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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政府組織（NGOs）長久以來就參與在國際合作發展行動中，並從 1980 年代

快速擴張成為非常重要的角色，投入緊急援助、民主制度建構、衝突協調、人

權、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等多個部門。這樣的趨勢也出現在台灣，在新南向政

策以前，台灣大部分有進行海外援助的 NGOs，服務地點就是以亞太地區為主，

然而政府過去在法令上以及經費上，並沒有足夠的搭配或支持。目前台灣 NGOs

在新南向國家面臨多項挑戰，主要是台灣社會對於新南向國家相當陌生，對於

當地環境、土地、性別（是否改成文化？）等的瞭解相當薄弱。同時，由於新

南向國家沒有邦交關係，外交部在發展合作上所給予的資源一直很有限，而台

灣本身的法規對於 NGOs 海外援助行動不夠周全。本文認為政府應該要重視

NGOs 作為推廣台灣公民社會價值的重要途徑，並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做為跨部會「巧外交」的核心思想。具體建議（正負改為包括）：建立真誠夥伴

關係落實民間參與、建立政府開發援助經費(ODA)之監督機制、修訂援外法令與

政策以助於紮根長期發展計畫、打造亞洲人道援助平台、投資國際青年長期志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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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國際發展作為新南向的方針 

 
國與國之間有許多往來方式，除了官方的外交互動之外，還有援助、貿易、投

資、移民…等。後面幾種方式直接介入常民生活，其影響力並不亞於官方外

交，有時甚至反過來影響外交政策。隨著全球化帶來越趨複雜的國際互動趨

勢，這些方式也逐漸形成專業的領域，大致可統稱為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亦即廣義的外交政策應該包含傳統官方外交和公民互動的國際

發展，而擔任外交政策的決策者也要具備兩種專業，否則在外交決策上很容易

造成誤判，然而這點卻也是台灣外交系統長久以來所欠缺的。 

 
冷戰時代以來，台灣為了爭取國際空間，發起了大量的國際援助，藉由援助發

展手段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惟台灣政府的國際援助行動一直以來

都從屬於外交體系，執行者大部分來自外交背景，使得政治考量經常凌駕發展

專業；再加上台灣的特殊國家地位，官方的國際援助發展不透明，也不被監

督，以致援助效能不彰或不易評估。 

 
然而與此同時，隨著民主化之後的公民社會力量興起，台灣民間也開始有能力

與動機參與國際發展行動，並以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的形式逐漸形成專業的社群，並有豐厚的經驗與成果。在與台灣經貿往

來非常密切卻沒有任何邦交的新南向國家，政府必須與 NGOs 相互搭配，新南

向政策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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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合作發展的角色 

 

NGOs 存在的歷史已十分長久，又包含各式各樣的子類型，但他們都有三個關

鍵元素。第一，獨立於國家之外，不屬於任何政府；因此，NGOs 在結構上有

別於國家。第二，獨立於市場之外，因此是非營利導向，而組織運動所產生的

利潤都回饋於原始的目標。第三，社會福利導向，其最終目標是克服貧窮、苦

難和缺乏；可能藉由直接的發展介入或是服務供給來運作、或藉由非直接的倡

議和選戰。 

 
NGOs 從 1980 年代快速擴張，已經成為國際援助發展架構中的重要成員。他們

在各個層級都有運作：包含最高的國際組織，以及最基層的地方單位。NGOs

也成為官方援助的主要管道之一，甚至扮演官方援助的白手套，針對各種議

題，以不同的方式，結合其他不同類型機構與團體的力量，爭取權益和福祉。

NGOs 從 1980 年代快速興起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下列四項。 

 
首先，冷戰初期主流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主義逐漸失去行動力。許多人積極

尋找另類的途徑，而 NGOs「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由下而上

（bottom-up）」的工作模式剛好符合需求，吸引許多援助機構投入資源。2  其

次，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成效有限，政府在策

畫、執行與監督發展計畫的能力被高估，同時導致官僚主義與貪污加劇。因此

許多發展研究或工作者對 NGOs 較樂觀，認為 NGOs 可以改善官方弊病。3 

 
第三，NGOs 非官方的角色使其有觸及最弱勢與最貧困的群體的途徑，且計畫

執行成本較低、彈性較高、又強調參與及賦權等，讓 NGOs 成為國際援助界的

寵兒，獲得執行許多發展計畫的機會。4 最後是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

NGOs 在高舉市場價值的脈絡下被視為更有效率的援助者；隨著 1990 年代冷戰

結束以及「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政策理念的推動，NGOs 被視為是支

持民主過程的公民社會代表，有助於落實自由民主轉型。5 此外，有越來越多

NGOs 開始積極投入其他更具專門化的工作，包括緊急援助、民主制度建構、

衝突協調、人權、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等。綜合上述，造就 NGOs 成為國際發

