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輯 手 札

親愛的讀者，大家好！

秋涼時節，邁入第十八年的臺灣同志遊行「成人之

美」引起國際媒體報導，認為邊境管制下這場超過十萬人的

遊行，同時展現了民主臺灣的多元價值與防疫成果；然全球

疫情不歇，更凸顯跨國伴侶無法團聚的問題，也促使越來越

多國際組織關照疫情對不同群體及特定面向造成的影響，本

期「特色組織」介紹身心障礙女性團體「女性賦能國際」及

其線上調查，就女性及少數性別障礙者在疫情中遭受忽略的

需求提出建議，「主軸議題研析」則摘譯APEC政策支援小組

對於當前與未來工作型態的分析，並指出強化社會安全網與

打造永續照顧經濟的迫切。

歷經半年的調適，以視訊方式召開國際會議逐漸成為

疫情下的「新日常」。「UN瞭望臺」分享本屆聯合國大會

中對性別議題的討論，除了再次呼籲各國領袖加速落實性別

平等與婦女賦權，更強調年輕世代性別工作和女性主義者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我國亦在本屆會期間舉辦了「女性領導

力：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網路研討會，邀請駐美國代表處

蕭美琴代表和美國全球婦女議題柯莉無任所大使進行對談。

另外，「APEC視窗」則記錄今年度三場婦女與經濟會議的

精華，其中「公私部門對話會議」各講者提及如何在男性主

導的產業中確保女性參與、縮短性別落差，尤其值得參考；

「人物速寫」進一步聚焦工程領域，記述亞太地區三位不同

世代女性工程師突破框架的職涯經驗。

臺灣的國際交流活動則有同時開設現場的虛實整合特

色，「第三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透過「性別創新──女

力新經濟時代」平行論壇，討論社創事業如何建構性別平等

環境，讓所有人都得以在兼顧生活與工作中發揮所長；「第

三屆LEAP工作坊」和「數位轉型‧人才創新」國際論壇兩項

培力活動，分別希望促成女性和婦女／性別團體發揮創意與

潛能來面對疫情及數位轉型的挑戰，也期待不同性別的讀者

都能看見多元思維在變局中發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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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組織

看見疫情中的性別與障礙：女性賦能國際

人物速寫

超越所見，建構多元（上）：工程產業的女性群像

UN瞭望臺

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中的性別議題

APEC視窗

2020年APEC婦女與經濟視訊會議與會紀實

主軸議題研析

疫情、女性與未來工作的轉變

在地發聲行動

第三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想響亞洲

第三屆LEAP工作坊：女性主義者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

「女性領導：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網路研討會

「數位轉型‧人才創新：亞太關鍵驅動力」國際論壇

全球會議新訊

活動預告

2020 START UP 新女力創業節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U N 

Security Council）於2000年10月

3 1日通過第1 3 2 5號決議，其劃

時代的意義在於首度承認武裝衝

突的嚴重影響，肯認女性於戰後

重建、維護安全的獨特角色與貢

獻，同時敦促會員國致力於推動

女性充分參與相關決策機制。

為紀念該項決議屆滿二十週年，歐洲議會德國籍

議員漢娜‧諾伊曼（Hannah Neumann）偕同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中心（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慕

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南方之

聲（Southern Voice）等單位，發起#SHEcurity全球連線

活動，以歐盟成員國、二十國集團（G20）為主要調查

範圍，對照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近年資料，

檢視女性在國防領域的處境，並發表研究成果，摘要

如下：

（1）政治：女性目前為歐洲議會成員總數的41%，且

每次選舉大致增加3.3個百分點，但外交、國防事務委

員會的比例，卻長期停滯在兩成左右；

（2）外交：各國使節團的女性占

比平均為43%，然而擔任大使職務

者約莫25%，且隨著職等提升則落

差越大；

（3）軍警：女性從事軍事與警

政工作者，為各該類別的11%及

25%，即使匈牙利、奧地利、斯洛

維尼亞的女性武裝部隊成員比例最高，仍未超過20%；

（4）特派任務：以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特派團

（Peacekeeping Mission）為例，女性領導者占36%，

但近五成皆為副手；而歐盟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的任務配置，

在民事行動的70位負責人當中僅見6位女性，甚至未有

任何軍事指揮官或副官。

綜上，達致實質的性別平等，需要持續奮鬥100

年。儘管#SHEcurity倡議為初步嘗試，卻已開啟對話與

反思，呼籲各國主動蒐集數據、正視結構因素、追蹤

後續發展，期破除受苦難的刻板印象，以開闊視野加

速和平進程的具體實現。

●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2g3RjX

● 圖片來源：EURACTIV / Vladimirs Koskins 

源起於2017年埃及紅海度假

勝地，古納電影節（El Gouna Film 

Festival）秉持合作與交流的精神，

以催化中東與北非的創意表現為願

景，鼓勵年輕世代透過影音對外連

結。本屆活動盛事之一，即屬來自

約旦、黎巴嫩、巴勒斯坦、阿爾及

利亞等國共九位新銳導演，有感於阿拉伯地區鮮見女性

製作人、攝影師等相關從業者，因而成立「說故事的女

性」（Rawiyat），目標係挑戰電影業現況，追蹤數據

以瞭解職涯發展需求，進而培育更多人才。

起心動念，則為相似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困境。

究其脈絡，首當其衝便是缺乏充足奧援，女性泰半傾

盡心力完成首部作品後，便因為財務困難而無以為繼，

在缺乏知名度且不易爭取資助的情況下，終將失去發聲

管道而退出產業；再者，以男性為主導的環境中，女性

必須單打獨鬥並加倍努力克服結構障礙，證明自己具

備立足於職場的才華與技能，同時忍受不公或排擠。

此外，缺乏平等意識的劇

情，常圍繞不合時宜的習俗，或

充斥刻板印象。自#MeToo平權運

動形成浪潮以來，非但促使各國

電影產業重新理解性別議題、調

整影展獎項，也逐步撼動過往權

力不對等的態樣，更激發Rawiyat

團隊成員力倡應消除影視內容當中對於女性的誤解，

並賦予角色靈活生動的嶄新面貌。

Rawiyat亦發表創立宣言，強調公平、健全、永續

且透明的電影產業，將可跨越性別、世代、階層、族裔

與國界，有助於建立網絡、促成團結與共享福祉，進而

支持融入各地的女性難民與僑民，助其描繪動亂局勢下

的流離失所與真實場景，期以獨立語言及敘事觀點觸發

改變，不需再保持緘默。

●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e8ZDaL

● 圖片來源：AP / El Gouna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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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與安全的性別平等：請再努力100年

第四屆古納電影節推動「說故事的女性」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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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別新聞 摘譯│陳羿谷（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非洲科學院（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非洲發展新夥伴

關係（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於2015年共同創建

非洲加速卓越科學聯盟（Alliance 

for Accelerating Excellence in Science 

in Africa），發展關於氣候變遷、

人類遺傳與健康等科學議題，並

為創新計畫提供支持。

鑒於當今資數理工領域的性別落差猶存，該機

構首次啟動問卷調查，研究範圍以東南非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Arab Maghreb Union）、政

府間發展管理局（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等八個非洲區域經濟共同體（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為主，邀請三百餘位19至65歲

