 性別整合之最佳範例彙編 - 蒐集相關範例，做為各經濟體調整國內政策、

措施、以及推動婦女整合工作的參考。 

· APEC 性別專家網頁 - 彙整 APEC 項下的性別工作相關資訊與資料庫。 

為避免未來 APEC 性別整合工作因 AGGI 結束而停滯，AGGI 於 2002 年訂出｢性別

聯絡人網絡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 ｣計畫提案，呈報資深官員會議

核可通過後於 2003 年正式成立。 

3. 性別聯絡人網絡  

成立背景 

為了延續性別整合的工作，2002 年「資深官員會議」決議，自 2003 年起成

立｢性別聯絡人網絡｣(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GFPN)，由各經濟體指派一名

性別工作聯絡人(Economy Gender Focal Point)、各論壇指派一性別工作聯絡人(For 

a Gender Focal Point)、以及秘書處提供一名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 (Gender 

Integration Program Director)共同組成，企圖使性別議題成為 APEC 的常設議題。

GFPN 一年開一次會，資深官員針對落實「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提出工作報

告，而 1999 年的「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則由｢性別聯絡人網絡｣統籌推動，

延續 AGGI 工作重點。 

GFPN 組成與權責 

 性別聯絡人網絡擔任制度上的機制，向 SOM 報告 APEC 性別活動與成果。

GFPN 的廣義目標為提供 APEC 論壇、APEC 經濟體與 APEC 秘書處之間的聯繫，

藉此增進 APEC 地區婦女的經濟利益，讓所有經濟體得以受惠。GFPN 在 APEC 秘

書處的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協助下，由論壇與經濟體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組

成。至於婦女領袖網絡(WLN)與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一類的民間社團，亦

提供網絡相關建議與援助。GFPN 的結構及相互關係，構成部分分別是： 

· 論壇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 

論壇指派的所有性別工作聯絡人將負責： 

－ 促進所屬論壇在經手工作中，致力於執行架構； 

－ 鼓勵論壇在所有工作中考量性別議題，判斷出影響婦女參與投入論壇工作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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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論壇與 GFPN 之間的資訊交流管道，尤其是年會與年報方面，此外擔

任協調性別相關創舉的關鍵者，並為論壇年度工作計畫裁定具體計畫； 

－ 與經濟體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及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合作； 

－ 評估專家建議，促進 APEC 論壇發展與執行性別相關計畫； 

－ 在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的協助下，判斷與發展性別專家建議，以及攸關

APEC 及論壇工作的性別資源與工具； 

－ 促成與協助籌畫提交給資深官員的 GFPN 性別整合與架構執行年報，以及

其遞交給部長領袖會議的報告； 

－ 適時籌畫專業部長會議；  

－ 籌畫兩年一次的婦女部長會議；  

－ 參與 GFPN 年會，協助判斷可供 APEC 考量的性別議題。 

· 經濟體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 

經濟體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為經濟體層級的性別專家(一般為經濟體的婦女

組織)。他們將在經濟體層級，推動建議「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的執行事宜，

並協助所屬經濟體在 APEC 論壇的代表。 

經濟體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的工作有： 

－ 在所屬經濟體促進推動「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的執行並提報進展； 

－ 支持所屬經濟體的所有論壇性別工作聯絡人和其他適任人士，考慮將性別

議題納入各論壇，並判斷影響婦女參與投入論壇工作的議題； 

－ 與論壇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及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合作： 

－ 適時提供專家建議，好執行發展 APEC 論壇的性別相關計畫； 

－ 提供性別專家意見，促進性別資源與工具的深入發展，支援性別整合工作

專案主任； 

－ 促成與協助籌畫提交給資深官員的 GFPN 性別整合與架構執行年報，以及

其遞交給部長領袖會議的報告； 

－ 適時籌畫專業部長會議； 

－ 籌畫兩年一次的婦女部長會議； 

－ 參與 GFPN 年會，協助判斷提供給 APEC 考量的性別議題。 

· 性別整合工作專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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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主任為 APEC 秘書處指派的專業幹部，主要負責介紹性別議題，或評估性別

議題的相關訓練。APEC 論壇專用性別相關資源的維護與升級工作，將採偶發與

必要基礎，從 APEC 預算取得財務來源。 

職責包括： 

－ 支援協調 GFPN 的活動，包括合作年會與協助婦女部長會議； 

－ 每年年初與年底時，提供 APEC 論壇資料與建議，協助確認所有論壇均指

派性別工作聯絡人； 

－ 全年提供性別整合相關資料與建議，給論壇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鼓勵

他們將性別議題納入工作計畫，包括性別資源相關資訊； 

－ 與經濟體指派的性別工作聯絡人合作，確保獲得攸關各論壇工作的性別專

家建議； 

－ 協助 GFPN 進行下列事項： 

 定期提出 GFPN 報告，做為各 SOM 的常設議程； 

 準備提交給資深官員的 GFPN 性別整合與架構執行年報，以及其遞

交給部長領袖會議的報告； 

 準備 APEC 性別相關活動的年度簡訊與其他資料； 

 保管現有與將來的 APEC 性別相關工具及資源，包括： 

· 計畫規劃考量用的性別參考依據； 

· 性別資源工具； 

· 性別相關最佳範例手冊； 

· APEC 網站的性別相關網頁； 

· 婦女專家名錄。 

 

4. 婦女經濟政策夥伴 PPWE 

成立背景 

WLN 為民間倡議性論壇，議題設定多元且有彈性。自 1996 年的 1 屆大會開

始，長期被定位為 APEC 體制外的非官方論壇，雖然得 APEC 秘書處的行政支持，

會議時程也被列入正式議程中，然每年深受主辦國立場主導其議題主軸及會議規

模，影響該年議事規模與討論主軸，不少 WLN 創始元老也 因深感不符期待逐漸

退出，WLN 成員亦開始積極討論會議轉型，但各方對於未來具體可行方案之共識

仍屬分歧。而 GFPN 代表設定為各經濟體之性別聯絡人，為 SOM 下的特別任務

工作小組，兩者會議代表不盡相同。且兩者在各經濟體內各主責機關屬性不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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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率高，各與會代表對性別及 GFPN 議題掌握與關切熱忱不一，造成近年來議

事效率不彰。 

此外，2010 年 GFPN 會議中就 GFPN 的角色功能提出深入檢討與改善策略。

2011 年主辦國美國亦聲明將規畫辦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並提出分成三層級會

議的可能性：包括決策層級的婦女事務部長會議(MMW)，工作小組層級的 GFPN，

以及擴大參與及諮詢性質的 WLN。 

值此之際，APEC 於 2010 年起由 SOM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TECH, SCE)積極主導 APEC 體制內論壇精簡，以各論壇之計畫推

動數量、經濟體參與情形、執行目標、與 APEC 優先議題之密切性等面向，作為

論壇縮編改革之依據，而 WLN 及 GFPN 亦被提列為整併目標之一。 

該項提議於 2011 年 5 月份第二次 SCE 工作會議中獲得多數經濟體支持，自

2011 年，美方積極主導會議改制，當(2011)年度即通過於資深官員轄下創設「婦

女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任務性編

組，整合民間女性企業領袖及政府高層級代表之政策對話，每年由 APEC 主辦國

正式召開官方論壇，對 APEC 資深官員提出正式建議與宣言。 

運作模式 

PPWE 結合往年官方主導的 GFPN 與民間的 WLN 會議之功能，成為主責 APEC

性別與婦女經濟賦權議題之工作小組。PPWE 之權責內容包含：協助 APEC 論壇

積極整合性別議題工作；促進並定期提報 APEC 體制內女性代表比例；報告並評

估提案計畫內之性別衡量準則，並視需要修改之；收集且分享各論壇 整合性別

議題之最佳範例；連結民間核心代表、ABAC 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以促進 APEC 女性

