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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對應 ESG 潮流之
現況與挑戰」 中小企業觀點 
專訪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CTPECC秘書處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在本 (111)年度 8月 30日以「台灣中小

企業對應 ESG潮流之現況與挑戰」為題，專訪中

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與會受邀包含中華民

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歐淑芳副理事長 (大學光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昆民常務理事 (祥

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及范秋芳行政長。

CTPECC周子欽秘書長開場首先感謝中華

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讓 CTPECC有機會與

企業界就ESG (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

相關議題做交流。他說道：「有關 ESG概念過

去許多研究單位掌握許多資料，甚至有相關研

究產出，但我們都知道 ESG的落實是在企業身

上，如果只是坐在辦公室紙上談兵的話是不夠

的。」此次 CTPECC希望透過實際的與企業交

流，了解產業面真實的樣貌及面臨的困境。

 中小企業面臨 ESG 轉型之現況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加劇，ESG

企業專訪

台灣中小企業對應 ESG 潮流之現況與挑戰

議題在全世界發酵，相較於上市櫃或大型企業對

ESG的重視，中小企業其實才是台灣企業的中流

砥柱。ESG已躍升為企業經營的新顯學，儼然成

為辨別及評估一家企業永續發展的衡量指標，而

我國中小企業正面臨這樣國際趨勢的挑戰。

吳昆民常務理事說道：「以畜牧業來說，

2012年我開始經營養豬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做好廢水處理。」長久以來，養豬業被視為社

會成本高的行業，因為造成的汙染是大眾顯而易

見的。在早期，非都會區人口密度低，養豬場比

較不會對民眾造成困擾；如今，隨著都會區規模

的擴大，交通也逐漸便利，許多人因高房價、租

金等問題，選擇在郊區置產或租屋，很多養豬場

附近開始有居住型社區進駐，進而產生「鄰避效

應（Not In My Backyard）」。「在畜牧業裡，

唯有和左鄰右舍建立起和睦的關係，養豬場才有

辦法達成 ESG及永續經營。」吳常務理事強調

著。他也提及世界各國養豬的狀況都不盡相同；

臺灣處於亞熱帶，豬隻必須時常洗澡、豬舍也必

須保持乾淨，才能減少氣味造成的汙染及相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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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開始依序為范秋芳行政長、吳昆民常務理事及歐淑芳副理事長

台灣中小企業對應 ESG 潮流之現況與挑戰

菌的孳生。因此，當台灣豬農嘗試用豬的廢棄物

來發展沼氣發電時，會發現因為用水量大導致固

態物相對不足，而發電效果不佳；相較歐洲寒冷

地區的養殖場，廢棄物因天冷固態物較好收集且

不易產生氣味，這樣的先天優勢非常適合發展沼

氣發電。由此可知，ESG的作法與付出的成本

即使在同個產業裡也會有所不同，在不同產業別

裡甚是天差地遠。

歐淑芳副理事長接著分享，她說道：「以

醫療業來說，大家可能認為達成 ESG規範是相

對簡單的，因在我國醫療業本身就被賦予公益的

性質，在管理的理念上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但這

也不代表醫療業在 ESG上面沒有努力的方向。」

她以國際上享譽盛名的梅奧診所醫療機構 (Mayo 

Clinic)為例，在 ESG的實踐上透過訂定其院所

之使命、願景、價值及任務，層層拆解再一一實

踐，梅奧診所醫療機構在全美已連續七年位列

〝全美最佳醫院〞的盛名。然而，與我國不同的

是，這些頂尖的醫療院所在達成 ESG標準的同

時，也在為其醫療服務提升價值。我國醫療事業

因受限於法規，ESG衍伸之成本難以反映在價

格上，這更使得原本資源就較缺乏的診所及社區

型醫院更難參與及落實轉型。即便如此，歐理事

長表示仍有某些部份我們不太付出高成本也能執

行，例如「節約能源」就是最簡單的面向。她說

道：「在我的公司裡，我們除了加強宣導員工如：

做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隨手關燈、水⋯⋯等觀

念；同時我們也參與如食物銀行這樣的計畫，把

多餘的食品交給相關單位再做重新分配，以減少

浪費。」此外，供應鏈管理也是她著重的重點之

一，如產品以環保材質為優先並減少不必要的包

裝等。「去中間化是供應鏈管理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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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供應鏈以減少多餘的浪費及成本的摩擦，但