女性科學人員填答或接受訪談，以瞭解有助於或抑制

女性在科學領域發展的關鍵。

學術成就的累積，相當程度受到整體環境的影

響。依據研究報告，高於九成五的女性肯認求學階

段受到典範人物或師長的啟發，是決定職涯方向的

重要因素；儘管61%的受訪者對

於展現競爭力懷抱信心、重視個

人志趣遠勝於薪酬高低，然而將

近一成仍無法得到家庭支持或遭

受敵視，且超過三分之二的女性

仍須積極證明自身具備充分的專

業才能，以抵禦招聘、晉升、決

策等組織內部的父權心態與外部

的社會價值觀，卻不見得能獲取與資格相符的回饋

與獎勵。

運用日新月異的科學改變現狀、實現和平與繁

榮，正是《非洲科技創新策略2024》（STISA-2024）與

《2063年議程》（Agenda 2063）的重要目標，期以獨

立自主精神，培育未來所需人才、建構深厚文化認同

的非洲大陸，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在

此之前，若漠視女性所面臨的障礙而低估其潛能，則

缺乏包容性的氛圍將使宏偉願景落入空談；考量不同

性別的需求與機會，對於促進與實現平等，便是重要

的第一步。

●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Q3O2p9

● 圖片來源：The 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歷經長期動盪的拉丁美洲，

自1980年代起邁向民主轉型而快

速發展，女性卻未能因此受惠，

反在政治領域遭受邊緣化，所獲

席次屢屢低於5%。阿根廷於1991

年率先頒布全球首創之《配額

法》（Argentine Quota Law），設

定國會議員女性候選人應至少為

30%，此舉帶動各國陸續跟進；時至今日，除委內瑞

拉與瓜地馬拉，大抵皆已設置提名標準或推動進程。

然而，各國成效不一，此勢必需要從不同配額制

度的性質進行觀察。2020年，拉丁美洲國家已然呈現

截然不同的發展：以法律設定高配額門檻的阿根廷、

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尼加拉瓜與墨西哥

等，已促使女性席位達至將近國會半數；相較之下，

哥倫比亞、烏拉圭、洪都拉斯、巴拿馬等低配額或欠

缺具體基準的國家，則長期平均擺盪在22%，甚或是

空有法令卻鮮見落實的巴西，便以14.8%敬陪末座。

其次，配額制度與提名系統在邏輯上難謂一致；

換言之，諸多國家的配額法律欠

缺實質的排序約束，導致各政黨

在擬定名單時，常傾向將男性候

選人集中於較有勝算的前50%，

女性則全數負責守備艱困選區，

或在提名後刻意排擠而逼迫其退

選。

再者，執法與監督同等重

要。2018年墨西哥瓦哈卡州（Oaxaca）竟有政黨提名

十五位謊稱自身為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男性候

選人，以此試圖填補女性法定配額的離譜事件，後因

選務機關認定不合格而作罷。誠然配額制度並非促進

性別平等的萬靈丹，政黨內部父權思維所衍生的性騷

擾、暴力或分工不均仍所在多有；正因如此，需要更

多女性奠基於現有成就，將虛無的政治承諾，持續發

展、轉化為參與民主的具體行動。

● 資料來源：https://reurl.cc/14pM08

● 圖片來源：Congress of the Republic of Peru/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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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非洲科學領域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拉丁美洲性別配額的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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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賦能國際（Women Enabled International，簡

稱WEI）成立於2010年，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WEI關注性別與身心障礙的交織性，致力促進

全世界障礙女性與女童的權利。WEI透過倡議與教育，

提升國際關注與加強國際人權標準，包含在教育、人

道應急、性別暴力、司法近用權、性與生殖健康及權

利等面向。創辦人兼任執行長Stephanie Ortoleva擁有

霍夫斯特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法學博士學位，

目前是國際人權律師，也是一位障礙女性，他將學術

和法律觀點帶入工作，發表了許多研究與出版品，此

外，他與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和後衝突國家的障礙

女性組織，進行人權培訓規劃與合作，同時也為許多

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提供諮詢。

性別與障礙交織影響下的COVID-19處境

今年3月，WEI察覺全世界因應疫情的策略有著

缺口，即使有許多倡議者討論要將婦女及身心障礙群

體納入疫情因應措施中，卻很少考慮到交織身分帶來

的差異生活經驗，同時，WEI也得知其他組織為了如

何滿足障礙女性的基本需求、醫療保健服務與免於暴

力感到憂心。因此，WEI發起線上「全球人權調查」

（Global Human Rights Survey），藉此了解不同性別

與障別者所受到的衝擊，並且希望能推進疫情因應策

略。調查所收到的填答者共一百位，性別包含女性、

跨性別、非二元性別者，障別包含肢體障礙、聽障、

視障、精神障礙、多重障礙與其他障礙，年齡分布於

18至75歲之間，地區橫跨中南美洲、北美洲、歐洲、

中東與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亞太及紐澳，企圖呈

現多元聲音，主要的發現如下：

疫情對於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許多醫療服務

取消或是延期，或轉移為遠距醫療，有複雜需求

的人不見得容易取得資源。來自巴西的聾人女性

提到，醫療人員戴著口罩，他不再能透過讀唇瞭

解對話，而需透過寫字等其他方式來溝通；來自

阿根廷的視障女性表示，行動禁令使得仰賴他人

協助才能穿越馬路的他，很難獲得健康服務。此

外，醫療服務、設備與藥物短缺，進一步影響障

礙者的身心健康，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指出，他們

的國家實施醫療服務配給制，或者擔憂未來配給

制會發生。

疫情導致基本需求無法滿足：受訪者說，封城、

臨時安置令及其他行動限制，對於他們滿足基本

需求、達到適足生活水平和自立生活的能力產生

了影響。許多受訪者失去收入來源、無法獲得支

持服務、無障礙交通被關閉而無法使用，社交安

全距離的規則使社區成員或家人無法或不願意幫

助他們。來自尼泊爾的脊髓灰質炎女性患者表

示，因封城無法取得衛生產品和服務；另一名尼

泊爾女性聾人指出，全家生計都依賴他的工資，

失去工作意味著他必須向附近店家賒欠食物。

女性及少數性別障礙者面臨較高的受暴風險：障

礙女性受到家庭與伴侶暴力的風險是一般女性的

兩倍至三倍；封城、安置或其他強制與建議隔離

期間，障礙女性更難逃離暴力環境，尤其無法取

得相關資源與服務；而當獲得正式支持服務的機

會降低時，也意味著這些人更加依賴非正式的支

持。生活在機構的障礙者，因被隔離於訪客與監

督員之外，也面臨更高的受暴風險，共有22位

受訪者表示曾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位哥倫比

亞、肢體與聽力雙重障礙的女性分享，他有幾

次不得不到超市和銀行辦事，卻遇到旁人大聲咆

哮，認為他不應該外出，或因為障礙特質就認定

他也是病毒帶原者；一位美國非二元性別之多重

障礙者，則通報自己遭受恐跨家人的情緒虐待。

最後，WEI對各國提出五項主要建議：(1)促進女

性、跨性別、非二元與非性別常規之障礙者參與政府

及醫療保健單位因應疫情之規畫和施行；(2)向醫護人

員發布具體指南，以確保在疫情期間仍提供基於權利

的醫療服務，以及明確禁止基於性別和障礙的歧視；

(3)將障礙支持服務、性與生殖健康服務以及暴力防

治服務歸類為基本服務，並允許服務提供者移動的權

利；(4)採取緊急的社會保護措施，確保處於性別與障

礙交織的人們，享有適當生活水平；(5)透過倡議宣導

以及提供各種形式的無障礙資訊，使得社會保護資訊

能夠觸及每個人。

特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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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疫情中的性別與障礙：
女性賦能國際 文│周家瑤（自由工作者）