經濟賦權等19。 

為確保 PPWE 工作之延續性，另於 PPWE 下設立 PPWE 管理委員會

（Management Council），並於每年 WEF 會議期間召開，由各經濟體推選 2-3 名

代表參與。管委會組成核心為當屆主辦國政府代表，副主席則由前一年及後一年

主辦國之政府代表擔任。主席及共同主席將利用管理委員會來導引 PPWE 的工

作，並可邀請來自其經濟體的民間與會人員擔任顧問，其他經濟體及 ABAC 的相

關成員亦可獲邀參與 PPWE 管理委員會的討論。 

                                                             
19  “The APEC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 provides a mechanism to 

integrate gender considerations into APEC activities. It also provides policy advice on gender issues and 

supports gender equality where relevant to the APEC process. ”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http://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

Cooperation/Working-Groups/Policy-Partnership-on-Women-and-the-Economy.aspx  

http://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Policy-Partnership-on-Women-and-the-Economy.aspx
http://www.apec.org/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Policy-Partnership-on-Women-and-the-Econom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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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WE 將主要推動工作焦點放在促進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五大關鍵面向，包

括：資金融通(Access to Capital)、進入市場(Access to Market)、能力建構(Skills and 

Capacity Building)、婦女領導力(Women’s Leadership) 與創新科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貳、APEC 內主軸趨勢-婦女相關事務 

一、歷年 APEC 主軸議題 

APEC 歷年主軸議題均由主辦國訂定之。隨著婦女參與經濟逐漸成為 APEC 官

方例行性會議與亞太區經濟發展焦點，”婦女”逐漸被列為 APEC 重點推動項目。

其次，婦女相關會議主軸受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或亞太區重大事件影響，歷年宣言

中亦常見與 APEC 主軸議題相互呼應知情形。此處列出自 2000 年起，APEC 歷年

優先主題與子題中，提及婦女或與婦女會議當年度議題相關之內容，供讀者相互

對照與參考。 

APEC 2003年主題 - 差異的世界：共創未來的夥伴關係 (A World of Differences: 

Partnership for the Future) 

次主題：新型成長企業-中小型、微小型企業 

WLN 當年度主題/宣言： 

致中小企業部長：促進婦女領導下的微小型企業能平等取得金融服務;支持婦

女微型企業並提出具誘因的綜合性方案; 更廣泛的蒐集更多婦女對非正式部

門的活動與貢獻數據; 在中小企業工作小組的微型企業組別中，給與 WLN 客

席之地位。 

APEC 2004 年主題 - 共同社群，我們的未來 (One Community, Our Future)， 

次主題：藉由貿易落實發展之承諾、藉由最佳範例分享利益 

WLN 當年度主題/宣言： 

…經濟整合是亞太經合組織地區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在多邊與區域性的

貿易談判中，通常未考慮到貿易政策對婦女的特殊影響。因此，WLN 建議

APEC 同意並提供資金以支持婦女與貿易的研究；在政策制訂與實施中調和

婦女與貿易的研究成果；將婦女納入亞太區域的標準貿易準則中。 

…WLN 應推動並應用與性別相關的訊息和知識，…分享最佳範例和學習經驗

以指導 APEC 婦女，並促進制定健全政策以解決婦女的重點議題。…借由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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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小企業的最佳範例分享，以制定和實施促進婦女管理中小企業的發展

策略。 

APEC 2006 年主題 - 邁向永續發展與繁榮的活力社群(Towards a Dynamic 

Commun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次主題：強化經濟暨技術合作以縮小落差及永續發展、提升安全與有利的商業環

境 

WLN 當年度主題/宣言： 

…落實婦女數位經濟論壇的建議，為婦女參與數位經濟建立諮詢委員會；建

立城鄉婦女在使用 ICT 的規劃與統計數據；消除例如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系

統、跨國貿易等項目的性別偏見或性別障礙。 

…鼓勵 APEC 企業採納並實施國際勞工組織(ILO)的 HIV/AIDS 與全球工作職場

計畫；保護移工權利，同時在 APEC 區域內建立和實施能保障男女外籍勞工

福利與權益的合法方法。 

APEC 2007 年主題 - 強化我們的社群，建構永續的未來(Strengthening our 

Community,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重點工作項目：…電信資訊與電子商務、人力資源、中小企業、觀光及婦女議題

為重點推動項目；持續推動 APEC 改革，其中秘書處角色與能力提昇、SOM 能否

具體各級論壇間工作以提升合作效率…。 

WLN 當年度主題/宣言： 

…要求 APEC 領袖承認 WLN 在所有 APEC 工作小組會議中的特別身分、至少

任命 1 位女性為各經濟體的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代表團員，並確保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每年持續參與 WLN 會議。 

APEC 2008 年主題 - 共同社群，我們的未來 (One Community, Our Future) 

次主題：以「社會面向」作為新承諾-為使 APEC 活化，開始強調 APEC 的「社會

面向」。…「促進技術合作以降低數位落差」、「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等，皆為

社會面向的內涵。結構改革方面，…期待能在資深官員會議中討論擴大部長級官

員參與以促進 APEC 結構改革及其落實的策略。 

WLN 當年度主題/宣言： 

…. 制定能力建構方案，幫助婦女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特別是需要針對服務

業以及農村，貧困和原住民族婦女；實施獎勵機制以鼓勵私部門建立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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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與婦女培訓計劃…；建議將 WLN 主席報告列為亞太企業諮詢委員會

與 APEC 領袖對話的常設環節。 

APEC 2012 年主題 - 整合發展茁壯，創新蓬勃發展 (Integrate to grow, Innovate 

to prosper) 

次主題：「創新成長」定義為「建立創新經濟環境。APEC 推動創新成長的主要

目標有以下五點： 

· 發展高科技部門，並解決投資相關障礙； 

· 建立區域與全球之創新技術平台，以促進跨境之密切合作； 

· 確保創新科技符合企業之利益，重視 IPR 問題；  

· 發展 ICT 科技及網路經濟； 

· 考量永續發展之要素，納入婦女、教育、青年等社會觀點。 

WEF 當年度主題/宣言： 

「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以「婦女與

創新經濟成長」為主題。……推動具體可行措施以鼓勵各年齡層女性接受數理

科教育；提升並肯定本區創新女性的成就，包括建立女發明家創意「資料庫」；

推動並採取具體行動，特別讓鄉村與原住民族群能公平取得行動電話及網際

網路等技術；定期舉辦研討會與線上商務工作小組，建立取得便利的商務聯

繫網絡，並提供創新領域之合作環境與商機；廣宣年輕女性企業家、科學家

及工程師們所成功執行的計畫，並分享相關資訊；增加女性企業獲得智慧財

產權資訊之管道，並提升取得專利之能力。 

APEC 2013 年主題 - 重獲動能的亞太區域：全球經濟成長引擎 (Resilient Asia-

Pacific engine of global growth) 

