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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彙整 
 

本章依據訪談順序，將四個個案做一整理。包括該個案的組織概況、組織架

構、服務對象與國際化歷程四部分。此外，本研究的變數為相對指標而非絕對指

標，因此在下一章中，會針對各變數加以描述並比較。 

 

第一節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 
 

一、組織概況 

 

1982 年 12 月 1 日，患有風濕性關節炎的輪椅作家劉俠女士，因著上

帝的呼召及一顆愛身心障礙者的心，捐出多年稿費，與六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創造了一個屬於身心障礙朋友的「伊甸園」。以「服務弱勢、見證基

督、推動雙福、領主歸人」為服務宗旨。組織中的工作人員（不包括義工）

約一千人。資金來源包括政府的補助、捐款、義賣（偏重在自營收入：賣聖誕卡、

伊甸水、交通服務⋯⋯）。其中政府補助佔 50%，其他兩者各 25%。捐款主要對象

是以一般社會大眾為主，約佔 80-90%，企業贊助較少。 

 

二、組織架構  

 

目前伊甸在台灣的二十個縣市有六十個服務機構，國際上的分會有馬來西亞

的吉隆坡與檳城。伊甸負責國際事務的為策略規劃委員會中的國際事務委員會，

共有三個人，組織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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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董事會

伊甸常董會

董事長

執行長

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

策略規劃
委員會

資源發展處按摩發展處 雙服發展處

 

圖 4-1-1  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組織架構圖 

 

三、服務對象與內容 

 

伊甸主要的服務對象包括發展遲緩兒童、身心障礙青少年、成人、年

長者、災民、原住民、國內外地雷受害者。服務項目如下： 

 

（一）為發展遲緩兒儲蓄希望 

遲緩兒童的早期治療能大幅的增加治癒率，但醫療費用昂貴，為了不讓孩子

因家庭經濟而耽誤了醫療的黃金時機，伊甸提供了「0~6 歲發展遲緩兒家庭社區

服務方案」，包括：專業團隊聯合評估、就醫、保險、療育、托育或就醫交通等

費用的補助與親身服務。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推出全省遲緩兒通報專線，自 1994

年以來，服務了六萬人次的發展遲緩兒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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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成年身心障礙者重建自信 

目前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全國約有 81 萬人，其中成年身心障礙朋友佔 80%，

服務範圍從大台北地區，延伸到桃園、新竹、台中、苗栗、南投、宜蘭、高雄、

基隆、屏東、馬來西亞檳城與吉隆坡。服務方式更強調尊重個別差異、回歸社區、

科技應用等的現代服務理念。 

 

（三）為金齡老人安養天年 

伊甸自 1996年起，投入「老人及長期照護」的福利服務規劃，針對有獨立

生活能力的老人，舉辦「休閒活動」、開辦「老人大學」；針對需要人協助生活照

顧的老人，推出「居家照顧」服務，並鼓勵民眾成為服務園丁，走向居住安養的

社區模式以及社工輔導。希望能為這些生命接近黃昏的老人們，規劃出一個安詳

舒適的晚年生活。 

 

（四）伸展國際雙福觸角 

伊甸馬來西亞分會第一個服務據點於 1991年在檳城成立，第二個服務據點

於 2000年在吉隆坡成立。伊甸基金會馬來西亞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為所有的身

心障礙者，只有聽語障與視障者需要提供轉介。目前在當地已設立兒童保育院、

電腦職訓班、才藝教室並提供就業服務、輔具及諮商服務等。 

 

伊甸於 1997年開始加入數個國際性組織，至今所參與的國際性組織包括亞

太區身心障礙工作中心網路（APWD）、台灣 INGO 交流席協會、國際義工組織

（IAVE）、國際反地雷組織（ICBL）、亞太地區身心障礙論壇（APDF）、國際復健

組織（RI）、與聯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合作事務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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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年開始，伊甸著手規劃與推動台灣友善城市運動(Taiwanese campuses 

Campaign to be Barrier-Free)簡稱 TCBF，期待藉此呼應聯合國經濟社會合作

事務委員會在亞太地區推行的身心障礙十年計劃，號召國內外青年學子參與關懷

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困境。使首字原為「Taiwanese」的 TCBF，進而轉為「跨越國

際」「Trans-nationalee」的 TCBF。二年來，讓國內外超過二萬名的大專院校學

生，以坐輪椅拄拐杖方式體驗身心障礙者生活的不便，進而在學校內推廣校園無

障礙。 

 

四、國際化過程 

 

（一）國際化的動機 

伊甸是一個本土化團體，長期以來從本土化發展，到整個台灣與馬來西亞。

動機有三： 

 

1.使命與目標：伊甸是一基督教組織，認為耶穌的愛是博愛，無國家限定。另外，

也認為本身有力量，將這個愛散播到別的國家民族。 

 

2.資源取得與交流：伊甸認為台灣畢竟只是小型海島，要走出國際社會，才能有

和國際組織在經驗、文化、專業上有互相交流學習的機會。 

 

3.國際關係的角色：伊甸認為，台灣情況特殊，在外交困難，所以希望以非營利

組織的角色，進國民外交的義務。 

 

（二）地點選擇 

伊甸進入海外時，最主要的考量是人力資源與當地的需求。例如馬來

西亞的分會，一方面有瞭解當地、瞭解組織、值得信任的人員來進行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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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時馬來西亞的社會福利制度尚不完整，因此選擇當地設立據

點。至於其所參與之國際聯盟的選擇條件，則是選擇加入條件較不嚴苛、

組織信譽良好、與伊甸本身的使命相符之組織。 

 

（三）國際進入模式 

1.設立分會 

伊甸設立分會的過程為「尋找」、「評估」、「決定」。評估的條件有三，第一

是這個國家需不需要；第二是有沒有適當的人；第三是資源使否足夠。其中，伊

甸在設分會時最主要的考量條件是「人」。伊甸認為適當的人選要具備二個條件：

專業與品格。所謂的專業是他有語文能力與從事工作的能力。品格就是要忠心，

不會從事違背組織的使命的活動。 

 

(1)馬來西亞 

1991年，伊甸在馬來西亞檳城設立第一個分會，之後 2002年在吉隆坡成立

第二個分會。成立分會的緣起，是因為有一位工作人員是馬來西亞華僑，在台灣

伊甸表現很好，並從伊甸的工作中學習到很多關於這方面的知識與能力。他眼見

台灣在這方面的服務很好，是馬來西亞所缺乏的。因此，他希望回馬來西亞後，

能將把台灣伊甸服務的模式跟內容，複製到當地。台灣伊甸為其心意所感動，因

此以外派形式協助他在馬來西亞成立分會。一開始的資源由台灣伊甸提供。目前

兩會的關係如同姊妹會，在服務上互相交流。當地目前已經是半獨立的組織，運

用當地的資源在當地提供服務。而台灣伊甸則是在其有困難時提供專業的協助，

扮演一個合作與支援的角色。 

 

