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的非政府組織：讓世界更好的力量



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在國際研究指標上名列前茅，尤其在亞洲，臺灣民主轉型與發展之經驗更顯難能可貴，非

政府組織也承續推動民主發展的經驗與能力，公民社會的團結更使臺灣從接受國際協助，進展到能回饋國際

社會，積極分享臺灣民主經驗。

民主人權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公督盟）於2007年成立，由臺

灣近50個非政府組織所組成，持續推動國會透明與各

項國會改革倡議，包含每會期（半年）發布專業且全

面的立委評鑑、組織並培訓國會監督志工團與非政府

組織國會聯絡人、製作國會監督APP、議事攻防桌

遊、認識國會教案與演講等民主深化工作。同時協助

成立與串連各地方議會監督團體，並組成全國議會監

督聯盟維持穩定運作，也曾舉辦兩次國會監督國際研

討會，強化與國際組織經驗交流及合作，希望促成文

明、陽光、公益、透明、效能的國會。

網址：https://cc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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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是亞洲第一個國家級的民主

援助基金會，自2003年開始與公民社會夥伴一起為

深化民主人權之普世價值而努力。除了補助國內外的

非政府組織申請各項有關民主人權之活動計畫；也持

續舉辦「亞洲民主人權獎」、「亞洲青年民主領袖

營」、「東亞民主論壇」等各項維繫亞洲民主網絡之

活動；基金會也致力於民主與人權之學術研究，設置

國際訪問學人研究獎助計畫，並出版如《臺灣民主期

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臺灣民

主季刊》、《中國人權觀察報告》等刊物，亦因此使

基金會在國內外智庫評鑑上屢創佳績。

網址：http://www.tf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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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非政府組織不僅是臺灣公民社會的基石，亦是臺灣民主發展的關鍵。懷抱一股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強烈熱

情，臺灣的非政府組織長期投入民主人權、性別平權、環境永續、公共醫療、人道援助以及藝文體育等領域。

外交部體認到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並順應國際社會趨勢，於2000年成立「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於2012年配合政府機關組織改造更名為「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積極與民間組織建構夥伴關係，支持協

助國內非政府組織從事國際發展合作計畫，增進國際參與。本部希望藉由這份簡介，讓國際社會更加認識臺灣

非政府組織的經驗與能力，也讓臺灣的非政府組織有機會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

臺灣非政府組織—與世界共好的暖實力



臺灣推展性別平權的進展受國際矚目：2019年，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婚姻平權的國家，性別平等程度高

居亞洲之冠；2020年，臺灣女性立法委員占立法院總席次比例為百分之41.59，為亞洲最高。除了分享這些成

功經驗，臺灣的非政府組織在推動性別權益方面，更提出許多國際性計畫，期待更多的參與。

性別平權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臺灣從威權體制進入民主社會，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面

對，包含調查與檢討過去威權政府侵害人權的行為，以

及深化民主概念於新生民主社會，這都是轉型正義工作

重要的內涵。為了實踐這樣的理想，台灣民間真相與和

解促進會在2007年應運而生。在這13年間，他們與公民

社會共同奮鬥，取得許多具體成果，包括推動設置「國

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立法、

推動《政治檔案條例》立法、也協助受難者及家屬回復

名譽與爭取權益。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也培訓年

輕一代，投入保存轉型正義歷史記憶的工作，以展覽、

導覽、出版等方式，使大眾能了解轉型正義的重要性，

也定期彙整各國推動轉型正義的最新政策，使臺灣對國

際人權與民主標準得以接軌。 

網址：https://taiwantrc.org

©圖片來源：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創辦於1988年，致力於救援受

暴女性、建構性別公義社會超過30年，並投入防治跨國

人口販運，也在國際女權、性別運動推展扮演重要角色。

2012年創設培力弱勢亞洲女孩的亞洲女孩人權運動

（Asian Girls Campaign）及亞洲婦女安置網絡（Asian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ANWS）。其成就在

2005年獲得Ashoka Changemakers Innovation Award 

全球首獎，2015年榮獲日內瓦國際（Global Geneva）

評選為全球500大非政府組織（NGOs）第16名。2018

年 勵 馨 執 行 長 紀 惠 容 獲 選 為 全 球 婦 女 安 置 網 （ t h e 

Global Network of Women's Shelters, GNWS）主席，

於2019年在臺灣舉辦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會議

（the 4th World Conference of Women's Shelters, 

4WCWS）。

網址：https://www.go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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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
基金會
1997年，臺灣政府意識到若要有效提升婦女人身安全及各