次主題：達成公平的永續成長 - 工作重點包括重視女性就業，並促使其成為經

濟長的引擎；提升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加強糧食安全；以及促進創新並提倡

綠色產業等等；促進連結性 - 促進實體連結、促進制度性連結、促進人與人連結

等三項子議題，並將著重於促進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 

WEF 當年度主題/宣言： 

會議首次結合婦女、中小企業及創新設定主題為「女性為經濟趨動力」

(Women as Economic Drivers)。……強化軟硬體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本發展，能

為婦女開啟經濟機會的大門，且應避免各種隱藏的全球危機阻礙婦女參與經

濟。探討應為女性建立哪些基礎建設，使其獲得資訊與知識並對經濟有所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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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 APEC 婦女經濟論壇與週邊會議 

1. 官方會議 – 婦女經濟高峰會(WES), 婦女經濟論壇(WEF ) 

2010 年，GFPN 已著手於檢討 GFPN 的角色功能及改善策略，同時，WLN 成

員亦因會議成效不彰而積極討論轉型。在 APEC 提倡結構改革的背景，APEC 整併

WLN 及 GFPN，於資深官員轄下設立「婦女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任務性編組。 

PPWE 結合往年官方主導的 GFPN 與民間的 WLN 會議之功能，主責 APEC 性

別與婦女經濟賦權議題之推動與倡議。為確保 PPWE 工作之延續性，另於 PPWE

下設立 PPWE 管理委員會（Management Council），並於每年 WEF 會議期間召開，

由各經濟體推選 2-3 名代表參與。管委會組成核心為當屆主辦國政府代表，副主

席則由前一年及後一年主辦國之政府代表擔任。主席及共同主席將利用管理委員

會來導引 PPWE 的工作，並可邀請來自其經濟體的民間與會人員擔任顧問，其他

經濟體及 ABAC 的相關成員亦可獲邀參與 PPWE 管理委員會的討論。 

PPWE 將主要推動工作焦點放在促進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五大關鍵面向，包

括：資金融通(Access to Capital)、進入市場(Access to Market)、能力建構(Skills and 

Capacity Building)、婦女領導力(Women’s Leadership) 與創新科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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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 年婦女經濟高峰會 

背景 

在整併 WLN 與 GFPN 的時空背景，2011 年主辦經濟體美國於舊金山召開有

別以往的「婦女與經濟高峰會（Women and the Economy Summit, WES）」，整合

民間女性企業領袖及政府官方高層級代表，於會後提出支持女性經濟參與之具體

行動方案「舊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並建議各經濟體往後可依

宣言綱要於每年論壇會議上，提出各自的個別行動報告(Individual Action Plan, IAP)，

以追蹤與分享各經濟體內促進婦女參與經濟的政策與措施。 

該宣言自 2011 年提出至今仍持續在婦女經濟政策夥伴(PPWE)與 APEC 婦女

議題間發揮巨大的影響，並成為 PPWE 未來 3 年內策略性計畫的主要評估項目。 

會議形式 

會議時間與地點：2011 年 9 月 13-16 日，美國舊金山 

i. 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會議：結合官方主導的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

與民間的婦女領導人網絡（WLN）會議，提升和統籌 APEC 的性

別工作以支持婦女的經濟賦權，並以此深化公、私部門的合作。 

ii. 高階政策對話（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HLPD）會議：由各經

濟體公私部門領袖代表層級參加，由美方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

擔任主席。此次會議出席者包含各經濟體負責廣泛經濟政策之

高層政府代表，以及來自商 界、學術界和公民社群的民間領導

人，共同討論並確認 PPWE 所提有關婦女賦權的議題，並將增

進婦女經濟參與之政策建議提送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iii. 納入女性之經濟成長策略公私部門會談（Public-Private Sector 

meetings on the Inclusion of Women as a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召開全體會議與分組會議，及 APEC SME 婦女創業經

商便利度（EoDB）工作坊，由各經體代表參與研討。 

會議主題/重點 

本次會中針對下列四項議題，透過公私部門的緊密合作，擬定出一套可供 APEC

經濟體具體實行之政策方案，以達成促進婦女經濟參與度及推動亞太地區經濟

成長之目標： 



25   

 

· 取得融資機會（Access to Capital） 

相較於男企業主，女性經營的企業常因規模較小、經營年資短且利潤較低等

因素，造成其資金的取得相當困難。融資要求婦女提出抵押品，做為向銀行

借貸時的擔保，讓缺少固定資產的婦女常因此無法獲得貸款。此外，缺乏借

貸規定及程序的相關資訊與知識，更降低女性企業主取得資金的能力。 

· 進入市場的機會（Access to Markets） 

報告指出，女性常因缺乏申辦程序或相關法規資訊，自覺無能力辦理繁複的

各項手續。因此，藉由提升商業知識（包括顧問指導及技術支援）、增加融

資管道、更友善婦女的法規環境及商機資訊（包括媒合及技術支援），能使

婦女活躍於市場中，並加以擴展其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的能見度。 

· 能力與技術的培養（Capacity and Skills Building） 

人力資本的發展是驅動經濟的重要關鍵，而能力與技術的培養則是發展人力

資本的根本之道。然而，許多 APEC 經濟體中，女性族群雖佔其人口的一半，

卻未被充份利用。多項實證研究指出，女性小型企業主經訓練後，其企業收

益及利潤得以增加、規模得以擴大，更能向上提升其價值鏈。此外，女性對

商機的認知也常因其較小的社交網絡而受限，亦缺乏如何處理經營過程中各

項挑戰的資訊。 

· 婦女領導才能（Women’s Leadership） 

當前全球企業中，由女性擔任領導地位者為數甚少。無論是公私團體的董事

會或高階管理層級成員中，婦女呈現不成比例的少數。研究指出下列阻礙女

性在職場中晉升的四項主因：編制上的障礙(organizational obstacles )，包括模

範角色的缺乏，以及遭非正規網絡的排擠；工作-生活平衡的取捨(work-life 

balance challenges)，包括出差需求及長時間的工時；機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institutional mindsets)，指在衡量職位上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以及個人的心

態(individual mindsets)，即因婦女周遭少有正面的案例可供參考，造成她們對

本身職業較缺乏自信的想法。這些因素不僅阻礙女性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也

成為公司企業本身發展的絆腳石。 

(2). 2012 年婦女經濟論壇 

背景 

2012 年 APEC 主辦國俄羅斯承襲美國會議改制，召開「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並進一步以「婦女與創新經濟成長」為主題，

以期 APEC 區域邁向高品質、包容及永續的區域成長。次主題則是創新成長、商

業機會與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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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形式 