(2)美國 

伊甸曾經準備在美國設分會，最後因為所選定的負責人另外有人生規劃，因

此最後沒有進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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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入國際聯盟 

伊甸基金會自 1997年 3 月開始積極推動「愛無國界~支持全球反地雷」活動，

經過長期的努力，伊甸加入了國際性 NGO 組織：反地雷組織（ICBL-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從伊甸想要國際化以來，就一直非常注意國際時

事。伊甸選擇的國際組織有三個條件：使命相合、容易加入，並且在國際上有一

定的地位。需要容易加入的原因是因為台灣不是聯合國會員國，所以在進入國際

組織時常常會受到排擠，條件嚴謹的組織對於剛開始進入國際的伊甸而言並不容

易。另外，歷史較為悠久的組織規定繁多，會對伊甸引來新的組織規定，甚至中

國大陸已經是他們的會員，因此要進去非常困難。 

 

最後，伊甸找到一個與其服務目標一致、較新，較開放、加入條件比較不嚴

的組織。就是反地雷組織
1。反地雷組織的受害者是因為地雷傷殘的平民，大部

分是婦女與兒童。使命與伊甸相合。另外，ICBL是很多組織的聯盟，很柔性、開

放、只要是NGO就可以進入。在伊甸得知此組織的消息，就各方蒐集相關資訊，

主動報名參加其公佈的會議。在 1997年，伊甸展開國際性組織的參與，參加了

世界反地雷組織在莫三比克的第四次全球會議。2之後，伊甸加入他們的服務工

作，捐增輪椅給世界各國地雷較嚴重的國家。兩年來以觀察員身份，分別赴莫三

鼻克、布魯塞爾、渥太華、約旦、日本等地參加國際反地雷組織反地雷組織會議，

並於 1998年 7 月正式成為國內唯一國際反地雷組織的台灣代表，該組織於 1997

年榮獲諾貝爾和平獎，伊甸每年定期舉辦相關反地雷議題的活動，至 2002年 10

月，伊甸送輪椅給全球地雷數最多的阿富汗、柬埔寨、約旦、韓國、越南、莫三

                                                 
1世界反地雷組織，由一位美國家庭主婦Jody Williams發起。他在看到地雷相關的報導後，認為

地雷的傷害很大，應該成立一個組織，幫助地雷的受害人並協助地雷的清除。因此他寄信給各國

元首進行宣導。在英國戴安娜王妃到安哥拉、莫三比克去關心地雷的受害者，並大力推動後，許

多組織紛紛響應，反地雷組織於是成立。 
2 地雷有幾個主要的嚴重性：第一，地雷埋下去之後可以生存幾百年。第二，遍佈各處，隨時會

踩到。所以受傷最嚴重的人不是軍人而是一般婦女與兒童。第三，地雷很多的國家如莫三比克、

安哥拉、阿富汗等。因為不知道地雷在哪裡，所以無法進行耕種或是建造建築物，因此那些地區

土地都荒廢。地雷對於人民的傷害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甚大，且時間很長。另外成本也相當高，

埋一顆地雷約 10 美元，要挖起地雷的成本是 1000 美元，貧窮的國家與人民負擔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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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克、馬來西亞、薩爾瓦多、台灣等國。在台灣，伊甸也為金門馬祖的地雷受害

者爭取許多的補償，並除去金門許多的地雷區。 

 

繼反地雷組織之後，伊甸也參與了國際復健組織（RI）與亞太身心障礙組織

（APDF）。APDF 的前身是聯合國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下面的一個十年計畫，

伊甸在 1999年時加入此計畫，十年結束之後，因為還有很多計畫尚未推行，所

以繼續另外一個十年計畫，稱為 APDF。目前正在積極的申請加入亞太經濟委員

會 ESCAP 的諮詢地位。ESCAP 是聯合國下的組織，因為不能用台灣的名義，所以

會以馬來西亞的名義加入。 

 

（四）進入模式選擇原因 

伊甸基金會的進入模式有兩種：設立分會與加入國際性組織。設立分會的源

由多是會員本身發起，而台灣伊甸就提供協助與支援。最主要是加入國際性組

織，原因有兩點： 

 

1.取得組織名聲 

台灣大部分的國際性組織都是從國外來台灣設立。已經有相當的地位與名

聲，較容易取得信任與資源。伊甸是一個本土的基金會，以參加國際性組織作為

一種策略，在成為一個有代表性的國際性組織的會員後，能夠較為快速的得到肯

定。 

 

2.取得資源 

在加入一個組織之後，就會與其他的會員組織建立起關係。而通常一個組織

會重複參加好幾個組織，因此，透過這些組織的協助，又有機會加入其他的國際

性組織。伊甸在 1998年時申請加入聯合國的十年計畫，但因為此計畫要是聯合

國國家才能加入，因而被拒。在 1999年，透過日本跟香港的幫忙，並在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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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簽署之下，保證不在會中提及「中華民國」等有關國家主權的字眼，才得以加

入。 

 

3.直接設立據點的行為風險 

伊甸的服務具有多樣性與專業性，主事者一方面必須瞭解伊甸的運作

方式，一方面也必須瞭解當地的需求，也必須具備良好的道德，才能將資

源做最好的安排。因此在人力資源不易獲得的情況下，形成直接設立據點

的障礙，使得這方面的發展處於較為被動的狀態。 

 

（五）我國政府對國際活動的態度與影響 

台灣的外交部直到這三四年來，才開始重視非營利組織。在國外，NPO 和 NGO

的力量一向很大，扮演遊說的角色，並對政府政策有一定的影響力。台灣的 NPO

發展到了一定的程度，就產生了影響力。外交部近幾年來，察覺非營利機構在國

際上有一定的角色，而且透過非營利組織為台灣建立起好的名聲，並將好的服務

與理念推至國外。因此，外交部在三年前成立一個非營利組織委員會，針對部分

的國際性非營利組織會議有一些補助。 

 

加入國際性組織最大的困難是政治的因素。以台灣的非營利組織而言，有些

地區因為政治的壓力，甚至不敢接受幫助。例如在 1999年伊甸進入 RNN 時，就

必須簽訂切結書，當中有限制不能在現場提到「中華民國」與「台灣」、不能有

國旗、不能有國家的文宣。 

 