這必須要業界的整合，然而對中小企業來說，這

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補充說道。

 中小企業 ESG 轉型之困境及

建議

范秋芳執行長首先指出，我國中小企業面

臨這樣的國際趨勢，大部分的董事長都會問「該

要怎麼做？」、「該如何正確踏出 ESG的第一

步？」、最後是「推動 ESG要怎樣才能賺錢？」

她建議政府應該依據產業規模大小及類別辦理相

關教育訓練或輔導課程，或是給予補助計畫，讓

這些小、微型企業不至於成為無頭蒼蠅，也減少

他們在達成 ESG的支出成本，讓他們才會更有

意願去參與政策執行。此外，范執行長也強調，

推動 ESG不僅僅是企業的責任，政府除了在政

策上的推動，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如何從消費

端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進而影響需求市場的改

變，這對企業來說是個相當大的助力。歐副理事

長則說道：「在醫療業界我們不知道 ESG標準

是什麼？例如在醫療業環境該如何保護？相較於

農業上對於環境保護講究的是技術上做法，醫療

業更注重的是人的教育及價值觀念的傳播。」她

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小企業因規模較小、組織限

制等因素，很難憑一己之力達成 ESG標準。所

以結合相關 NGO、NPO一同合作會是不錯的方

式，如參與食物銀行就是很好的辦法。吳常務理

事接著分享，他說道：「我們的豬場有動物福利、

廢水處理及沼氣發電。但是有關畜牧業台灣則多

用建材來計算 ESG的分數，但是這個設計是不

合理的。」他建議政府可以讓各個產業去制定自

己的 ESG標準，再做相關的調整，這樣的標準

才會更貼近產業的需求，進而增強產業參與的力

道。政府透過補助有意願轉型之中小企業，從中

找到各行各業的 ESG領頭羊，將他們輔導到成

功，讓他們獲得合理的回報。倘若成功的話不僅

成為示範案例，即使失敗仍可以蒐集相關參數，

這會是相當可行的作法。

 總結

2021年統計台灣中小企業約為 155萬家占

全台企業九成，是台灣經濟動脈。近年 ESG成

為全球趨勢，製造業面臨綠色轉型、靜零碳排。

此外，台灣是全球高科技硬體零組件輸出國，

過去專注於控制成本、精進製成即積極接單 ;現

在受到國際大廠淨零排放目標的影響，ESG成

為中小企業必備的策略管理專業。我國中小企

業正可以發揮小而巧的特性，強化高校決策及

快速執行的優勢，以彌補企業規模小、資源較

少的弱勢。台灣中小企業的創新強、彈性高、

靈活度佳，是落實 ESG的一大優勢。透過打造

ESG差異化的商業策略，強化永續發展 ESG治

理以重塑品牌定位與價值，提升消費者滿意度

和整體形象，以加大與競爭對手的品牌差異化。

在投資方面，投資人在意企業的永續經營，符

合 ESG的企業更容易籌募資金、招募人才進而

提升效率，也因為永續性的經營模式，對於上

市公司也更容易得到股民的支持與青睞，進一

步提高生產力綜效，帶動營收成長。對於小企

業來說，可以由利他模式思維落實 ESG，並與

相關利害關係人合作，減少ESG所帶來的成本，

提升未來因應各種挑戰的韌性。

台灣中小企業對應 ESG 潮流之現況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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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如何因應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優劣點？
－兼論「台灣新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台灣如何因應 「美台 21 世紀貿易
倡議」的優劣點？  兼論「台灣新
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林若雩
台灣東南亞與南亞協會理事長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關學系榮譽教授