會議時間與地點：2012 年 6 月 28-30 日，俄羅斯聖彼得堡 

i. 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會議：追蹤檢討各經濟體落實「舊金山宣言」

之情形，會前並請各經濟體提列有關會議三大重點議題「創新

成長」、「商業機會」、「人力資本」之政策建議，彙整納入

年度「婦女與經濟論壇聲明」草案中，進一步於會上討論修改。 

ii. 高階政策對話（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HLPD）會議：本屆採

開放討論形式，由各經濟體公、私部門領袖層級代表參與。在

俄羅斯外交部次長暨本屆 APEC 資深官員會議（SOM）主席主

持下，各經濟體部長級官員略述其落實舊金山宣言具體進程，

並就本屆創新成長主題提出政策建言。 

iii. 公私部門對話會議（Public-Private Dialogue on Women and 

Economy, PPDWE）：俄羅斯於 6 月 29 日邀請近 300 名產、官、

學界代表進行共 6 場專題討論，內容針對三大重點議題，透過

座談會形式強化 APEC 經濟體公私部門之互動交流。 

為呼應 2012 年 APEC 年度主題「整合推動成長，創新促進繁榮」（Integrate to 

grow, Innovate to prosper）及四大優先領域之一的「密切合作以促進創新成長」，

大會設定本屆 WEF 主題為「婦女與創新經濟成長」，並希望針對下列議題，透

過公私部門緊密討論，為亞太地區婦女經濟參與及解決勞動市場問題，提出新的

成長模式。 

· 創新成長：  探討女性在科學與技術、知識經濟、教育、高科技新創事業等

創新領域，已作出哪些貢獻，並研商如何提升女性在這類新創領域之參與。 

· 商業機會： 針對如何激發培養女性企業家精神，討論女性領導力、婦女與中

小企業發展、女性管理風格等議題。 

· 人力資本： 本議題主要透過社會層面探討如何協助女性發揮經濟潛力，相關

內容包括母職與健康、工作生活平衡、彈性工作型態、企業社會責任等。 

(3). 2013 年婦女經濟論壇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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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APEC 主辦國印尼延續去年對公私部門與高階政策對話的重視，將會

議分為三個層次進行。另為強化跨領域/跨議題之合作，大會亦首度與 APEC 中小

企業工作小組(SMEWG)合作召開「中小企業與婦女雙部長聯席會議(APEC Joint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ME and Women)」。呼應 2013 年 APEC 年度主題「重獲動 

能的亞太區域，全球成長的引擎」(Resilient Asia-Pacific, Engine of Global Growth)

及三大優先領域之一的「達成公平的永續成長」(Achieving Sustainable Growth with 

Equity)，本屆 WEF 大會結合婦女、中小企業及創新設定主題為「女性為經濟趨動

力」(Women as Economic Drivers)，三大主軸議題包括：「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婦女與資通訊科技」(women and ICT)及「基礎建設與人力資本」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會議形式與重點 

會議時間與地點：2013 年 9 月 6-8 日，印尼峇里島 

i. 公私部門對話會議（Public-Private Dialogue on Women and 

Economy, PPDWE）：會中以座談會形式針對三大重點議題進行

公私部門對話之互動交流。各經濟體另推薦 2 位 18-40 歲具開

拓婦女經濟參與創新改革事蹟之女性科學技術人員、創業家及

創新改革者，於會議上接受傑出女性創新青年代表公開表揚。 

ii. 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會議：會議議程內容包括報告及討論 APEC 婦

女相關計畫執行情形及後續進展、各經濟體簡要說明落實「舊

金山宣言」情形，並針對「2013 年婦女經濟高階會議聲明」(2013 

High Level Policy Dialogue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Statement)

草案進行增修。 

iii. PPWE 管理委員會(Management Council)：各經濟體推選 2 名代

表參與，針對 PPWE 策略性計畫(PPWE Strategic Plan)及籌設「計

畫評估常設委員會」（PASC）等兩大議題進行討論，以作為未

來 SOM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以及資深官員會議 

（SOM）評估各工作小組運作之重要評鑑依據。 

iv. 中小企業與婦女雙部長聯席會議(APEC Joint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ME and Women, JMM)：第一屆中小企業與婦女雙部長聯席

會議為 PPWE 首次與 APEC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SMEWG)聯席召

開之跨論壇部長級會議。會中就「中小企業發展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for SMEs)及「強化中小企業取得

財務金融」(Increasing Access to Finance for SMEs)兩大議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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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議題協助女性就業創業之發展進行分享討論，亦通過「中

小企業與婦女雙部長聯席會議宣言」(Joint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nd Women Declaration)。 

v. 高階政策對話（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HLPD）會議：由印尼

婦女賦權與兒童保護部部長 Linda Amalia Sari 主持，並邀請各經

濟體公、私部門領袖層級代表參加。會中各經濟體部長級官員

除略述落實舊金山宣言具體進程外，亦針對本屆三大議題提供

看法。會中認可「中小企業與婦女雙部長聯席會議宣言」並通

過「2013 年婦女經濟高階會議聲明」，於會後提送 10 月 APEC

經濟領袖會議採納。 

會議重點： 

· 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 

針對能讓強化女性參與並對經濟成長做出貢獻之結構改革及法規與政策修

訂進行討論。會中探討內容包括：支持婦女參與經濟發展及包容性成長之相

關政策，並著重於資料蒐集與分析(性別統計及性別影響評估)；研究與發展；

財政支出、補助政策之重新規劃設計；提高預算運用之靈活性與執行力；社

會安全方案(Social Safety Program)。 

· 婦女及資通訊科技(Women and ICT) 

討論如何運用 ICT 使女性得以發揮長才。隨著各種 ICT 技術工具及資源之崛

起，創造、傳播、儲存、價值創造及資訊管理等發展不應造成性別落差，反

之應成為婦女參與經濟之利器。此議題探討內容包括：現存有哪些提昇婦女

賦權之 ICT 技術與工具？如何讓廣大的 APEC 婦女善加利用這些技術工具？ 

· 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本(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強化軟硬體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本發展，能為婦女開啟經濟機會的大門，且

應避免各種隱藏的全球危機阻礙婦女參與經濟。本議題將探討我們應為女

性建立哪些基礎建設，使其獲得資訊與知識並對經濟有所貢獻？又為因應

婦女的需求應發展出哪些人力資本措施？ 

 

2. 週邊會議 – 婦女領導力論壇與國際工作坊 

(1). 2012 APEC 婦女領導力論壇：經濟成長驅動力 

The APEC Leadership Forum on Women: Powerhouse for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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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此次論壇為聚焦於婦女領導力，為首次著手落實舊金山宣言之具體行動倡議。

日本為呼應舊金山宣言落實追蹤，首先針對四大主軸之一的「婦女領導力

（Women Leadership）」召開「APEC 婦女領袖論壇：經濟成長驅動力」，提供

APEC 經濟體有效策略以持續培力婦女領導力，並期望與會者提供各該經濟體最

佳實務範例，討論 APEC 經濟體如何將婦女領導培育之惡性循環轉化為良性循環，

據此確認關鍵優先策略，提送 APEC 經濟體具體建議。 

會議形式與重點 

會議時間與地點：2012 年 3 月 8-9 日，日本橫濱 

女性領導力已成為驅動經濟成長最有前景的力量之一，正需建立包容性環境

使女性起而扮演領導者。會議重申必須透過共同行動，將影響婦女領導力的四大

元素，從障礙轉化成彼此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此四大元素為編制上的障礙

(organizational obstacles )；工作-生活平衡的取捨(work-life balance challenges)；機

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個人心態(individual mindsets)。 

會中各經濟體發言期待 APEC 經濟體採取更具體行動，藉由良性循環能正向

引導四大面相並激發女性領導能力，由與會者提供各該經濟體最佳實務範例及政

策建議，會後日方提出結論建議，供 APEC 經濟體實行有效策略以持續培力婦女

領導力。這類行動應包含褒揚婦女的貢獻、宣導婦女領導對於經濟繁榮與商業競

爭力可產生的正面影響，以及推動公私部門、非營利組織、個人與國際組織間於

此議題上之多層次國際網絡連結。 

(2). 2012 年「APEC 工作坊：市場進入－政府採購納入女企業主」 

APEC Workshop: Access to Markets － Including Women Entrepreneurs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cesses 