（六）網絡關係 

在進入服務地區時，有兩種合作對象：相似的組織與台商。選擇合作組織時

不一定是會員國，而是與伊甸能互補。在當地合作最多的是台商，一方面台商對

當地的民情、風俗、文化、法令都很清楚，另一方面為他們能建立好的公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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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的角色是一個重要的資訊來源與合作伙伴。另外，國家的辦事處、代表處（非

邦交國的辦事處）、與大使館（邦交國的辦事處），是主要取得協助的資源。 

 

（七）未來發展 

伊甸未來會開始在其他國家繼續設立分會，也在努力申請加入亞太地區經濟

社會發展委員會（ESCAP, Economy and Society Committee of Asia Pacific）

的諮詢地位。台灣的身心障礙服務與專業在亞太地區是前三名，因此，伊甸希望

繼續把在台灣服務的經驗與專業複製到其他國家，並繼續尋找設立分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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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會 
 

一、組織概況 

 

1970年代中期，為了與發展中國家的衛生人員分享眼科醫護的專業技術和

知識，美國德州休斯敦的眼科醫生大衛‧培頓（David Paton）萌生起建立飛行

眼科培訓醫院的意念。在數位創會捐助者的支持下，培頓醫生的夢想終於成真。

這些捐助者明白，飛機不僅可以將乘客及行李送往目的地，更可將希望帶給世界

各地的人。這些人士高瞻遠曯，而且對使命堅定不移，使奧比斯在全球消除可避

免的失明的工作上成為先峰。 

 

奧比斯（orbis
3）除了得到美國國際發展局撥款之外，也獲聯合航空捐贈了

一架DC-8 型飛機。DC-8 經過大規模的改裝，成為「眼科飛機醫院」後，於 1982

年啟航，執行首次救盲行動。從 1982年第一個飛行任務至今 21年，奧比斯藉由

飛機快速的行動能力，將先進國家的設備和專業人員，帶到失明人口集中的開發

中國家。其使命是「以一個清晰、簡單的信念解決複雜的難題：就是既然在先進

國家已經有解決失明問題辦法，那奧比斯就將這些辦法直接送去受失明問題困擾

的國家內」。至今奧比斯總共在 83 個國家進行了 500 多個持續或短期的救盲項

目，培訓了超過 63000 多名眼科醫生、護士、生物醫學工程師和衛生人員。這些

醫療人員在自己的國家繼續從事診治和培訓的工作。另外，目前在 5個國家進行

長期的駐國醫療計劃。並在 6個地點設有辦事處，負責防盲救盲的推廣活動。 

 

二、組織架構 

 

                                                 
3 ORBIS在希臘文的意思是「屬於眼睛的」；在拉丁文中的意思是「環繞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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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奧比斯 

國際奧比斯的總部在紐約，全球的辦公室分為兩個系統：服務方案系統與推

廣行銷系統。 

 

1.服務方案系統：規劃執行醫療服務或是醫療計畫的系統，在總部有專門的方案

部門（Program Division）進行這方面的規劃、評估、與考核。在服務地區進行

一些醫療或是服務計畫，協助當地醫療院所提升他們的醫療水準，並參與社區工

會的計畫。在印度、中國、越南、孟加拉、與衣索比亞有國家辦公室與正式的人

員。 

 

2.行銷推廣系統：進行防盲救盲的宣傳與推廣活動，在總部設有發展部門

（Develop Division）。目前辦事處設於美國、英國、加拿大、中國香港、法國、

與台灣。 

 

（二）台灣奧比斯 

台灣奧比斯目前有兩個部門：營運部門與發展部門。營運部門負責支援的人

事、財務、行政、資訊科技等事務；發展部門負責活動、傳播行銷等事務。 

 

執行長

營運部門 發展部門

 

圖 4-2-1  台灣奧比斯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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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對象與內容 

 

奧比斯的服務對象為失明的患者，這些人因缺乏適當醫療資源而無法重見光

明。奧比斯以清除可避免的失明病症為目標，提供培訓和教育、提供眼科醫護服

務、籌辦其他項目。透過四種方式，在醫療資源不足的地區進行服務。 

 

（一）飛行任務 

從 1982年開始第一項飛行任務，目前是由 DC-10 噴射機改裝的眼科飛行醫

院，機上具有手術室、雷射治療室、康復室、消毒室、生物醫學訓練區、會議室、

視聽傳訊中心、與視聽教室。在有需要的地區進行短期的醫療培訓。透過飛機上

的攝影機與螢幕，義務醫師為當地醫師、護士、麻醉師、和生物醫療工程師示範

各種最新的眼科醫療手術，培訓人員可以在視聽教室與會議室觀看手術直撥的過

程，並透過雙向通話系統隨時提問。  

 

（二）醫院合作計畫 

從 1986年開始，奧比斯建立與發展中國家醫院的醫療計畫，協助當地醫療

系統強化可以持續發展的能力，擴大奧比斯援助資源的總效益，並提高當地防治

失明的能力。 

 

（三）國家辦事處服務計畫 

自 1998年開始，奧比斯針對防盲救盲有迫切需求的國家成立國家辦事處，

為該地醫院的醫生與護理人員提供手術實習的機會與醫院管理的技巧，制訂長期

的救盲計劃，並建立大規模眼科醫護服務和防治失明工作的基礎建設。 

 

（四）網際網路遠距教學 

從 2002年開始，奧比斯建立網際網路教學系統，推出最新的遠程醫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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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比斯的專業眼科顧問可以在線上閱讀病例、病狀、病史，並在能力所及之處做

出及時的指導與回應。讓世界各地參與培訓的眼科醫生，都能得到世界眼科專家

一對一的指導，以及進行個案會診。並設置線上圖書館，儲存了大量的教育資料。

透過電腦網路平台，連結數位設，跟網路醫療庫，結合已開發國家的醫師，提供

專業知識給一般的醫生。 

 

四、國際化過程 

 

（一）國際化動機 

奧比斯在成立之初，就是一個國際化的組織。眼科是一種高成本效益的醫療

行動。失明造成的損失很高
4，但不是每個國家都有能力做照顧與重建的工作。

然而，很多眼科防治的成本實際上非常的便宜，防盲救盲在亞洲國家效益/成本

為 27 倍5。因此，美國德州的一位退休醫師眼科醫生David Paton認為，防盲救

盲的工作應該要整合已開發國家的資源，將一些人力、設備、管理知識提供給開

發中國家，讓它們自己能解決一些問題。因此產生了一個構想，將所有的設備放

到飛機上去，並號召同志支援，目的在建立開發中國家的醫療能力，透過培訓工

作提升當地醫療水準。 

 