項權益，應設置跨部門且廣納公民社會參與的政策諮詢與溝

通平台，遂由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長期彙集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意見，逐步檢討我國施政

是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之規範，以國際指標檢視臺灣性

別平等的推動成果。婦權基金會肩負政府與公民社會溝通橋

梁和國際發聲責任，不僅支持國內婦女團體舉辦政策討論、

培力和倡議活動，也透過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

織周邊會議（UN CSW and NGO CSW Forum）、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婦女經濟論壇等，積極向國際社會貢獻臺灣經驗。近年基金

會倡議方式更為多元，例如與衛生福利部、Impact Hub 

T a i p e i 共 同 舉 辦 亞 太 區 第 一 個 性 別 創 新 獎 （ G e n d e r 

Innovation Awards），號召亞太青年為提升性別平等激發

創意提案。

網址：https://www.iwomenweb.org.tw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臺灣的資源回收政策與再生能源產業已是世界知名。也因為非政府組織的監督與倡議，使臺灣雖然無法正式

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會議，但政策與法規仍足以與國際接軌。非政府組織更不遺餘力推動政府與企

業環保相關資訊揭露、大眾環境教育推廣以及永續發展政策落實。

環境永續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彩虹平權大平台）前身為2016

年由5個性別相關團體共同發起的婚姻平權大平台，在推動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過程中，經歷民法修正、釋憲、公投到

2019年5月的專法通過，扮演整合公民社會的力量進行倡

議的關鍵角色，同時也在社會溝通、在地組織經營和國際

交流等工作上著力甚深。彩虹平權大平台未來將積極透過

政治參與、社會教育、國際合作等行動，消除因性／別產

生的各種不平等，讓友善同志成為生活的日常，邁向多元

共好的臺灣。

網址：https://equallove.tw/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圖片來源：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圖片來源：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持續提供企業最新永續發展資訊，

促使國內企業重視其對永續發展之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已經邁入第十三年。該會創設

台灣企業永續獎（Taiwa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wards, 

T C S A ） ， 鼓 勵 臺 灣 企 業 能 與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接軌；於2016年

創設台灣企業永續學院（Taiwan Academy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系統性的建立企業所需的永續發展培訓；

自2018年起更持續舉辦亞洲最大的全球企業永續論壇

（Global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Forum），邀請國際專

家學者與臺灣互動交流。

網址：https://www.taise.org.tw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透過議題結盟、社區串連、公民行動等理

念擴大民眾參與，與確保弱勢發聲的原則來達成永續的生活

與環保的目標。協會也長期進行國內外核電及能源議題的資

訊追蹤和研究，結合國際經驗、凝聚國內各方共識，向政府

提供實際且可行的政策建言，擘劃臺灣的中長期能源轉型藍

圖，倡議邁向百分百再生能源的永續社會。近期推動的「透

明足跡」互動式網站，是亞洲少見運用網路科技，將企業污

染紀錄系統化且圖像化，供大眾查詢的創舉，也促進政府的

透明度。

網址：http://gcaa.org.tw

©圖片來源：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
1987年，一群勇敢的女性創立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在臺灣尚處於威權統治的時代，不畏壓力發起督促

政府改革環保政策的社會運動，也證明女性公共參與的能力

不容忽視。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所倡議的再生能源推

廣、能源民主計畫、個人節電手冊、綠色飲食教育、綠色生

活計畫，使永續發展的政策能立基於民眾參與，也走進每一

個家庭。在未來，與國際環保社群的交流，也將是他們的工

作重點。

網址：https://www.huf.org.tw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臺灣至今仍非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正式

會員，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FMPAT)自1995年起便致力推動臺灣

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並成立全球衛生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Health Research），積極蒐集研究全球醫療衛生最新法規與政策。此外，

藉由協助臺灣參與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ICH）、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及WHO相關活動，將臺灣的醫療技術與政策經驗與國際社群分享。

為推動臺灣對於全球衛生的了解，基金會出版全球衛生系列叢書。此外，台

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自創辦以來致力於推動臺灣生技環境之發展，除長期辦理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外，更投入創新生醫領域之政策與產業研究，包含再生醫