 背景 

有鑒於全球的政府採購商機約占全球 GDP 的 15~20%，然女性參與此龐大市

場的機會仍顯不足，為呼應舊金山宣言中「…提高更多的機會以取得政府和企業

的採購案，將使婦女得以活躍於市場中，並能拓展其業務至國內外市場」，舉辦

此次工作坊。期藉由此交流分享公私部門採購實務經驗，培力與會代表建構採購

納入女企業主之能力。 

會議形式與重點 

會議時間與地點：101 年 11 月 5 -7 日，墨西哥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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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議由世界貿易組織(WTO)與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UNCTAD)共同設立之

「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ITC) 」、墨西哥外交部、墨西哥投資

貿易局(ProMéxico)、國際女性企業聯絡網(WeConnect International)及 APEC 技術

協助及訓練中心(APEC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Facility, TATF)等單位合辦，

計有來自 40 國的女企業主、跨國企業及 12 個 APEC 經濟體公私部門代表 370 

多人與會。 

會議分為兩層次進行，首日分享以高階主管圓桌論壇形式展開，之後以工作

坊形式，由 APEC 技術協助及訓練中心邀請與會代表分享經驗，並討論如何培力

女企業主取得政府標案。除經驗交流外，會議主軸同時強調改善政府採購的性別

統計資料，以及強化宣導女性企業主申請政府採購的輔導措施，並協助拓展海內

外市場。 

(3). 2013 年 APEC 婦女資金融通工作坊 

APEC Access to Capital Workshop ： Developing Financial Products to Support 

Women-Owned Business 

背景 

自 2011 年舊金山宣言確立婦女參與經濟障礙之四大主軸議題「融資融通、

市場進入、能力建構與婦女領導力」後，日本與美國先後針對領導力與市場進入

之議題舉辦 APEC 工作坊。2013 年，為持續呼應主軸議題，美國此次將焦點聚於

資金融通方面，期望能提供 APEC 經濟體有效策略以持續培力婦女經濟參與，討

論 APEC 經濟體如何確認關鍵優先策略，並提送具體政策及實務建議。 

會議形式與重點 

會議時間與地點：2013 年 9 月 15-16 日，印尼峇里島 

會中邀請國際組織及各經濟體產官學界分享其計畫推動經驗、研究觀察成果

等，藉此協助並提供女性更具包容性的融資融通政策。本次會議共有 7 場次不同

主題之專題論壇，分別是：女性企業融資融通與金融包容性之挑戰；政策障礙-造

成金融排除的法律與規範；擴大金融包容性之非金融性障礙；政府與金融機構的

角色；擴大資金取得之創新策略；診斷及評估計畫影響；以及擴大資金取得之能

力建構模式。 

三、APEC 婦女/性別相關計畫 

1. APEC 各論壇婦女/性別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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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APEC 下各工作小組內，可由各經濟體提出小組內或跨論壇的議題倡議

與工作計畫，於 APEC 預算委員會(Budget Management Council, BMC) 通過獲得

APEC 補助。此處整理近 10 年來各工作小組所通過的婦女/性別相關計畫簡介，

可看出婦女/性別議題主要的重點論壇與發展趨勢，以及可由不同計畫的倡議經

濟體中，觀察各經濟體所側重的婦女議題領域。 

表 1: 近 10 年 APEC 婦女/性別相關計畫 

計畫名稱 年度 所屬論壇 提案經濟體 

APEC Workshop on Gender Analysis Training 2006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韓國 

Supporting Women Exporters 2006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CTI) 
越南 

Seminar on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s Benefiting 
Women Exporters 

2007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 

(HRDWG) 
美國 

The Study on Women in Times of Disaster 2007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印尼 

APEC Workshop on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the S&T Workforce 

2007 
工業科技工作小組 

(ISTWG) 
韓國 

APEC Workshop on Gender Analysis Training 2008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韓國 

Empowering Women in the APEC Region through 
Trade SME 02 

2009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美國 

Empowering Women in the APEC Region through 
Trade SME 01 

2009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美國 

Supply Movement Framework and Tools (Phase IV 
of Models for Supporting Women's Micr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Best Practices and 
Guidelines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Phase III of a Four-Phase Study for APEC) 

2009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加拿大 

APEC Symposium on GFPN Strategies: Integrating 
Gender perspectives to APEC Forums 

2009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中華臺北 

21st Century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for All in the APEC Region: Strengthening 

2009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  

(HRDWG)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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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Gender Equity 
Through Standards, Assessments and Teachers 

Public Policies to Promote Women Entrepreneurs 2009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秘魯 

APEC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Summit 2010 
資深官員經濟技術合作

指導委員會 (SCE) 
日本; 美國 

Evaluating Business Environments to Foster 
Access to Trade and Growth of Women's SMEs in 

Southeast Asian APEC Developing Economies 
2011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美國 

Women’s Micro-enterprise Trade Network Pilot 
Project 

2011 
性別連絡人網絡 

(GFPN) 
中華臺北 

Ease of Doing Business Seminar on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2011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美國 

Seminar on the dynamics of SME - Informality and 
Women Entrepreneurship 

2012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印尼 

Women in Transportation (WiT) 2012 
運輸工作小組 

(TPTWG) 
美國 

APEC Train-the-Trainer Training Course for 
Women SME Service Exporters 

2013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越南 

Facilitation of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Use of the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OVOP) 

Method for SME Development in the APEC Region 
2013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日本 

 

在 PPWE 成立之前，除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 外，密切關注婦女/性別議

題或展開跨論壇合作的 APEC 工作小組尚有：貿易投資委員會、工業科技工作

小組、人力資源發展小組、中小企業工作小組等。 

2. APEC 其他工作小組-婦女議題工作坊/研討會 

(1). 婦女出口商之貿易優惠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HDRW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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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主軸與目標： 

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和紐西蘭已有向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提出關稅優

惠等貿易計畫，而 APEC 經濟體中的婦女出口商或中小企業，或許也可從這類型

的優惠項目中獲益。 

此次研討會針對符合貿易優惠條件的婦女出口商，提供相關的能力建構與知

識培訓，其中包含提供運用貿易優惠的實際資訊，以及適用於免稅範圍的商品範

圍與範例。會中講師邀請來自美國、日本、澳洲等經濟體的相關從業人員，參加

者還可與特定經濟體的講師進行諮詢，討論其意見與計畫，將會議的實質利益極

大化。 

(2). 婦女與少數民族參與科學科技工作  

工業科技工作小組，ISTWG，2007 

工作坊主軸與目標： 

依據 APEC 部長會議宣言指出，工業科技工作小組與相關論壇，應共同合作

以促進婦女與少數民族參與科學及技術工作。在韓國科技技術部的支持與籌組下，

將利用 APEC 數個經濟體之資料與政策研究為基礎，完成婦女與少數民族參與

勞動的政策和數據統計，並依此結果將作為標準，以決定未來 APEC 成員經濟體

的促進婦女投入科技產業的發展與合作。 

此次工作坊的實際行動包含：搜集經濟體政策與數據、對婦女投入科學技術

作進一步的數據蒐集、以及提供參與經濟體做為參考得的標準行動計畫。項目的

長期目標則是透過逐漸增加婦女與少數民族對科學與技術工作的參與，提高其社

會和經濟地位。長此以往，工業科技部門將因可獲得能力良好的科學和技術勞動

力而有雙贏的局面。 

(3). 活力中小企業-非正式與婦女企業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SMEWG，2012 