展工作的重要參與者。 

  

                                                      
2 Uphoff, N. (1993).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NGOs in rur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ith di-
minishing states and expanding markets. World Development, 21(4), 607-622. 
3 Kamat, S. (2004).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theorizing NGO discourse in a neoliberal er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1(1), 155-176. 
4 Pearce, J. (1993). NGOs and social change: agents or facilitator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3(3), 222-
227. 
5 Edwards, M., & Hulme, D. (1996). Too close for comfort? The impact of official aid on nongovern-
mental organiz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24(6), 96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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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NGOs 大幅介入國際發展，其扮演的角色也非常多元，大致可分為三種。6

第一種是以減災和提供福利為主要特色，在緊急援助的脈絡下，主要目標是解

決物資或服務的缺乏。這類 NGOs介入當地的時程非常快，對象以個體或家戶

為主，特別注重飢童。而為了快速注入物資或服務，這類 NGOs相當注重後勤

管理，以期在災害發生時能夠迅速動員。 

 

第二種是以地方小規模自立更生發展為主要特色，在鑲嵌地方傳統的脈絡下，

以較長期的方式，與鄰里或村落深度互動。因此除了 NGOs本身之外，也會有

當地社區組織作為合作夥伴，這些社區組織在外來 NGOs逐漸退場之後，就有

能力帶動社區持續自我發展。這類 NGOs也因此相當注重計劃管理，有系統地

規劃進場與退場步驟。第三種是以永續發展為主要特色，在倡議的脈絡下，以

制度和政策改革為核心目標，因此運作時間會是非常長的，並且以區域甚至整

個國家為尺度，介入這個範圍內所有相關的公私部門或團體。由於制度改革牽

涉非常多層面的利害關係，因此這類 NGOs會特別注重策略管理，以善用多方

的力量來促成改變。 

 
由於 NGOs 的功能非常多，因此近年來官方援助也越來越仰賴 NGOs，然而官方

經費的增加，也同時對 NGOs 財務組成有很大的影響。NGOs 經費來自捐助國政

府/機構的比例自 1970 年代早期的 1.5% 增加到 1990 年代的 30%，可見越來越

多 NGOs 仰賴政府的經費從事發展計畫。7 許多大型援助國家的援助機構明確指

出 NGOs 是重要的合作夥伴，並建立與 NGOs 合作的政策架構，其中美國與英國

都有提供國內 NGOs 完整的經費申請規範，依據不同國家、政策優先議題作說

明。台灣的援助專責機機構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會），國合會雖未

制定明確規範，訂定與國內 NGOs 合作的機制或管道，惟國內 NGOs 仍秉持著人

道關懷，長年在海外執行國際合作發展計畫，以下我們將探討台灣 NGOs 在新

南向國的運作概況。  

                                                      
6 Korten, D. C. (1987). Third generation NGO strategies: A key to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5, 145-159. 
7 Kieh Jr, G. K. (Ed.). (2013). Africa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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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 NGOs在新南向諸國的合作概況 

 
新南向政策已正式推行一週年，台灣與新南向諸國的互動日益頻繁，而 NGOs

更是長年在新南向諸國耕耘，也是協助政府推動國際合作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夥伴。這些組織參與的國際合作不但內容多元（如人道關懷、公衛醫療、知能

教育、婦女培力、環境保護、青年交流等），對象也不受限於邦交國，且以更具

有彈性的方式推動國際合作計畫。因此，政府在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

應該善用 NGOs 的資源與能量，建立堅強的夥伴關係。透過這些組織執行 ODA

（政府開發援助），可以讓援助經費以完善計畫型態（Comprehensive Project）

執行，並建立計畫管理、監督與評估機制，以達到最大效益。 

 
2014/5 年度，外交部委託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lliance in Interna-

