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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APEC「性別整合進入 APEC 架構」
脈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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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GFPN簡介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性別聯絡人網絡
婦權基金會
APEC性別議題專案小組
APEC性別議題專案小組
林慧芬

APEC ：21個經濟體
21個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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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
圖表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APEC組織架構中的
APEC組織架構中的GFPN
圖表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組織架構中的GFPN圖表來源：

APECAPEC- GFPN簡介
GFPN簡介


APEC-GFPN源起：

1998年第一屆APEC婦女部長會議決議：提出 「整合婦
女參與APEC架構」、成立「性別整合諮詢小組」
（AGGI）
2002年第二屆APEC婦女部長會議決議：於AGGI之後， 應
於資深官員會議SOM層級提設立「性別聯絡人網絡」
（GF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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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APEC-GFPN運作機制
GFPN運作機制


GFPN每年固定召開一次



GFPN主席由當年主辦APEC之經濟體擔任



APEC各論壇及經濟體需指派性別聯絡人參與GFPN會
議，並提出促進經濟體「性別整合APEC架構」成果。



APEC秘書處設有性別整合工作計畫主任（Program
Director），負責與各論壇、經濟體連繫，處理行政
事務，以及支援GFPN會議資料準備。

APECAPEC-GFPN運作機制
GFPN運作機制（續）


透過GFPN機制增進APEC各經濟體、論壇以及APEC秘書
處合作與聯繫，增進亞太區域婦女的經濟利益 。



向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簡
稱 SOM）報告APEC間所有性別相關活動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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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APEC-GFPN設立目的
GFPN設立目的


強調婦女應在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TILF)，以
及經濟與技術合作(ECOTECH)議程，完全且平等參與
APEC經濟體



透過GFPN形式，提供永續且有效整合性別考量的機
制，由GFPN向APEC 論壇及高階官員提供性別整合之政
策與實務建議。



透過「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落實跨領域推動性
別議題成效 。

APEC各經濟體
APEC各經濟體各經濟體-GFP的職權
GFP的職權









報告經濟體性別整合工作實施進度
強調性別整合的重要並確認落實狀況
倡導並且報告經濟體中女性參與的情形
評估及報告各相關計畫採用性別指標 (Gender
Criteria)效益
收集並分享各論壇性別整合之最佳實務範例。
協助提供性別專家建議。。
協助發展納入性別觀點之APEC各計畫提案。
對APEC提出促進性別整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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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各論壇
APEC各論壇ＧＦＰ
各論壇ＧＦＰ的職權
ＧＦＰ的職權





促成論壇工作範圍「架構」之實施
鼓勵論壇考量所有工作中的性別議題，並確認其中影
響婦女參與及進展。
作為論壇與GFPN間資訊管道，在性別倡議計畫整合過
程， 擔任關鍵參與者。
與經濟體性別聯絡人及性別融合計畫主任合作，以：

–
–
–
[

評估專家意見並促成APEC 論壇性別相關專案研擬與實施。
在性別融合計畫主任協助下，確認並研擬與APEC及論壇工作有關的性別專家
之意見、性別資源及工具。
在為高階官員及向部長與領導人之報告，編製與性別融合與架構實施有關之
GFPN年報上，提供貢獻及協助。

性別專家的角色
性別專家的角色
性別專家小組
 由至少將會有來自三個會員經濟體的性別專家
小組，應GFPN主席邀請協助性別整合計畫主任
評估呈報給APEC之提案，同時，該小組亦將檢
視性別標準運用於專案研擬中之程度，並於必
要時提供技術協助。
 APEC秘書處會將APEC提案送交GFPN性別專家小
組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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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整合計畫主任的職責
APEC秘書處內部所聘任的一名專業人員擔任，職責：
 協助並協調GNPN活動（含協調年會及協助婦女事務之
部長級會議）。
 每年年初與年底向APEC 論壇提供資訊及建議，協助確
保所有APEC 論壇皆能順利受任命為性別聯絡人
 全年度皆應向論壇聯絡人提供資訊建議，鼓勵他們將
性別整合至其工作計畫之中（含性別資源之資訊）。
 與經濟體性別聯絡人合作，確保能獲得與個別論壇工
作相關的性別專家之建議。

性別整合計畫主任的職責（續）



協助事項：
GFPN的例行報告、為高階官員及其向部長與領導人之
報告、編製與性別融合與架構實施有關之GFPN年報、
為APEC內部性別活動編製年度通訊及其他資料



維護既有及未來的APEC性別工具與資源（包括專案研
擬及考量所訂定之性別標準、性別資源工具組、性別
最佳實務手冊、APEC網站性別網頁、婦女專家名冊。



性別融合計畫主任接受性別議題方面之訓練



APEC應編列臨時及必要預算，作為維護及升級APEC 論
壇性別資源之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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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團（
民間社團（WLN）
WLN）參與







婦女領導人網路(WLN)
婦女領導人網路(WLN)
婦女領導人網路(WLN)是一個為產、官、學界婦女所成立的非正
式網路組織，同時也是一個由21個APEC會員經濟體所組成的社團
組織。APEC的性別工作起源於1996年在菲律賓所舉辦的WLN成立
大會，以及後續由APEC主辦經濟體所支持的每一屆年會，WLN的
運作係透過經濟體絡聯絡人進行，而且WLN會議亦建議可提供民
間社團之意見供APEC作為工作參考，並對性別融合此一APEC的跨
領域議題之發展有所貢獻。
促進並促成婦女在APEC地區內部的經濟機會。
適時對GFPN年會有所貢獻。
提名專家以列入APEC婦女專家名冊。

企業領袖的角色
APECAPEC-ABAC（
ABAC（企業諮詢委員會）
企業諮詢委員會）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為APEC的一個民營單位，由APE的每一位經
濟體領導人所任命的三位企業領袖共同組成，並由其中一名成員
代表中小企業。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為一個常設論壇，成立目的是為了向領導人
及其他APEC官員，提出攸關企業之議題建議，並回應來自不同
APEC 論壇所要求關於特定合作領域的企業觀點之資訊。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向經濟領導人提出之報告，含有可解決企業
所面對之問題的建議，以及可改進Ecotech 活動之建議。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的另一個角色是，為確保在APEC的所有活動
及政策的形成過程中，皆不會缺少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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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APEC-GFPN近年的反思
GFPN近年的反思


GFPN以推動跨領域性別議題之成效評估



GFPN協助性別融合計畫主任加強各計畫之性別
性別融合計畫主任加強各計畫之性別
內涵之檢視



APEC-ABAC（企業諮詢委員會）雖有婦女成員
參與及與WLN間的互動，但對實施整個APEC架
構仍待有實質上的貢獻，女性參與名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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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GFPN
我國GFPN機制
GFPN機制




行政院婦權委員會（國際參與組）
我國APEC性別聯絡人（ 內政部社會司司長）
部會窗口-性別聯絡人（跨部會性別議題）



「內政部APEC性別議題專案計畫工作」
（2004年起內政部補助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進行性別議題研究及國際參與等幕僚作業）

簡報完畢，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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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
GFPN 將性別整合進入 APEC 架構
之要項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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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整合進入APEC
性別整合進入APEC架構
APEC架構～
架構～
性別分析的檢視方法
林柳村
婦權基金會
96.8.22

何謂APEC
何謂APEC性別架構
APEC性別架構?
性別架構?






乃指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1998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Women）於菲律賓召
開，會中研擬出。
該架構被視為引導APEC達成整合婦女至「APEC
主流過程與活動」中，一項「實用及有系統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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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婦女參與APEC
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
APEC架構


架構中包含三項內容：
 性別分析 ─ 檢視男女生活差異的方法。
 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與運用 ─ 資料依
據性別分類，並分別呈現女性與男性的狀況。
 婦女參與APEC
婦女參與APEC ─ 增加婦女對APEC論壇的
參與度 。

整合婦女參與APEC
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
APEC架構
1)性別分析 (Gender Analysis)












請簡述推動性別分析和性別主流化政策相關計畫的籌劃、
制訂與評估。
運用性別分析之努力為何。
有否任一明確計畫用以評估男女於經濟整合政策之不同影
響？
是否有指派性別聯絡人，其角色是否被認可？
有否性別專家受邀諮詢性別議題？
如何納入性別觀點於課程、工作表和計畫形成、完成和評
估？
在會議議程、支持文件和報告中如何呈現性別？
- 有否任何推動性別整合之明確建議可提交至資深官員
會議（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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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婦女參與APEC
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
APEC架構
2)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與運用
（Collect and use of sex-disaggregated data ）





如何改善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與運用?
是否有運用任何依性別區分資料?
依性別區分資料的收集與運用如何用於政策制
定、計畫設計與評估?

整合婦女參與APEC
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
APEC架構
3)婦女參與APEC (The involvement

of women

in APEC）








是否有潛在婦女參加APEC活動和論壇之名單?
有什麼方法用於鼓勵婦女參與APEC計畫/方案/論壇/
工作小組或其他經濟體活動?
您經濟體有否任何支持APEC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之
作法?
您經濟體中有否任何女性曾被指派為ABAC(APEC企業
諮詢委員會)之代表?
APEC事務中有或會議團員中婦女所佔名額為多少百分
比?
如何鼓勵婦女需求整合與APEC參與?
在您團體中有否任何支持婦女參與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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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一
2006年漁業工作小組之整合性別參
與APEC架構實施報告(參閱附件)

個案分析：
個案分析：漁業工作小組實施報告
優點：
1.提交報告
2.意識到性別議題與婦女參與



缺點:
1.流於形式上的問卷填寫工作
2.消極配合
3.無法提出積極具體計畫或方案，加以改進
4.無性別觀點納入APEC漁業政策
5.報告中無法看見多數女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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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二
支持微型和小型企業之最佳案例
(參閱附件)

個案分析:支持微型和小型企業之
個案分析 支持微型和小型企業之
最佳案例
此個案為APEC間少數專為女性設計之計畫提案
 優點
1.為專為女性設計之計畫
2.意識到性別議題與女性需求
3.計畫發展、制定、實施與評估皆把女性納考量
4.有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數字出現
5.計畫的實施成效對女性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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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APEC性別分析工作坊
APEC性別分析工作坊
 背景
為使APEC論壇及各經濟體重視性別分析，2005年
於韓國舉行第三屆GFPN會議時，由韓國亞太婦女
資訊網絡中心（APWINC）首次提議此計畫。由於
性別整合議題中對運用APEC方案之性別評估缺乏
足夠的關注，爰此，部長們贊同GFPN對官員定期
實施性別分析訓練。

附錄附錄-APEC性別分析工作坊
APEC性別分析工作坊


目的：訓練APEC官員如何運用性別分析作為一

項工具，將架構
架構運用於APEC政策、專案設計、
架構
實施、監測和評估上。


對象：所有APEC會員經濟體性別聯絡人、APEC

秘書處人員，負責APEC性別議題之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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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APEC性別分析工作坊
APEC性別分析工作坊
第一屆研習主軸 (2006年
(2006年)


三個主軸單元，
三個主軸單元，分別為1)
分別為1)架構
1)架構、
架構、概念及性別分析的方法；
概念及性別分析的方法；
2)具性別敏感方案的計畫與執行
2)具性別敏感方案的計畫與執行；3)
具性別敏感方案的計畫與執行 3)性別敏感之監督與影
3)性別敏感之監督與影
響評估。
響評估

第二屆研習主軸 (2007年
(2007年)


五個主軸單元，
五個主軸單元，分別為1)
分別為1) 性別概念：
性別概念：平等、
平等、公平與能
力；2)性別分析與發展
2)性別分析與發展；
性別分析與發展；3)性別分析演練
3)性別分析演練；
性別分析演練；4)國家預算與
4)國家預算與
照顧經濟之性別分析；
照顧經濟之性別分析；5)具性別敏感度政策與預算之個案
5)具性別敏感度政策與預算之個案
研究。
研究。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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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一

漁業工作小組之整合性別參與 APEC 架構實施報告
性別分析（
性別分析（論壇層級）
論壇層級）
問：是否有指派性別聯絡人，其角色是否被認可？是否有性別專家受邀諮詢性別議題？
答：漁業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已了解性別聯絡人之角色；因應需要，也會邀請性別專家以
性別觀點提供意見。
問：如何將性別觀點納入於計畫、工作表和方案的形成、完成和評估？
答：所有漁業工作小組的計畫在其形成、完成和評估的過程中，皆需填寫 APEC 相關文
件表格。
問：在會議議程、支持文件和報告中如何呈現性別？
答：所有漁業工作小組的會議議程、支持文件和報告已考量女性參與。
問：是否有任何推動性別整合之明確建議可提交至資深官員會議（SOM）？
答：漁業工作小組將持續努力支持並改善女性參與。

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與運用（
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與運用（論壇層級）
論壇層級）
問：如何改善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與運用?是否已有運用任何依性別區分資料?
答：目前漁業工作小組沒有任何依性別區分資料，亦無法運用。
問：性別分析資料的收集與運用如何用於政策制定、計畫設計與評估?
答：目前漁業工作小組沒有任何依性別區分資料。