研討會主軸與目標： 

針對婦女在借貸中的抵押品要求、抵押品的替代條件、小額信貸等婦女融資

議題上，需要有更多與更深入的研究了解。APEC 經濟體應針對自身的經濟、法

規與政策條件，以及現有的數據資料庫，在自身的經商與融資環境下評估婦女參

與經濟的能力與機會。並建議由前述的數據，建立協助婦女進入市場、取得融資

融通等的實際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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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APEC 婦女議題發展趨勢 

一、2014 年 PPWE 各經濟體倡議項目 

由於近兩年 APEC 計畫審查通過比例降低，計畫補助競爭激烈，導致計畫即

使通過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PWE)支持，卻並未通過 BMC 階段的審核。因此在

計畫補助通過不易的背景下，部份經濟體提案計畫直接於獲論壇支持後，以自費

自籌方式進行該研究計畫。其中，下方列出截至今(103)年 6 月為止，各經濟體提

送 PPWE 支持之計畫摘要，由此可約略看出近來在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PWE)中

各經濟體的議題焦點。 

1. 日本  

計畫名稱：50 LEADING COMPANIES FOR WOMEN IN APEC– PLUGGING THE “LEAKING 

PIPELINE”  

提案論壇：PPWE 

共同提案經濟體：澳洲、印尼、紐西蘭、菲律賓、俄羅斯、泰國、美國 

計畫摘要：主旨於改善婦女在工作場域的領導力培力，鼓勵企業聚焦於提升女性

領導力。計畫工作重點為：1). 邀請各經濟體推薦 APEC 區域至少 50 個鼓勵女性

擔任管理階層的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2). 以問卷方式了解獲推薦企業的鼓勵措

施與結果，並由專家提供問卷訪談/電話訪談報告；3). 藉由前述工作內容，以宣

傳婦女晉升管理職位的經驗與做法，並提出最佳範例與宣傳冊。 

2. 俄羅斯  

計畫名稱：WOMEN’S LEADERSHIP: ENGINE OF INNOVATIVE ECONOMIC GROWTH 

提案論壇：PPWE 

共同提案經濟體：TBC 

計畫摘要：此計畫主要行動與成果包括：1.) 建立 APEC 區的性別圖像(GENDER 

MAP)，描述女性人力資本與女性參與經濟的落差、揭示女性在創新活動的參與，

以及在參與創新活動時可能遇到的阻礙(例如法律、資源取得等)；2.) 舉辦國際工

作坊，分享與推廣女性參與創新成長的最佳範例，並討論統計數據的系統內容；

3.) 提出以女性領導力要素促進創新經濟成長的行動計畫，並籌組針對 APEC 區

婦女經濟情勢的統計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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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洲、中國大陸  

計畫名稱：DEVELOPING SMALLHOLDER INCLUSIVE FOOD VALUE CHAIN MODELS 

FOR LOCAL AND GLOBAL MARKETS 

提案論壇：ATCWG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共同提案經濟體：泰國(TBC)、印尼、越南、中華台北、菲律賓、美國 

計畫摘要： 

隨著食物價值鏈、食品消費與零售通路的改變，在這新的環境下，新的連鎖價值

鏈與食品安全亦十分重要。計畫將透過分析與比較提案經濟體內跨經濟體、跨部

門、公私部門合作等經驗，以達到確認小型農業主面對新環境變遷的限制；研擬

合適小農的商業營運和區域合作模式，以發展更具包容性、安全性、可靠的食品

價值鏈。 

二、未來 APEC 婦女經濟事務趨勢 

PPWE 身負整合 WLN 與 GFPN 之職責，除提供 APEC 領袖婦女事務顧問諮詢

外，亦須整合各論壇的性別觀點，並在近年 APEC 跨論壇合作風潮下，積極與其

他工作小組尋求議題與行動上的結合。因此，此處再度檢視 PPWE 之職責與組織

目標為： 

• 精簡有效的運作機制，整合性別及婦女經濟考量等議題，並且提升 APEC

中有關女性經濟議題的影響力。 

• 根據 APEC 跨議題性別平等原則，促進婦女參與 APEC 整合架構。 

• 透過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及便捷化，以及對 SCE 提出 APEC 舉辦的有關

性別活動和成果的報告，全面提升婦女在 APEC 經濟體的平等參與。 

• 向APEC論壇以及SOM提供政策和實質建議，藉以提升女性的經濟參與，

驅動經濟成長。 

• 聯繫 APEC 論壇、APEC 經濟體和 APEC 祕書處，以期在所有經濟體均能

獲益的情形下，促進 APEC 區域中的婦女經濟整合。 

1. PPWE 策略性計畫  

為配合 APEC 要求各工作小組提出短中長期之策略性計畫 (Strategic Plan)，

PPWE 於 2013 年 9 月 WEF 之 PPWE 與管理委員會中，責成各自願經濟體彙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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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優先主題下包含性別整合、推動婦女參與經濟與跨論壇合作等行動，並提出策

略性計畫初稿。今年 3 月，APEC 秘書處再度重申 PPWE 策略性計畫草擬要點： 

i. 須涵蓋 PPWE 的 5 大優先主題，包括資金融通、市場進入、能力建構、

婦女領導力與創新科技。 

ii. 自願起草策略性計畫之經濟體為：印尼(資金融通部份)、中國大陸、巴布

亞紐幾內亞、菲律賓(能力建構部份)、俄羅斯(婦女領導力部份)、美國(進

入市場部份)。 

iii. 各優先主題下之策略性計畫草稿必須包含：現況描述、目前達成進度、

障礙與挑戰、起草經濟體可提供機會等。 

iv. 美國亞太技術協助 -促進區域整合 (US- APEC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Advance Regional Integration, US-ATAARI) 將協助 PPWE 整合各經濟體之

起草內容，以及提供內容撰寫之建議。 

故為配合策略性計畫內容，以及採納建立統計數據以支持、追蹤、評估各項

性別政策結果之建議，美國亞太技術協助-促進區域整合(US-ATAARI)彙整國際組

織常見之性別統計指標，期待能以數據取代先前個別行動計畫(IAP)之敘述功能，

直接以數據的方式呈現，並改善經濟體並未持續提報 IAP 之現況20。  

草擬之策略性計畫重新訂定 PPWE 執行願景與任務宣言，並將未來 2014-

2017 年間之任務區分為三大類，且為達 3 大任務目標，計畫內明訂各年度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以供各經濟體、SCE 與 APEC 秘書處審視其推動成果。這

些檢視指標包括： 

i. 強化整合具性別敏感度政策與 APEC 跨論壇計畫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responsive policies and programs across APEC fora)  

設立量化衡量指標以追蹤各經濟體婦女參與(2014)；透過前述指標資料的建

立，發表相關報告與舉辦研討會，以提出 PPWE 在 5 大優先領域的具體行動

建議(2016)；提供前述相關數據與報告供 APEC 各論壇參考(2016)；提供 APEC

論壇含有數據支撐的政策建議與具性別靈敏度之政策建議(2017)。 

ii. 透過 5 大優先主題促進婦女經濟參與 (Advance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five priority pillars)  