亞太事務

 前言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US Taiwan 

Initiate on 21st-Century Trade）於今 (2022)年 8

月 18日宣布啟動談判，行政院強調我方期盼 9

月進行首輪會議，並爭取在台北進行。11項議

題中，貿易便捷化、中小企業、反貪腐有望納

優先選項，一旦完成小範圍成果，最快今年底

會先簽署協定。近期美台關係友善，美國參院

外交委員會 9月 14日以 17票贊成、5票反對

的壓倒性票數，通過《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共同提出此法

案的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在官方推特上表示，《台灣政策法》改善美國

的台灣政策，強化美台雙邊關係，「在面對中

國侵略威脅之下，有助於維持穩定的兩岸嚇阻」

顯示美國未來於降低兩岸緊張衝突，將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 9月

8日在洛杉磯舉行 14國參與的「印太經濟架構」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部長級

會議上表示，自從推出 IPEF以來，有關國家都

致力於共同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安排，而且取得相

當進展。IPEF是當前美國印太策略的核心，反

映美國拜登政府在加強與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關係

的同時，將勞工置於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中心

地位的承諾。台美兩國即將展開的「美台 21世

紀貿易倡議」貿易談判，台灣有何種籌碼和機

會？是否如美國拜登政府所言：美國的要務是抗

通膨與防止衰退與堅韌的供應鏈，台灣可以運

用台積電在美國設廠和對美投資的籌碼，美國

希望與台灣在貿易便捷方面建立一個典範，讓

未來的 IPEF仿效其他高標準的貿易規範，希望

將台灣當成一個模範生，成為讓未來 IPEF談判

的準則？眾所皆知，台灣無法加入美國籌劃的

IPEF，成為第一輪的成員國，美國與台灣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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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如何因應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優劣點？
－兼論「台灣新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如嘗試以「21世紀貿易倡議」來取代，看來可

能是美國安撫台灣的作為，但實質上台灣能從中

獲得什麼？是否如同行政院部分官員與智庫學者

所言〝台美貿易倡議是迷你型的 IPEF〞？確實

的情況如何，本文將加以分析探討。

一、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啟動：

目前的發展情況

美國副貿易代表畢昂奇（Sarah Bianchi）和

行政院政務委員暨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

鄧振中今年 6月 1日共同宣布啟動「美台 21世

紀貿易倡議」，美台就貿易倡議達成談判授權

（negotiating mandate）共識，將展開首輪談判。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美台 21世紀