婦女參與 APEC（
（論壇層級）
論壇層級）
問：女性擔任性別聯絡人與會議代表團團員所佔多少百分比?
答：多數經濟體如加拿大、汶萊、紐西蘭，已指派女性為漁業工作小組的聯絡人；而多
數經濟體如中國、中華台北、菲律賓、美國、泰國與越南亦指派女性成員代表參與漁業
工作小組所舉辦之會議或工作坊。
問：如何整合至婦女參與 APEC 計畫中？
答：提供女性參與 APEC 計畫的例子：2006 年 5 月 8-9 日舉辦之 APEC 漁業管理能力經
驗分享研習會，依相關主題邀請 7 位講者作報告，其中 4 位身份為女性官員或學者。
問：支持女性參與 APEC 作法，如參與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WLN）與 APEC 企業諮詢
委員會（ABAC）作法?
答：漁業工作小組將持續努力支持並改善女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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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二
支持微型和小型企業之最佳案例
對 APEC 的評估與分析
階段 I-III(2006/BMC2/018 SME)
計畫專案詳細說明
專案目標
1. 簡短說明此專案如何直接回應至 APEC 領導人和部長們與主辦經濟體的願景。請參考
APEC 文件的相關部分。
在 Acapulco 舉行的第九屆中小型企業(SME)部長會議中，部長們認為照顧微型企業會促進
邁向 APEC 的目標，以及性別平等、經濟成長、消弭貧窮及共享繁榮之首要目標。SME 工
作小組的微型企業副小組之最初重點是強調微型信貸是拓展微型企業不可或缺的事項。此
外，部長們還決定，
「工作計畫和運作專案必須設計來處理微型企業面臨之特殊政策議題，
以協助微型企業參與正式市場機制、發展穩固的基礎，以及成為區域內經濟發展之根基」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Chiang Mai, 2003)。
﹝…﹞
從 2000 年 1APEC 資料顯示經濟區域內有四千九百萬非農業之中小企業和中型企業，其中
一半的企業是在中國和印尼。從區域整體來看，這些企業佔所有企業的百分之九十五，並
僱用約百分之八十的勞動人口。此外也注意到，百分之三十五的 APEC 中小企業由婦女擁
有 – 這項比例在微型企業部分甚至更高，大部分 APEC 經濟體之微型企業絕大多數屬於婦
女所有。不論在城市或鄉村，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是就業和新工作最大的來源，尤其對女
性和年輕人而言。微型企業的數量多於中小企業，APEC 區域內所有企業的四分之三屬於微
型企業。在低度工業開發 2 的經濟體內，微型企業對就業市場而言愈形重要。
多數的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著重於國內市場，不願意擴大規模，少部分的中小企業和微型
企業屬於國際導向並擁有成長潛力。還有其他微型企業有希望成為以出口為目標的企業，
只要能獲得正確的計畫支持，或者政府能夠建立一個授權的政策環境。企業中包括小規模
的生產者卻提供大範圍的產品和服務，特別是手工藝品和旅遊業，服務業亦日漸增加中。
多數企業在發明創新技術、產品和服務上有優秀的成績。第三種有潛力發展的企業是以國
內為基準的企業；但若有正確的支援，可以與多數已從事出口的大型企業相結合，成為大
型企業產品或服務的供應商。因此他們的事業成長可能仍以國內為準，但會隨著結合出口
供應鏈而增加。
﹝…﹞
2.

說明本專案的重要目標 ─ 通常不超過三項

為增加 APEC 對支持開發中和已開發經濟體內微型和小型企業成長所需的成功支援策略之
知識和理解，特別重視增加國際貿易的關連性，告知微型企業支援計畫和政策未來的發展
為確認微型企業政策和計畫最有效的支援模式，在不同的經濟體條件下，可加速微型企業
的成長、增加國際貿易，以及微型企業的網狀發展的最有效模式。
1

Profiles of SWEs and SME issues in APEC1990-2000:Published by the APEC Secretariat in 2002
2 Profiles of SWEs and SME issues in APEC1990-2000:Published by the APEC Secretariat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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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APEC 經濟體一套詳細指導原則(一本「工具書」)，根據最成功的模式建立微型
企業成長之政策和計畫，特別注重婦女的微型企業、原住民的微型企業和鄉村的微型
企業。
3.

詳細說明預期專案成果。說明這些成果如何讓目標受益人獲得益處。

成果 1. 提供 7 種透過加強貿易連結之不同支持微型企業發展的策略報告，為 APEC
相關組織(SME Working Group, MESG, ABAC)起草並分傳。
益處 增加對微型企業成功從事國際貿易潛力的認知，並增加對支持方法的認知，因
而在 APEC 組織和會員經濟體內提升微型企業的潛力。
成果 2. 在 2006 年越南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後，立刻籌組並舉行專題討論，向來自
APEC 開發中經濟體的企業團體、婦女協會，以及商業、貿易部、貿易發展處等各代
表發表支援模式的策略和可能的政策和計畫。
益處 讓女性企業組織、女企業家，以及參與國際貿易研究的學術機構和支持微型企
業之非政府組織和 APEC 經濟體的婦女部門，增加對微型企業得以成功從事國際貿易
有效支持政策與計畫的認知。
成果 3. 在中小企業部長會議之前，於越南舉行研討會向微型企業副小組(MESG)，
提出微型企業不同之發展策略和政策與計畫之支援模式。
益處 讓微型企業副小組和中小企業工作小組，了解支持微型企業的有效支援政策與
計畫，特別是支持由女性和原住民營運的微性企業，或是支持在鄉村地區的微型企業
成功地從事國際貿易。
成果 4. 研究經由專題討論過程選出三項最適當模式之可行性，包括 APEC 三個經濟
體內既存三項計畫的評估報告、關於不同計畫和政策模式詳細指導原則的發展、建立
計畫所需資源的總覽和清楚的方法論及運用方法，再加上對每一計畫模式提供之試驗
性計畫建議。
益處 讓 APEC 組織、政府、事業團體、研究機構各事業，能取得經過測試的指導原
則，關於如何制定透過加強國際貿易連結，可促進微型企業成長之政策和計畫等等。
成果 5. 將支援微型企業發展之政策和計畫指導原則，分發給 APEC 商業部、貿易部
及貿易發展處和婦女部、女性企業家組織、與微性企業合作之非政府組織，以及參與
研究該領域之學術機構。專案計畫人和官員將取得工作手冊，裡面會詳細說明測試過
之政策和計畫的指導原則。當發展自己的微型企業支援計畫時，可參考手冊內容。
關聯性
﹝…﹞
積極的參加者
說明 APEC 關係人中─ APEC 論壇、政府、私人企業與公民團體，男性/女性有興趣
者如何參與專案的計畫、實施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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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婦女部門、商業部門、貿易部門和貿易發展處、與微性企業合作之非政府組織、
事業組織、女性企業家組織及學術機構的代表，都被邀請參加 2006 年婦女領導人網
絡會議後舉行之專題討論會或在越南舉行之微型企業副小組，協助選出最恰當的支援
模式。若代表們無法親自參加，他們可以透過電子郵件提供關於模式的書面回應。婦
女領導人會議亦將文件在會員之間傳閱，並要求會員提出各經濟體內更進一步的回
應。
可行性研究將評估三個 APEC 經濟體已存在的微型企業支援計畫。將諮詢三個經濟體
內主要的關係人。
專案影響
說明此專案將會如何幫助 APEC 或任何地方之現行或已完成的專案。APEC 是提供資
金之最適當組織的原因。
APEC 是最適合出資贊助此專案的組織，因為可行性研究涵蓋亞太區，婦女領導人網
絡與 APEC 關係密切，將利用 APEC 網絡提供最佳案例文件，將設計可行性研究和相
關模式指導原則，以符合 APEC 經濟體之具體需求。除此之外，專案提議人在此專案
的前兩階段已接受加拿大發展署(CIDA)和加拿大工業局(Industry Canada)相當多的支
援，並在過去十年接受婦女領導人會議的支援。

方法論
說明專案的方法論。將專案的實施進度隨時間細分成功能性步驟和清楚指明的相關成
果。指出每一步驟可能面對的主要風險並說明如何管理。風險包括嚴重遲延和失敗，
不能實現預期的成果。
時間
第一階段：2006 年 1
月到 3 月
第二階段：2006 年 3
月到 10 月

所需步驟簡介
提供 7 種透過加強國際貿易連結之不
同支持微型企業發展的策略報告
 根據微型企業副小組的回應修改提
議
 籌辦專題討論會
 選擇三種政策和計畫之支援模式

所需資金
自行募集資金

第三階段：2006 年
11 月到 2007 年 12
月

2006 年 11 月到 12 月：對第二階段選
擇之模式作最終評估，為三種模式的
可行性研究發展出準則、大綱和指導
原則。

需要 APEC 出資

2007 年 1 月到 5 月：前進到第二階段
結束時確認之特定經濟體，與重要參
加者進行深度面談、研究和測試在特
定經濟體內政策和計畫之支援模式。
2007 年 6 月到 8 月：發展詳細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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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募集資金

原則，概略描述在別處建立支援模式
所需的政策、方法和資源，由關係人
審閱指導原則。

第四階段：2008 年
1 月到 2011 年 12 月

2007 年 9 月到 12 月：完成草稿、收
領人資料庫的研發；完成文稿和 CD
版本；分送模式的案例、可行性研究
報告；支援模式指導原則給關係人。
在 APEC 自願經濟體內，實施三項
最有效的政策與計畫支援模式之試
驗專案。

向參加的經濟
體籌資進行試
驗專案

﹝…﹞
傳遞專案成果
請加入專案結果之傳遞和印行計畫，包括：
a
目標觀眾的性質
目標觀眾應包含商業部、貿易部和貿易推展處、婦女部、事業組織、與微型企業合
作之非政府組織、婦女和原住民組織、進行微型企業研究之學術機構，以及有潛力
發展國際貿易連結的微型企業。
b. 表現方式和內容
結果應以概論文件(overview paper)的方式呈現，內容包括透過增加國際貿易連結支
援微型企業成長的最佳案例，以及依據可行性研究的指導原則，概略描述建立起最
適合 APEC 經濟體之三項支援模式所需的政策、計畫、方法和資源。
c. 形式(如紙本文件、磁片、網絡上傳)
最佳案例的文件與指導原則會印行紙本在特定會議內發放，並以電子形式(以
CD-ROM 的形式和電子郵件夾帶檔案的方式)分傳給每一 APEC 經濟體的不同關係
人。
d. 印行份數
- 200 份紙稿在 2006 年 9 月婦女領導人會議中發放
- 100 份紙稿在 2006 年 9 月越南舉行之中小企業會議中發放
- 420 份可行性研究和指導原則的 CD 分發給重要關係人(商業部、貿易部、貿易推
展處、婦女領導人網絡、婦女部、事業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
e
宣傳計畫
- 在一般或專門媒體上介紹本專案的關鍵元素
- 促銷最終產品或其他傳遞方式
- 準備並發送關於最佳案例指導原則的新聞稿給每一經濟體內指定的重要媒體聯絡
人。
- 在 APEC 網站張貼最佳案例的報告、可行性研究和指導原則。
f. 印行和發送的預算，產生預算明細
(參考預算明細)
預算包括圖面設計、製作 CD 及印刷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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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考量
由於男女在各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不同，很多專案可能會對女性和男性產生不同的
影響。此專案採取什麼步驟確保其有利於兩個族群，尤其是不會對女性產生不利益
的狀況（一般常見的回答包括：運用性別分析來設計專案的方法論和輸入（如調查）
；
在專案計畫、管理、資源分配和實施各階段納入女性；採取讓男女公平參與的步驟；
特別努力將專案結果傳遞給女性；專案評估時採用性別分類資料）
。
本專案在每一策略、政策和建議的支援模式內都納入性別分析，並從對原住民和鄉
村人民用途觀點來檢測各個策略、政策和建議的支援模式。資料會依性別分類，且
儘可能蒐集民族背景。
與婦女領導人網絡合作，可協助確保本專案明確納入婦女的聲音和參與。
最佳案例的報告、可行性研究和模式指導原則將傳送給婦女部門、女企業家組織和
婦女的非政府組織。也會傳送給一般的部門，商業部、貿易部、貿易推展處、事業
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在中小企業會議中發送，以確保男性參與。
此專案管理擁有充分的女性代表，並且每位顧問都是該領域中的佼佼者。
展示本專案目標提供給女性的益處。APEC 部長們已指出(APEC 婦女整合架構)的益
處包括：增加婦女在經濟與經濟組織的參與度；將婦女整合至全球經濟內；強化小
型與中型規模的企業；透過教育和訓練減少性別不平等。
本專案將：
- 增加婦女微型企業加入國際貿易的網絡
- 強化婦女微型企業
- 協助婦女微型企業整合至全球經濟
- 提升在商業部、貿易部、貿易推展處、事業組織、非官方組織和學術機構內，對
婦女微型企業特殊需求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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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2007 年會計年度預算明細
(請打 v)
本專案為：
 研討會、座談會或短期訓練課程
 一項調查或分析和研究專案
 以上皆非，但與設備提供有關
項目

單位價

(單位數)

APEC 資金 自行籌資(USD)
(USD)

直接人工
- 演講人酬金
(政府官員不適用)