                                                             
20 2011 年美國提出舊金山宣言後，各經濟體於隔年紛紛提出個別行動計畫(Individual Action Plan, 

IAP)以描述國內相關政策執行成果。然 2013 年仍持續提報此項報告之經濟體個數大幅銳減，顯

示各經濟體對於提報追蹤成果已略顯疲態。US-ATAARI 提報之統計參考報告蒐集 5 大優先主題共

26 個指標，這些指標部份屬於性別統計數據，亦有部份為基礎建設數據，為性別中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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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並執行至少 5 項新啟動的 APEC 跨論壇項目或計畫(2015)；優先領域內

的負責經濟體將向 PPWE 與 SCE 提報前項啟動計畫之成果與後續(2015)；至

少執行一項跨主題之聯合活動/項目(2016)；藉由連結至 PPWE 的 5 大優先

主題，整合 10 個 APEC 論壇之策略性計畫/項目或具性別靈敏度之政策 

(2017)。 

iii. 加強 PPWE 與 WEF 的基礎與運作結構(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and 

operating structure of the PPWE and the 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建立年度工作計畫，內容應包括 PPWE 內報告與計畫之進展與結論(2014)；

每年於同意年度工作計畫後提送 SCE 審核，並應召開兩次 PPWE 會議。 

 

2. 婦女議題發展趨勢  

i. 延續 5大優先主題 

APEC 自關注婦女參與已來，因 APEC 本身組織之目的性，持續聚焦於

婦女參與經濟活動之相關議題上。而自 2011 年舊金山宣言確立阻礙婦女參

與經濟之四大主軸為資金融通、參與市場、能力建構與婦女領導力後，新增

的第 5 大優先主題「創新科技」亦非為新興的討論觀點。 

不論是由策略性計畫、近年婦女相關工作坊、以及 WEF 主軸議題設定，

均緊扣或是呼應至 PPWE 的 5 大主題。同時，日本與澳洲亦於今(2014)年高

階政策對話會議中，提出為促進與提升婦女領導力，已各自進行如“twenty-

twenty-thirty”21與“fifty-fifty”22計畫。此外，今年度申請 PPWE 支持之自籌計

畫主題亦持續回應婦女領導力與資通訊科技主題，顯示近期內 PPWE 相關

工作與議題討論方向，仍將依循策略性建議內容，持續以 5 大優先主題為

主。 

ii. 擴大跨論壇與跨組織合作 

婦女的經濟參與和發展本身就是一項跨層面且跨領域的議題，必須成

為所有論壇的討論重點。依照 PPWE 持續推動整合性別架構之職權，PPWE

                                                             
21在 2020 年，讓女性在領導階層職位的比例達 30%的目標，提高可視化的女性領導力行動。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99763-womens-lowly-status-japanese-
workplace-has-barely-improved-decades-and-country 
22以 50-50 為目標，在 2050 年達到婦女參與公共事務達 50%。

http://womeninpublicservice.wilsoncenter.org/2014/04/22/launch-of-the-women-in-public-service-
projects-australian-chapter-2/ 

http://womeninpublicservice.wilsoncenter.org/2014/04/22/launch-of-the-women-in-public-service-projects-australian-chapter-2/
http://womeninpublicservice.wilsoncenter.org/2014/04/22/launch-of-the-women-in-public-service-projects-australian-chap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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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連結 APEC 論壇，藉以促進 APEC 區域中婦女/性別經濟的整合，使所有

的經濟體皆獲益。 

依 2014 年 PPWE 工作計畫內容，PPWE 預計將提倡強化 APEC 工作小

組和論壇中的工作性別觀點，以及提升婦女在 APEC 計畫和活動中的參與度

和貢獻的方法。計畫同時建議 PPWE 尋求相關多邊組織的參與與加強對話，

以交換且善用其他組織努力學習的成果。這些組織可能包括 ITC、世界銀行

（包括 IFC）、GPFI、ADB、聯合國婦女署和其他聯合國組織。 

iii. 量化指標成為新興的評估與追蹤方式 

最後，由於策略性計畫內容的支持、美國研究單位協助與 APEC 秘書處

樂見其成等多方因素下，PPWE 可能將一改過去提報敘述性資料以闡述各經

濟體內推動婦女相關政策措施的書面提報方式，而以數據資料庫的方式共

同追蹤與評估經濟體內 5 大優先主題下婦女的參與現況。 

量化指標雖可能在美國強勢主導下成為每年會議的提報要件，卻仍有

兩項變動因素須特別關注：目前多項指標取自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

織，然我國因政治因素並未納入前述組織之統計資料庫中，若以這些指標

作為評估標準，我國需另提數據以避免被遺漏在討論之外；目前美國正在

蒐集各經濟體對於優先主題下指標選取之意見，應持續關注並避免出現我

國優勢指標比重較低或是未列入評估項目的現象。 

而延續今(103) 年 5 月於北京召開的婦女經濟論壇會議資料「The PPWE 

Priorities for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Proposed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Change」以及美國於 7 月所進行的線上問卷調查，美國於 8 月協

同 USAID 研究人員，針對建構 PPWE 指標架構行動，舉辦為期 2 天的國際

工作坊。會中邀請 APEC 政策支援小組(APEC Policy Support Unit)、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聯合國基金會(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等已具執行婦女/性別數據資料庫經驗之國際組織代表與會，闡述、分享在

建立相關統計資料庫後，相關研究與政策追蹤能如何受惠。至此，已完成 5

大支柱共 26 項指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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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參與情況與展望 

一、近年我國參加 APEC 婦女或性別相關事務情形 

我國除每年於 APEC 婦女相關會議中推派公私部門代表擔任會議講者，亦積

極主導或是提出婦女議題相關會議文件，近來更成功通過 PPWE自 2011年成立以

來的第一個多年期計畫案。 

1. 歷年我國推動 APEC 婦女事務 /議題情形  

· 1998 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會中「婦女與工業科技」專文23，由中

華臺北負責，為我國參與 APEC 婦女相關業務之始。 

· 2002 年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會中「婦女與企業家精神」論文亦由

中華台北負責主筆，同時由智利與墨西哥協助之。 

· 2008 年年度 GFPN 會議上，我國成功爭取與澳洲、祕魯、新加坡、智利並

列為 2008 年方案評估常設委員會(Project Assessment Standing Committee, 

PASC) 會員之機會。為推動 APEC 各論壇整合性別議題，委員會主要任務

為協助 APEC 秘書處審視自各論壇之提案是否確實納入性別觀點。 

· 2009 年透過性別連絡人網絡(GFPN)支持，執行我國第一個婦女相關計畫
24。由於前一年度我國於 PASC 擔任審查委員，獲益良多，故本計畫主旨

於確保性別議題獲得妥善重視並提高 PASC 的永續性。計畫將透過評估

PASC 審查結果、推行障礙、已獲 PASC 通過計畫之執行成效等，制訂 PASC

的性別審查標準與策略性建議，以強化 PASC 的性別審查機制。 

· 由於 WLN 持續呼籲建立秘書處之必要性，我國於 2010 年 WLN 會議中積

極表達我國籌辦 WLN 秘書處之強烈意願，以及進而爭取主辦 WLN 之可

能。為支持與評估建立秘書處之可能性，同年內政部亦委託研究單位進行

「我國推動成立 APEC-WLN 秘書處可行性評估」報告。 

· 在 2009 年臺灣發生莫拉克風災的時空背景下，我國於 2010 年 WLN 會議

中，與加拿大代表積極洽談中華臺北加入該國主導之「偏鄉原民婦女貿易

網絡」之合作機會。該計畫串聯加拿大、越南、秘魯、智利等經濟體之原

                                                             
23 該專文由前台灣經濟研究院 APEC 研究中心徐研究員遵慈撰寫。 
24 該計畫並未送 BMC 審核通過，為自籌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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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婦女，結合弱勢婦女力量，建立商務交流平台，以提供其經濟獨立與就