療、細胞治療及數位健康等新興醫療科技議題，為臺灣搭建優良且高品質的

生技發展環境。

網址: https://www.mpat.org.tw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
金會

1959年，羅慧夫醫師（Dr. Samuel Noordhoff）因為醫療宣教士的工作來

到臺灣，以其醫療專業與無私的善心，幫助臺灣建立醫療制度，與培訓醫療

人才，成功提升臺灣醫療品質。1989年，羅醫師捐助成立財團法人羅慧夫

顱顏基金會，推動包括生理、心理、社會的全人醫療，來幫助無數唇顎裂顱

顏患者重獲新生。1998年，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展開國際醫療援助，前往9國

進行87次義診行動，使2,000多名患者獲得免費義診手術；並贊助23國共

175名種子醫療人員來臺培訓，使當地的醫療人員能回母國傳承技術與知

識，真正建立屬於在地且能永續發展的醫療系統。

網址: https://www.nncf.org

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臺灣的醫療保健系統在近年已經被許多國際性專業刊物評為世界第一，這有賴於臺灣的非政府組織長年的政

策倡議，也因此他們可以貢獻經驗，幫助其他國家建立平等且可負擔的醫療保健政策；許多醫界人士更組成

志工團，運用臺灣享譽國際的醫療技術與傳染病防治經驗，為更廣大的弱勢改善公共衛生，並提供世界上更

多人迫切需要的醫療支持。

公衛醫療



大約從1980年代開始，臺灣社會逐漸孕育出許多從事國際人道援助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各地為需要的人提

供糧食、醫療、教育、基礎建設等援助。他們的行動除了廣受國際社會肯定，其實更代表著臺灣感謝與回饋

國際社會以往對臺灣的慷慨援助，並期許自身能成為世界和平穩定的力量。

人道援助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
1966年證嚴上人於臺灣花蓮，以克難精神創立慈濟功德會，

初期以「竹筒歲月」五毛錢行善理念、以「慈悲喜捨、誠正

信實」精神，推動「四大志業、八大法印」，包括慈善、醫

療、教育、人文、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境保

護。超越種族國家與信仰，慈濟在全球63個國家地區設分支

機構，援助超過101個國家地區。無私人道精神使慈濟成為

受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肯定之非政府組織之一，

並獲選為聯合國信仰組織評議會（United Nations Faith 

Advisory Council）代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 Environment）觀

察員等。祈願透過大愛共行，同為天下無災而努力！

網址: https://tw.tzuchi.org/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灣路竹會
劉啟群醫師在1995年創立台灣路竹會，為臺灣偏遠部落與

海外開發中國家提供醫療援助與當地人員的醫療訓練。路竹

會在這25年間，服務超過全球49國的人民，尤其在重大天

災人禍發生時，例如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0年蘇門答臘

7.9級大地震、2004年的南亞大海嘯、在2006年展開之巴基

斯坦大地震災區米糧援助行動、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

2013年菲律賓海燕風災、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等，路竹會

都是亞洲少數迅速挺進災區，提供醫療與人道援助的非政府

組織。他們無私且勇敢的付出，除了在國內獲獎無數，也使

其在2020年獲日內瓦國際（Global Geneva）評選為全球

500大非政府組織（NGOs）第144名。

網址：http://www.taiwanroot.org 

©圖片來源：台灣路竹會



臺灣藝文與體育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表現活躍，展現出臺灣作為海島國家的多元、開放、創新、包容的文

化底蘊與美感，更展現出這個島嶼的人文關懷，自由平等普世價值之實現。

藝文體育

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 
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於2013年由羅慧夫顱顏基金會、至善

社會福利基金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等組織共同發起，目

前會員數已達30個團體。為臺灣第一個海外援助非營利組織

之平台，旨在連結國內推動國際發展援助之非營利組織，合

作分享知識、提升組織效能與專業度、建立國際發展援助工

作的倫理規範，並向政府與社會倡議國際發展援助之政策。

2014年，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曾出版《TAIWAN AID會員

組織基本能力調查報告》，歸納出臺灣海外援助非政府組織

所需要的具體協助；2015與2019年兩度受外交部委託，進

行《台灣NGO國際合作發展方案地圖》之研究，勾勒我國

海外援助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工作之樣貌。該聯盟亦持續邀請

國際專家學者來臺辦理研討會，促進國際發展援助經驗之

交流。

網站: http://www.taiwanaid.org

©圖片來源：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982年，享譽華文世界的身障作家劉俠（杏林子）與好友共