tional Development, Taiwan AID），進行全國第一次針對台灣從事海外援助之非政

府組織的組織能力與海外援助的工作現況進行全盤調查。8該研究提供了台灣

NGOs 在新南向國家活動的一些基本圖像。 

 
若以外交部各地域司的劃分方式為準，並將中國列入亞太地區，可看出 NGOs

服務計畫主要分佈在亞太地區（82％，38 個）；其次為非洲（30％，15 個）；低

於 20％（9 個）在拉丁美洲地區有援助與服務計畫（如圖一）。雖然台灣主要邦

交國在拉丁美洲地區，但僅有不到兩成的 NGOs 在此區有服務方案，此可能與

語言文化差異及距離有關，另拉丁美洲地區普遍經濟條件較非洲地區為佳，因

此國內 NGOs 選擇投入資源於拉丁美洲地區相對較少。 

 
圖一、台灣海外援助 NGOs 海外服務地區分布比例 

 
新南向政策針對的亞太地區正好是台灣援外 NGOs 方案最多的區域。有三分之

二的 NGOs（30 個）在東南亞從事援助工作，其次為南亞和中國，約佔 45%

（21 個和 20 個）。中國以外的東亞也有三成（14 個）。而有許多台灣邦交國的

南太平洋地區，則只有一成的 NGOs（5 個）有援助與服務計畫（圖二）。 

                                                      
8參與研究的對象為，從事海外援助之國內 NGOs 團體（排除國合會），執行海外援助至少一

年。本研究透過問卷及電話訪談進行，總共發出問卷 59 份，回收 46 份，回覆率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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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灣海外援助 NGOs 海外服務地區分布比例─亞太地區 

 
目前大部分台灣 NGO 在合作的新南向國家並沒有設立工作站，僅有少部分組織

在越南、泰國等國有登記且設立工作站，但是合作的計畫十分多元。台灣 NGOs

於新南向國家的服務與合作現況，內容包括提供特殊疾病或緊急醫療服務、針

對貧困或受災的學童提供教育服務、環境保護與農業協助、協助社區基礎建

設、培訓受援國醫療等專業技術人員、捐助款項與物資、引進國際志工等。 

 
從上述內容可知，台灣 NGOs目前在新南向國家非常活躍。同時間，政府對

NGOs國際援助及發展工作，也提供多樣化的協助。在 10分量表中，NGOs對

於政府目前的協助評分給予平均 5.3分。其中推動 NGOs進行國際連結 5.6分；

引進國際新知潮流 5.5分；提升專業知能及能力建構 5.4分；政策法令支持 5.1

分；經費支持 4.8分；總體貢獻 5.5分（圖三）。 

 
圖三、受訪 NGOs 給予政府各項目之表現評分 

 

針對經費補助項目優先次序提出建議中，各有將近兩成（8個）NGOs將「國際

發展」、「人道援助」、「設立 INGO分支」等列為第一優先（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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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受訪 NGOs建議政府第一優先經費補助項目分析 

 

NGOs認為政府應該優先增加經費補助支持那些項目中，超過一半的 NGOs將

「人道援助」、「國際發展」、「參與國際組織」、「參與國際會議」、「宣

傳推廣」等列為前五大優先。相較之下，僅有不到一成的 NGOs（4 個）將「設

備採購」列為優先（圖五）。 

 
圖五、受訪 NGOs建議政府應優先增加經費支持的項目分析 

  

NGOs在國際援助及發展工作上，政府應該增加支持的項目中，其中 50%的

NGOs（23個）建議將「增進與 iNGOs合作機會」列為第一優先。另有 24%的

NGOs（11個）將「在受援國設立據點」列為第一優先。在文字說明中，許多

NGOs建議，政府應運用在各國的網絡幫助 NGOs在當地媒體曝光、連接和介

紹當地資源。此外，亦有 NGOs建議應增加海外援助預算，並以人道需求為主

要考量，降低以外交及政治目的之國對國捐贈（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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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受訪 NGOs期望政府優先增加支持項目分析 

 

台灣特殊的國際政治處境，也普遍反映在各 NGOs的意見中。例如，雖然台灣

透過 NGOs可以在許多非邦交國家進行國際合作及援助計畫，但在執行過程中

常遭遇許多障礙（例如通關、匯款、聯結等）。而政府援外政策思維及規劃

上，仍以邦交國為優先考量，且大部分的國際援助經費係透過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執行，導致民間 NGOs獲得政府補助資源相對減少，必需透過個人募款或

企業捐款執行援助計畫。NGOs認為，在公民社會組織日益蓬勃發展的現今，

政府更應該結合 NGOs 力量突破國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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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在國際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一個 NGO 觀點 