●

●

●



從無意識的性別刻板印象到缺乏性

別視角的培訓制度，再到同儕與典範不

足的支持環境，工程和建築一直被視為

男性主導產業，但如今情況正在改變。

技術創新、社會文化的多樣和包容性、

以及對人文關懷價值的重視，越來越多

女性踏入工程和建築領域，在產業中扮

演重要角色。即將出版的《超越所見，

建構多元》（Beyond What It Seems: 

Building the Structure of Diversity）手

冊，採訪了11位來自不同國家、世代、

種族的工程和建築領域傑出女性，期待

透過她們最真實的建議，激發年輕一代

女性，儘管可能遇到許多挑戰，仍要擁

有自己的聲音。本刊將分兩期摘錄女性

建設人才的經驗，與讀者分享。

卡拉．柏格涵（Cara Berghan）：

初入行者的挑戰與機會

來自紐西蘭毛利

族的卡拉‧柏格涵，

是本次受訪者中最年

輕的一位。任職科進

（WSP）工程顧問公

司前，她多次體會職

涯發展與性別角色的

拉鋸。職涯初期，柏

格涵曾表達自己想成

為計畫管理者的企圖，但由於當時缺乏經驗，她不但

接受了主管難以服眾的委婉勸退，還產生自我懷疑。

幸運的是，柏格涵後來獲得新的發展機會，在多元團

隊中看見女性工程師的優勢，並透過展現自信和堅持

專業來對抗產業中的刻板觀念。此外，柏格涵建議，

應該透過學校教育，讓女孩看見自己成為醫師、建築

師或工程師的可能，她最後總結道「為你正在做的事

全力以赴，但別忘了擁抱自己的生活與個性」。 

● 圖片來源：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陳幼華：

與性別共處，樂看職涯發展

「我似乎很小

的時候就說過，未來

要當工程師」。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副

總經理陳幼華談起職

涯起源，彷彿一切早

早就設定了軌跡。身

為工程產業少見的女

性高階主管，陳幼華

認為「不對自己設限」是她的核心價值之一。她觀察

到，社會對性別的期待，有時綁住了女孩對未來的想

像，女孩應該給自己更多可能，不因產業的性別文化而

對自己產生懷疑。以當年晉升主管為例，陳幼華透過與

下屬建立良好溝通模式，創造屬於自己的柔性領導風

格。「『像男性一樣』並不是在男性主導產業裡工作

的唯一方式」，陳幼華強調，性別不應該成為女性追

求事業成功的阻力。

● 圖片提供：陳婉禎 

卡利‧柯莉思（Karlie Collis）：

將挑戰化為平等之路

「有時最大的敵

人，是來自內心的恐

懼」。澳洲Northrop

工程的負責人兼董事

卡莉‧柯莉思的學生

與就業初期，是女性

更難獲得平等對待的

時代；要改變女性在

產業中的空間，就必

須跨越內在與外在的恐懼、樹立信心、培養自我形象。

柯莉思鼓勵女性坦然以自己的成就為傲，不需把自己定

位為支持者，她更為此參與專業培訓組織、學習溝通與

領導。柯莉思認為，工程學的本質是解決問題，若能

更強調其社會價值，或可增加對女孩的吸引力。柯莉

思進一步強調「一群人因擁有不同經歷、看見不同風

景，將凝聚成更好的答案」。作為平等與多元的倡議

者，她期待能在工程產業中建立一條平等之路。

● 圖片來源：Engineers Australia 

人物速寫

人
物
速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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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產業的女性群像
超越所見，建構多元（上）

文│李立璿（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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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瞭望臺

聯合國75周年：全球合作機制再進化？

在疫情持續延燒下，「聯合國第75屆大會」維

持自三月CSW以來縮小規模的模式，除了常駐聯合國

的代表能親臨現場，其餘一律遠距參與。就連每年大

會的重頭戲──總辯論（general debate），也以各國

元首預錄演說、再由大會依照議程發言順序直播影片

的方式呈現。本屆總辯論主題為「我們期待的未來，

我們需要的聯合國」（The Future We Want, the United 

Nations We Need），重申聯合國對發展多邊主義的承

諾，秉持合作精神，採取有效行動共同對抗疫情、加

速落實永續發展目標。

第75屆聯大主席、土耳其資深外交官Volkan Bozkir

提到，未來一年，除了將對抗疫情視為當務之急，亦

強調聯合國正處於承先啟後的關鍵時刻，必須強化國

際合作機制，落實《聯合國憲章》精神，並納入所有

利害關係者的聲音，以加速推動全球永續發展的進

程。在實質議題方面，將「促進性別平等，提升婦女

地位」列為優先項目之一，並支持聯合國祕書長承諾

達成「聯合國內部各層級性別比例均衡」的目標，明

確傳達積極推動性別平等的政治意願。

本屆通過的第一份決議《聯合國成立75周年宣

言》（Declaration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Seventy-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提及數項需

要會員國起而行的行動建議，包含「充分賦予婦女與

女孩的平等權益」是推進全球邁向永續未來的基礎，

強調唯有落實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暴力，才可能達成

永續發展目標。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階論壇：

加速落實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

2020年亦是「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25周年，

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原策劃了一系列活動，

期藉此凝聚全球女性主義者的倡議，以「平權世代」

為口號，融合永續發展目標及相關國際公約精神，重

新詮釋《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的未竟之志。然在疫

情干擾下，僅剩聯合國總部的會議縮減規模、如期舉

行。10月1日辦理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

階論壇」（High-Level Meeting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正是其

一，會議以「加速實現性別平等與婦女和女孩賦權」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ll Women and Girls）為題，邀請會員

國領袖承諾其推動意願。

聯合國祕書長António Guterres自上任以來，倡議

性別平等不遺餘力，他在開場演說中疾呼，要達成性

別平等，得從婦女在各領域、各層級皆享有平等且充

分的決策權開始，而要落實上述目標需要明確規範各

領導階層的性別比例等具體措施；他亦強調，性別平

等與婦女賦權不單只是人權議題，同時也是創造社會

進步與經濟繁榮的先決條件。

聯合國婦女署則以更前瞻的觀點，號召所有利害

關係者以大膽的領導方式、堅定的政治意願，以及立即

投資婦女組織、婦女事務相關單位，並由年輕的女性

主義者主導發展議程，來改變歷史發展進程。執行長

Phumzile Mlambo-Ngcuka更直白表示：「現在是大破大

立的時刻，加入改革的行列，無論你屬於哪個世代。」

聯合國永續發展行動十年：平權世代任重而道遠

回顧五年前（2015）的第70屆聯大，當時通過的

「2030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架構了全球未來十五年的發展框架，聯

合國婦女署也順勢辦理了一場由會員國領袖宣示「在

2030年前落實性別平等」（50/50 by 2030）的高階論

壇。然而，五年後的今日，這些政治承諾轉化為實質

的成果有限。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2020年全球性別

差距報告》1，以目前推動性別平等的速度，我們還需

要將近一世紀才能達成性別平等，更別提疫情帶來的

衝擊，讓原本就有限的進展雪上加霜。

在距離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僅剩十年之際，聯合

國喊出「行動十年」（Decade of Action）的口號，並

直接向全球人民喊話，期待更多由下而上的行動能加

速推動發展工作。而性別平等是否能在2030年達成，

最龐大也最困難的工作是改變人的思維。聯合國婦女

署目前主打的平權世代計畫，除了網羅會員國、非政

府組織、慈善事業、聯合國轄下機構，組成「平權世

代行動聯盟」（Generation Equality Action Coalitions）

外，亦積極運用社群網絡宣傳「個人」就可以採取的

行動，動員全球女性主義者號召身邊的人加入運動的

行列，希望能加快發展速度。

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中的性別議題
文│張琬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1 World Economic Forum(2019).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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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APEC會議以馬來西亞為主辦經濟體，