（二）地點選擇 

奧比斯對於兩種系統的海外據點，各有不同的選擇標準。對於服務地區，主

要是考量醫療資源的匱乏程度與當地政府的支持程度。對於行銷推廣的據點，則

是考量當地的經濟狀況與醫療建設是否已有相當程度的發展，國際奧比斯是在這

                                                 
4經濟學者推估，失明問題會造成一年約 250 億美金的生產損失，再加上一些照顧、教育成本等，

會到達 750 億。 
5例如，白內障是全球 50%以上的失明主因，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無設備與適當的知識進行白內障

的手術，結合已開發國家的資源，可以去除開發中國加這些生產力的損失。像夜盲正、乾眼症等

角膜方面的疾病，其實只要補充維生素A就可以解決，平均個人防治成本不到一元美金。而砂眼

也是在亞非國家造成失明的一項主要因素，成本也很低，1999年估計亞洲因為失明造成的生產

力損失大約是 56 億美金，估計防治只要 2億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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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考量下，認為台灣有能力進行行銷推廣的活動，因此在台灣設立了第五個行

銷推廣的據點。 

 

（三）海外進入模式 

1.服務方案系統 

奧比斯的醫療服務計畫具有層次性，與當地醫院的合作計畫通常是飛行計畫

的延伸。在失明情況較為嚴重的國家，設有國家辦事處，在當地推行各種中長期

的計畫。 

 

(1)短期援助-飛行任務與醫院合作計畫 

短期援助中最主要方式是飛行計畫（fly program）。一年約有 10 次左右，

一次約三個星期。每個星期邀請三個不同專科的醫師。三個星期九個醫生，在當

地培訓一些醫師與醫護人員，並執行一些醫護計畫。飛行計畫的成本較高，通常

是針對一個新興的區域。一開始會先邀請當地一些有決策權的意見領袖參觀，促

成對防盲的重視。之後會進行一些醫院合作計畫，包含當地國家的醫療培訓活

動。通常是一個星期，由一位醫師與一位護士在當地培訓他們次專科的當地醫生

或護士。深具影響力的奧比斯 DC-10 飛機醫院每到訪一個國家，幾乎都會帶動該

國的醫療領袖和政府官員在防治失明的工作上制訂較大規模、較長遠的策略，成

為改善眼科醫護服務的催化劑。 

 

有時服務的地區無法讓 DC-10降落，或是需要較靈活的小規模項目來爭取機

會以回應挑戰。就以進駐當地醫院的方式進行醫療培訓，將治療視力的專業知識

與技術送往地區醫院。駐當地醫院醫療培訓項目每次由一名奧比斯眼科專家帶

領，專責向當地人員傳授有關眼睛健康的知識和技術，涉及的範圍廣泛。奧比斯

駐當地醫院醫療培訓項目已為多個發展中國家引入了不同類別的先進眼科醫療

技術，成績顯著，例如將切除白內障的新方法引入幾內亞，將眼神經學的技術引

 69



非營利組織國際化之研究 

入衣索比亞。 

 

(2)中長期援助-國家辦事處計畫 

奧比斯聯同希望解決可避免的失明的問題的國家，在當地推行長期的救盲項

目，與當地的夥伴醫院合作設立眼科部門、為眼科人員設立獎學金以培訓人才、

創建眼庫，並籌辦防治眼疾的活動，以提高當地的眼科醫護能力。1998年，奧

比斯的駐國家救盲項目最先在衣索比亞推行，其後擴展至孟加拉、中國、印度和

越南。這些國家辦事處會在當地推動一些為期三到五年的中長期計畫。6

 

2.行銷推廣系統 

(1)飛行任務 

除了醫療服務與救援的任務，飛行醫院也是一種推廣的工具，每年會不定期

的到一些先進國家進行募款活動與友好訪問。 

 

(2)推廣據點 

奧比斯在醫療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設置推廣據點，將奧比斯的定位、理念、

跟行動計畫與服務績效，傳達給當地主要的意見領袖，尋求瞭解與支持，並爭取

更多的志工醫師，使更多的政府、企業、機構成為合作對象或是計畫共同的推動

者。並使更多的社會大眾瞭解與加入，成為贊助者。 

 

（四）進入模式的選擇 

奧比斯的進入模式為一套制度，最典型的是飛行任務與醫院合作計畫的組

合。因為發展中國家，通常在醫療的設備與專業人員方面都很缺乏，因此需要由

                                                 
6
例如，越南的防治計畫與社區整體視力保健的防治計畫。衣索比亞的砂眼防治計畫。印度的兒

童眼科培訓中心，與主要城市大型的教學醫院進行合作計畫、眼庫設置計畫、眼角膜捐贈的合作

計畫。中國大陸的大西部與山西省的省立醫院的合作計畫，在當地成立兒童眼科中心，協助培訓

偏遠省分的醫師。在雲南或新疆與當地兒童眼科或社區的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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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行任務開始，快速的將醫療團隊與設備帶入當地，再依據當地的需求情況與發

展狀況提出不同的計畫，考量因素主要為： 

 

1.組織使命：在組織宗旨的陳述中「既然在先進國家已經有解決失明問題辦法，

那奧比斯就將這些辦法直接送去受失明問題困擾的國家內」，明訂了整個組織營

運的方式。 

 

2.當地資源：奧比斯所服務的據點，皆是醫療設備缺乏的地區，不但沒有專業的

醫師，醫療設備也缺乏，因此在服務時，必須將這些資源帶入。另外，在行銷推

廣系統的據點中，由於進入當地的目的是為了去取得資源，因此在設立之初，主

要提供資金的協助。 

 

3.需求強度：在眼疾越嚴重、資源越匱乏的地區，會傾向發展出越為長期的計畫。

而在當地能獨立自主之後，奧比斯就會將資源放到其他需要的地方，與當地維持

知識與專業上的聯繫。 

 

4.環境限制：有些地區可能因為機場或是場地的限制，使飛行醫院無法進入，因

此會採用醫院合作計畫進入當地。 

 

（五）規劃流程 

各地的辦公室可以對援助地區向總部提出建議，各地需求彙整到紐約總部之

後，總部會對這些地區做初步的需求評估，評估項目為當地需求與當地政府的態

度。為了能將資源能做最有效的運用，因此在任務進行前，會評估當地的眼疾情

況與供給缺乏的情況。另外，進行飛行任務需要許多的後勤支援，後勤支援需要

當地政府的配合。尤其在飛行任務中，後勤作業相當的繁複，並需要辦理許多出

入境的手續。因此若是當地政府態度不佳，可能會使計畫無法進行。經過初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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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若當地有需求，且經過當地政府的邀請，就開始正式的考察。確定當地有