貿易倡議」細部內容，包括貿易便捷化、法規

調和、農業、標準、數位貿易、環境變遷、反

貪汙、勞動、中小企業、國營事業，以及對抗

非市場經濟等 11項，即將展開正式談判，美台

雙方首輪會議即將於九月舉行。依據規劃，儘

管議題設定已很周全，然則若有需要，不排除

再「加碼」，例如 FTA裡有的關稅減讓或服務

業市場開放，如同堆積木般，但仍需拜登政府

獲得國會授權才能有進展。外界關心是否需增

加投資保障協議，然則環保、勞工、反貪污等，

都跟投資有關，以往會簽投保協定，是因怕政

府亂徵收，但台美兩邊法制都很穩定，特別簽

署實質意義不大。

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美台 21世紀貿易

倡議」所觸及 11項子題，比台灣尚無法加入的

印太經濟架構要具體，而且和歐盟、英國這兩

個美國重要貿易夥伴所談的議題幾乎重疊，讓

台灣和美國在全球所重視推動的議題接軌，為

鏈結到更大區域與新貿易秩序提前做準備。也

許新倡議的重要性遠超過台灣能否加入 IPEF，

雙方盼在貿易便利化、監管實踐、農業、反腐

敗、支持中小企業貿易、利用數位貿易好處、

促進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支持環境與氣候行

動與標準、國有企業與非市場政策與做法等領

域，達成高標準承諾與具有經濟意義成果。整

體而言，「美台 21世紀貿易倡議」總目標則是

1.強化國家整體經濟實力，2.強化台美雙方投

資及貿易，3.強化台灣與各國制度化連結，4.強

化市場經濟體制；對於產業的影響，擴大三種

農產品外銷美國，幫助中小企業與服務業的出

口；如果美國國會授權行政部門關稅減讓及市

場准入談判，未來提升簽署美台雙邊 FTA的機

率，也許就能大為增加。

二、14個成員國目前的磋商進度：

IPEF 不會是 FTA

美國今 (2022)年 5月正式提出「印太經濟

架構」，IPEF共有四大主題：貿易、供應鏈、

清潔能源、去碳化和基礎設施，以及稅收和反

腐敗。 但美國近一年多來雖然積極透過美、

日、澳、印度的四方會談（Quad）以及跟韓

國、東協舉行峰會，甚至建立美英澳防衛協定

(AUKUS)，但在經貿領域，卻缺乏明確的目標、

工具以及指引。國務卿布林肯於 5月發布對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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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演說時也表示：「美國與整個地區的國家和人

民擁有共同的願景：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其各項規則以透明的方式制定並以公平的方式實

行；各國都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主權決定。」

IPEF是現任拜登總統承續前總統Trump的想法，

他在2021年10月拋出，一方面填補美國退出「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所留下的亞洲戰略缺

口，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新的 IPEF，作為與友

好國家在供應鏈、數位經濟等議題合作，來對抗

中國在亞太的經濟影響力。印度沒有加入 IPEF

貿易四大支柱的原因，目前還不是很清楚。不過

美國表示，美印雙邊貿易談判仍持續進行，雖然

印度現在沒有加入貿易支柱，但 IPEF的主旨在

於彈性與創造機會。

印太地區擁有地球上 65%的海洋與 25%的

陸地；全世界逾半數人口生於斯長於斯，包括

近 6成的青年人口。就經濟而言，印太地區的

國內生產毛額（GDP）佔全球 60%，經濟成長

動能佔全球 3分之 2。對美國而言，印太地區為

美國帶來逾 300萬個工作機會，以及近 9000億

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台灣加強與其他民主國家的聯結，如美

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合作

共同推進南向政策。

美國先邀請韓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

紐西蘭、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

加坡、越南、文萊 (7東協 )等 13個國家成為 

IPEF架構的初創國、太平洋島國斐濟緊接着也

宣布決定加入這一印太地區的新興經濟架構，

並得到了白宮的歡迎。總計 14個國家成為 IPEF

架構的首輪國家。經歷了新冠疫情衝擊和俄烏

戰爭的爆發，拜登政府就經貿發展和供應鏈重

組、潔淨能源基礎設施，以及反腐敗措施等關

鍵問題。IPEF 明顯與 CPTPP 或 RCEP 不同，

IPEF不會是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也不會涉及

降低關稅或開放美國市場等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議題。主要考量應為國內政治因素，一

則為了保障美國國內勞工權益、提高就業率，

取得中產階級的支持；二則依美國憲法，國會

有權審查貿易協議，為了省去說服國會議員的

政治資本，IPEF傾向以國際合作模式進行，不

一定要經過國會批准便可生效執行。

2021年台美恢復 TIFA會議時，台灣官方

原本希望與美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台灣

單方面期待可能需要較長時程。事實上，台美

FTA並非美國優先考量，IPEF不會是 FTA，

FTA也不必然是最符合我國對外經貿利益的選

擇。從美國公開的資訊來看，台灣並沒有在其

經貿官員訪問亞洲的行程中，限縮了表達立場

的管道，建議務實善用去 (2021)年剛啟動的台

美經貿對話作為 IPEF相關議題的諮商平台。雖

然台美貿易倡議與印太經濟架構重疊性不低，

美方似乎也以此作為台灣不需加入印太經濟架

構的理由。但台灣還是應努力爭取加入，增加

與其他國家互動機會，對我國會有更多助益。1  

事實上，台美貿易倡議循著正常的制度 (如美新

FTA)安排管道還是比較理想，而不要完全依賴

台美雙邊貿易倡議的方式！    

1     https://www.npf.org.tw/1/25308

台灣如何因應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優劣點？
－兼論「台灣新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Asia Pacific Situation Monthly
2022年9月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7