年度主題設定為「優化人類潛能、共享繁榮未來」

（Optimising Human Potential for a Future of Shared 

Prosperity）；惟COVID-19病例自去年底在中國武漢地

區出現，至今年3月中旬，疫情已擴及全球，各國為

防堵疫情，相繼發布旅遊禁令與邊境管制，全球各項

國際會議之進行亦大受影響。

為回應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的重大影響，馬來西

亞將年度主題調整為「優化人類潛能、朝向共享繁榮

的韌性未來：支點、優先、向前」（Optimising Human 

Potential Towards a Resilient Future of Shared Prosperity: 

Pivot, Prioritise, Progress），而原訂4月份召開之婦女

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簡稱PPWE）第一次會議，歷經二

度改期，最終訂於8月下旬召開，第二次會議於9月21

日召開，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簡稱WEF）的高階政策對話討論（High Level 

Policy Dialogue Discussion，簡稱HLPD）則於9月30日召

開；此外，受疫情與各經濟體時區限制，三次會議皆

縮小規模為三小時的視訊會議。

三次視訊會議主題皆圍繞COVID-19疫情對婦女與

女孩之影響，以及如何在復甦計畫中融入性別觀點，

不僅各經濟體提供政策說明，來自智利、紐西蘭、日

本與菲律賓的私部門代表也展示促進女性參與基礎建

設、科技與採礦產業的最佳案例，以及女性參與經濟

對減緩經濟衝擊帶來的正面影響。除此之外，本年度

〈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宣言〉（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Statement）以及「拉塞雷納婦女與

包容性經濟成長路徑圖執行方案」（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La Serena Roadmap for Women and Inclusive 

Growth）也考量各經濟體疫情進行若干修訂，以期增

加包容性與實施可行性。

保障女性經濟安全之政策

第一次PPWE會議及HLPD討論著重在分享各經濟

體面對疫情所採取的政策手段，以及如何透過這些政

策來保護受到疫情影響的婦女與女孩之經濟權與人身

安全，大致可歸納如下：

提供兒少照顧津貼與推動彈性工作安排，以及必

要的托育服務：在學校與托育機構皆停擺的地

區，許多女性陷入一邊在家工作、一邊還要照顧

年幼家人的困境，對此，幾乎所有的經濟體皆提

供家庭照顧者（大多為女性）現金補助或政府規

費減免、協助企業擬訂彈性工作安排計畫，並投

入資源維持必要的托育服務。

提供女性中小企業主延後償貸、補助或減稅等措

施：部分經濟體為中小企業提供經濟優惠的紓困

政策，這項政策嘉惠的對象有大量的女性中小企

業主，包括菲律賓、俄羅斯與中國都採取了這樣

的政策。

成立緊急的家庭暴力防治機構，紓解因家庭壓力

升高而受暴的婦女與女孩：疫情期間，因驟升的

家庭經濟壓力，使得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頻率顯

著上升。對此，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和越南

等經濟體皆投入資源強化既有的性／別暴力防治

措施與機構，日本也推出多元的暴力通報管道，

包括24小時的通報專線、電子郵件與社群媒體等

不同管道，協助面臨不同樣態暴力威脅的婦女。

企業促進女性參與之案例

第二次PPWE會議提供了本次會期唯一與私部門

對話的機會，以下五位女性企業代表在「公私部門對

話會議」（Public-Private Dialogue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分享所屬企業如何在男性主導的產業中

促進女性參與，以及如何應對疫情。

紐西蘭基礎建設職訓組織Connexis分組經理Kaarin 

Gaukrodger：Connexis在2012推出Ultimit計畫，希

望填補電力供應業的勞動力短缺。Connexis追蹤

兩年發現，女性從事管線技師對整個產業的益處

包括：更注重細節、溝通品質更好、更注重健康

與職業安全、較不會偷工減料、更願意遵守標準

流程，以及女性在力氣無法負荷時，會尋求科技

或發展新技巧來完成工作。

2019年，Ultimit計畫成功讓450位女性進入紐西

蘭的基礎建設業。2012到2019年，紐西蘭基礎建

設業中，擁有技術或貿易職位的女性從3%提升到

9%。儘管2020年全人類受到疫情挑戰，紐西蘭政

府已提供160萬紐幣的預算投入職業（再）訓練

之發展與應用，而持續不間斷的職訓課程也提供

女性重新接受訓練、從事此高報酬產業的機會。

智利營造業公會CChC總經理Paula Urenda：智利從

事營造業的女性僅有6.4%，且集中在清潔、維護

2020年APEC婦女與經濟視訊會議與會紀實

●

●

●

●

●

文│連翊（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專案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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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低技術的工作。CChC規劃出提升女性參與的