資格相當的合作對象，可以協辦相關活動。因為跟當地合作夥伴不只是單一個案

的合作，而是要在未來發展成為區域的資源。因此，合作夥伴的條件需要有很好

的區域專業的優勢，並有妥善管理的意願。考察確定雙方對行動方案的瞭解與共

識之後，總部就將此計畫列入年度計畫之中。 

 

（六）台灣奧比斯的國際活動 

1.進入方式 

台灣是國際奧比斯的推廣據點。在 1999年，國際奧比斯的飛行醫院曾到訪

台灣進行親善訪問。引起了台灣幾位醫師的注意，他們認為，台灣在醫療的專業

與設備方面已經十分的成熟，但是醫療的團體或是國際性的團體卻很少，希望藉

由國際性團體的國際網路，作為國際化成長的基礎，將台灣的醫療資源帶入世

界。奧比斯總部經過評估後，認為台灣的經濟與醫療皆達到一定的水準，可以作

為贊助與資源的來源。經過兩方的相互溝通，國際奧比斯集資新台幣一千萬元，

在台灣成立「財團法人台灣國際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會」，並於 2001年年底立

案，成為台灣第一家以救治與防治失明為主要服務內容的非營利組織，定位有異

於其他以協助盲人為主的組織。台灣奧比斯一開始由喜馬拉雅基金會免費提供辦

公室，協助做一些後勤支援的工作，並開始在台灣招募人員。2003年 2 月，從

喜馬拉雅基金會獨立出來，並在 2003年年底正式開始活動的推行。 

 

2.組織概況 

台灣的據點為台北一個，營運部門與發展部門各 2為員工，台灣目前正式員

工為 5位。全台有 30 位志工醫師。其資金來源大部分是企業與個人的大額捐款，

預計前三年都會以這些大額捐款為主，之後會擴大小額捐款者。 

 

3.國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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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資活動 

舉辦活動，為國際奧比斯的飛行任務進行募款。並在台灣當地招募醫師進行

防盲救盲的行動計畫。 

 

(2)議題推廣 

例如進行台灣失明調查，瞭解台灣失明的主要原因，並根據調查結果設立一

些公衛的推廣行動。針對一些不同的議題、疾病或是對象推動防治計畫活動。 

 

4.國際活動 

台灣奧比斯也參與國際的飛行任務，人員來自經過美國認可的志工醫師，與

一些國內的志工醫師。
7服務的國家也以亞洲為主，例如印度、中國、越南。 

 

5.網絡關係 

台灣與總部的關係是屬於聯盟，用契約建立彼此的權利關係，台灣奧比斯的

董事會有三分之一是總部的人員，但仍然是一個獨立的基金會。因為許多方案是

經由國際間的合作，經常需要彼此瞭解，進行協調與安排，因此平時與總部的溝

通相當頻繁。台灣因為地緣關係，在推廣活動方面與香港往來較為密切，香港在

一開始就協助台灣成立，並提供一些技術資源。而在參與國際活動時，有時會跟

辦事處直接進行溝通。  

 

6.未來的發展 

台灣未來的發展方向，主要支援國際的防盲救盲工作。台灣可以透過這樣的

活動，對人道救援與世界公民的形象有一些幫助，而合作國家可以獲得需要的資

                                                 
7在 2004年，台灣參與菲律賓天使任務，派遣兩位醫生到當地做培訓的工作。預定在 2004年至

雲南與印度進行培訓。以雲南的計畫而言，當地 95%以上是農村比較貧窮的人口，與外界交通不

便因此結合當地防治醫院，縣立醫院合作，在當地成立一個社區型的分部，以差別定價的方式，

讓貧窮的人與富有的人都能擁有就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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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協助醫療發展問題。在國內活動方面，也會投入大約三成左右的資源，提升

國內公衛的推廣與視力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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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荒野保護協會 
 

一、組織概況 

 

荒野成立於 1995年 6 月 25 日，其宗旨在「透過購買、長期租借、接受委託

或是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理權，將之圈護，盡可能讓大自然自己經營自己，

恢復生機。讓我們的後代子孫能從刻意保留下來的台灣荒野中，探知自然奧妙，

領悟生命意義」。目前荒野在台灣有一個台北總會、九個分會、與十個聯絡處。

全世界在馬來西亞砂勞越、澳洲、尼加拉瓜共有三個分會，並在日本有一個籌備

會，全世界約有 7500 個會員家庭。目前在台灣正職的工作人員大約 20 多位，志

工大約 2000 人。資金來源三分之一是會費、三分之一是個人捐款、三分之一是

與政府或公司的合作方案
8。荒野由於不希望被操作，因此不接受大額捐款。在

國際事務方面，則接受政府對非營利組織志工海外工讀的補助金。 

 

二、組織架構 

 

目前荒野共有七個常務理事，負責不同的委員會。其中之一是國際事務委

員，開放給會員參加，目前委員會的成員有一位常務理事、一位兼職人員、與一

位派駐在砂勞越荒野協會的秘書。 

 

                                                 
8例如植樹節活動、地球日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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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荒野保護協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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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對象與內容 

 

（一）組織性質 

荒野是屬於倡議型的團體，大致的活動以市民環境教育為主，並投入參與政

府政策。環保署將環境保護分為保護棲地（一個地方，維護其生態的完整性）或

是物種（例如鳥類）兩種，兩者相關但主軸不同，而荒野屬於前者。近年來荒野

最主要的活動是濕地庇護中心，保護瀕臨物種的植物，以積極的態度進行，保育

物種與基因庫。目前台灣的環保團體包括濕地保育聯盟與國家公園學會，後者偏

重在學者專家的研究與保育工作。 

 

（二）組織目標 

1.透過購買、長期租賃、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理權，讓野地依自然

法則演替，保存自然物種。 

2.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念，提供大眾自然生態教育的機會與環境。 

3.培養自然觀察家及生態保育人員。 

4.成立律師團，監督國家環保法令、政策的制定。 

5.監督國家公園的管理與經營情形，發表「國家公園白皮書」。 

6.協助政府保育水土，維護自然資源。 

7.推動台灣自然資源保護立法。 

 

（三）服務活動 

1.荒野守護 

荒野以宣導、溝通、遊說等理性和平的方式，影響政策、推動議題、以合作

而非對抗的方式處理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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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棲地保育 

以宣導、舉辦活動、成立保育中心的方式，進行棲地的保育與保育人員的培

訓。 

 

3.自然教育 

以教育民眾生態保育觀念，宣導大眾親近自然、認識自然為目的。主要活動

包括觀察定點生態教育、自然體驗活動、訓練研習、演講、兒童炫蜂團與夏令營、

自然出版品、廣播節目、培訓解說員、講師、兒童導引員與種子教師。 

 