三、針對「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優劣點，台灣的因應之道

「台美 21世紀貿易倡議」首次會議 6月底

前已在美國華府舉行。這項倡議因架構完整、可

延續、內容廣泛，可做為推動貿易協定的路徑

圖，倡議內容是以高標準為目標，將有利台灣爭

取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我國政府將結合產、官、學、研各界力量，為台

灣爭取最大利益。

然而，台美長期以來並非沒有經貿談判平

台，自 1994年雙方簽署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以來，這原本就是一個定期諮商的機

制，用以促進兩國的貿易關係，並加強雙方的經

濟合作，過去我方也多次在這個協定架構下，籲

請與美國諮商 FTA，甚至雙方智庫也做了評估，

這些評估都非常正面，但美國政府總以人手不足

為由推遲，卻屢屢在此一架構下關切我國電信市

場開放、健保藥品核價、著作權法、專利法的修

正，甚且過去幾年轉而關切的美牛、美豬，這些

議題在國內都曾鬧得沸沸揚揚，這個平台與我們

所期待的自由貿易協定已然漸行漸遠。老實講，

TIFA架構下獲致台美雙邊簽署 FTA，幾乎是不

可能的事。

台灣正走在經貿體制改革道路上，首先是

「台美 21世紀貿易倡議」，其次則是主題類似，

但參與國家更多的印太經濟架構，台灣為前者所

做的努力，也可用於後者。外交系統人士研判：

「印太經濟架構上路一段時間，各國開始看見商

機，價值觀也愈來愈契合時，或許就是台灣加入

的時機」，似乎有其說服力。目前 CPTPP會員

國正處理英國入會，樂觀估計是今 (2022)年處

理完英國，悲觀估計是明 (2023)年初，英國是

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談判不是那麼容易。另外，

2021年九月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時申請加入 CP 

TPP，未來我國政府應密切注意動態、排除對台

灣加入的不利因素。至於台灣為何目前不能加入

印太經濟架構（IPEF），主要原因並非美國不

找台灣，而是因部分東協國家擔心美國找台灣參

加，中國會找東協國家麻煩，東協成員國害怕得

罪中共。平心而論，東協與印度都有外交上「不

結盟主義」的傳統，要這些東南亞國家改變長久

以來的外交路線，實在是他們猶豫不前。

四、「台灣新南向 3.0」新階段

的修正

不同於過去「台灣新南向 1.0」、「台灣新

南向 2.0」，在推動「台灣新南向 3.0」方面，原

來台灣新南向 2.0有 18個對象國，為與美國深

化合作關係，新階段美國與台灣的合作關係可以

考慮擴大到台灣於南太平洋的四個友邦國家，成

為 22個國家；另外，台灣可深化與美國、日本、

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等民主國家的聯結，

共同合作推進南向政策。

綜上所述，本文的政策建議如下：(－ ) 美

國已經明指將與澳洲、印度、日本、歐盟、韓

國、東協等加強合作，歐盟則表示將與已經訂

定「印太戰略」的國家深化合作，台灣必須加

強與前述國家的關係。 (二 ) 近來美國與中國大

台灣如何因應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優劣點？
－兼論「台灣新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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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小辭典：何謂《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是 2022年美國國會一部審議中的對台法案。由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討論。法案明訂未來 5年，

提供將近 65億美元強化台灣防禦，禁止美國政府官員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並建議美國視