(演講人數)

- 翻譯人員費

(翻譯頁數)

- 短期辦事員和祕書 (時數)
人員薪資
- 顧問費(包括研究人 (時數)
員)
2006 – 635.29

$85

2007
$74,435

2006
$54,000
2007
$35,523

$200

2007 $11,400

2006 – $2,400

$3,
500

2007 $10,500

2006 - $10,500

2007- 1293.62
- 顧問的祕書成本(當 (時數)
成顧問費的一部分)
差旅費 (演講人/專家/研究人員)
餐點費 (包括膳宿和 (人數和天數)
其他支出)
2006 - 3 人 x 4
天
2007 - 3 人 x
30 天
- 機票

(人數和行程)
2006 - 3 人 x 1
團
2007 - 3 人 x 1
團

如專案進行超過一年，請說明討論中兩個會計年度每一年需求資金的總數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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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價

(單位數)

APEC 資 金 自行籌資(USD)

(USD)
差旅費 (主動參加人/參加人/受訓練人) (來自可合法旅遊的經濟體)
- 餐點費 (包括膳宿 ( 人 數 和 天
和其他支出)
數)
- 機票(限經濟艙)

(人數和行
程)

- 其他項目 - 偶發
事件* (機票漲價，涵

2006 –
偶發事件

2007
7490

蓋美金匯率貶值，在
被選研究國發生之不
可預測成本)

$2620
2006 –商品服務稅
(GST)

- 一般服務稅 - 加
拿大 (第一、二階段 第三階段不適用)

$3420

- 發行報告(包括分 (份數)
發)
2007- 420
- 設備/材料(簡短說 ( 設 備 的 種
明 需 要 的 事 物 及 原 類和數量)
因)
(租用天數)

2007
$2700

影印(份數)
通信(電話/傳真/信件/ 2006 - 350
快遞)

2007
$500

-

2006 – $765

主辦(簡短說明，如租 ( 適 當 的 數
用會議室、文具)
量)
(租用天數)
總計

$10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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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28

架構 1：APEC 性別架構和檢核單
APEC 性別架構認為性別是 APEC 跨領域的議題。包含了三項有相互關係的重要因素。
- 性別分析
- 依性別區分資料之收集和運用
- 讓婦女參與 APEC
除了其他事物，性別分析的目的在於增加 APEC 專案的效益。這些專案應「認同和支持女性在達成穩固發展所扮演的角色」(APEC
專案評估準則，1995 年 10 月資深官員會議同意，2000 年 7 月、2002 年 10 月由預算管理委員會〔BMC〕修正)。
下列為檢核表的編修版，該檢核表用作 APEC 專案提議的性別評估。APEC 婦女整合架構
已報告過此檢核表。兩者皆可在 APEC 網站內取得：
http://www.apec.org/apec/apec_groups/som_special_task_group/gernder_focal_point_network.html#
檢核表與問題

根據專案的案例研究，
根據專案的案例研究，你的建議是

專案計畫與實施階段應徵詢女性
-

專案發展時期是否將徵詢女性？

-

專案內是否將結合女性觀點？

-

專案連結的部分是否將認同相關的婦女網絡？

-

專案實施時期是否將徵詢婦女？

-

任何專案預算重點是否將分配給女性相關或有利女性
的領域？

-

專案預算是否將徵詢婦女？

專案中將蒐集和運用性別分類資料

28

-

專案中將蒐集和運用性別分類資料或資訊嗎？

-

會考量專案對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嗎？
根據專案的案例研究，你的建議是

檢核表與問題
專案將對女性有利
-

該專案的重點是女性嗎？

-

該專案會涉及對女性有利的產業、勞動市場或社群的領
域嗎？

會努力處理對女性不利的影響
-

會考量專案對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嗎？

-

你可以指出該專案任何方面可能會對女性有潛在的不
良影響嗎？

-

如果有，你能修改專案限制這些影響嗎？

專案評量應評估女性的參與度
-

會考量專案對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嗎？

專案資訊會傳遞給女性
-

你考慮過將專案結果與女性溝通的方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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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整合進入APEC架構～
各經濟體之落實策略
林慧芬
婦權基金會
96.08.22

性別整合進入「APEC性別架構」




APEC性別架構(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架構三項內容：
 性別分析 ─ 檢視男女生活差異的方法。
 性別分析資料之收集與運用 ─ 依據性別
分類，分別呈現女性與男性的狀況。
 婦女參與APEC
婦女參與APEC ─ 增加婦女於APEC論壇的
參與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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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機制面





澳洲
澳洲聯邦政府婦女室，針對澳洲政府之政策及計畫對婦女的影響
提供彙整意見。
人權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轄下的性別歧視委員＆就業與勞資關係部
的職場婦女平權機構均持續針對廣泛的議題進行重要的性別分
析。

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機制面
菲律賓
「國家婦女地位委員會」
國家婦女地位委員會」之監督機制
性別靈敏度發展計畫（
性別靈敏度發展計畫（PPGD）
PPGD）依時間劃分（1985-2025年）
推廣婦女經濟充權、保護與提升婦女權利、推廣性別靈敏度監督
性別靈敏度立法
性別平等法（Gender Equality Law）
婦女大憲章（Magna Carta for Women）
2003年的反人口販賣法案
性別統計










跨機構委員會負責性別統計。
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繼續努力收集有關婦女兒童人身安全（VAWC）的性別統計資料。
首席法官發佈81-2006行政通告，要求各層級辦事處收集並彙整性別統計資料，供法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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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機制面
印尼：
印尼：
規定性別主流化是國家發展計畫的全國策略之一（國家中期發展編號第
25/2004號法規）
重申由地區政府負責發展婦女賦權（編號第32/2004號地方治理法）
在國家發展中實施性別主流化，為所有政府機關、軍隊司令、檢察總
長、全國警察總長、省長、行政區首長及市長等提供指引，將性別主流
化納入全國發展政策及計畫的規劃、實施、監督與評估之中（總統令編
號第9/2000號規定）
將婦女賦權及性別主流化策略列為
第13/2006號的地區預算管理法規）地區層級的應辦理計畫（內政部編號
在實施這些法令規定時，中央兩性平等機關－
中央兩性平等機關－婦女賦權部在部會中設置
了性別聯絡人，並特別強調9大類策略發展行業：農藝、健康、家庭規
劃、教育、勞工、中小企業及司法，每一個地區政府皆可依此於其組織
架構上建立次級政府機關，然後研擬並運用被稱為性別分析路徑（GAP）
的性別分析指導原則，以及性別分析及績效指標中所用的既定指導原
則。







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機制面
日本：
日本：
1994年內閣中成立兩性平等促進總部（由首相擔任主席，並以內
閣所有部長為成員，該總部得於必要時不定期召開會議）。
2001年內閣府成立關鍵政策會議－兩性平等諮議會，該會由內閣
官房長官擔任主席，並為評議會成員提供一個由內閣部長及民間
部門組成的論壇，
2001年
年，日本還另於內閣府成立一個兩性平等局，作為兩性平等
2001
促進總部及兩性平等諮議會的秘書處，該局並負有規劃與協調政
府整體兩性平等政策之職責。
2005
年任命一名專司兩性平等議題的政務部長，以強化並加速兩
性平等相關政策之協調，這些針對政府機關實施的加強措施，使
政策得以在首相的強力領導之下貫徹發展與實施。










兩性平等社會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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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機制面
泰國：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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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性平等執行官員（CGEO）制度
1. 每一個部會/處室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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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動促進
所屬機構／處室兩性平等之綱要計畫。











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性別分析







性別分析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性別落差指標(MGGI)
性別落差指標(MGGI)衡量性別平等
(MGGI)
在MGGI數值計算中以四種面向指標，計算佔有同等比
例的重要性，類似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的次面向
指標 – 人類發展指標(HDI)。
當社會呈現性別平等或無性別不平等的狀態時，MGGI
就會呈現0的數值，當性別不平等達到最高標準，MGGI
的數值就會顯示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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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性別落差指標(MGGI)
性別落差指標(MGGI)之性別相關指標
(MGGI)之性別相關指標
 健康：
健康：

出生時的生命期望
低於5的死亡率
教育
成人識字率
整合總入學率（初級、第二與第三階段）
經濟活動
勞動參與率
非農業人口就業率















婦女權能
 政治表現
 i

)選舉國會議員佔有率 ii)委任參議員佔有率
立法委員、資深官員、主管階級、專業人士、半
專業人士及技術人員等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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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性別統計










澳洲

澳洲統計局收集各類資料、提供及運用按性別區分的資料，以作
監督，提供政策及計畫所需的資訊方面（www.abs.gov.au網站）
運用於政策倡議措施的研擬與評估上，以便為澳洲政府的政策倡
議措施之形成與修正提供合理的佐證基礎。
刻正廣泛收集幼兒托育、
幼兒托育、家庭特性、
家庭特性、懷孕，
懷孕，及轉職、
及轉職、收入、
收入、時間
運用與安全等各類重要婦女議題的資料。
並於所有的個人／
所有的個人／家戶調查中按性別收集資料，以及按性別收集
來自企業的資料，除非可能因此而對受訪者造成不合理的負擔。

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性別統計







菲律賓

由跨機構的委員會負責性別統計。
由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Court）繼續努力收集有關婦女兒童人身安
全（VAWC）的性別統計資料。
由首席法官發佈81-2006行政通告，要求各層級的辦事處收集並彙
整性別統計資料，以供法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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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N經濟體推動概況：性別統計




印尼
中央層級：按性別區分之連續性資料，彙整供全國的
數據，以運用於中央層級的發展計畫規劃、監控及評
估之中。

困境：
 1.資料系統尚無法符合按性別分類而阻礙了性別分析
 2.在國家層級以下，省級與區級的資料雖可來自年度
的全國大規模調查，並提供各省及行政區使用，但在
類別層級之資料則仍相當有限。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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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
「性別整合 APEC 架構」：
現況、困境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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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之發展
96年
年8月
月22日
日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邱惠玲
1

性別統計之發展
性別統計重要性
 性別統計重要里程碑
 性別統計現況及檢討






11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網頁...
網頁

結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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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重要性


性別主流化工具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統計
 性別意識培力
 性別分析
 性別機制
 性別預算

3

性別統計圖－
年女性勞參率
性別統計圖－2005年女性勞參率
新加坡
美國
中華民國
南韓
日本

％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歲

4

39

性別統計重要里程碑




88年
年－研究建立性別統計指標
90年
年－建置11類性別統計指標
建置 類性別統計指標
92年
年－建立性別網頁資料更新機制
完成「
完成「我國性別統計及婦女生活地位之國際比較研究」
我國性別統計及婦女生活地位之國際比較研究」








94年
年－成立性別統計工作小組
創編性別統計專刊年報
95年
年－辦理性別統計研習營
96年
年－彙編性別圖像中英文手冊
5

性別統計現況及檢討


追蹤檢討11類性別統計指標
追蹤檢討 類性別統計指標







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 辦理現況、
辦理現況、檢討方向

建置維護性別統計網頁及檢討方向
彙編性別統計刊物及未來規劃
辦理性別統計訓練及未來規劃
汲取國際經驗及未來規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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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建置沿革


88年
年－初步完成9個領域按性別分類統計資料
初步完成 個領域按性別分類統計資料





89年
年－研擬性別統計整體架構
90年
年－建置11類性別統計指標
建置 類性別統計指標






婦權會第5次會議決議「建立以性別為基礎之國家
相關統計分析資料」

提APEC第6次婦女領導人會議

91年
年－擬訂執行期程
92年
年－建立性別網頁資料更新機制
92年迄今
年迄今－
年迄今－定期填報執行進度及召開會議檢討
7

11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辦理現況


960807性別統計工作小組第
性別統計工作小組第3次會議
性別統計工作小組第 次會議
（368項
項）





已發布 331項
項（89.9％）
％）
未發布 37項
項（未預訂發布日期 7項
項）

決議



刪 2項
項（福利、
福利、救助暨保險類及健康類）
救助暨保險類及健康類）
增教育類 3項
項，併同媒體類 5項
項，移請婦
權會教媒組委員審酌確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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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發布情形彙整表(
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發布情形彙整表 (截至 960725）
960725）

單位：
單位：項

類

別

壹、福利救助暨保險
貳、社會(
社會(政治)
政治)參與
參、婚姻與家庭
肆、人身安全
伍、健康
陸、教育
柒、就業與經濟
捌、媒體
玖、交通與運輸
拾、環境
拾壹、文化與休閒
合
計

項數

已發布

96
11
28
71
72
11
21
8
10
20
20
368

94
9
28
65
63
6
21
2
10
18
15
331

未發布
已預訂發布日期 尚未預訂發布日期
1
1
2
6
8
1
5
1
5
2
5
30
7
9

11 類性別統計指標未發布且
性別統計指標未發布且未預訂發布日期項目
未預訂發布日期項目

流水號 類別
分類
1 壹、福利、
福利、救 三、社會保險
助暨保險 (一)全民健康保險
2 伍、健康

項目
提供機關
(4)外籍新娘
(4)外籍新娘，
外籍新娘，大陸新娘及外勞 行政院衛生署
僱傭投保人數
中央健康保險
局
各學年度公私立醫學院校開設
各學年度公私立醫學院校開設 教育部
與性別、
與性別、婦女健康等議題相關
之課程數
(1)報紙
(1)報紙、
報紙、雜誌、
雜誌、廣播、
廣播、有線電 行政院
視、無線電視、
無線電視、衛星電視、
衛星電視、網 新聞局
路
(1)廣電節目統計
(1)廣電節目統計、
廣電節目統計、宣導短片統 行政院
計、電子視訊牆宣導短語統計 新聞局