4.社區深根 

針對社區舉辦活動。包括在社區大學開辦自然教育課程、協助社區辦理自然

教育活動等。 

 

5.擴展至其他服務對象 

一般而言，荒野的會員主要以中產階級為主，但 2004年兒童夏令營的活動

是由一企業贊助，將名額提供給弱勢兒童，結合環保議題與社會福利，將環保與

兒童輔導聯繫在一起，開啟之後與擴展至其他服務對象的契機。 

 

四、國際化歷程 

 

（一）國際化動機 

國際化是荒野本身內部一直以來的共識。從組織本質來看，環保議題無國

界，本身就有超越國界的性質，在世界許多的地區都會產生相似的環保問題，甚

至環環相扣，互相影響。荒野從 2000年開始，因為感應到地球村的概念而有國

際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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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點選擇 

環保的議題是各地區都有的，但是各地的問題都有所不同。因此荒野對海外

據點的地點之選擇，主要考量當地是否有合適的合作夥伴，瞭解當地環境，並有

意願進行環保的推行。 

 

（三）海外進入模式 

荒野主要的國際進入模式是採用直接設立據點的形式。通常是透過人員的交

流，由地主國的人員發起，台灣荒野提供協助。荒野將其他國家的荒野置於平行

的地位，各地荒野的運作機制獨立，自行募款，並有自己的會員，但共同分享荒

野的精神、logo、與名稱。當地創會初期的資金大多來自當地發起人的捐款。台

灣荒野會至當地進行考察，並進行經驗的分享與交流。 

 

1.馬來西亞沙勞越荒野 

(1)緣起 

2001年，台灣荒野的一行人到砂勞越旅遊，實地去參觀考察亞洲的熱帶雨

林。當地一位導遊對於台灣荒野這樣性質的團體產生興趣，因而開始建立砂勞越

荒野協會。 

 

(2)組織型態 

馬來西亞因為歷史的因素9，對華人社團態度保守，因此以自己獨立的理監

事會成立，章程中沒有提到與台灣荒野的關係。另外，砂勞越產石油與熱帶林木，

環保團體的訴求與經濟利益有衝突，當地政府對於環保團體的態度保守，當地人

對於文化、法律、政治較為瞭解，較容易與當地的政府與民眾溝通協調，因此對

                                                 
9 共產黨在馬來西亞造成了許多的動亂，直到近幾年為止，因此一般民眾對對華人團體普遍抱持

不信任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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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推行也較為有利。砂勞越荒野目前已自行開始從事募款與活動，營運型態

與台灣類似，以走入社區的環保教育為主。 

 

(3)台灣荒野的協助與交流 

在砂勞越荒野成立之初，雖然與台灣荒野沒有法律上的實質關係，但台灣荒

野也提供一些支援與協助，包括制度的建立與資金的援助。 

a.制度的建立 

台灣荒野派遣一位工作人員至砂勞越，並在初期負擔此人的人事費用。並提

供當地募款與解說方面的訓練，讓砂勞越荒野來台灣進行會議的觀摩，藉此帶入

荒野的操作與管理模式。 

 

b.生態旅遊 

台灣荒野藉由舉辦海外的生態旅遊團，一年約有四團，砂勞越提供解說員為

旅遊團進行解說。當地一方面可獲得一部份旅費的捐助，也可以藉此訓練對自然

的瞭解與自然解說能力。此外，台灣與砂勞越雙方可以藉此機會進行價值觀的交

流與溝通。 

 

2.澳洲荒野 

(1)緣起 

2002年，一位至澳洲經營的台商因為一些誤會而將工廠蓋到國家公園中，

因而面對澳洲政府對於環保方面的要求，遇到許多法律與生態的問題，包含所有

的樹、物種、表土的移植等。因此，此台商一方面基於現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

認知到台灣的環保離澳洲還有一段距離，因此邀請荒野到當地，並在工廠中免費

提供一個辦公室。 

 

(2)組織與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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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荒野還在籌備的階段，已經在進行一些募款的活動，未來是希望能如砂

勞越荒野的形式運作。 

 

3.尼加拉瓜荒野 

(1)緣起 

尼加拉瓜的成立來自於台灣荒野前會長與當地台商的關係。目前會長也是由

台商擔任。 

 

(2)組織與經營型態 

尼加拉瓜荒野屬於分會性質，會長由台灣方面指定，章程中登記為荒野保護

協會的分會。尼加拉瓜荒野在當地主要的運作人員為台商的高層人員，較不易找

到當地的志工，另外，尼加拉瓜因為相對經濟發展較低，所以對環保的參與度也

較低。因此，目前的運作型態與台灣荒野走入社區的型態有距離，可能會以比較

專業性質的運作方式。
10尼加拉瓜荒野的成立引起很多回響，例如貝里斯與宏督

拉斯也對荒野這樣的團體產生興趣。但因為距離台灣遙遠，因此在資源的限制下

有一些運作方面的困難。 

 

4.日本籌備會 

2003年，台灣荒野產生一個構想，認為台灣有許多女性嫁入日本，希望以

「認識母親的土地」為號召，建立在目前組織已有的兒童炫蜂團與夏令營之上，

提供名額給日本的兒童，將台灣的生態介紹給日本的小朋友。因此在日本成立了

籌備會，以環境教育的方式在日本開始發展。 

 

（三）進入模式的選擇 

                                                 
10最近一次的活動中為國家公園的保育活動。尼加拉瓜首都附近有一個火山國家公園，兩千公尺

以上保護區，兩千公尺以下是私人土地。但缺乏一個緩衝區。目前泥加拉瓜荒野的會長說服當地

的一個人，請他將土地捐出來給荒野去操作，將其導向一個比較屬於生態永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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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變數影響：環境保護並非一個人類共通的價值觀，必須有一個強而有力的

議題陳述與頻繁的溝通，方能說服人員的參與並取得資源。在此，塑造當地價值

觀的社會文化，與語言問題就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地主國的經濟與政治因素也

會影響整個操作，必須考慮在開發中的國家，人民與政府是否有餘力將資源投入

在環保上。對於環保議題，價值觀無法完全移植，硬性規定的組織流程會降低當

地社會對於組織的認同與投入。 

  

2.資源的限制：荒野本身的資源少，面對地主國的限制，沒有國家優勢也沒有經

濟、資源的優勢，因此，荒野本身還無法直接招募華人以外的人員，因此必須藉

助地主國的人員來運作。 

 

（四）未來的發展 

1.繼續成立據點 

荒野在未來，會以播種的心態繼續在國際間其他地區成立荒野，著重於深耕

當地與永續發展。 

 