六大支柱：合作精神、人力資源、職業安全與勞

工健康、價值鏈、社區參與、環境保護。

規劃職業訓練時，CChC將女性的居住地與工地的

距離和交通方式納入考量以留住女性；此外，因

為疫情影響，CChC發展出線上職訓課程，讓無法

出門的女性能夠參與訓練，也發現女性參與線上

課程的意願高、成效良好。除了基層建築工作，

有些參與CChC的女性已提升到行政或工頭角色，

她們也能夠進一步吸引更多女性參與職業訓練、

參與營造業。

智利礦業公司Teck副總裁Amparo Cornejo：Teck三

年前開始實施一系列策略來納入更多女性員工，

該公司目前有18%的女性員工，比起智利整體從

事礦業的9%女性，足足高了一倍；高階管理階層

則有20%女性，而智利的礦業開採計畫QB OR團隊

有26%為女性，董事會則有31%女性。

去年度新進員工中，女性占32%，而該公司內部

也成立「包容與多元委員會」，來確保性別相關

指標被完整採計，並用以發展性別多元策略。在

疫情期間，該公司發展出健康、福祉及重啟經濟

等三個支柱來支持員工，具體作法則有扶持女性

社區領袖、結合社區力量共同防治性／別暴力。

日本資訊系統公司Usystem執行長Saeki Rika：日

本近年遭逢多起重大的自然災害，包括颱風、火

災、海嘯及大地震；今年則有許多資訊公司受到

疫情的嚴重衝擊，Usystem卻倖免於難，主要歸功

於疫情初期就發展出保護重要資料、強化管理系

統、簡化溝通流程等三項對策，來強化公司內部

的溝通管道，並留下女性人才。

受疫情影響，日本許多員工都要在家工作。

Usystem發現許多員工會感到孤單、希望能到辦

公室工作，因此引進替身機器人，透過資通訊科

技，讓遠距上班的同仁也能感受到集體工作的氛

圍，並與他人互動。

菲律賓科技公司Xurpas獨立董事Imelda Tiongson：

電子商務在疫情下快速成長，而數位支付工具是

支持電子商務的基礎。在菲律賓，銀行管理階層

約有50%女性；然在數位支付和電子商務相對應

的職務中，卻僅有約8%的女性。大數據、人工智

慧等領域都需要女性人才，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

領域才能出現更多女性。

講者從傳統財務金融領域轉銜到電子商務的過程

中，也透過線上及線下的課程學習了人工智慧、大數

據、區塊鏈等新知與技術。因此，她也鼓勵更多女性

勇於挑戰自我，不斷精進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女性賦權強化經濟韌性之倡議

WEF中採認的〈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宣言〉揉合

了各次會議對疫情的討論，提出「促進女性經濟賦權

以強化後疫情之復甦與韌性」倡議，主要包括以下總

結與未來工作方向建議：

APEC認知到COVID-19疫情對婦女與女孩所造成

不成比例的影響，這些影響需要全球協力、共

同解決，因此我們也呼應貿易部長會議（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所提出，APEC應

該且能夠將亞太地區導向韌性、永續、包容與快

速復甦的道路。

疫情加劇了既有的性別不平等體制，使得不同背

景的女性面臨更不利的困境，也對女性的經濟帶

來巨大的衝擊──失去工作、取得科技的管道較

少、貧窮人口比例增加、不平衡的家庭與照顧責

任，以及顯著的家庭暴力增長的趨勢，在在都是

我們需要共同面對與克服的問題。

對此，我們將婦女與女孩放在經濟復甦的中心位

置，創造機會協助女性充分發揮潛能，這也呼應

本年度主題：優化人類潛能、朝向共享繁榮的韌

性未來。

重申APEC WEF在區域合作、發展技能以及共享最

佳範例的決心。我們也歡迎經濟體和各論壇呼應

「拉塞雷納婦女與包容性經濟成長路徑圖執行方

案」，在2030年前達成路徑圖的目標。

鼓勵所有會員經濟體採取具性別敏感度的經濟復

甦策略，包括：重整法律規範、支持女性獲得決

策領導權，並要求各經濟體關注無償與被迫的家

務勞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家庭暴力的問

題。

減低數位知識與技能落差，並透過數位工具與技

能建構來培力女性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參與。

認知到資料與數據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並在蒐集

與分析的過程中納入性別觀點。

明年的主辦經濟體紐西蘭已經宣佈所有會議皆採

線上協作或視訊的形式進行，期待我國能持續將防疫

與復甦階段的優良經驗貢獻於APEC，並與其他會員經

濟體攜手並進邁向永續、包容與堅韌的後疫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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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持續衝擊全球，人們的生活和工

作因疫情發生許多改變，新的社會與經濟模式可能

也將應運而生。APEC政策支援小組（Policy Support 

Unit）自今年4月起陸續發布多篇相關政策簡介（Policy 

Brief），探討疫情下的醫療物資、出口限制、糧食安

全、未來工作、中小企業數位化等議題，「疫情、

女性與APEC工作的未來」（COVID-19, Wome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in APEC）簡介草案亦已在9月提出，草

案綜整國際組織關於疫情對女性造成經濟衝擊的相關

研究，並針對如何扭轉現存不平等、協助女性掌握疫

情帶動的新工作模式及契機，提出短期及長程政策建

議。下文摘錄此草案重點，提供我國相關部門思考及

部署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與勞動政策。

疫情正在加劇女性參與經濟的系統性障礙

近年APEC持續強調包容成長與共享繁榮的理念，

然已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疫情正在加劇性別與社會

經濟的不平等，具體來說，至少展現在以下面向：

女性就創業者受經濟衰退影響的程度較男性嚴重

因為職業性別隔離的存在，疫情造成的經濟後

果也非均質分布，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統計，全球就業女性中，有41%

（男性則有35%）在住宿及餐飲業、批發及零售業、製

造業、不動產及行政業等受創慘重的行業工作；1 另據

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調查，女性

經營的中小企業亦有較高比例集中在住宿及餐飲業、

批發及零售業。2此外，在非正式部門就業的勞工以女

性為多，其勞動條件原本就相對低落，加上缺乏失業

給付、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支持，也不易取得現金補

助，若在疫情中頓失工作，處境將更形危脆。

疫情加重家庭照顧負擔，並直接衝擊女性就業處境

在疫情之前，APEC區域女性從事無酬照顧與家務

工作的時間已是男性的四倍，疫情暴露了現行照顧經

濟（care economy）的不足，封城政策或是學校、托育

或托老機構為了避免病毒散播而關閉或減少服務，都

使得照顧負擔轉嫁到家庭成員（通常是女性）身上，

也因此占用了其投入有酬勞動的時間。

另一方面，疫情也提高了潛藏在照顧經濟及其他

服務工作中的風險，而健康照謢、托育、托老和服務

工作的從業者大多數為女性，這些工作工時長、卻未

有相對應的勞動報酬，疫情期間，一線護理人員或公

共篩檢站的衛生人員更頻繁面對騷擾，性騷擾和不安

全工作狀況的通報案件數都在上升。3  

女性在瞬息萬變的科技經濟（ t e c h - d r i v e n 

economy）職場生存風險較高

相對於在疫情中面臨停業風險的服務或製造業，

運用創新科技的經濟活動（如零接觸運送、線上銀

行、視訊會議）則反在疫情中呈現成長趨勢，但女

性卻因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簡稱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簡稱STEM）

等領域的參與不足，而未必能從這些成長中獲益。舉

例來說，微軟和蘋果等科技巨擘的標普指數總值隨疫

情上升了25%，但女性員工在其中僅占不到三分之一，

從事科技相關工作的女性比例甚至更低；另外，線上

工作的增加也提高了資訊安全的需求，APEC地區資安

領域的女性專業人員比例卻不及十分之一。

疫情加速了企業朝向自動化（automation）發展、

減少仰賴人力的例行工作，而女性從事低技術或易於

自動化工作的比例較高，也因此面臨較高的遭取代

風險。另一方面，在女性占多數的教育、健康、社會

工作等部門，因為需要同理心、創造力等社會技能而

受機器自動化影響最小，在人口逐漸老化的高所得國

家，照顧人力與人工智慧的需求正同步提高。

自動化雖然造成勞工失業的風險，第四次工業革

命的技術發展卻也創造出新的工作機會，新型態自動

化工廠需要管理、維修設備與操作軟體的人才，例如

人工智慧需要訓練師、解釋者，負責教導機器如何發

揮同理心與減少演算法產生性別、種族或其他形式的

偏見，但若未能改善女性在STEM領域的低度參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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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O (2020.5). “The COVID-19 Response: Getting Gender Equality R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Women at Work.” https://www.ilo.org/

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gende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44685.pdf
1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2020.6). COVID-19: The Great Lockdown and its Impact on Small Business. https://www.intracen.org/

uploadedFiles/intracenorg/Content/Publications/ITCSMECO2020.pdf
3 Fraser (2020.3.16), Erika.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UKAid. https://bettercare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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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職場中的性別落差將持續擴大。