台灣民選政府為台灣人民合法代表 ，禁止美國聯邦政府對跟台灣政府的官方互動施加限制，為將來可能的更

多安全保障與貿易優惠鋪路。

陸在爭取東南亞國家方面，都各盡所能、不餘

遺力，美國爭取越南亦復如是。(三 ) 以台灣方

面而言，宜利用各種方式鼓吹遊說美國讓台灣

加入 IPEF與 CPTPP，與東協國家如越南加強合

作。台灣與中國大陸去 (2021)年九月同時申請

加入 CPTPP，未來應密切注意動態、排除對台

灣加入的不利因素。(四 ) 在推動「台灣新南向

3.0」方面，新南向對象國應可考慮由當前 18國

加入台灣在南太平洋島國的正式邦交國馬紹爾

群島、諾魯、帛琉、吐瓦魯等四個國家，目標

國擴大為 22國。

 結語

一言以蔽之，「美台 21世紀貿易倡議」已

經啟動談判，各方抱持高度肯定與樂觀期待；除

了倡議本身經貿效益外，也許未來可以簽訂台美

自由貿易協定，也有助於加入泛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 CPTPP。今 (2022)年在新南向推動有

成，以我國銀行與上市公司新南向投資收益為

例，今年第一季較往年高出很多，整體新南向投

資收益比去年大幅成長 187.58 %，表現非常亮

麗；最近五年國銀新南向海外分支機構，獲利連

續四年大幅贏過中國。於當前西向大陸的步伐走

得緩慢蹣頷，台灣的新南向目前看起來愈走愈順

暢，特別是在與美國合作的「美台 21世紀貿易

倡議」，期盼未來『新東向與新南向』共同合作，

當前堪稱為很好的關鍵時刻。

台灣如何因應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優劣點？
－兼論「台灣新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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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經濟賦權與永續

婦女經濟賦權與永續

林廷育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婦女議題

  前言

今 (2022)年 APEC主辦經濟體泰國將主軸

聚焦於復甦觀光產業及永續發展；在恢復觀光產

業方面，泰國特別設立一「安全通道工作小組」

(Safe Passage Task Force, SPTF)作為相關倡議之平

台，廣邀跨境所需之相關工作小組，如：衛生、

運輸、觀光及商務人士移動工作小組，進行討論

及倡議，亦於今年發展多項自費計畫，針對區域

內跨境措施進行相對應之計畫；而在永續方面，

則是發表一重點文件－「生物、循環與綠色經濟」

（Bio-Circular-Green Economy, BCG目標），亦稱

《曼谷目標》，預計將於今年領袖會議上採認。

BCG模式的主要核心概念為生物經濟、循

環經濟，以及綠色經濟的協同發展，並強化包含

綠色及數位科技的研發與應用，藉由社會整體動

員的途徑實踐永續發展目標。在婦女方面，主要

在「推動永續與包容性貿易與投資並確保與環

境政策的相互支持」(Progressing sustaina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ensuring that they are mutually 

supportive with ou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以 及

「促進環境及自然資源的保育、永續運用與管

理，包含生態多樣性」(Promoting conservation, 

sustainable use and manag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biodiversity) 下進

行相關倡議；而其在執行的部份，強調透過更

加強韌的社會整體夥伴關係 (stronger whole-of-

society partnership)及全面體制 (whole-of-system)

途徑推行 BCG模式，亦強調應採取包容性途

徑，為女性、青年及其他尚未開發經濟潛能的

群體賦能。根據婦女與政策經濟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Economy，以下簡稱

PPWE）過去相關工作，強調需結合拉塞雷納婦

女與包容性成長路徑圖之關鍵領域，凸顯婦女對

實踐永續與包容性的重要性，並確保多元與包容

性，尤其與婦女、青年及在地社群交流合作共同

對抗氣候變遷。

2022 年的婦女議題

近兩年在疫情的肆虐下，APEC對於女性所

遭受的經濟與就業衝擊、家務照顧工作負荷、身

心健康與人身安全等議題有更多的關注，女性除

了肩負大多數的無酬照顧工作，同時亦為健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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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經濟賦權與永續