2.成立國際荒野 

在更多的據點開始營運之後，希望能成立國際荒野11，而台灣荒野也成為其

中一部份，並有荒野國際扮演各分會協調的角色。一方面因為環境保護需要依靠

民間組織的力量，一方面在成為國際組織之後，聯合國會根據一些國際公約邀請

參加其他組織，會降低參與國際性會議的在政治上的限制。因此，對內荒野也要

做一些調整：(1)建立一套共同的價值觀；(2)建立各分會的溝通交流與資源分享

機制；(3)國際事務委員會的發展。 

                                                 
11以聯合國或一般而言，所謂的國際性組織有至少三個正在運作的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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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基督教女青年會 
 

一、組織概況 

 

（一）緣起 

基督教女青年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簡稱 YWCA）

的起源有二方。1855年，在英國倫敦，適值歐洲工業革命及英俄克里米亞戰爭

末期，社會紊亂不安，且戰後交通、家園的毀壞，許多女子流離失所，金耐德夫

人（Lady Kinnaird）乃創立女子宿舍，使遠離家鄉之年輕女子有一「家外之家」，

讓離家在外的婦女有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這也是 YWCA 有旅館、會館的原因。

另外，美國一位羅拔女士 （Miss Emma Robarts），經常集合婦女們舉行祈禱會，

為各地婦女禱告。1877年，兩會合併稱為基督教女青年會。而後世界各國相繼

成立基督教女青年會，1894年基督教女青年會世界協會在倫敦正式成立，至今

全世界共有 100 個會員國，在 122 個地區有分會，總會設於日內瓦。 

 

（二）宗旨 

本會宗旨為：「本基督之精神，促進婦女德、智、體、群四育之發展，使獲

有高尚之人格，團契之精神，以達成服務社會，造福全人群為宗旨。」基督教女

青年會以藍色三角徽為標幟，代表人德、智、體三者的合一，一條橫槓代表群，

因人不能離群獨居，須互相效力方可生存。一個人能在德、智、體、群各方面均

衡發展，就會表現出人性的真、善、美，為社會做更積極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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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質 

1.自動自發的婦女組織，視社會需要提供服務，對改變環境採取行動。 

2.會員的組織，不分性別、年齡、種族、階級、信仰、國籍、均可加入會員。 

3.人群的團體，將基督精神藉各種活動，服務社會。 

4.全世界婦女組成的「聯誼團體」，其組織遍佈數個國家及地區。 

5.由義工與受薪幹事職員，攜手合作，不斷培育領袖人才推動會務的組織。 

 

二、組織架構 

 

（一）各階層之關係 

女青年會主要分為三層：地方分會（local YWCA）、全國協會（country YWCA）、

世界協會（world YWCA）。全國協會的會員包括地方分會的會員，世界協會的會

員包括了所有的女青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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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基督教女青年會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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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中華民國基督教女青年會組織架構圖 

 

三、服務對象與內容 

 

女青年會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全球的婦女，並集婦女之力，進一步將關懷推向

全人類。為了避免資源的重複使用，各階層的女青年會所執行的工作重點不盡相

同。 

 

（一）世界女青 

藉由國際會議、訓練的推行，聯繫跨種族與文化的婦女。主要工作如下： 

1.培訓婦女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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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各項事工及方案。 

3.促進人權及和平運動。 

4.普及成人教育及識字運動。 

5.協助解決難民與移民之各項問題。 

6.加強社區保健。 

7.提升環保意識。 

 

（二）中華民國基督教女青年會 

全國協會與地方分會，會根據各地的需求，舉辦各項活動，中華民國基督教

女青年會在台灣主要的服務內容包括： 

 

1.婦女成長 

規劃許多符合婦女及家庭需求的服務事工。例如：法律知識專題講座、現代

女性自我成長、親子溝通、婦女二度就業。並開設語言、才藝、烹飪、電腦、韻

律、家庭經濟、子女教養、環境保護、自我潛能發揮等課程。 

 

2.社區服務 

成立「愛心服務隊」，每年定期培訓，提升家庭與社區生活品質。 

 

3.原住民服務 

自 1990年，台中與花蓮分會分別在山地鄉從事小兒科、內科、牙科之義診

與衛生教育等山地醫療服務。 

 

4.敬老服務 

各分會成立「青藤俱樂部」與「長青學苑」，舉辦演講座談、技藝研習、文

學閱讀、參觀旅遊等。各分會並設立「老人保護網路」、「老人電話問安專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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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量血壓服務」、「家庭訪視」等事工。 

5.青少年輔 

YWCA 婦女合唱團至獄中為受刑人獻唱，給予關懷。近年並積極開拓校學事

工，對國中、高中同學進行心理與生理的輔導。寒暑假舉辦青春飛颺營，還有青

春少女安全教育研習會、單騎童軍營、電腦網際網路訓練、人際關係 EQ 工作坊、

青春少年兄-領導人才訓練活動。不定期舉辦假日營會、專題研習營、義工訓練

等。 

 

6.兒童教育 

每年寒暑假舉辦兒童才藝班、科學營、小紳士小淑女生活禮儀訓練、快樂兒

童營等。為協助職業婦女解決托兒所困難，並設有幼兒園與托兒所。 

 

7.宗教事工 

為加強會員對基督的認識，籌設各項宗教性活動，例如英文查經班、復活節

及聖誕之特別聚會，並和其他教會機構聯合舉辦公禱日與公禱週。 

 

四、國際化歷程 

 

（一）國際化動機 

基督教女青年會的成立是由四個國家贊助，在創始之初就以全世界的婦女為

對象，不只是解決婦女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婦女的訓練與教育，提升婦

女的權力，讓婦女自己有力量去解決問題。 

 

（二）地點選擇 

世界女青年會經過審核之後，才認可一地區的女青年會成為正式的會員國。

審核的標準主要是該地區的女青年會所提出的活動方案是否符合當地的需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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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當地是否有相關的婦女問題有待解決，以及是否能藉由婦女的力量為當地的社

區進行服務，以解決當地的問題。 

 

（三）海外進入模式 

世界女青會設立分會的方式，有既定的流程，但通常是源自於社區與婦女的

需求。各地區設立 YWCA 主要是自發性的，從某些婦女開始，察覺到當地的一些

問題，因而要尋求解決之道。世界女青提供婦女的領袖訓練與一些資源的協助，

幫助當地的婦女解決問題。世界女青年會製作了一本「GUIDE TO STARTING A 

YWCA」，作為各地方設立 YWCA 的參考。其中介紹 YWCA，並說明其運作的方式、

需要的資源、融資的方式、會員的角色、建議的組織架構與人事配置、各委員會

的職掌、建議的活動方案。 

 