3 捌、媒體

一、制定具性別意識之健
康政策，
，建立有性別意識
康政策
的醫學倫理與醫學教育
二、性別屬性的媒體家數

4 捌、媒體

三、婦女議題宣導

5 捌、媒體

四、性侵害新聞處分案件 (1)性侵害新聞處分案件
(1)性侵害新聞處分案件
（金額）
金額）
五、色情廣告處分案件（
色情廣告處分案件（金 (1)報紙
(1)報紙、
報紙、雜誌、
雜誌、廣播、
廣播、無線電
額）
視、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衛星電視（
衛星電視（含
0204）
0204）
六、其他節目處分案件（
其他節目處分案件（金 (1)廣播
(1)廣播、
廣播、錄影節目、ＤＶＤ、
錄影節目、ＤＶＤ、
額）
網路、
網路、無線電視、
無線電視、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
衛星電視

6 捌、媒體
7 捌、媒體

行政院
新聞局
行政院
新聞局
行政院
新聞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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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請婦權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檢討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清單
類 別

分 類

陸 、 教育

一 、 學 校 教 育

項 目

(7) 各 學 年 度 公 私 立 院 校 開 設 與

主 、 協 辦 機 關

教 育 部

性 別 議 題 相關 之 課 程 數

(8) 各 學 年 度 警 察 學 校 開 設 與 性

內 政 部

別 議 題 相關 之 課 程 數

(9) 各 學 年 度 軍 校 開 設 與 性 別 議

國 防 部

題 相 關 之 課程 數

捌 、 媒體

二 、 性 別 屬 性 的 媒 體 家
數

三 、 婦 女 議 題 宣 導

(1) 報 紙 、 雜 誌 、 廣 播 、 有 線 電
視、 無 線 電 視、 衛 星 電 視、 網 路

(1 ) 廣 電 節 目 統 計 、 宣 導 短 片 統
計 、 電 子 視 訊 牆 宣 導 短 語 統 計

四 、 性 侵 害 新 聞 處 分 案

(1 ) 性 侵 害 新 聞 處 分 案 件

件 （ 金 額 ）

五 、 色 情 廣 告 處 分 案 件
（ 金 額）

六 、 其 他 節 目 處 分 案 件
（ 金 額）

行 政 院 新 聞 局、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行 政 院 新 聞 局、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行 政 院 新 聞 局、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1)報 紙 、 雜 誌 、 廣 播 、 無 線 電

行 政 院 新 聞 局、國 家 通 訊 傳

視、有 線 電 視、
（ 含 0 2 0 4 ）播 委 員 會
視、衛 星 電 視

(1)廣 播 、 錄 影 節 目 、 Ｄ Ｖ Ｄ 、 網 路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國 家 通 訊 傳
無 線 電 視 、 有 線電 視 、 衛 星 電 視

播 委 員 會

11

11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
類性別統計指標－檢討方向


本處持續追蹤




定期召開性別統計工作小組會議檢討

未來指標項目增刪修訂仍有空間



性別統計工作小組會議
婦權會各分工小組會議




例如人身安全組／
例如人身安全組／健康及醫療組／
健康及醫療組／教媒組

各部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納入性別統計議題
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有利強化性別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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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性別統計網頁及檢討方向


建置性別統計專屬網頁




建立性別統計資料更新機制




本處首頁連結以利使用者搜尋應用
配合11類性別統計指標增刪修訂及資料連結
配合 類性別統計指標增刪修訂及資料連結

追蹤各部會性別統計專屬網頁建置情形



依婦權會第27次委員會會前協商會決議辦理
依婦權會第 次委員會會前協商會決議辦理
預計函請各部會配合辦理，
預計函請各部會配合辦理，並於教媒組報告
13

性別統計專屬網頁－
性別統計專屬網頁－主計處首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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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專屬網頁－
性別統計專屬網頁－統計表

15

11類性別統計指標連結各部會相關網頁
類性別統計指標連結各部會相關網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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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性別統計刊物及未來規劃
94年創編性別統
年創編性別統
計專刊年報
96年彙編性別圖
年彙編性別圖
像中英文手冊







未來規劃



持續彙編性別統計刊物
延續近年作業方向－
延續近年作業方向－常川刊物融入性別觀點
17

辦理性別統計訓練及未來規劃






主計人員基礎訓練班、
主計人員基礎訓練班、幹部訓練班及領
導研究班等訓練課程融入性別觀點
95年辦理性別統計研習營
年辦理性別統計研習營，
年辦理性別統計研習營，強化各部會
性別統計分析知能
未來規劃



持續開設性別統計課程
延續近年作業方向－
延續近年作業方向－各項訓練融入性別觀點


社經指標、
社經指標、公務統計研討、
公務統計研討、工作演講會

46

18

性別統計專屬網頁-統計分析
性別統計專屬網頁 統計分析

19

汲取國際經驗及未來規劃




88年起編製國際性別評比指數
年起編製國際性別評比指數GEM、
、GDI
年起編製國際性別評比指數

92年完成
年完成「
年完成「我國性別統計及婦女生活地位
之國際比較研究」
之國際比較研究」





聯合國World’s
Women Trends and Statistics
聯合國
指標（
、日81%、
、美82%）
）
指標（我國發布項目79%、
我國發布項目

95年派員赴
年派員赴UNECE、
、瑞典統計局研習實務
未來規劃


延續近年作業方向－
延續近年作業方向－蒐集研究國際性別統計動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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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別評比
國際性別評比指數
評比指數釋
指數釋例－GEM
性別權力測度 國會議員 管理及經理 專技人員 女性平均每人
GDP占男性比率
(GEM)
女性比率 人女性比率 女性比率 GDP占男性比率
數值 排名
％
％
％
％

2004年
2004年
挪威
美國
新加坡
中華民國
日本
南韓

0.932

1

37.9

29

50

75

0.808

12

15.0

42

55

62

0.707

18

18.9

26

45

51

0.692

20

22.1

16

44

58

0.557

43

10.7

10

46

44

0.502

54

13.4

7

38

46
21

性別評比指數－
性別評比指數－衡量特定領域


將眾多指標加權計算綜合指數－
將眾多指標加權計算綜合指數－國際間尚無共識



須從為數眾多的統計指標中作出選擇
須對單一項目賦予正向或負向價值判斷






離婚率

2001年
年OECD指出綜合指數在多元價值社會不合宜
指出綜合指數在多元價值社會不合宜

國際組織朝向選擇特定領域少數統計項目，
國際組織朝向選擇特定領域少數統計項目，彙總
計算指數，
、GDI
計算指數，並持續定期發布GEM、


僅含兩性之零歲平均餘命、成人識字率、粗在學率、按購
買力平價計算之平均每人GDP等4項
GDI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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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評比指數現況及未來規劃


針對有國際規範共識且定期發布的
特定領域指數




本處蒐集國內相關資料，
本處蒐集國內相關資料，依其編算公
式，將我國資料帶入計算，
將我國資料帶入計算，並增列納
入全球評比排名，
入全球評比排名，同時定期發布於網
頁，供各界參考及利於國際比較

未來規劃－
未來規劃－持續蒐集國際研究資料
23

結語


性別統計與國際接軌
我國達先進國家水準
 持續關注國際之發展




庚續推動國內性別統計工作
補實11類性別統計指標並加強各部會業
補實 類性別統計指標並加強各部會業
管統計之性別複分類
 追蹤各部會性別統計專屬網頁建置情形
 強化各部會性別統計分析知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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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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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影響評估
現況、
現況、困境與策略
吳秀貞
行政院研考會
96.8.22
1

GIA我國
我國經驗及現況-1
「性別評估指標」
性別評估指標」與「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影響評估」:

93年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參考
93年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參考APEC
年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參考APEC性別整
APEC性別整
合諮詢小組（
合諮詢小組（AGGI）
AGGI）參考依據等資料發展
完成「
完成「性別評估指標」，
性別評估指標」，經提行政院婦權
」，經提行政院婦權
會第20
會第20次委員會議會前協會議研商
20次委員會議會前協會議研商，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會議研商，決定
將「性別評估指標」
性別評估指標」修正為「
修正為「性別影響評
估」
內政部補助財團法人婦權基金會編製性
別影響評估操作手冊。
別影響評估操作手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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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我國
我國經驗
我國經驗及現況
經驗及現況-２
依據:本院婦權會第
依據 本院婦權會第25次會議決議及該
本院婦權會第 次會議決議及該
會95年
年11月
月10日
日「建立國家重要政策
性別評估指標會議」
性別評估指標會議」結論，
結論，請各部會
自96年
年1月起針對
月起針對96年進行之
月起針對 年進行之新計畫
年進行之新計畫
（重大政策）
重大政策），選擇計畫進行性別影
響評估，
響評估，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彙整

3

GIA我國經驗及現況
我國經驗及現況-３
新計畫（
新計畫（重大政策）
重大政策）定義
•屬「大投資、大溫暖」類計畫，本類
計畫需全部檢視。
•非屬「大投資、大溫暖」類計畫，自
96年1月1日起施行，已報院審查或預
計將於96年1月至4月報院審查之重要
中長程個案計畫。
•非屬需報院審查之重要中長程個案計
畫，與「婦女重點分工表」相關之其
他計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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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我國經驗及現況
我國經驗及現況-４
４
計畫選擇範圍
計畫涉及婦女政策綱領
計畫所涉領域，
計畫所涉領域，在社會中已存在性別落差
針對特定性別的改革方案
與性別特別有關之部門的計畫
計畫涉及生育、
計畫涉及生育、養育或依賴者照顧
計畫涉及公私領域間的關係
針對某一或多個團體為對象的計畫
計畫涉及以人為直接或間接服務目標對象。
計畫涉及以人為直接或間接服務目標對象。
5

GIA我國經驗及現況
我國經驗及現況-５
５
評估方式
期初評估
於新計畫規劃階段進行期前評估，
於新計畫規劃階段進行期前評估，收集
相關性別統計，
相關性別統計，並評估該計畫是否在性
別上有重要影響
期中評估
針對所選擇之新計畫，
針對所選擇之新計畫，每年進行性別影
響評估。
響評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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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我國經驗及現況
我國經驗及現況-６
６
評估指標
必選指標：受益人性別統計（比例）
自選指標：如挪威評估指標
辦理方式及期程
由各部會研考（計畫、企劃）單位主辦
，辦理過程應徵詢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意見，每4個月定期進行彙整追蹤。

7

GIA我國
我國經驗及現況-７
其他事項
經建會、
經建會、國科會及研考會於審議各部會
之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時，
之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時，應檢視該計
畫是否將性別觀點納入考量，
畫是否將性別觀點納入考量，且進行性
別影響評估之期初評估。
別影響評估之期初評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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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1

9

一、計畫名稱：大溫暖-弱勢家庭脫困計畫
二、計畫實施期程：96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
案例介紹-2
三、計畫主辦單位：社會司
四、計畫屬性（範圍）：計畫涉及以人為直接或間接服務對象
五、計畫目標：(一)減少家庭因突遭變故而陷入困境者走向絕路。 (二)營造相互關懷、溫暖互助的新社會。
六、計畫總經費及年度經費：總經費198,000 千元及年度經費為 99,000 千元
七、與本計畫相關性別統計資料之蒐集與分析：(一)因社會變遷及產業結構改變，仍有民眾囿於現行制度無法
納入社會救助、 社會津貼和社會保險體系，生活在貧窮邊緣；另有國民因家庭突遭變故，致生活頓陷入困境，
卻因得不到緊急救助，遂靠舉債度日。本計畫即為補綴社會救助體系之缺漏，除對急需協助者提供立即性之「
急難救助」外，並將由專業社會工作人員評估轉介提供「緊急短期居住庇護」、「緊急醫療補助」、「精神疾
病診斷與治療」、「就業扶助」、「助學措施」、「法律扶助」、「人身及財產安全保護」、「照顧服務」，
以及「創業與理財」等其他面向之服務措施，俾使弱勢者獲得適切之協助。
(二)依據本部93年申請「急難救助」者共3萬6,134人，男性2萬3,054人，約占64%，女性1萬3,080人，約占36%
；94年申請急難救助共3萬3,960人，男性2萬958人，約占62%，女性1萬3,002人，約占38%。本計畫為擴大照顧
「新貧者」及「近貧者」等弱勢對象，訂定符合規定之5類服務對象得申請急難救助金（如附件），其中更衡酌
實況並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對於遭受暴力、性侵害者，其存款帳戶經凍結或其他特殊情事致家庭財產未能及
時運用，提供及時與立即之協助。
八、本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
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一〉評估指標：補助急難救助協助之受益人數性別比例
〈二〉衡量標準： （實際補助女性戶長急難救助戶數/申請急難救助總戶數）×100％
〈三〉年度目標值：50％
〈四〉現況： 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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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介紹
-3

