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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及團結經濟達致永續共融發展及公民福祉

徵集項目建議

GLOBAL SOCIAL
ECONOMY FORUM

MEXICO CITY 2020

*此中文版本為英文版本譯本，只供參考，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 
文版本為準*



在墨西哥城舉辦的 GSEF2020 邀請全球所有參與者分享最佳的實踐辦
法、實踐經驗、創新概念及解決方案，以實現屬於所有人的永續共融
發展與福祉。 

徵集項目建議

(10月  19日及  20日) (10月  21日至  23日)

網絡拓展活動

論壇前奏活動
專題研討會 自行籌辦會議

GSEF2020論壇前奏系列

截止報名日期： 3 月31日
WWW.GSEF2020.ORG

1加入我們！

GLOBAL SOCIAL
ECONOMY FORUM

MEXICO CITY 2020

* 直至 23:59 CCST



在墨西哥城舉辦的 GSEF2020 邀請全球所有參與者分享最佳的實踐辦法、實踐經驗、創新概念及 
解決方案，以實現屬於所有人的永續共融發展與福祉。 

作為在拉丁美洲和中美洲舉行的首個全球社會經濟論壇，GSEF2020 將展示全球社會和團結經濟 
運動日益增長所產生的創造力和對社會的龐大影響力，特別會展示植根於墨西哥和鄰近區域，悠久歷史
和文化多元的社會和團結經濟運動。
第五屆 GSEF 論壇將重點介紹創新概念和實用建議，在應對當前全球政治和經濟急速變革的前題 下，
GSEF 論壇提供合作和拓展網絡機會予社會和團結經濟，以建設共融和永續社會以及公民福祉。

 
 GSEF2020 目標

MEXICO CITY 2020

GLOBAL SOCIAL
ECONOMY FORUM

基於社會和團結經濟上，交流永續經濟發展經驗，特別集中於包含集體和社區企業家精神 
的經驗。

在透過社會和團結經濟在農村和城市地區上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的前題下，鎖定一些公
共政策項目或倡議，特別是著重於原住民和社區有關的項目。

找出對社會和團結經濟最具代表性的挑戰，並討論如何找到當地的解決方案，和以創新有
效的方法來執行。

透過合作社和其他社會團結經濟參與者的網絡，加快建立社會團結經濟，使其茁壯成長。

強調社會和團結經濟在創造尊嚴勞動、加強永續公平生 生和消費、以及步向生態過渡方
面的相關性。

確保青年、婦女、原住民和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 在論壇中各方面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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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EF2020                 (10月  21日至  23日)

經濟發展與福祉

環境抗禦力

以達至共融、社會凝
聚力、文化多元與移
民、團結與公平為目
標的社會與團
結經濟

民主管治

大會主題： 
以社會及團結經濟達致永續共融發展及公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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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前奏系列
(10月 19日及 20日)  原住民和社區 青年 地方政府與公共政策以婦女與性 別 研究人員日

 

分項主題主題
1.1

1.2

2.1

2.2

2.3

2.4  

社會問題:社會與團結經濟如何應對社會共融、移民和社會凝
聚力

移民人士的倡議

社會團結經濟的共融和平等文化

南北合作(發展中地方(南)與已開發地方(北)); 在地方、區域和
國際層面合作

社會和團結經濟企業和組織的管治

網絡管治和代表社會與團結經濟的結構

社會和團結經濟參與者與政府，聯盟和網絡之間的對話，作為
影響決策的方法

公共聯盟; 共同的發展平台

社會影響，衡量和管理社會影響

社會金融，社會銀行和社會投資

過渡代理; 減輕貧困的技術和方法

有系統地綜合和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福祉文化; 通過社會和團結經濟促進宣揚福祉的公共政策、項
目和最佳實踐辦法

食品系統

未來工作

城郊關係

糧食安全與糧食主權

流動性和連通性，可持續的棲息地 

生態城市
3.1

3.2

3.3

4.1

I I .  主題及分項主題

1.3

1.4

1.5

1.6

3.4

4.2

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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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sef-net.org/en/call-for-proposals
http://gsef-net.org/en/call-for-proposals
http://gsef-net.org/en/call-for-proposals
http://gsef-net.org/en/call-for-proposals

I I I .  如何報名

您有一些與 GSEF2020 主題有關的實踐辦法與其他人分享嗎?你想展示政
府與社會與團結經濟組 織共同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嗎?