 
我們綜合過去經驗研究與實務經驗，從 NGO 角度提出台灣目前從外交延伸到國

際發展時可能遭遇的挑戰如下 (簡旭伸與吳奕辰，2016)。首先，台灣社會對於

新南向政策國家仍相對陌生。政府外交重心仍是美國、日本、歐洲等，希望從

這些國家引入資金、人才與技術促進自身發展與加強國防。因此，學術界以至

於整體社會的世界觀，大多是在討論國際外交而非國際發展，不僅只關注北方

忽視南方，也缺乏整合國會、學術、NGO、企業等整體戰略，更未能全面性地

將人權、環境、宗教、勞工、城市、體育、藝術等領域一併納入成為深度的交

流。 

 
其次，台灣 NGO 本身性質上有侷限。雖然台灣有越來越多從事改革倡議的

NGO，但他們少有能力將倡議範圍擴展到海外，使得台灣民間從事國際援助的

幾乎都是服務型的 NGO。這使得民間國際援助出現和官方援助一樣的特徵，甚

少涉及環境、土地、性別、移工、公平貿易等制度改革。 

 
第三，官民地緣分歧。台灣的邦交國多集中在中美洲。然而民間援外的對象，

多集中在東南亞、南亞和中國，不僅前兩地區沒有台灣的邦交國，後者甚至不

在外交部業務範圍；可見民間與政府在援外地緣布局存在結構斷層。雖然戰略

上政府需透過 NGOs 突破外交困境，但當邦交仍是援外優先順位時，官民合作

勢必遇上此矛盾。 

 
第四，外交部缺乏整合。外交部 NGO 委員會的官員每數年就輪調，沒有長期專

職官員，也缺乏與民間共通的國際緊急救援作業標準以整合資源，使得民間與

政府難以建立穩定的夥伴關係，更難談制度化。 

 
第五， 為鞏固邦交，政府大部份援助仍多透過官方組織（如外交部或國合會）

投注於邦交國，鮮少透過 NGOs 執行相關計畫。監察院也批評外交部的補助過

度集中在少數官方色彩濃厚的 NGOs，且總經費不斷減少。 

 
最後，台灣 NGOs 的援外受到制度束縛，導致能量無法充分發揮。首先是過去

為配合國合會而設立的《國合法》，已難以應對台灣 NGO 蓬勃參與國際的現

實。9  

                                                      
9 這又包括下面幾個技術細節。其一，法條排除了本國 NGO 合作，限定「合作對象為外國政

府、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外國機構、團體或專業人

士」，而本土 NGO 更沒有法定的政策諮商地位；其二，政府與民間組織僅委託關係，且「優先

委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其三，多數援外 NGO 主管機關為衛福部、內政部、教育

部等，且諸多國際合作事務也牽涉到經濟部、陸委會、農委會等，但《國合法》並沒有賦予外

交部權限協調其他中央部會，使得民間與政府的援助行動難以整合。除了國合法之外，財政部

也採用管理營利機構的邏輯來管理 NGO，造成援外捐款經常面臨巨額的所得稅，降低了民間參

與援外的制度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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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南向政策應如何結合 NGOs 的力量10 

 
新南向政策的本質是「以人為本」，這和 NGOs 推動國際合作發展的中心理念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HRBA）是一致的。新南向政策推動的重點包括

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而後二者強調台灣需視夥伴國需

求因地制宜，改變過去的單打獨鬥模式，強化國際組織夥伴關係、善用民間組

織及僑民網絡、與民間企業及 NGOs 團體合作，由此推動國際合作與發展計

畫，發揮台灣與東協及南亞國家互惠共利的效益。由此可見，新南向政策的推

動已與國際合作發展的脈絡接軌，而 NGOs 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因此首先政府應該要 提升公民組織活動空間，以發展台灣援助的特色。台灣公

民社會的自主性，正凸顯中國的威權管控，這本身就有助於彰顯台灣在國際合

作發展的獨特性。台灣公民社會組織的國際合作計畫不但多元且不受限於邦交

國，同時可以透過多元的途徑滿足合作國家在地化需求、政府治理、環境永

續、責信及透明機制等，使合作經費運用更顯效益，也在國內外培育了眾多相

關領域的專業人才。因此，台灣政府單位與公民社會組織應建立制度化的夥伴

關係，例如修訂《國際合作發展法》，善用公民社會組織能量執行官方援助經

費，使經費能以完善計畫型態（Comprehensive Project）執行，並建立計畫管

理、監督與評估機制。如此，台灣政府除可呼應全球永續發展議題中民主參與

及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外，亦能結合公民社會組織能量，善盡國際發展的全球

社會責任；同時更可區隔中國近期強力控制其國內外非政府組織活動，以及打

壓台灣的事實。 

 
其次，政府應該要以「永續發展」為未來國際發展合作重點。台灣目前主要仍

依據 2009 年的「援外政策白皮書」推動外交政策，但隨著國際趨勢發展，已完

全不足以與當前全球主流價值的核心接軌。2015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11 月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締約國則通過「巴黎協議 （COP21）」。這兩份文件都來自全球超過