此外，疫情也使得微中小型企業採行電子商務更

為迫切，但女性相對缺乏轉型為電子商務所需的數位

能力、技術與經驗；再者，升級至電子商務需要在系

統、基礎設備和網路安全上進行投資，但財務或資金

取得不易，也限制了女性經營的企業在疫情中轉型的

可能。

家庭與線上職場性別暴力案件因疫情而增加

疫情的限制措施造成家庭暴力發生率急遽升高，

可提供給受暴者的支持服務能量卻在降低，而失業和

經濟窘迫又讓受害者難以逃離暴力情境、尋求安全的

容身地，特別身在高度歧視地區女性的處境更是雪上

加霜。在職場暴力方面，數位性別暴力隨科技發展而

形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估計，

從2015年起，全球已經有73%的女性遭受過線上暴力，

職場性騷擾或性別暴力則正隨著疫情中工作場域的變

遷而線上化，線上性別暴力同時侵害了受暴者的職場

安全與生產力。

短期政策建議

擴大社會保護措施，以強化照顧經濟與支持非正

式勞工：欲促進女性經濟賦權，便須建構永續且

可及的照顧經濟，並提供照顧產業勞工優質工作

環境及合理的薪資和保險；因此，具體的社會保

護措施應包括(1)對於必須在封城期間照顧家庭成

員而停止工作的勞工，提供現金給付及有薪家庭

照顧假；(2)提供照謢中心補助，以協助其於疫情

期間強化安全措施並持續開放；(3)將現金補貼對

象擴展至在非正式部門就業的勞工；(4)蒐集與發

布各項社會保障計畫的性別統計資料。

為性別暴力倖存者設立緊急基金：遭受家庭暴力

的脆弱人口在疫情中更難取得支持服務，各國應

設立緊急基金來強化庇護所、求助熱線及社區支

持系統，以確保受暴者能取得心理、社會支持與

安全住居。

以女性為對象，發展技能提升與再造計畫：採取

積極措施來確保技能提升與再造計畫能觸及女

性，尤其非正式經濟中的女性在經濟衰退時期遭

受失業或面對自動化的風險。技能建構計畫的範

圍應同時涵蓋STEM部門，以及自動化風險較低的

教育與照謢產業，後者在疫情期間需要強大的勞

動力來抵禦衝擊；而相關課程也必須搭配托育支

持和補助，避免需照顧孩童的女性無法參與。

透過提升技術與健全資金取得管道，支持女性中

小企業數位化：針對女性經營的中小企業，提供

數位技能訓練與資金，協助其建置具競爭力與安

全的技術基礎設備和系統。培訓計畫可與有相關

經驗的婦女組織等私部門夥伴合作，提供可負擔

的托育服務則將提高女性參與和完成課程的機

會；再者，須確保女性有管道取得資金，方能建

立企業的線上平臺。

擴大政府採購，以增加女性中小企業及其他不利

處境群體的機會：在由男性主導的領域，女性經

營的企業若要獲得關注，便須透過積極政策和性

別預算來打造有利環境。採購政策應鼓勵向女性

企業採購，特別是少數種族與族群、原住民族和

身心障礙等不利處境女性經營的企業，此將帶動

疫情下的經濟朝向包容性成長轉型；政府也應對

採行非歧視就業政策的公司提供認證，使其能在

政府招標中加分。

擴大職業安全和健康措施，以防治暴力和騷擾：

各國應在疫情引發的契機中提高職場勞動條件的

標準，以降低職場暴力與騷擾造成的傷害，包括

立法保障勞工及懲罰侵害者，並確保法律提供的

保障措施可長久有效落實。

長程政策建議

設立STEM平等基金：透過整體、考量生命週期與

職涯發展的方式支持女性參與STEM領域，包括設

置獎助學金、協助女性發展領導力、建立人際網

絡、提供導師與職涯諮詢等，以及協助女性經營

的企業數位化，或為STEM領域的女性新創事業提

供種子基金（seed-funding）。

進行強化社會安全網的結構改革，以回應女性參

與經濟的系統性阻礙：包括肯認STEM的價值，以

及看見照顧工作與其對於勞動市場運作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而托育機構和照顧中心對於提高女性

的經濟參與不可或缺，這些機構必須提供合宜的

勞動條件，才能吸引工作者選擇投入相關職涯。

投資能回應性別的數位基礎建設：在基礎建設、

勞動力發展與網路安全的整備上，優先擴大基礎

建設至女性取得與運用上仍落後男性的領域，採

行政策與建立機制來防治網路性別暴力，以及評

估各項方案對於女性及其他被排除於數位經濟之

外群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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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9月21至25日

●地點：TutorABC-T館

連續舉辦第三年的「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Asia 

Pacific Social Innovation  Summit）從「明日亞洲」

（Tomorrow Asia）、「啟動亞洲」（Activate Asia），

到今年以「想響亞洲」（Reimagine Asia）為題，於9月

21日至9月25日舉行為期五天的高峰會，是亞太地區最

大規模的社會創新論壇，希望透過社會創新的能量開

啟亞洲的新想像。

今年高峰會由社會影響力製造所（Impact Hub 

Taipei）主辦，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中央大學

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與社企流共同主辦，協同行政

院、星展銀行與願景工程共同策劃，今年更首次與全

球最大「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聯名合作，橫跨卅五國，超過兩千人共同參

與。讓臺灣參與者可以掌握國際社會創新趨勢，國外

參與者也可以透過社會企業世界論壇的平臺，更認識

亞太地區的社會創新發展。

高峰會議題涵蓋社創行動力、社創影響力、社創

永續力、社創解決力以及社創生態力等五個面向，邀

請近廿國、超過八十位海內外重量級講者線上開講，

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曼谷區域中心青年社

會創業創新專家Dinhlong Pham談亞太永續發展的下個

十年，印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社會政策顧

問Angga Dwi Martha分享跨國合作與如何增強國際社群

的影響力，以及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魏華星提出

後疫情時代的社創觀察，香港因社會運動和疫情的雙

重衝擊，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思考，如何開創兼顧社會

議題的商業模式。

在性別平等的路上，「經濟」顯然是推動女性

走向更寬廣世界的重要面向。本次高峰會的「性別創

新──女力新經濟時代」平行論壇由台灣新創競技場

新創發展總監吳玟蒨主持，邊邊女力協會祕書長張丹

丹介紹記錄女性如何運用創新農業科技的「食食課

課」計畫，Anchor Taiwan創辦人邱懷萱提出經營女性

投資人社群的酸甜，以及蒙古女性企業家培力協會

（WEMC）創辦人Uyanga Enkhbold分享在蒙古協力女企

業家創業與處理氣候變遷的經驗；而三人共同關心的

是，如何建構性別平等的環境，使女性與男性均能在

兼顧家庭與事業下發揮所長。

峰會的亮點除了全新轉型的數位論壇，首度擴大

召集全臺灣社會創新領域中的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

及大型企業，以婦女增能、食農創新、地方創生、創

新培力、環境保護、銀髮長照、弱勢就業等七大社會

創新主題，透過遊戲化市集運用科技互動活絡社創團

隊。

2021年亞太社創高峰會將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

金會接棒在新北市辦理，主題也由「想響亞洲」開展

到「投資亞洲」，期盼能承襲歷年高峰會的迴響，強

化夥伴關係，搭建投資對話平臺，透過社會創新的能

量與行動，發展疫後經濟、社會、環境的新樣貌。

第三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想響亞洲

紀錄｜廖慧文（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結合實體與線上的2020年「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

「性別創新──女力新經濟時代」平行論壇（右起）：台灣新

創競技場新創發展總監吳玟蒨、邊邊女力協會祕書長張丹丹、

Anchor Taiwan創辦人邱懷萱、蒙古女性企業家培力協會創辦人

Uyanga Enkhbold



主軸議題研析

●日期：2020年9月28至29日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聯合國原訂今年3月由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起跑、