一、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台北都會捷運內湖線計畫
二、計畫實施期程：
計畫實施期程：20012001-2009
三、計畫主辦單位：
計畫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四以上皆非
、計畫屬性（
（範圍）：
計畫屬性
範圍）：)
以上皆非(
(
請敘明理由)
請敘明理由
本計畫為軌道運輸建設工程，
本計畫為軌道運輸建設工程，屬一般鐵路或公路工程，
屬一般鐵路或公路工程，無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五鐘、，計畫目標：
：完成捷運路網約14.8
28分
計畫目標
完成捷運路網約14.8公里
14.8公里，
公里，14分鐘
內湖線內湖站至台北車站僅需
28分
由內湖線松山機場站至台北車站僅需14
分鐘。
由內湖線松山機場站至台北車站僅需
14內湖線內湖站至台北車站僅需28
分鐘。
六10,590,000
、計畫總經費及年度經費：
：總經費59,260,000
計畫總經費及年度經費
總經費59,260,000 千元及年度經費為
千元
七、與本計畫相關性別統計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與本計畫相關性別統計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八、本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
本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
不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請敘明理由）：
，屬一般鐵路或公路工程，
請敘明理由）：本計畫為軌道運輸建設工程
）：本計畫為軌道運輸建設工程，
本計畫為軌道運輸建設工程
屬一般鐵路或公路工程，無須
。
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11

問題檢討-1
2次作業問題


未徵詢該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意見



部會檢視無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計畫居多





未將「
未將「大投資、
大投資、大溫暖」
大溫暖」類計畫(243
類計畫(243項
(243項)全
部納入檢視
評估指標針對受益人之投入或過程面，
評估指標針對受益人之投入或過程面，未
以成果效益面設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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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檢討-2
部會反應問題







直接全面性實施，
直接全面性實施，計畫承辦人員及研考人員性
別意識培力不足，
別意識培力不足，且無作業規範操作說明及教
育訓練等，
育訓練等，不知如何辦理。
不知如何辦理。
沒有重點部會試辦提出範本供觀摩參考
對於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類計畫，
對於公共建設及科技發展類計畫，不知如何評
估， 如「大投資」
大投資」類計畫。
類計畫。
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不需評估之計畫，
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不需評估之計畫，
行政院婦權會委員仍要求需全部評估，
行政院婦權會委員仍要求需全部評估，無所適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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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方向-1
行政院已實施或即將推動之重大評估制度，
行政院已實施或即將推動之重大評估制度，如環
境影響評估、
境影響評估、稅式支出評估、
稅式支出評估、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法規影響
評估等，
評估等，均經相關部會多次研商反覆討論，
均經相關部會多次研商反覆討論，規劃完
善之評估機制並施以完整之宣導訓練後，
善之評估機制並施以完整之宣導訓練後，再據以逐
步推動實施
GIA亦應將計畫選擇範圍
亦應將計畫選擇範圍、
亦應將計畫選擇範圍、共同評估指標、
共同評估指標、作業
規範、
規範、教育訓練等予以妥善規劃
研考會將與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共同研
擬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
擬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預計於96年底完成
預計於 年底完成，
年底完成，提
供各部會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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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方向-2
一、選定範圍
達一定金額以上的重大政策或計畫(
達一定金額以上的重大政策或計畫(比照環
評) 。
計畫涉及婦女政策綱領或重點分工表。
計畫涉及婦女政策綱領或重點分工表。
計畫所涉及的領域在社會中已存在性別落差。
計畫所涉及的領域在社會中已存在性別落差。
與性別特別有關之部門的計畫。
與性別特別有關之部門的計畫。
政策、
政策、計畫、
計畫、方案與性別直接相關，
方案與性別直接相關，或涉及生
育，養育或依賴者照顧。
養育或依賴者照顧。
針對特定性別的改革方案。
針對特定性別的改革方案。
依規定所必需執行的性別影響評估。
依規定所必需執行的性別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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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方向-3
二、依類型規劃不同評估方式
（一）計畫、
計畫、政策及方案
1.社會發展類
社會發展類：
以人為服務對象或者以托育、
社會發展類
：以人為服務對象或者以托育
、照顧工作
為目標，
為目標，與性別的關係較密切，
與性別的關係較密切，需詳細評估


注意女人/
注意女人/男人是多元的

2.經濟建設類
經濟建設類(含公共工程
經濟建設類 含公共工程)：
含公共工程 ：可用較簡單之檢核表評估




對弱勢、婦女、孩童及老人友善、安全與舒適的空間規劃──廁所、地下
停車場、人行道等
提升男性參與育幼與照顧的空間規劃

3.科技發展類
科技發展類：
科技發展類：視其與性別的關係決定評估方式



「男理工、女人文」
「數位落差問題」

（二）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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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方向-4
三、依不同階段進行評估






期初：
期初：從無到有正要草擬的，
從無到有正要草擬的，效果最好
期中：
期中：正在執行計畫的評估，
正在執行計畫的評估，可即時調整
期末：
期末：計畫已執行完成的評估，
計畫已執行完成的評估，做為後續計畫研
擬之參考
可諮詢性別專案小組，
性別專案小組，就針對該
針對該計畫是否
計畫是否需要進
是否需要進
行後續性別影響評估提出意見
行後續性別影響評估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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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及管考

研修方向-5

與行政院審查
與行政院審查及管考
審查及管考現
及管考現行相關作業整合
行相關作業整合，GIA 不宜
自成一格
成一格，以簡化
以簡化作業，
作業，避免疊床架屋
(一)審查:
審查: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規定辦理，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規定辦理，重
要計畫分別由研考會、
要計畫分別由研考會、經建會及國科會審查；
經建會及國科會審查；法案由行
政院法規會負責

一般性及年度計畫由主管機關及主辦機關審查
(二)管考：
管考：
依行政院計畫管制作業，
依行政院計畫管制作業，依其重要程度進行三級列管：
依其重要程度進行三級列管：

行政院列管：
行政院列管：重要法案、
重要法案、計畫或政策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部會)
部會)列管

主辦機關自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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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APEC-GFPN 議題分享會」
議題分享會」與談人與談報告資料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鍾副主任振芳

壹、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就性別能力建構規劃執行情形：
一、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依據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之會議決
議，於 93 年 10 月 21 日函頒「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
計畫」。嗣配合實際需要，先後於 94 年 1 月 7 日及 96 年 4 月 2
日修正。至實際訓練課程則由各機關依上開計畫據以規劃辦理。
二、 為了解各機關推動現況，人事局定期於每年調查各機關性別主流
化訓練辦理情形，各機關執行成效並列入每年度人事機構業務績
效考核之參據，90 年至 95 年各機關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之相關
統計資料如下：
（一）90 年，各主管機關辦理共計 929 場。
（二）91 年，各主管機關辦理共計 1041 場。
（三）92 年，各主管機關辦理共計 1168 場。
（四）93 年，各主管機關辦理共計 1906 場。
（五）94 年，各主管機關辦理總時數 2353.5 小時。
小時。