療產業的第一線主要工作者；於此同時，疫情加

速資通訊科技應用及數位轉型趨勢，如何協助女

性強化數位技術並導入產業價值鏈，為各界關注

之重點。主要透過支持女性的教育與訓練，達到

女性的經濟賦權，其中亦不能忽略對男性的意識

提升教育；此外疫情帶來彈性工作模式、數位科

技轉型等趨勢與挑戰，也使各經濟體更加關切對

女性所需資源能否被滿足，協助促進女性經濟參

與機會。

泰國首次提出 BCG模式所涉及之議題十分

廣泛，圍繞環境、經濟、社會與人類福祉之永續

性生態系統，女性為實際參與者但時常被低估其

影響力，BCG模式的實踐需透過多元群體的參

與及合作，以達到性別平等參與及共融。今年

PPWE會議恢復辦理公私部門對話，主題為促進

女性經濟參與，並邀請各領域女性企業家分享經

驗。會晤中，各經濟體倡議方向圍繞疫情復甦下

的女性經濟參與，包含如何協助女性建構數位能

力、發揮潛能、參與新興經濟機會；強化女性領

導力培訓與網絡連結，以及減輕女性無酬照顧負

擔責任，提供照顧支持系統，倡議共同家務分工

等，透過多面向政策開拓女性經濟參與機會。

 婦女經濟賦權相關倡議

我國近年來在 APEC中持續推動女性參與

非傳統領域產業，包括智慧農業、建築及電信業

等，為女性經濟參與突破各項障礙努力。今年我

國行政院性平處執行「促進電信業性別衡平以追

求包容性復甦」計畫，致力於電信產業中的性別

平等，並為女性參與者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環境，

辦理了一場工作坊以及政策對話。本計畫針對

APEC經濟體女性參與電信業性別統計及政策進

行調查、女性模範及電信企業之最佳範例訪談，

蒐集多位女性領導者與電信公司的經驗分享及政

策建議，以打造有利女性發展之電信產業；結果

證實，女性可以在促進綠色經濟方面發揮關鍵作

用，同時亦呼應今年《曼谷目標》之項目。

再者，我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在人力

資 源 工 作 小 組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HRDWG)項下之計畫「通過數

位時代公民技能的新方法優化人類潛能：提升新

媒體數位技能」中，以性別觀點銜接品牌溝通

與媒體策略，培訓前瞻數位人才，有效協助所

有群體享有數位經濟帶來的機會。本計畫最終

總結：強化數位行銷技能固然重要，企業亦應

跳脫陳規框架、將性別意識納入日常互動，才

能理解不同地域及群體的需求並建立信任感，

為消費者的疫後新生活提供實質幫助。另外，

有關促進女性數位包容性之相關倡議，美國亦

於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all and Medium Working 

Group, SMEWG)之下辦理「透過跨境電商促進

女性創業」(Supporting Women Entrepreneurs in 

Accessing E-Commerce Opportunities)，強調數位

化包容性成長的重要性，特別是青年與婦女的培

力及賦能，強調對「數位包容」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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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展望

美國身為明 (2023)年 APEC主辦經濟體，

除了作為初創第一屆婦女高階論壇的經濟體

外，亦與我國即紐澳共同創辦「婦女與經濟子基

金」，且持續挹注經費，對協助婦女參與市場之

角色不言而語；目前初估其年度重點主軸將延續

今年議題，聚焦於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議題，同

時，在婦女議題方面，可能偕同中小企業工作小

組之工作加以著墨，我國可藉此機會積極檢視國

內相關政策的性別平衡與性別統計數據，期有助

於明年的會議參與及成果呈現。

婦女經濟賦權與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