5月與7月的婦女署辦理「平權世代論壇」、9月「第四

屆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階論壇」等吸引各國婦女與

性別議題工作者參與，將2020年標識為性別平等議題

蓬勃發展的一年；但在COVID-19疫情威脅下，會議陸

續宣布停擺、延期、或縮小規模以視訊方式辦理。

國際間對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的討論並未因此減

少或消退，而是更深入關切疫情下的女性人身安全、

健康資源可近性、經濟支持措施，以及交織處境是否

使不同群體落入雙重弱勢等；此外，無酬勞動的價值

獲得高度肯認，女性領導力成為防疫典範，以及年輕

世代透過社群網絡開展舞臺，亦是讓性別議題成為焦

點的意外收穫。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自2018年起辦理「LEAP

工作坊」，以常設性的性別權益培力與交流平臺為目

的，透過議題交換討論、領導能力培養以及建立跨領

域合作網絡等方式，達到擴大女性社會參與和性別平

等目標。過去兩屆活動已成功吸引七國近百位關注性

別議題的產官學界代表參與交流。

今年，秉持關切國內外婦女事務非營利組織的

合作與共創共享精神辦理第三屆工作坊，透過國際視

訊結合國內實體會議方式，邀請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 o m e n ，簡稱 I F B P W ）、女性權益發展協會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簡稱

AWID）、亞太女性法律與發展論壇（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簡稱APWLD）、弗

里達青年女權基金（FRIDA）等國際非政府組織代表視

訊與會，兩天會議共吸引超過廿個非政府組織與大專

院校約86人次參與。

會議首日邀請尤美女律師致詞，表達唯有「共

好」是疫情時代的解方，未來將是包容合作的世代；

接著，AWID、APWLD、FRIDA等組織的代表分別分享社

群媒體串聯、區域議題合作與倡議策略研擬，以及持

續以小額基金資助年輕女性主義團體的行動經驗。下

半天則透過國內遠山呼喚、城市浪人與彩虹平權大平

台等團體的行動，交流青年如何運用有限資源將性別

議題帶入國際合作。

第二日探討面對當前情勢，臺灣如何持續發揮國

際影響力。上午會議邀請到IFBPW駐聯合國代表Susan 

O'malley分享聯合國婦女署最新動向與建議行動，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委員伍維婷也以臺灣女性領導力發展歷

程，表示明年將是不可錯過的宣傳時機。下午會議則

有台灣女科技人學會、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台灣

青年氣候聯盟等組織提供參與國際論壇的倡議連結經

驗，作為學員未來國際發聲與合作參考。

本次工作坊除議題討論，也透過基金會推特

@WomensRightsTW首度發起#FeministsDemand活動，

提出女性領導力、青年發聲、社會正義、經濟賦權

和健康平權等概念，邀請國內外婦女議題工作者進行

線上串連，呼籲全球落實性別平等與永續發展。最終

#FeministsDemand倡議在上述與會夥伴及友好國際組

織支持下，獲得逾 1 萬人次點讚與約800人次轉推分

享，成功向國際社會推廣臺灣性別平等的發展理念及

成果。

最後，AWID的女性主義協調人Camila Galdino在

會中熱情邀請臺灣共同撰擬其明年國際年會的平權世

代青年聲明；IFBPW駐聯合國代表也宣布明年原本只

在紐約辦理的婦女地位委員會非政府組織論壇（NGO 

CSW）會前會將採各洲依時區分別辦理，期許臺灣的

NGO夥伴透過平臺，和全球婦女議題工作者共同分享

追求性別平等的歷程。

12 13

第三屆LEAP工作坊：

女性主義者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

紀錄｜李立璿（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尤美女律師於工作坊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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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9月30日

●觀看網址：https://youtu.be/U5PWDkQz9u4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與外交部在聯合國「第

四屆世界婦女大會25週年高階會議」前夕，舉辦台北、

華府、紐約三地連線的「女性領導：重新擘劃後疫情時

代」網路研討會，與全球分享臺灣推動婦女賦權及性別

平等對防疫及復甦工作的助益。

研討會由國際女法律人聯盟（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ederation of Women in Legal Careers）副主席Denise 

Scotto擔任主持人，我國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李光章致

歡迎詞後，首先由駐美國代表處代表蕭美琴和美國

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柯莉（Kelley Currie）進行

對談。柯莉大使讚揚蔡英文總統領導的政府明快因

應疫情，使臺灣成為抗疫典範，並樂見臺灣參與美

國政府「婦女和平安全計畫」（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mplementation Plan）及「女性全球發展與繁

榮倡議」（Women's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itiative），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企業主掌握疫後經

濟復甦機會。蕭美琴大使則感謝臺灣婦女NGO長期努

力，打造臺灣邁向更平等社會，呼籲聯合國應接納臺灣

參與；並提出臺灣在抗疫初期成立「國家隊」進行佈

署、規劃經濟復甦策略、進行國際人道援助，以及決策

過程納入女性參與。

接續分享國際與性平推動工作的國內外與談

者還包括：全球婦女庇護大會（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主席紀惠容、國際女科技人聯絡

網（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Women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副會長Sarah Peers、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創

辦人吳嘉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祕書長史立軍、

女性權益發展協會（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經理Kasia Stszewska、彩虹平權大平台執

行長呂欣潔等人，並吸引超過1,300人次觀看直播。

●日期：109年10月26至27日

●地點：格萊天漾飯店

數位科技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與挑戰，舉凡工作

型態、職務內涵、技能培訓，皆有待採取宏觀的視野並

賦予嶄新定義。為此，勞動力發展署與國內外代表，共

同探討數位經濟對於勞動力市場的衝擊與機會，規劃與

時俱進的職訓內容。

是項活動之緣起，係勞動力發展署於去年提出

「新媒體培力促進女性賦能」（Women’s Economic 

Empowering, New Media Digital Upskilling）計畫，成功

獲澳、智、印、日、馬、菲、新、泰、越等九國連署支

持，順利爭取「APEC婦女與經濟子基金」補助；該計

畫設定多年期程，現階段著眼於新形態職訓模式，由此

發展具備性別意識的關鍵職能訓練套件，鼓勵女性及潛

在人才群體成為實現數位轉型不可或缺的力量。

為呼應新媒體靈活生動、無遠弗屆的特質，特規

劃虛實整合方式，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APEC人

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主席Dong Sun park、世界技職教育

聯盟主席Craig Robertson、馬來西亞總理府經濟規劃處

副處長Maziah Che Yusoff遠距參與，以及臺灣藝術大學

副校長薛文珍、台灣微軟公共暨法律事務部總經理施立

成現場互動，由訓練前景、策略連結、管理模式等面向

詮釋未來所需技能；另透過產政學訓等專家進行跨領域

對談，以COVID-19促使零售業數位轉型為例，從企業背

景脈絡分享數位行銷職能培訓經驗，強調組織內的溝通

同步化、技能與素養的平衡，並提出回應趨勢的人才評

估指標建議。 

第二日的跨論壇合作會議，集結人力資源、婦

女與經濟政策夥伴、中小企業等APEC相關工作小組代

表，放眼疫情後的經濟復甦與人才流動，以增強生產力

及效率設想培訓需求，聚焦於數位工具的訓練、以邏輯

思維理解並創造知識，最終達成創造力與企劃力的活

用，跳脫框架發揮所長；後續將與APEC會員經濟體、

新南向政策國家交換經驗，建構實用、具吸引力的訓練

與認證課程。

「女性領導：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網路研討會

「數位轉型‧人才創新：亞太關鍵驅動力」國際論壇

在地發聲行動

在
地
發
聲
行
動

紀錄｜張琬琪（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紀錄｜陳羿谷（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左起）第一排：柯莉、蕭美琴、李光章；第二排：紀惠容、