（五）95 年，各主管機關辦理總時數 3899.5 小時。
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屬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依據相關訓練計畫，規劃執
行情形：
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網路學習辦理情形：
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規劃設計相關網路課程。目前本中心
開辦性別主流化系列線上課程，共有三門：
（一）性別平等教育—校園性騷擾之防治，課程時數 2 小時，上
線時間是 96 年 7 月，課程內容包括性騷擾的界定、性騷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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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觀、性別化的性騷擾界定、性騷擾的影響、性騷擾的防
治等。至目前完成閱讀認證人數 522 人。
（二）性騷擾防治法，課程時數 1 小時，上線時間是 96 年 4 月，
課程內容包括，1.民眾篇、2.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
用人篇、3.警察篇。至目前完成閱讀認證人數 2,635 人。
（三）大同小異—性別平等教育概述，課程時數 2 小時，上線時
間是 94 年 11 月，課程內容包括性別岐視、瞭解性別平等的
基礎概念、性別平等推動之要務等章節。至目前完成閱讀認
證人數 6,656 人。
二、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95 年度及 96 年度性別主流化實體課程辦理情
形：
（一）95 年度：
1.95 年 3 月 15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種子師資培訓班訓後成效研
討會」
2.95 年 3 月 16 日及 17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人員研習
班」，
3.95 年 8 月 16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研習班」。
4.95 年 5 月 10 日辦理「CEDAW 初階訓練專班」。
（二）96 年度
1.96 年於 3 月 14 日及 9 月 19 日規劃辦理「性別主流化研習班」
訓期各 1 天，共 2 期，參訓對象為行政院所屬中央暨地方機關
公務人員，每期人數 200 人。
2.96 年 5 月 30 日辦理「CEDAW 初階訓練專班」訓期 1 天，共 1
期，參訓對象為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之性別聯絡人，或辦理法
制、法規業務承辦人員、研考、綜合規劃等相關人員，每期人
數 40 人。
3.96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培訓班—進階
班」1 期。 （規劃辦理情形詳如後）
4.96 年 8 月 8 日至 10 日辦理「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培訓班—基
礎班」1 期。（規劃辦理情形詳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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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96 年度「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培訓班」規劃辦
理情形：
（一）規劃情形
依據人事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決議暨「各機關公務
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
，本中心於本（96）年度辦理性別主
流化種籽師資培訓班進階班及基礎班各 1 期。課前並邀集本局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員及本局各相關業務處及學員代表於
96 年 3 月 30 日召開課程規劃諮詢會議，規劃相關課程內容。
（二）執行情形
1.進階班—
依據課程規劃諮詢會議決議，96 年度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培
訓班分進階班及基礎班辦理，訓期各為 2.5 天。進階班於 7
月 2 日至 4 日辦理完竣，參加研習人員系依據實施計畫，並
由外聘委員推薦名單，並一一徴詢參加人員意願後決定。學
員包括交通部蘇統計長媛瓊、衛生署戴處長桂英、內政部林
參事慈玲等共 31 人參加，學員滿意度總平均為 88.16 分。進
階班於課程進行前，請學員預先撰寫與本機關有關性別之實
際個案，並於課前彙整提供講座參考，課程進行中經實作、
講座指導及學員討論，以提升研習效果。結束後並聘請進階
班之表現優異之學員擔任基礎班課程講座，以達到本種籽師
資培訓班原來之預期目標，本次邀請到交通部蘇統計長媛瓊
講授性別統計，內政部林參事慈玲講授性別分析等，經實施
結果成效良好。
2. 基礎班—
基礎班於 8 月 8 日至 10 日辦理完竣，參加研習對象包括（1）
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成員或業務承辦主管或承辦人員
（2）各部會性別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共 31 人參訓。學員滿
意度總平均為 90.9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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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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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合作(APEC) 第五屆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
(5th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Meeting, GFPN)
一、 會議時間：2006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
二、 會議地點：澳洲凱恩斯 香格里拉飯店 Marlin 會議室
三、 與會代表
（一）各國代表︰本屆 GFPN 共計 17 個經濟體與會，包括澳洲、汶萊、加拿大、
智利、中國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巴布新幾
內亞、秘魯、菲律賓、新加坡、中華台北、泰國、美國及越
南，而太平洋島嶼論壇秘書處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本屆會議。
（二）我國代表︰我國由內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出席，並由財團法人婦女權
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林研究委員慧芬及林研究員柳村陪同與
會。
四、 會議主席：Julia Burns 女士（澳洲婦女辦公室執行長/ Executive Director
Office for Women in Australia）
五、 會議背景說明
APEC 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會議始於 2003 年，源起 2002 年第二屆婦女部
長會議決議通過，於資深官員會議中成立推動性別整合之常設機制，其成員包
括 APEC 各論壇代表、各經濟體代表以及 APEC 秘書處指派之性別整合工作計
畫主任。GFPN 會議為 APEC 正式資深官員會議，隸屬 SOMIII 層級，故各經濟
體的性別聯絡人均具有相當位階之官方身份，我國性別聯絡人目前由內政部社
會司司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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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聯絡人網絡（
）提交資深官員會議（
）之報告
性別聯絡人網絡（GFPN）
提交資深官員會議（SOMIII）
第 5 屆性別聯絡人會議於 2007 年 6 月 28-29 日假澳洲凱恩斯舉行，共計 17 個
經濟體代表，與會人數為 42 人。GFPN 的任務是監督實施「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的執行狀況。由於性別平等是一個基本的發展議題，GFPN 正致力於整合
性別觀點於 APEC 中，在各項方案中凸顯性別議題的重要性，正如世界銀行所
陳述，性別平等是聰明的經濟學，因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貧窮的消減，所受益的
不僅是婦女，也包括男性、兒童及整體社會。
部分 GFPN 成員參與了 6 月 25-27 日假道格拉斯港舉行之第 12 屆婦女領導人網
絡(WLN)會議，該會議有超過 400 人與會。
2007 年 GFPN 的成就如下：
的成就如下：
部分由 GFPN 支持的計劃現已全面實施：
 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於 2007 年 26 日至 27 日假澳洲凱恩斯舉行，訓練 APEC
官員們如何在其工作中確認並處理性別影響；
 貿易優先工作坊於 2007 年 6 日 24 日假道格拉斯港舉行，提供來自相關經濟
體婦女出口商有關貿易優先方案有利於其商業活動的訊息；
 婦女數位經濟論壇於 2007 年 6 日 22 日至 23 日假道格拉斯港舉行，鼓勵更
多女性從事資訊通訊科技，並證明該科技有利於其商業活動與更廣泛的生活
應用。
GFPN 現正執行 SOM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檢討報告中有關 GFPN
的建議事項：
 獨立檢視者參與 2007 年 GFPN 會議，於會議中作簡報並向 GFPN 成員進行
諮詢。
 GFPN 討論 SCE 支持主席任期兩年的建議，GFPN 的結論是目前由主辦經濟
體擔任主席並由主席之友支持的模式（由前屆主席、下兩屆主席及志願者擔
任），提供最有效率且有效能的模式，可確保 GFPN 實施計劃的連續性與一
致性。
 GFPN 體認到需要確保 APEC 秘書處資源的運用要與修訂過的 APEC 工作小
組與 SOM 任務小組領導者與副領導者準則有所一致，GFPN 主席將致函
APEC 秘書處執行長以確認此項承諾，並邀請執行長運用各種機會改善
GFPN 與 APEC 秘書處間互動的有效性。
 GFPN 注意到建議中提到減少活動及會議時程以及確保會議的時間安排合
宜，與 APEC 程序一致、切中目標相關之參與，GFPN 將此建議納入未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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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議計畫及 3 年計畫發展的考量中，包括不建議在 2008 年舉行婦女事務
部長會議。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及預算管理委員會向 GFPN 提交的報告，提及對其整合性別
於其活動的努力。性別整合計畫主任也進行一項有用且具豐富資訊的報告，提
供 APEC 性別整合活動的概況。
GFPN 在未來 APEC 性別整合工作所將面臨的挑戰：
性別整合工作所將面臨的挑戰：
2007 年 GFPN 會議分析今年的 APEC 計劃提案如何有效地處理了性別議題，並
檢視其在早期計畫概念形成到計畫評估整個過程中促進性別考量的策略。該分
析顯示出 APEC 多個計劃中性別影響的檢驗存在著重大的誤解。
這些誤解包括：
 男性與女性將受到計畫相同的影響；
 只有在性別議題為該計劃的主要焦點時才需要性別分析；
 在計劃中區分男性與女性是歧視；
 不主動排除女性就是將她們涵蓋在內的足夠措施；
 性別不適用於計劃中。
為消弭這些誤解，GFPN 承諾要與 APEC 計劃管理單位及 APEC 各論壇密切合
作，特別是在方案發展早期主動提供方案計畫者支持，並從本年性別分析訓練
中具建設性的回饋意見中策略性增加其影響力。
GFPN 的下一步包括：
的下一步包括：
2008 年 5 月完成獨立檢視報告後，GFPN 將檢視授權範圍事項以便將該檢討報
告的結果納入考量。
資深官員會議代表於 GFPN 會議發表演說，依其建言，各經濟體聯絡人將增加
其與該經濟體內其他 APEC 相關官員的互動程度，以增強 GFPN 對 APEC 政策
議題的影響力，確保女性的觀點受重視，並更有效整合於 APEC 工作計畫中。
GFPN 將採取措施使網站對使用者更為友善，對此議題的初步討論已在 2007 年
進行，並將進一步納入 2008 年的討論議程中，有關性別及貿易的研究資料庫也
在發展中，俾有利於所有 APEC 論壇。
第 12 屆 WLN 會議於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澳洲道格拉斯港舉行，這次會
議提出一些重要且有力的建議，包括移工議題以及貿易自由化對婦女的不同影
響。這些建議都與 2007 年 APEC 優先事項具一致性。GFPN 成員歡迎這些建議，
同時也承諾要與各經濟體與其他 APEC 論壇（含 ABAC）共同努力，以找出可
支持並協助其工作的特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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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PN 對資深官員會議的建議：
對資深官員會議的建議：
GFPN 建議 APEC 資深官員揭示 APEC 處理女性移工及移動勞動力的脆弱性。
第 18 屆 APEC 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指出需要進行區域貿易自由化及自由貿易
協定對女性影響的研究，GFPN 建議 APEC 資深官員要求相關論壇致力於此研究
並發展計畫，以教育女性有關貿易協定及貿易優先方案對女性的影響及所提供
的機會。GFPN 亦請求資深官員注意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中「女性受惠貿易優
先計畫」研討會的重要性。
GFPN 建議資深官員持續支持 APEC 官員的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與婦女數位經
濟論壇。
GFPN 請求資深官員注意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及預算管理委員會向 GFPN 提供的
性別整合報告，GFPN 請求資深官員鼓勵 APEC 論壇在工作中增加其對性別議題
的關注。
GFPN 建議資深官員將性別納入政策發展之考量，GFPN 也將樂於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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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性別聯絡人網絡概述
APEC- 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
一、背景與由來
著重區域的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經濟技術合作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
，自 1996 年開始關心「性別」
議題。1996 年於菲律賓舉行的 APEC 領袖會議所發表之宣言就特別強調「女性」
與「青年」的參與；1998 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Women）於菲律賓召開，會中研擬的「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
（A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獲得當年的 APEC 領袖們的支持背書，成
為 APEC 區域各經濟體積極落實的工作項目，並依此成立 APEC 婦女整合諮詢
小組（Ad-Hoc Group on Gender Integration, 簡稱 AGGI），而此為性別聯絡人網
絡會議之前身。
為了使性別整合工作能在 APEC 架構中永續發展，2002 年於墨西哥召開之
第二屆女性部長會議中決議，AGGI 的階段性任務結束，進而於資深官員會議中
成立「性別聯絡人網絡」（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簡稱 GFPN）。GFPN 成
立最大的目的是喚起 APEC 各論壇及經濟體對性別議題的重視，並在 APEC 各
論壇，會員經濟體及 APEC 秘書處三者間建立一個聯絡機制，作為資訊分享交
流的管道，以提升區域間女性的權益。
二、性別聯絡人之角色與任務
GFPN 的機制為向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簡稱 SOM）報
告 APEC 間所有性別相關之活動與成果，並透過 APEC 間各經濟體、論壇以及
APEC 秘書處合作與聯繫，增進亞太區域婦女的經濟利益。GFPN 每年固定召開
一次，由 APEC 各論壇與經濟體指派性別聯絡人與會，負責促進和報告所屬經
濟體之性別整合實施架構，會議主席由當年 APEC 主辦經濟體(Host Economy)
擔任，並由前後任主辦經濟體擔任主席之友（Friend of the Chair），協助會議事
宜，而 APEC 秘書處設有性別整合工作計畫主任（Program Director）
，負責與各
論壇、經濟體連繫，處理行政事務，以及支援 GFPN 會議資料準備等。
GFPN 希望提供 APEC 論壇、部長及領袖在性別議題上政策與實際的建議，
根據此原則，負有八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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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 APEC 各論壇，強調性別整合工作的重要並確認落實。
2. 倡導並且報告 APEC 各論壇/各會員經濟體中女性參與的情形。
3. 評估及報告各相關計畫採用性別指標之效益(Gender Criteria)，並視狀況修
訂之。
4. 收集並分享各論壇性別整合之最佳實務範例。
5. 支援並報告 APEC 各論壇及各經濟體性別整合工作之實施進度。
6. 協助性別專家及 APEC 各層級相關婦女專家提供建議。。
7. 協助發展 APEC 各計畫提案。
8. 對 APEC 提出促進性別整合之建議。
三、經濟體性別聯絡人
經濟體性別聯絡人工作
性別聯絡人工作
各經濟體的性別聯絡人由所屬於經濟體指派，通常為負責婦女事務之官方代
表，除了負責促進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之實施外，並提供APEC論壇間之相關
協助。其工作如下：
1. 促進經濟體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之實施並報告其進程。
2. 協助來自其經濟體的所有性別聯絡人以及其他重要人等，於其個別論壇
的工作中考量性別議題，並透過論壇的工作確認足以影響及提昇婦女參
與之議題。
3. 作為論壇與GFPN之間的資訊管道，尤其是在每年與會與提送報告方面，
並在性別倡議計畫整合中擔任重要參與者，為當年度的論壇工作計畫確
認特定專案。
4. 與各經濟體聯絡人和性別整合計畫主任密切合作，以便於：
 適時提供專家建議並促進APEC 論壇性別相關之計畫發展與實施
 提供性別專家建議，以協助性別整合計畫主任對性別資源與工具的發
展。
 協助並準備每年提送資深官員、部長與領導人之整合婦女參與APEC架構
實施報告，並適時籌備專業部長會議。
 籌備兩年一度婦女事務部長會議。
5. 參與GFPN會議以確認性別議題納入APEC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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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 APEC 性別聯絡人與國內性別聯絡人
（一） 中華台北之性別聯絡人
由於APEC各經濟體的性別聯絡人由所屬於經濟體指派之負責婦女事務官方
代表，我國性別聯絡人由負責婦女議題的主管機關首長－內政部社會司司長擔
任我國性別聯絡人。
（二） 我國設置「中央各部會的性別聯絡人」
我國於 1991 年加入APEC，2001 年起擴大參與APEC中婦女相關會議，如性別
整合諮詢小組會議（AGGI）
、婦女事務部長會議（MMW）
、婦女領導人網絡會議（WLN）
及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GFPN）
。為加強性別議題在APEC架構之整合參與，並落
實APEC婦女相關會議決議，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第十九次大會中討論通過決
議，請中央各部會派科長級以上人員擔任性別聯絡人，以參與規劃性別議題工
作及協助各部會將性別整合進入APEC架構，落實APEC各項性別相關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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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APEC 性別聯絡人網絡運作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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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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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歷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之聯合部長聲明
1998 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之聯合部長聲明：
年第一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之聯合部長聲明：
一、 將成立一「婦女事務專家任務小組」(Ad-Hoc Task Force on
Women)，於一年內草擬完成一份「整合婦女加入 APEC 工作
架構」(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作為
未來 APEC 各相關論壇或活動加強婦女參與之指導原則，其內
容應包括：建立性別分析研究之準則、改善有關性別資料之蒐
集與使用、強化婦女參與 APEC 之方法與管道、以及落實工作
架構之具體方法等。該任務小組並應向資深官員會議報告工作
進展及成果，預計在工作架構研擬完成後解散。
二、 婦女議題應被視為跨領域之議題，在 APEC 之相關論壇，尤其
是「經濟與技術合作」、「貿易暨投資自由化、便捷化」之相
關計畫、活動下廣泛討論。
三、 加速建立以性別區分之統計資料，並統一各經濟體統計資料之
標準，以客觀評估各經濟體推動婦女參與 APEC 活動或事務之
成績及進展。
四、 考慮進一步對亞洲金融風暴對婦女造成之各種衝擊，進行深入
研究，並研擬策略，以減少婦女所遭受之不對等衝擊。在未來
推動經濟復甦方案時，並應確實將婦女之經濟利益列入規畫之
中。
五、 鼓勵及推動婦女參與 APEC 各論壇之相關活動，尤其應鼓勵其
參與決策階層。
2002 年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之聯合部長聲明：
年第二屆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之聯合部長聲明：
一、 指定性別聯絡人網絡的完成及其角色與任務，並建議立刻以下
列方式執行：
 所有的論壇及經濟體皆需任命聯絡人
 婦女領導人網絡的角色與 ABAC 的支持，以使在婦女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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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下能扮演積極的角色
 婦女聯絡人網絡發展行動方案以指引部長會議間 APEC 需執
行的實際工作
 每兩年召開部長會議以延續婦女整合的力量
二、 加強 APEC 的工作及 APEC 經濟體有關「婦女參與 APEC 架構」
的性別分析、性別分類資料與婦女參與等三項因素，以更加瞭
解新經濟下的性別差異的經濟衝擊。
三、 認知發展資料指數的重要性與運用婦女無酬工作調查的時間，
以評估婦女對經濟的貢獻。
四、 鼓勵 APEC 經濟體發展與檢視有關工作條件不平等的法律規
章，並藉著評估企業發展方案、出口財務計畫與市場通路等計
畫支持婦女企業家的發展。
五、 在認知貧窮人們對其經濟的獨特貢獻下，我們要求 APEC 經濟
體及相關論壇能夠參與貧窮婦女問題研究，以反應她們在面對
貿易自由化時的特殊挑戰經驗。
六、 推動 APEC 經濟體加強微小及中小能力以參與國際貿易，認知
對婦女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七、 提出無法配合低收入人們需要的信用、儲蓄與其它財務服務等
重要需求，特別是婦女部分，並鼓勵以微小財務組織方式發展
商業。
八、 幫助微小企業與市場發展計畫，以及提供服務的能力建構。
九、 在 APEC 下，提供有關微小企業發展、財務服務、微小財務組
織的規章與諮詢等最佳典範相關資訊的交換，以創造微小企業
的有利環境。
十、 提出貿易自由化對兩性的重要差異，這項差異並須納入更佳的
計畫或正確政策目標中，以確保貿易自由化能夠真正讓所有人
自經濟發展中獲益。
十一、 鼓勵 APEC 經濟體支持有關性別分類資料的研究，以進一步
了解貿易自由化對性別差異的衝擊。
十二、 推動 APEC 經濟體提出有關企業因貿易自由化所帶來重整對
女性勞工的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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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鼓勵 APEC 經濟體提供便利的措施以加強婦女能力、投入資
訊通訊技術與知識經濟。特別是 APEC 經濟體應繼續評估、
檢視與促進婦女狀況，並使其能藉由教育獲得知識與機會以
完全參與數位經濟。
十四、 主張所有 APEC 經濟體能在安全的區域內分享有關婦女利益
及其商業的成功。