業之機會。 

· 延續前一年與加拿大合作之經驗，我國於 2011 年再度透過 GFPN 支持，

提出” Women’s Micro-Enterprise Trade Network Pilot”計畫獲 BMC 通過。

計畫目的在於透過培力微型企業婦女知識基礎，並蒐集最佳範例以協助

婦女跨出當地區域市場，提供商品出口新市場的機會；提出婦女的成功案

例(包含偏鄉與原民婦女)，解決進入市場的障礙與技能差異；建立婦女貿

易網絡，為婦女企業主的微型企業創造更多婦女市場進入的機會。 

· 為增加計畫執行之成效與永續性，APEC 首次開放各論壇多年期計畫之申

請。有鑒於創新科技已成為 APEC 婦女相關論壇中重點議題，且延續 2011

年計畫之主軸-偏鄉婦女經濟，並深化跨論壇合作與呼應 APEC 計畫改制

精神。我國婦女經濟政策夥伴窗口與科技資訊工作小組轄下之 APEC 颱風

與社會研究中心合作，研議發展「女性創新經濟發展多年期計畫

(Innovation for Wome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ilitating Women’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Resilience with ICTs)」之倡議， 

· 並於 2012 年 6 月邀請重要經濟體來臺召開工作小組會議，並將計畫提案

重點改為關注運用 ICT 協助婦女生計發展。。該計畫於 2012 年 PPWE 會

上進行提案倡議，爾後持續爭取澳洲、加拿大、智利、印尼、韓國、墨西

哥、紐西蘭、巴紐、秘魯、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等共 14

個經濟體支持共同提案，於去（2013）年循 APEC 計畫申請規格與流程，

提送多年期計畫概念性文件、邀請澳洲與泰國進行計畫品質評估檢視

(Qu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QAF)，並完成多年期計畫書提案，終於同

年 5 月獲 APEC 秘書處通知計畫申請核准。 

2. 我國近年參與官方會議代表  

APEC婦女經濟之主責單位自 2011年合併官方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與民間

婦女領導人網絡(WLN)後，新設資深官員轄下之婦女經濟政策夥伴(PPWE)。由於

論壇改制後納入民間代表交流與議題交換已為常設之正式環節，且婦女/性別議

題於全球經濟變遷中躍升為討論重點，近來論壇參與人數較原官方會議(GFPN)出

席人次大幅增加。除原主責單位與幕僚單位外，還同時依主辦經濟體設定之議題

領域，推派部會代表與民間企業學者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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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 5年 APEC婦女經濟官方會議代表出席團員 

2007年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內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林研究委員慧芬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林研究員柳村 

2008年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內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陳研究員麗蓉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吳研究員昀 

2009年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內政部社會司黃司長碧霞 

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楊科長筱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黃副執行長鈴翔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陳研究員麗蓉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吳研究員昀 

2010年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內政部社會司黃司長碧霞 

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楊科長筱雲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黃副執行長鈴翔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陳研究員麗蓉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顏研究員詩怡 

2011年婦女經濟高峰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單副主任委員驥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曾雪如處長 

內政部社會司黃司長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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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社會司楊專門委員筱雲 

內政部社會司江研究員幸子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施專門委員淑惠 

外交部徐詠梅組長回部辦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施主任麗麗 

ABAC代表王董事長雪紅 

科提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曹董事長平霞 

桂灃貿易有限公司張董事長皖琳 

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施負責人秀菊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李委員萍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汲委員宇荷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吳組長昀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蕭研究員伊真 

2012年婦女經濟論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王主委如玄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莊專門委員美娟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倪專門委員家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副處長美雪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王簡任秘書秉慎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楊參議筱雲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鄧科長華玉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李委員萍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顧委員燕翎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吳組長昀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蕭研究員伊真 

APEC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周研究員宛蓉 



43   

 

2013年婦女經濟論壇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管主委中閔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齊組長清華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林專員季鴻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張組長淑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碧霞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黃處長碧霞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楊參議筱雲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鄧科長華玉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黃諮議怡蓁 

外交部黃專門委員峻昇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林委員春鳳 

中央研究院張研究員靜貞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黃副執行長鈴翔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吳組長昀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蕭研究員伊真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周研究員宛蓉 

台灣女性學學會陳教授瑤華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羅組長至善 

卡塔文化工作室林負責人秀慧 

嵂洧企業林負責人奕利 

2014年婦女經濟論壇 

國家發展委員會管主委中閔 

國家發展委員會黃專員毓芬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楊參議筱雲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鄧科長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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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黃諮議怡蓁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薛委員誠泰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王委員秀芬 

外交部王參事志發 

外交部錢祕書穆賢 

外交部李技士永福 

中央研究院張研究員靜貞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李研究員立璿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劉專案經理心蓓 

 

二、我國參與建議與展望 

1. 跨論壇合作  

近來許多 APEC 論壇皆積極倡議跨領域的合作計畫，並逐漸成為趨勢。例

如美國即在今年 8 月 APEC 資深官員會議期間，舉辦跨領域國際工作坊，提出

「健康女性，健康經濟－擴大女性在全球價值鏈之機會」這一項橫跨「性別、

勞動力發展、健康」領域的計畫。 

因此，建議我國亦可由正在執行之多年期計畫作為合作跨論壇議題之具

體項目。除原始支持之中小企業工作小組，也尋求如 ABAC Women Forum、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電信工作小組等相關領域的 APEC 組織或代表支持，例如

可於國際研討會期間邀請其他工作小組代表或婦女/性別推動相關計畫代表

與會等方式，啟動我國 PPWE 對話與其他論壇合作之契機，廣納多方意見，

並藉此提高多年期計畫之高度與廣度。 

2. 性別統計指標在台灣  

根據 PPWE 最新指標架構建議趨勢，為來各國將已提供可追蹤式的質量

化性別統計數據，以觀察婦女參與經濟政策的成效與進步。建議可依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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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標之脈絡，歸納國內現有之性別統計工具，梳理我國歷年相關政策與

發展之歷程成果。除可呼應未來 APEC 發展趨勢，同時更能做為我國相關政策

推動的數據與施政佐證。 

3. 增進主辦經濟體合作   

我國所推行之多年期計畫，除獲 14 經濟體共同支持，更持續與智利、韓

國與菲律賓等國家保持後續研究之合作夥伴關係。有鑒於過去每年 WEF 正式

會議期間或前後，均有經濟體藉此盛會之際而爭取舉辦相關工作坊或會議。

爰 2015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菲律賓為我友好合作關係之國家，建議爭取多年

期計畫之成果發表或高階政策建議會議等，排入 WEF 會議期間或前後，以吸

引較多經濟體代表參加及擴大邀請各經濟高階官員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