Denise Scotto、呂欣潔、Kasia Stszewska；第三排：吳嘉麗、史
立軍、Sarah Peers。



2021年雲端產業女性高峰會
Women in Cloud Summit 2021

2021年挪威卑爾根大學SDG會議
SDG Conference Bergen 2021

2021年第四屆女性未來國際會議
The 4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Wome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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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會議新訊

2021/1/30

美國華盛頓

Women in Cloud

就業、經濟與福利；環境、能源與科技

雲端科技、應用與服務正在重新塑造資訊產業價

值鏈的樣貌。本高峰會以「掌握集體力量的時

機」為題，邀請雲端產業的女性企業家、高階主

管與政策制定者，為女性創造產業中的友善社

群、改變產業規則，並打造該領域的女性模範，

鼓勵更多女性投入，會議將包括企業、領導力、

技術、工作坊和集體行動等不同群組。

https://summit.womenincloud.com/?ref=infosec-

conferences.com

2021/2/10-12

線上會議

University of Bergen

健康、醫療與照顧；環境、能源與科技

本會議聚焦SDG如何在後疫情時代發揮應有的影

響力，將全球的復甦情形導向更平等與永續的路

徑。會議邀請全球各地的學者與決策者共同探討

以下問題：如何將COVID-19的影響化為追求性別

平等的助力；全球（包括國內、國際與區域性）

的不平等與COVID-19如何影響聯合國2030年議程；

透過權力的觀點檢視不平等如何被界定及其脈

絡；我們如何可以建立全球性且適宜的「最佳範

例」，並在研究成果、資訊共享和轉化行動等方

面形成全球網絡？

https://www.uib.no/en/sdgconference

2021/2/25-26

線上會議

Future of Women

教育、文化與媒體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全球面向：新策略、新視

野」，邀請全球學者、倡議者齊聚一堂來討論未

竟的性別平等議程。值得注意的是，研討會包含

「說故事場次」與「女性倡議家工作坊」，前者

以多元形式（包括紀錄片、錄像錄音等方式）來

傳遞女性成功或掙扎的經驗；後者則由倡議者來

分享自己成為女性倡議者的歷程與經驗。

https://futurewomenconference.com/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類別     內容     相關聯結     



抵抗與再想像：性別、變遷與藝術

Resistance and Reimagination: Gender, Change, and the Arts 

2021年第七屆全球女性領導者年度高峰會
Global Female Leaders 2021: 7th Annual Summit

2021年RISE科技人年會
RISE Conference 2021

14 15

全
球
會
議
新
訊

全球會議新訊

2021/4/8-10

線上會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s 4W Initiative: 

Women & Wellbeing in Wisconsin & the World

and The UW-system Women’s & Gender Studies 

Consortium 

教育、文化與媒體

本會議企圖融合藝術作為通往知識、抵抗與想像

的途徑，包括圓桌論壇、海報發表以及七個主題

場次，涵蓋以下主題：「女性主義教育學與女性

主義思想的進化」、「女性與福祉，在威斯康辛

與全世界：建立地方與全球連結」、「性別、移

民、身分與自由」、「終止體能歧視：障礙研

究的觀點」、「做酷兒：酷兒實踐、表達與倡

議」、「性別與環境正義」、「我們的身體：超

越 #MeToo運動」。

https://consortium.gws.wisc.edu/conference-2020-

schedule/

2021/3/15-16

德國柏林

Management Circle AG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環境、能源與科技

本活動包含兩日高峰會以及半天的會前論壇。兩

天的高峰會將有超過五十位世界級的講者登臺演

講，也有大量的討論與網絡連結時段。高峰會

設定的主題包括：「變動時代之下的堅韌領導

力」、「氣候變遷、健康與食物永續」、「未來

城市與移動的永續方案」，而行政院政務委員唐

鳳也會在「科技與媒體：社會的挑戰與增能」時

段以「數位社會創新：#TaiwanCanHelp」進行專題

演講。

https://www.globalfemaleleaders.com/

2021/3/25

線上會議

RISE Conference

環境、能源與科技

自2015年至今，RISE已經是亞洲最大的科技人聚會

網絡，他們也從2016年啟動「女科技人計畫」，

透過邀請女科技人擔任講者和發送論壇票券，RISE

成功將更多女性納入其網絡──2019年的年會更

有超過四成與會者為女性。在這個論壇中，聽眾

可以從女科技人口中獲得最新科技，並有許多機

會和女性科技人討論對話與建立連結。

https://riseconf.com/women-in-tech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類別     內容     相關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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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START UP 新女力創業節

行政院「Gender萬花筒　國際資訊交流站」

2017年初，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開展了「新

住民女性創業加速器計畫」，本年度因應服務群體之

擴大，正式更名為「新女力創業加速器計畫」。以成

為「新住民成就創業夢想上最及時援助」的初心，四

年來已支持多位新住民女性成功創業。在這段陪伴的

過程中，我們和姊妹們共同學習、成長，致力於看見

每一位新住民女性在臺灣生活、創業的點滴，而這些

臺灣「新女力」，更將新住民女性的韌性與奮鬥史，

傳遞到社會的各個角落！

時值聯合國國際移民日前夕，本會將於12月12

日在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北側綠地舉辦「2020 

START UP新女力創業節」，現場

設有新住民創業市集展攤活動及

多元文化歌舞演出，並放映新住

民女性在臺創業紀實，刻畫新女

力在異鄉打拼的人物樣貌，呈現

多元民族在台灣共融共生、發光

發熱的生活經驗，現場亦規劃有獎徵答活動，讓你有

吃有玩還能拿好康！歡迎對多元文化美食、文化、藝

術有興趣的民眾前來共襄盛舉，享受一場異國盛宴，

亦期盼你的參與，能和我們共同喚起臺灣社群對新住

民議題更多的關注。

行政院為使社會大眾了解國際性別平等新知與政

策推展趨勢，自104年啟用「Gender萬花筒　國際資

訊交流站」，定期蒐集重要國際婦女及性別議題會議

與活動紀實、活動訊息、新知、統計與政策等資訊，

期能提升大眾性別平等觀念、促進

我國性別平等發展接軌國際。歡迎

各界踴躍利用網站資訊！

徵稿啟事
本通訊每年4、8、12月定期出版，刊載國際社會與

婦女或性別相關之新興議題、政策研析、重要組織

與人物，並介紹國際性別新聞及活動。本通訊讀者

群為各級公務機關人員、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及

社會大眾。為擴大參與層面，開放讀者來稿，歡迎

各界投稿，來稿文字請以深入淺出為原則。

稿件範圍

一、與提昇性別平權或婦女權益密切相關之國際議

　　題趨勢，並提出與我國發展呼應之建言。

二、稿件性質可包含：議題研析、觀察評論、研究

　　報告、趨勢前瞻，請避免夾雜個人情緒性文字。

稿件須知

一、全年徵稿，採隨到隨審制。

二、文稿中徵引之中英文資料應詳列出處。若有相關

　　圖片，歡迎併附。

三、稿件若經採用，將致贈稿酬及通訊致謝。著作人

　　投稿而經本通訊收錄，即視為同意本會以文字或

　　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為符合出版形式或版面需

　　求，本會得以要求作者增刪原文。

四、投稿方式：請逕電郵word檔至siyen@wrp.org.

          tw，主旨「國際性別通訊文稿」，並註明作者姓

    名、現職、聯絡電話、地址，以便後續聯繫。

活動預告

網站介紹

掌握性別平等國際脈動看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