附錄三
附錄三

GFPN 提送資深官員會議
提送資深官員會議之歷年
資深官員會議之歷年建議
之歷年建議

第一屆(2003)
第一屆(2003)
1. 告知各論壇，如有未指派性別聯絡人，應儘速辦理，以達到資深
官員、部長及領袖們之要求。
2. 請 求 各 論 壇 所 指 派 之 性 別 聯 絡 人 參 加 性 別 聯 絡 人 網 絡 會 議
（GFPN），並將性別議題納入其年度工作報告中。
3. 確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秘書處已得到各論壇性別聯絡人之協
助，密切關注與性別相關之活動。
4. 請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各會員及各論壇之性別聯絡人提供最新
性別整合之相關活動、最佳範例及性別專家給秘書處，供秘書處
更新網站資料之用。
第二屆(2004)
第二屆(2004)
1. 正視並感謝曾與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發展聯合計畫的工作小組
如貿易暨投資委員會，中小企業工作小組中的微型企業次團體的
合作；並請支持前揭團體聯合計畫的建議。同時，也要鼓勵其他
的工作小組，特別是 APEC 重要策略領域的工作小組如人力資源
工作小組(HPDWG)，與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發展聯合計畫；並當
其提入預算委員會審議時，給予較高的評分。
2. 訴請各經濟體成立性別諮詢小組，及強化現有的協調機制。該小
組最好由各經濟體的資深官員來領導；以強化將 APEC 性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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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及活動落實在經濟體國內層級上，作法包含當計畫方案發展
時，要納入性別諮詢意見的規定。
3. 透過在 APEC 秘書處設置一個性別整合方案主任的位置，並由具
有性別議題專長的全職專任方案管理者擔任的方式；以強化對性
別聯絡人網絡會議的支持。
4. 提醒及協助推動 2002 年 9 月領袖會議所支持的部長建議—每兩
年舉辦婦女事務部長會議之落實。
第三屆(2005)
第三屆(2005)
1. 歡迎各界提供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的相關報告。
2. 指示所有論壇指派一位性別聯絡人（GFP）並參加性別聯絡人網絡
(GFPN)會議。
3. 鼓勵 APEC 論壇及經濟體申請整合婦女參與 APEC 架構相關落實方
案，並指出在架構中執行不足之處。
4. 同意 APEC 秘書處性別整合方案主任是秘書處小組的一員，並可以
評估提報 APEC 方案，以確保這些計畫包括性別面向。
5. 為「整合跨論壇之間的性別專家」及「性別分析訓練」這兩個計
畫背書，也納入預算管理委員會(BMC)2006 年審查中。
第四屆(2006)
第四屆
1.資深官員會議重申將性別議題整合於 APEC 各個活動中應列為優
先項目，現在雖有進步，但仍有挑戰，協助推動 GFPN 與所有 APEC
論壇關係的 APEC 機制仍須繼續存在，並需要加強。
2.資深官員會議指示工作小組的主導成員和委員會主席，要委任一人
負責性別議題，並且成為 GFPN 的成員。這必須在 2007 年資深官
員會議首次會議（SOM I）前完成，並以書面形式向 GFPN 主席
和 APEC 秘書處報備。
3.資深官員會議原則上支持印尼提議，即針對婦女因天災和意外事件
中遭受的不均衡影響進行研究和成立工作室，依據 APEC 的人類
安全議題，這符合 APEC 中對意外準備最優先原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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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
第五屆（2007）
1.GFPN 建議 APEC 資深官員揭示 APEC 處理女性移工及移動勞動力
的脆弱性。
2.第 18 屆 APEC 部長級會議的聯合聲明指出需要進行區域貿易自由
化及自由貿易協定對女性影響的研究，GFPN 建議 APEC 資深官
員要求相關論壇致力於此研究並發展計畫，以教育女性有關貿易
協定及貿易優先方案對女性的影響及所提供的機會。GFPN 亦請
求資深官員注意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中「女性受惠貿易優先計
畫」研討會的重要性。
3. GFPN 建議資深官員持續支持 APEC 官員的性別分析訓練工作坊
與婦女數位經濟論壇。
4. GFPN 請求資深官員注意中小企業工作小組及預算管理委員會向
GFPN 提供的性別整合報告，GFPN 請求資深官員鼓勵 APEC 論壇
在工作中增加其對性別議題的關注。
5.GFPN 建議資深官員將性別納入政策發展之考量，GFPN 也將樂於
提供協助。
附錄四
附錄四

GFPN 歷年會議
歷年會議舉辦地點
會議舉辦地點

第一屆 2003 泰國，
）
泰國，坤敬市（
坤敬市（Khon Kaen, Thailand）
第二屆 2004 智利，
）
智利，聖地牙哥（
聖地牙哥（San Diego, Chile）
第三屆 2005 韓國，
韓國，慶州 (Kyongju, Korea)
第四屆 2006 越南，
）
越南，會安（
會安（Hoi An, Vietnam）
第五屆 2007 澳洲，
）
澳洲，凱恩斯（
凱恩斯（Cairns, Australia）
第六屆 2008 秘魯
第七屆 2009 新加坡
第八屆 2010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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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APECAPEC-WLN 議題分享會
綜合討論會議記錄
壹、時

間：96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

點：台灣金融研訓院 503 會議室

參、 綜合討論主持人：
綜合討論主持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何主任委員美玥
紀錄：陳麗蓉
肆、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略)
伍、主席致詞：
主席致詞：(略)
陸、議題發表：
議題發表：(略)
柒、綜合討論摘要：
綜合討論摘要：
1.

何主委美玥：以往我國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忽略女性的需求，我在參與過
兩屆 WLN 會議之後，認為在現有政策中缺少對女性需求的安排，這不是政
治或是女權的事情，而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的時候就應該要照顧到所有人才的
特性，過去未把女性的力量發展出來是國家的損失，也是經濟沒有辦法快速
成長的一個因素，所以以整體國家發展而言，女性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是非
常重要的。就經濟層面來看，女性應該至少在三個層次裡面得到協助：
（1） 女性進入社會之後，缺乏一個社會網絡，不似男性的網絡在這個社會
裡面非常穩健，因此開始推動北中南建立網絡，再由這個網絡推展到
各縣市。在此非常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承接這項業務。這個網絡除
國內以外，也建立在「台灣經貿網」此一入口網站上，提供外國友人
搜尋我國女性企業，使國際間迅速搜索到台灣的女性企業進而合作，
也期盼各位能利用此機制與外國企業合作。
（2） 第二個部分是要幫助女性創業，幫助女性降低創業風險。過去青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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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推動飛雁計畫，但是飛雁計畫只是在告訴大家成功經驗。成功
經驗固然重要，但如何開創事業更重要，所以我們規劃女性創業鳳凰
計畫，在此感謝勞委會孫處長的大力推動。目前成功取得鳳凰計畫貸
款的比率為 63.7%，表示有 63.7%的學員完成訓練課程繼而取得貸款
資格，這項計畫不只是借創業者資金，更是在訓練創業者建立網絡，
教他們創業可能面對的挑戰以及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讓創業者有機
會考慮，想清楚確定要創業之後再借錢給她們創業。希望這項計畫真
正能幫助到欲創業的女性朋友們。沒有成功貸款到的女性朋友們也不
用因此氣餒，因為從這過程中已經學習到很多創業須知。實行這項計
畫的重點是拉著女性的手，帶領她們走出來，培養經濟自主的能力。
（3） 另外，我非常感謝微軟王委員，由於看到他將數位鳳凰計畫推動的那
麼好，今年經建會特別推出一萬元的數位鳳凰計畫，45%由經建會補
助交由 NGO（非營利組織）辦理訓練課程，另 55%由企業辦理，用
以避免全數由企業辦理訓練課程會產生藉由開課之名賺錢的弊端，同
時建立 NGO 在社會上的功能。硬體方面，有些社區已經有資訊中心，
比較缺乏的是軟體部分由誰來訓練，我們必須從訓練的需求來改善。
假設女性習得基本使用電腦的能力，再就業都不成問題。經濟部的 E
化配套方案中，於今年開始推動專屬女性的數位開運團。我們所做的
政策中也許還有不足之處，歡迎提供寶貴的建議。
關於委員們提及我國爭取舉辦 WLN 部長會議一事，我們會努力爭取，
但是軟硬體方面真的需要很多準備才能去做。
2.

林秘書麗梅(台南市政府)：很高興自己參與這次在澳洲舉辦的 WLN 會議，
也很感謝台南市市長對女性的重用，尤其是從去年到今年，台南市政府的女
性長官增加 40%，有民政局局長、環保局局長、社會局局長、勞工局局長、
法制室主任、主計室主任、財政局局長等都是女性。從參與 WLN 會議回來
之後，我們舉辦一系列的電腦課程，從基礎、實用到進階班，反應非常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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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應學員要求開設高級班，所以從九月開始，週一到週五的早上都有電腦
課程。
參與這次 WLN 會議，深感語文的重要性，於是利用閒暇之餘參加英文
課程，增進自我英文能力，從同學身上又感受到另一股努力前進的生命力。
最後，回應議題分享時林主任秘書提出我國應有參與 WLN 會議的團
服，我認為我們的團服設計應該要能夠突顯我國女性的嬌小身材，使得他國
與會者一眼就看得到我們。
3.

陳理事長曼麗(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回應團服的部分，我認為設計一
款具有台灣特色的服飾作為參與國際會議的團服很重要。以往，我們講到具
有台灣特色的服飾都會想到原住民的服裝，但是，我們又不是原住民。而旗
袍也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穿著的服飾，有些人也沒有旗袍。先前我們也有票
選什麼樣式的服飾最能代表台灣特色，投票結果非常分歧，由此可知要選出
一套具台灣代表性的服飾並不是很容易。
另外，跟大家分享今年 WLN 會議對 APEC 領導人與部長的建議中，氣
候變遷、女性與移工這二項是國內婦女團體比較不熟悉的議題。尤其是氣候
變遷對於婦女團體的疏離感比較大，總認為此議題應該是屬於環保專業人員
的領域，但是，實際上氣候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極大的影響，譬如：日前
颱風來襲，造成一顆高麗菜漲價到台幣 250 元，溫室效應造成海平面不斷上
升，這些都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可能我們對於災害評估的參與度比較低，
對於商業性行為較為積極參與，但猶如氣候變遷與移工等政策面的大方向也
會影響經濟活動，所以希望主辦單位可以協助我們加強瞭解這些我們比較不
熟悉的領域。

4.

何主委美玥：回應團服的部分，假如明年我還是團長，一定會設計一套團服，
表現我們的團隊精神。假如明年我不是團長，我也會建議下屆團長採納製作
團服的建議。
關於氣候變遷的部分，很多人認為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災害管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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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上的問題，不是性別的問題，但是，像印尼受到海嘯的侵襲，他們深切
感受到重建家園對於女性的重要性。重建房舍時，許多建築都必須要更換以
應付同樣甚至更強的災害。假如女性不知道，仍然維持與災前一樣的裝潢，
恐會發生另一次危機，而且女性待在家中的時間比男性長，所以女性更應該
知道如何改變家中擺設與設備以應付天災。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把氣候變遷
擺在這次 WLN 會議討論的議題中。期許未來完成社會上性別主流化這個層
次後，得以提升至另一層次在於自己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對生活的改善。
5.

王委員秀芬：我們從 10 年前就有女企業家開始參加 WLN 會議。二年前，
行政院婦權會的周清玉委員再次強調我國一定要每年參與這個盛會。請各位
務必要繼續參加 WLN 會議，讓各部門的女性朋友都有機會能夠參加這場女
人發聲的會議。

6.

陳經理雅芳（新時尚創藝有限公司）
：這次參與 WLN 會議對我有 2 個震撼。
以前總認為 APEC 會議離我很遙遠，也感覺台灣人在其他會議發言的機會很
少，然而，台灣在這次 WLN 會議上卻是很受注目。以我自己為例，不管大
小場次課程，我都積極參與，且在最後提問時間把握機會發言，當我站起來
跟大家說我來自台灣時，我看到大家給予我肯定的眼神，當下我覺得很驕
傲，也很高興能有發言的機會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提醒大家千萬不要輕忽自
己的力量，因為小小的力量都有可能改變會議的決議。
另外，回應團服的部分，雖然這次我們沒有統一服裝，但婦女權益促
進發展基金會特別為所有團員準備小蝴蝶飾品，就是希望能讓外國友人輕易
認出台灣團員，甚至也可以把這些飾品當作與他國代表交流的開場白。這次
會議上，許多友人對於我們佩帶的蝴蝶飾品愛不釋手，團員也紛紛將小蝴蝶
飾品送給外國友人，當我看到他國代表佩帶蝴蝶時就知道我們已經跟她們建
立友好關係。

7.