180 個國家共同的認知，經過數年的深刻討論，認為傳統援助模式忽視了「經

濟繁榮」、「社會永續」、「地球環境」、「和平包容」和「執行效能」等整合性的

國際合作與發展面相，因此提出永續發展策略，以 5P（人類 People、地球

Planet、和平 Peace、夥伴 Partnership、共榮 Prosperity）做為國際合作永續發展

的思考架構，以提供全球明確而整全的長期發展策略目標。因此，政府務必盡

快在台灣的國際發展策略規劃中，納入這兩份影響 2016 年至 2030 年全世界未

來走向的關鍵文件，制度性地讓 SDGs 與 COP21 成為台灣重新檢視與擬定援外

政策的重要參考與指引。 

 
  

                                                      
10 本節內容彙整自本文作者群刊登於天下獨評，包括「打破邦交國數量迷思，傳統的援助外交

該轉型了」 (刊於 2016/12/26，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161)，以及

「新南向別只想著外交，讓 NGO 和政府一起「國際合作」吧！」 (刊於 2017/07/21，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911)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161)，以及「新南向別只想著外交，讓NGO和政府一起「國際合作」吧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161)，以及「新南向別只想著外交，讓NGO和政府一起「國際合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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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建議政府推動跨部會國際合作的「巧外交」。台灣亟需跳脫傳統由外

交部主導的援助方式，取而代之以更包容性的國際合作發展思維，整合外交、

教育、科技、經貿、醫療、人權、勞動、環保等各部會資源，改以主張透明、

參與、責信、人權基準（Human Right Based Approach, HRBA）、自由民主等價

值，將台灣提升為全球人類發展與國際合作過程的重要角色。換言之，我們主

張台灣未來的全球發展戰略，必須跳脫傳統外交的「國與國」思維，擴展成為

串接全球公民社會組織，推動以「以人為本」的「巧外交（Smart Diplo-

macy）」。我們建議總統府出面要求各部會，重新認識台灣發展經驗中的硬實力

與軟實力，結合官方與民間資源，發展雙邊及多邊合作策略，探討學習不同合

作國家的在地化需求，與當地政府及公民社會組織協商，在有限經費下共同提

擬《台灣與合作國家之國際合作發展行動綱領，Strategic Action Plan for Interna-

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ooperative Country》。清

楚設立願景（Vision）、使命（Mission）、目標（Goal）以及監督指標

（Monitoring Indicators），以量身打造台灣跨部門與受援國家之國際合作策略。

讓台灣各部門與合作國家之各部會，不論短中或長期，能夠在共同關心「以人

為本」的國際合作發展共識基礎下，擬定具有一致性、可預測性的國際合作發

展計畫，並加以執行，進而強化台灣的實質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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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代結語：NGOs 的新南向政策建言 

 
二次大戰結束迄今，台灣政府投入國際援助已近一甲子，然而隨著國際局勢的

變遷，台灣對外援助政策面臨巨大挑戰與轉型。理由包括，其一，邦交國數量

縮減，目前僅剩 22 個，但台灣與非邦交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維持密切的經

貿關係；其二，為鞏固邦交，大部份政府援助資源(ODA)投注在邦交國，透過民

間組織執行政府援助經費比例相對較少；其三，援外輸出的台灣經驗，早年以

農、漁業為主，近年著重資訊及經濟發展經驗，然而對於民主與人權價值的倡

議較少涉及；因此，如何轉型台灣對外援助的效能及能見度，結合民間組織力

量、強化外交體系國際發展專業知能，以符合國際發展新趨勢，實為重要課

題。 

 
綜合上述台灣 NGOs 與新南向國家合作的情況，茲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建立真誠夥伴關係，落實民間參與。鑒於國際合作發展計畫欠缺跨部會