同創立伊甸基金會，推動身心障礙者廣泛參與社會。伊甸以

職訓起家，創造身障就業機會，並透過倡議、修法爭取身障

平權，促進無障礙交通及環境的改善，引導更合理的社會福

利政策與國家預算。同時，伊甸長期提供發展遲緩兒童、成

人身障與長者的全人照顧，以及協力弱勢社區永續發展。伊

甸秉持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核心精神投入各項社

會服務，期待福利與福音同步落實。1996年起，伊甸基金會

將服務觸角擴及海外，項目包括輔具捐贈、推動身障者就業

訓練、支持在地組織、提供災後援助，及進行國際志願服務

交流等。此外，伊甸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國際反地雷組織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亞

太身心障礙論壇（Asia Pacific Disability Forum, APDF）、

國際工作組織（Workability International, WI）、國際復健

組織（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RI）、以及國際志工協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eer Effort, IAVE）

等，與各國分享經驗與資源，和身障者站在同一陣線，促進

社會的平等共融，縮短國際的藩籬，讓愛無國界。

網站：https://www.eden.org.tw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為民間非營利組織，旨在舞蹈
創作與表演、推廣藝文活動、促進文化發展與國際文化交
流。基金會主要經營雲門舞集與位於淡水的雲門劇場。
1973年，享譽國際的編舞家林懷民成立雲門舞集。雲門以
傑出的表現，被泰晤士報譽為「亞洲具領導地位的現代舞
團」，也被加拿大環球郵報盛讚為「世上最優秀的舞團之
一」。除了活躍於國際舞台，雲門也在國內舉辦定期的常態
性表演，以及在臺灣的城市與鄉村固定舉辦免費的戶外演
出，每場平均吸引約3萬多人觀賞。2015年，雲門劇場在各
界的協助下完工，雲門舞集得以常駐在此創作與排練，並邀
請國內外藝術家一同交流，雲門劇場也成為北臺灣著名的文
化據點。

網址：https://www.cloudgate.org.tw

•「關於島嶼」林懷民舞作 雲門舞集演出
• 攝影 劉振祥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九天民俗技藝團
許振榮團長於1995年創辦九天民俗技藝團，運用創新的音
樂、表演、戲劇形式，豐富臺灣傳統廟宇陣頭的藝術性與可
看性，使陣頭表演登上林肯表演藝術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也將演出帶往加拿大、歐洲、
非洲、德國、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澳洲，讓各地的觀
眾都能跨越文化與語言的距離，感受臺灣傳統藝術的精神。
九天的表演能感動人心，除了源自藝術的專業，也來自其溫
暖而堅定的社會關懷：九天藉提供來自高風險環境下成長的
青少年陣頭表演教育訓練，建立他們的自信與自尊心，也使
臺灣傳統廟宇陣頭表演藝術能持續傳承到下一代，並成為社
會的正面能量。

網址：https://chio-tian.com

©圖片來源：九天民俗技藝團

臺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 
臺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在2013年成立，要打破「女生不
能打棒球」的性別刻板印象，將鼓勵弱勢性別參與及性別意
識培力的目標，在國內的棒球運動中實踐。協會持續辦理女
性棒球球員、教練、裁判、紀錄的培訓，以及提供棒球相關
的國際新知。2018年，前往日本與韓國參訪及觀摩海外女子
棒球推廣事務。在2019年，與「芙彤園社會企業」共同舉辦
WBSC芙彤盃國際女子棒球邀請賽（Blueseeds Cup-WBSC 
International Women's Baseball Tournament），邀請馬來
西亞、日本、香港等亞洲各國熱愛棒球的女性好手與臺灣切
磋球技，之後更與全日本女子野球聯盟（Women's Baseball 
Federation of Japan）合作，舉辦TWBAA x JAPAN女子棒
球訓練營，邀請日本女子棒球國手與臺灣學員交流。

網址：https://twbaa.org

©圖片來源：臺灣女子棒球運動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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