何主委美玥：回應剛剛雅芳提的飾品部分，未來我們可以多準備小飾品作為
與他國友人社交的見面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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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委員清玉：我本身是社工背景出身，以往碰到婦女議題，多半是處理弱勢
婦女問題。我很感謝在參與過多次國際會議之後，現在我可以從性別角色的
面向切入、從經濟層面著手，解決最根本的中心問題。透過大家的努力，才
有今天的成果，所以我們要持續努力，要讓更多女性覺醒，不只讓女人有性
別意識，還要讓男人也有性別意識。

9.

何秘書長碧珍（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我在 6 年前到墨西哥參與第 6
屆 WLN 會議，當時是由林芳玫擔任團長，那次會議我們帶回來「微型創業」
的觀念。當時墨西哥大力推動微型創業，我們還去墨西哥的鄉村參訪他們如
何進行微型創業。從那時候提出這個概念到現在已經經過 6 年，我們還沒有
找到屬於我們的微型創業模式，是不是政府遇到什麼困難，我們民間團體應
該如何配合？希望未來對於這個部分能多一點分享。

10. 何主委美玥：回應剛才碧珍提出的微型創業部分，我來做個簡短的說明。行
政院婦權會在 2003 年提出許多關於微型貸款的建議，但因為那時提出的方
案都比較被動，跟現有許多貸款方式相似，只是針對弱勢婦女來做貸款協
助。今年我們認為如此的做法不夠積極，所以我們提出「小額貸款鳳凰計
畫」
，婦女不管是個人還是企業，都可以來申請 30 萬到 50 萬元的小額貸款，
不用保人而且貸款利率只有 3.33%，再搭配勞委會的創業訓練課程。此計畫
在今年 3 月 8 日婦女節開始實施，目前已有 7 千多人成功獲得貸款。我們對
這項計畫寄予厚望，在這次的 WLN 會議上提出時也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與
讚賞。
11. 張理事長惠玲（台中市企業講師協會）
：非常開心這次跟大家一同到澳洲參
與 WLN 會議，回來之後跟許多姊妹分享出國心得，大家都希望未來能成立
一個「APEC 學習團」，藉由參與過國際會議的姊妹們來分享他們的心得，
也讓更多姊妹有管道可以參與國際會議開拓視野。
12. 張理事長晴雯（台灣圓心關懷協會）
：關於剛剛許多人提到團服的部分，不
管是原住民服裝，或是旗袍，我們都要去思考台灣的文化主流在哪裡?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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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要培養自主權，必須要去思考什麼是我們的存在價值?我極力建議政
府要有一個專責婦女事務的單位。
13. 陳委員秀惠：女性要不斷努力來提升自我能力，尤其是要多元化發展，像這
次 WLN 議題提出的氣候變遷其實跟女性關係非常密切，我們就是要培養自
己多方面發展，也期待日後能有愈來愈多的女性官員在政府機關推動性別主
流化。
捌、散會：
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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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APECAPEC-GFPN 議題分享會」
議題分享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
時間：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九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貳、 地點：
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 503 室

紀錄：
紀錄：林柳村

參、 主持人：
主持人：行政院婦權權益促進委員會

周委員清玉

肆、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
行政院婦權會周委員清玉
行政院婦權會吳委員宜臻
行政院婦權會何委員碧珍
行政院婦權會陳委員秀惠

周清玉
吳宜臻
何碧珍
陳秀惠

行政院婦權會王委員秀芬
內政部社會司曾司長中明
行政院研考會吳專門委員秀貞

王秀芬
曾中明
吳秀貞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鍾副主任振芳
行政院主計處邱科長惠玲
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副院長安妮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陳專門委員明忠

鍾振芳
邱惠玲
李安妮
許孟智(代)

中央銀行徐行務委員木良
行政院新聞局許代副處長麗慧
衛生署統計室陳專門委員麗華
衛生署企劃處王薦任技士心芬

徐木良
許麗慧
陳麗華
王心芬

行政院研考會吳視察美雲
海巡署管辦事員盈惠
考訓處黃專員群芳
內政部社會司李專員育穎
台北市社會局鄧研究員純芳
台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邱理事長美月
內政部少年之家林主任昭文

吳美雲
管盈惠
黃群芳
李育穎
鄧純芳
邱美月
林昭文

財團法人陶聲洋防癌基金會李執行長一梅
伊甸社會服務基金會郭社工員怡沛
伊甸社會服務基金會張社工員頌琦

李一梅
郭怡沛
張頌琦

中華飛雁張世芬理監事
台南縣桂花鄉婦幼關懷協會楊理事長秀玲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部張幹事敬華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林召集人美瑢

張世芬
楊秀玲
張敬華
林美瑢

開懷協會鄭理事長一芳

鄭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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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心理衛生協會溫執行秘書桂君
台灣圓心關懷協會張女士晴雯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李女士芳惠

溫桂君
張晴雯
李芳惠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郭徐女士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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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研究委員慧芬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范研究員德鋆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林研究員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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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研究員佳音

郭徐雅珍
黃鈴翔
林慧芬
范德鋆
林柳村
陳麗蓉
趙佳音

伍、 各場次與談人報告（
各場次與談人報告（略）
陸、 綜合座談發言摘要：
綜合座談發言摘要：
主持人周委員清玉：
主持人周委員清玉：
謝謝基金會同仁與三位部會與談人的簡報，相信與會者對性別整合進入 APEC
架構與部會推動現況有一定了解，現在就請大家提出意見討論。
行政院婦權會陳委員秀惠：
行政院婦權會陳委員秀惠：
我想請教吳秀貞專門委員，在您簡報的案例介紹三（台北部會捷運內湖線計畫）
這部分的性別影響評估是被否決掉，不知道是否可搶救回來？因我個人經驗看
來設施上（如把手、手扶梯等）並無將性別、老年人以及弱勢者納入考量，也
請大家一起討論。
研考會吳專門委員秀貞(回應
研考會吳專門委員秀貞 回應)：
回應 ：
感謝委員的指教，我會提這個個案也是因為看到問題，多數交通部所送回來的
案例評估結果都是無須評估，許多部會也回應不知如何操作這樣的評估，而研
考會也正努力建立制度與操作手冊，以方便部會操作；而就工程的部分，是否
納入女性考量，如增加勞工時是否聘請女性人員，台北捷運站公司應該會有一
致的標準。另外，與大家分享一個案例，是由研考會委員提出的想法，捷運站
出入口原本全是需手推動閘門，目前部分改建成感應式閘門，這個作法可視為
是考量到性別因素，因為若是手推式閘門很多媽媽帶小孩會不太容易出入，而
手推式閘門入口會對男生重要部位造成不利。我想捷運站所有的設施會納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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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性別考量作改善，不光只是內湖站的問題。未來研考會也會請經濟建設委員
會和公共工程會一起來看計畫是否需作性別評估；在此也呼籲各部會，未來要
送計畫到研考會之前，先請其專案小組委員先進行評估並達成共識，以利制度
的建置。
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副院長安妮：
台灣綜合研究院李副院長安妮：
就主計處邱惠玲科長的簡報中提及性別主流化的六大工具中第六項組織再教
育，我想那是沿用舊版名詞，應該是要改成性別機制。雖然中央的性平機制一
直沒完成，但性別機制是很重要，我在這也很肯定三位與談人所作的努力。性
別主流化不只是想法，還要有具體作法，如何去審視法案、政策、措施等等，
用具體作法才會發展出那六大工具，為什麼會有版本的錯誤，因為不管在從國
際組織或各國經驗，我們是無法找出誰先誰後的關係，我們只能從各國或國際
組織作了什麼東西，從中去作整理，而整理出這六大項。而如秀貞所言，推動
性別影響評估中部會所面臨的問題，不知道基金會目前的處理如何？就我的了
解中，我們目前有個工作需進行，就是把各部會的性平專案小組的委員與婦權
會委員等，把在性別主流化過程中具有決策者的人集合起來，作一個明確任務
的釐清，為什麼要作這件事呢？2007 年報告中指出性別主流化要在各國家或
組織作的好壞，與 mandate（授權）很有關係，當然還與 budget（預算）的有
否和 statistics （統計資料）夠不夠相關。至於 mandate（授權）的部分，我覺
得也許需要利用現有的機制，不管大家是否喜歡現有的機制，或是否為科層
制，但這樣的東西要在這體制運作的時候，我覺得要運用這樣的體制，把
mandate（授權）很清楚的讓大家來了解，性別主流化的內容是什麼？我們這
樣子透過大家意見來交流，我想秀貞也許透過基金會即將要召開工作坊的方
式，會對性別影響評估這一塊會有更好的理解，我也理解到部會和婦權會委員
各吹各調這現象，但若把 mandate(授權)清楚定義，我想整個事情的運作和貫
徹會比較清楚，當然這裡面會包括性別統計。與部會對話時也需用部會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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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去進行溝通，如與經濟部對話時，需用經濟部的語言把性別
consciousness(意識)告訴他們。今天剛好談的是 APEC 議題，又有部會性別聯
絡人，因此我就稍為作一下補充，這六大工具的緊密關係，謝謝。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林召集人美瑢：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林召集人美瑢：
很高興看到今日性別主流化的成果，表示政府的確有關心這一塊。但如何從
11 項統計統計中去了解一個政策的結果，是不是方向正確？比如說，近年來
推出方案來協助原住民婦女可以就業，可否可從統計中得知是何政策所造成的
結果？謝謝。
主計處邱科長惠玲:
主計處邱科長惠玲
原住民的部分，在建置 11 指標時，於 91 年有擬訂執行期程，因為不是所有
指標都可以一次產生，而整個統計制程最基礎是業務部門要有資料出來，才能
作統計，而原住民資料非常弱，所以當時民國 91 年會議時有個附帶決議，有
關原住民統計的部分則請原住民委員會成立專案小組來推行，這部分不知道今
日是否有原民會性別聯絡人與會，有的話就可以請他們作進一步的說明。
（註：
無原民會代表到場。）
行政院婦權會吳委員宜臻：
行政院婦權會吳委員宜臻：
我想請問慧芬，台灣是 APEC 正式會員國，除了 APEC 性別聯絡人網絡會議每
年例會外，不曉得還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可以與其他經濟體性別聯絡人有一
些政策上的合作？我會提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婦權委員會目前與越南有個司法
協定，在國內我們把它認為是一項性別政策要推動，但在越南或菲律賓或其他
經濟體等要作政策合作時，我們找不到管道，若以 APEC 會員國來看的話，有
否可能透過這樣的網絡，可以到達他們政府部門組織作有效的溝通，想請問這
可能性，謝謝。
婦權基金會林研究委員慧芬(回應
婦權基金會林研究委員慧芬 回應):
回應
APEC-GFPN 有每年的例會溝通，負責推動許多性別相關計畫，而會議上也有

87

國家提計畫，若我們覺得很重要，也會去回應，這檯面上的合作機制，也會透
過 APEC 秘書處計畫主任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會固定把一些訊息來與經濟體
作資訊的傳遞與討論，最後也可能發展成方案計畫；除了例會外，而檯面下我
們也會進行 network（交流）的工作，這也是在 GFPN 中我們能進行的角色，
當然這也需要連結到公部門不同的體系，基本上 GFPN 也扮演了窗口的角色，
會把這樣的機制連結其他經濟體背後龐大的科層體制，再作出一個具體行動，
基本上 GPFN 是個窗口、連結，還有溝通交流的功用。
行政院婦權會何委員碧珍：
行政院婦權會何委員碧珍：
我要回應安妮所提那件事的重要性，前幾個星期我才聽尤美女律師提到，尤美
女律師是部門的性別小組成員，她提個案子，就是在進行的案子中進行性別影
響評估，但開會時只有她一位女性委員到場，其他被聘為專案小組的成員中，
民間委員沒有到場，結果會議上時這項提案被否決，所有人認為我們的部門不
需要作性別影響評估，所以就沒有作，這是一個例子。另外，先前有要求各部
會所有委員會約一百多個，要達到任一性別三分之一的規定，其實在這些人在
其部門委員會裡，能影響很多政策和預算，然而在這些委員會的委員中，不要
說男性，連女性，新增加進去的女性委員，有沒有性別意識，我覺得這點也有
待觀察，剛剛安妮所提不只是性別專案小組的人要來作一溝通，我認為在相關
委員會裡的女性委員也應該來接受性別主流化的教育及意識的加強，所以這部
分，希望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也能作這樣的安排，這邊先跟副主任反應一下，有
機會我們也希望拜會人事行政局局長，請他作協助與加強。
主席：
主席：
有性別意識與對六大工具有認識的人都不是這麼普遍，我想這部分是最基本要
加強大家的東西，從基礎打好，才能談到更進一步，如家暴、性侵等，課程的
規劃上應該要區分成基礎班和高級班，打好基礎是現在最需要的工作。今天謝
謝所有與談人精采報告和與會者參與，謝謝大家。
柒、 散會(中午十二點三十分
散會 中午十二點三十分)
中午十二點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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