橫向協調與整合機制及法源，導致各部會國際合作業務各自為政，難以發揮綜

效。因此政府應與從事國際合作之各部會進行橫向協調並建立整合機制，且應

與企業及 NGOs 建立定期對話機制，從援外經費運用及國際合作計畫規劃、參

與、監督與評估，共同檢視國際合作計畫成效，以作為援外政策改進之重要參

考依據。 

 
其次，建立政府開發援助經費(ODA)之監督機制。政府開發援助經費(ODA)的提

升是台灣參與國際合作之基本展現，以聯合國的要求，各發達國家之 ODA 須達

0.7% GNI，台灣目前的 ODA 約僅 0.053% GNI，仍有許多努力空間。此外，ODA

執行之效能亦應符合<釜山宣言>，包括在地化、結果導向、責信、透明性及包

容性夥伴關係等，因此如何監督政府 ODA 發展效能(例如可參考韓國成立 Watch 

ODA)實為未來重要政策之一。 

 
第三，修訂援外法令與政策，紮根長期發展計畫。以台灣外交現實處境，國際

合作發展工作配合外交須有新思維，資源的分配與運用應均衡於邦交與非邦交

國，特別政府刻致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如何整合國內包括 NGOs、企業、政府部

門等資源，善用台灣 NGOs 在地知識，推動務實外交實為要務。因此，重新檢

視政府從事國際合作之法制基礎，建立評選國際合作計畫之透明操作機制，積

極鼓勵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國際發展長期計畫，以尊重的態度提供資源，捲動台

灣 NGOs 與企業投入國際實務合作工作，達到強化台灣對東南亞、南亞之實質

影響力與能見度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第四，打造亞洲人道援助平台。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大型災難頻仍，政府面對

國際大型災難，欠缺因應機制 SOP 及整體救災策略，亦無基金與資源準備，無

法及時有效回應國際災變。因此，我國可以率先推動，建立跨國緊急災害援助

互助機制，率先投入資源，並靈活結合民間能量，投入救災與災後重建及復甦

計畫。 

 
第五，投資國際青年長期志工。青年參與國際志工已蔚為全球國際趨勢，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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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創新與翻轉式的思維及合作計畫，尤其青年對於社群網絡的串聯強項，

為倡議國際發展之關切議題不可忽視的實力。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雖有補助經費

鼓勵青年參與志工活動，但因資源有限，且過度著重在短期體驗活動，欠缺長

期且深入之志工計畫，包括志工服務國家、地點、機構與計畫評估、志工遴

選、培訓、工作規範、管理、監督、任滿獎勵等均無長期規劃的規範，難以產

生深度連結。未來宜加強青年國際志工長期培力，並應與 NGOs 及企業結合，

透過 NGOs 或企業在海外之據點，創造各種駐點與實習機會，派遣長期志工(3

個月至 2 年)協助國際合作計畫之執行，同時培養青年正確的國際合作發展概

念。 

 
第六，台商境外投資之企業社會責任(CSR) 。國際合作發展計畫與企業結盟，除

可善用企業資源，如經費、人力、專業、技術、網絡等外，也能協助企業推動

在地社會企業責任。根據統計，2015 年台商境外(包含中國大陸)投資超過 200

億美元，台商除賺取外匯之外，推動在地化的企業社會責任亦為企業永續經營

發展的重要策略。透過與當地 NGOs 合作執行在地合作計畫如教育、環保、醫

療、基礎建設、婦女培力等可協助在地社區發展。惟許多台商對於社會企業仍

僅停留在辦活動、提供獎學金的概念，較缺乏全盤規劃；未來可透過台灣 NGOs

在當地執行之國際合作計畫，結合台商境外投資資源，協助台商推動社會企

業，此外政府亦應設立獎勵辦法，獎勵及鼓勵境外投資之台商，推動在地社會

企業，善盡全球公民責任。 

 
最後，積極參與南南發展合作(South-Sou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SDC)。南

南發展合作是未來國際發展之新趨勢，透過此合作架構，南半球開發中國家可

以彼此合作，分享經驗、知識、工具、技術、資源等，以檢視其自身之挑戰，

尋求解決方法。此外，原屬於此區域之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巴西)也已投入大

量援助資源、技術及經費，協助其他國家發展，特別是中等收入國家(MIC)及低

收入國家(LIC)。台灣 NGOs 在開發中國家執行服務計畫，應提供創新方法，透

過知識分享、技術指導、教育訓練、倡議活動等，協助南南國家推動經濟、人

權、治理、性別平等發展；政府則可透過 NGOs 在南南發展合作上積極投入，

展現國際參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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