請立即到以下網址報名
 www.gsef2020.org

選定的倡議將在 GSEF2020 主要論壇的主題研討會(Main forum)上介紹，選定的自行組織會議將成為論
壇前奏系列(Pre-Forum)和主要論壇( Main Forum)的一部分。 GSEF2020 學術委員會 根據以下每個主題
領域的標準審批，在提交截止日期後的 2 個月內，我們僅會聯絡其建議被選中 的的個人、組織或機構。 
由於分配給自行組織會議的空間和時間非常有限，因此限制每個單位只 會有一個選定的建議。

甄選標準

甄選時將考慮性別平衡、地域多樣性以及青年、婦女和原住民在倡議中的代表性比重。

將優先考慮 GSEF 成員。

在政府與社會和團結經濟組織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基礎上，共同創立的公共政策項目和倡議 
將被優先考慮。

鼓勵提交以創新方法為基礎的倡議和項目。

4

提交建議

請謹記以下報名步驟：

3

  瀏覽 www.gsef2020.org1

2   選定組別及主題

   3月 31日前 提交報名表格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ii/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ii/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ii/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ii/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ii/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https://www.smartsurvey.co.uk/s/gsef2020_call_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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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倡議 (10月 21日至 23日)

2. 自行籌辦會議  (10月 21日至 23日)

選定分項主題後，您可以填寫以下連結提供的網上表格以提交建議
或項目。
在 10 月 21 日至 23 日的主要論壇期間，選定的倡議將作為主題研討
會的一部分進行介紹。 根據當地組織委員會制定的規定，部分選定
的倡議將有權獲得部分財務支持，以支付行程費用。 在提交截止日
期後的兩個月內，我們僅會聯絡其建議被選中的的個人、組織或機
構。

選定分項主題後，您可以填寫以下連結提供的在線表格以提交建議
。 自行籌辦會議是您所屬組織或與其他組織合辦自定會議的機會。 
請注意，此類別僅適用於自費的建議。 在 10 月 21 日至 23 日主要
論壇期間，我們將在其中一個 相關主題領域下為選定的建議提供空
間。 在提交截止日期後的兩個月內，我們僅會聯絡其建議被選中的
的個人、組織或機構。

提交建議

提交建議

類別
分為三類:

提交建議

作為 GSEF2020 的一部分，論壇前奏系列將在 5 個主題下舉行: 原住民和社區，青年，婦女與性 別，地方
政府與公共政策以及研究人員日。

除了論壇的四個主題支柱外，這些橫向主題將會帶來機會，讓與會者聆聽所有聲音，反思當前相 關問題
，並確定應對挑戰的最佳解決方案，以步向集體、協作和以人為本方式的共融和永續社會
論壇前奏系列也將為這些組別提供時間和空間，使他們能�拓展網絡、分享和交流經驗及想法， 以在未
來努力合作。
在這些主題下，論壇前奏系列和網絡拓展活動將以工作坊、展覽、辯論和會議的形式在 10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行。
在這些主題下，您可以填寫以下連結提供的網上表格以提交建議。

請注意，此類別僅適用於自費的建議。我們將會提供合間或會議室予選定的建議，作為 10 月 19 日至 20 
日間論壇前奏系列的一部分。
在提交截止日期後的兩個月內，我們僅會聯絡其建議被選中的的個人、組織或機構。

3. 論壇前奏系列 (10月 19日及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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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通過 GSEF2020 官方網站 www.gsef2020.org 提交的提案才會被考慮。 
*考慮到容納能力和平衝預期的主題，學術委員會保留選擇倡議和會議建議的權利。 
*在提交截止日期後的兩個月內，我們僅會聯絡其建議被選中的的個人、組織或機構。 
*如果其建議被選中，該建議的講者將獲得免費進入主要論壇的機會(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
*如果您在使用網上表格時遇到技術困難，請發送電郵至 info@gsef2020.org。

INFO@GSEF2020.ORG
如有任何疑問，請發電郵到 

補充資料 
我們歡迎不同倡議和項目，以展示社會和團結經濟對共融和永續地方發展以及公民福祉的貢獻。 這些項
目可以由社會和團結經濟組織、地方政府或通過不同代理之間的合作設計和推行。 GSEF2020 主題工作
坊通常在一個分項主題下將三至五個倡議歸為一組。

預期的工作坊時限: 一個半小時(為每個工作坊上所有倡議所分配到的總時間) 

提交截止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

語言:倡議/會議建議應以英文、西班牙文或法文提交 
*主論壇期間將提供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的即時傳譯。 但請注意我們並不保證在每個專題工
作 坊中提供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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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能於網上提交表格，您仍然可以通過在官方截止時間前2小時以電子郵件發送到info@gsef2020.org報名。 
電子郵件中必須包含完整的表格，及指明無法網上提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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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您在墨西哥城見面

IV. 時間表

202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 *

2020年4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10 月 19 及 20 日

2020 年 10 月 19 及 20 日

截止遞交日期

結果公佈
 - 個人倡議
 - 自行籌辦會議

論壇前奏系列

全球社會經濟論壇

* 直至 23:59 CCST

7INFO@GSEF2020.ORG
如有任何疑問，請發電郵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