1.世界女青提供的協助 

(1)設置籌備委員會。 

(2)招募會員。 

(3)發展方案計畫並準備預算。 

(4)建立章程與次規章（Bye-Laws）。  

(5)向社區介紹基督教女青年會。 

(6)協助瞭解全國協會與地方分會的關係，與加入世界協會的要求。 

 

2.分會設立的流程 

(1)建立一個籌備委員會，至少有10到20人，成員最好是來自不同的文化、種族、

宗教、與經濟團體。她們必須投入時間，深入瞭解YWCA與建立新組織的流程、並

吸引其他的女性加入。 

 

(2)建立與日內瓦世界YWCA在總部的聯繫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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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選出董事會與執行委員會之前，選出臨時主席、秘書長、與財務長，舉辦

會議，並記錄財務報告。 

 

(4)將所有會費與捐助所得，以基督教女青年會籌備委員會的名義存入銀行 

 

(5)招募更多的會員。會員為YWCA的核心，通常由執行委員會訂定或是在規章中

明訂出適當的會費。此外，要記錄會員的地址與電話號碼。 

 

(6)與會員一同研讀YWCA的目的、願景、與運作的方式，並滿足當地女性的需求。 

 

(7) 撰寫組織章程與規章。這方面可能需要世界協會的協助。組織章程會在之後

第一次的正式會議中提出報告以取得認可。 

 

(8)確認女性的需求，並在籌備委員會中發展出方案計畫，並決定優先順序。 

 

(9)決定所需要的人力資源。為財務計畫發展臨時預算t並尋求需要的捐助。 

 

(10)舉辦第一次正式會議，並在會議中選出董事會或是執行委員會，並使組織章

程與規章獲得認可予接受。 

 

(11)根據當地的法律向主管機關登記。之後向世界協會要求加入會員，並附上組

織章程與規章。世界協會會依據承諾、領導、會員、方案、財務計畫、與章程決

定是否繼續發展。 

 

（四）進入模式的選擇 

女青年會一開始會以固定的制度或是方式設立分會，但到了各國之後，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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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地方上的需求，架構出不同的組織型態12，此種方式主要有幾項因素： 

 

1.奠定分會之後發展的基礎 

女青年會希望當地的組織一開始能建立基礎，真正的為當地的婦女進行有效

的方案，並長久的發展下去。因此在一開始的建立上有明確的規則，要成為協會

的會員也需要經過評核。 

 

2.維持組織的多樣化與豐富性 

因為每個地區需要解決的問題都不同，因此在協助建立之後，讓各分會擁有

足夠的彈性，在日常的營運上視當地情形而調整，也能增加組織本身的豐富性。 

 

3.解決問題為目的 

女青年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婦女的領袖能力，透過分會的建立，一方面

也訓練並確定當地的婦女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 

 

（五）台灣基督教女青年會 

1.進入方式 

1948年，一位加拿大籍的傳教士在台北帶領查經班。基督教婦女在查經班

當中，討論在這個新社會中所產生的新問題，與基督教婦女的責任。適逢當時中

國大陸女青年會全國協會學生部的幹事來台主持夏令會，會中介紹了中國基督教

女青年會的理念與事工，同時和二十名青年會的會員見面，所以在其中探討 YWCA

與 YMCA 的宗旨，以及台灣跟世界的關係。因此，在 1948年 10 月，透過 YMCA

                                                 
12例如從前烏干達因為總統夫人是會員，因此全國的婦女都規定加入會員。美國因為推展的型態

很多，包括對體能、家暴，人種歧視這部分推動，因此多數人都曾經是青年會或是女青年會的會

員。在有些落後國家，其經濟發展很重要，人民需要有收入，女青年會就會幫忙這一部份，例如

婦女收成了一些東西卻走不出去賣，就幫助他們沿著運河開一條小河，以划船到鎮上去賣生產的

東西。而衛生設備很差的地區就著重衛生的發展，有些地區著重在就教女子教育方面，而一些已

開發地區就不需要衛生或是教育方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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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女青的協助，在台北成立「台北基督教女青年協會」籌備會，並於 1949

年 5 月成立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當時因為政治的因素，世界協會一直將台灣視

為觀察員，並建議台灣先成立全國協會，才能向世界協會申請成為會員。1974

年，高雄分會成立，並於 1977年成立全國協會，1979年正式成為世界協會的會

員。 

 

2.組織概況 

目前在全台有台北市、高雄市、花蓮縣、台中市、台南市、台北縣、桃園縣、

新竹市、澎湖縣等十個分會，與一個南投工作站，全台會員約有 5600 多位。資

金來源主要是會費與企業的捐贈。會費約佔總經費的四十分之一左右，大部分是

募款與政府對一些會議的補助款。 

 

3.國內活動 

地方分會負責活動的舉辦，全國協會為地方分會與世界協會的溝通橋樑，將

世界協會的資訊佈達到各地方分會中。因此必須先有地方分會，才會成立全國協

會。全國協會的活動主要是在創新、訓練、制度的建立等方面，主要工作重點如

下： 

(1)與國際組織及國內民間組織聯繫並合作。 

(2)制訂全國性 YWCA 政策方向。 

(3)培養年輕女性及婦女領導人才。 

(4)訓練義工及幹事。 

(5)成立新分會以擴展服務地區。 

(6)督導各分會人事、財務制度之建立並促進事工之發展。 

(7)協助各分會方案經費申請，評估並檢討分會各項事工成效。 

(8)出版 YWCA 相關訊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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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外活動 

(1)協助其他分會成立 

a.越南 

對越南分會的協助，起因於台灣分會的一位會員，在越南開設工廠。越南在

赤化之前有女青年會，所以希望能協助其將女青年會再建立起來。越南目前仍為

共產國家，所以必須用不同的形式成立分會，例如以公司的型態，或是在當地婦

女會下建立一社團組織。 

 

b.宏都拉斯 

世界女青年會的副會長曾來台參與總統的就職典禮，因此結識宏都拉斯一位

代表，宏都拉斯希望在當地建立女青年會，協助當地的受暴婦女與街頭青少女，

因此向台灣分會尋求支援。台灣分會提供相關資料與些許的財務援助，幫助其建

立女青年會，宏都拉斯女青年會於 2003年第一次參與世界大會。  

 

c.東帝汶 

東帝汶是一個貧富非常懸殊的國家，許多的婦女在當地仍然非常辛苦。目前

經由地緣關係較近的澳洲與台灣協助，正在成立女青年會。 

 

(2)國際救援 

中華民國女青年會也因應政府的邀請，進行一些國際救援的活動。因為台灣

政府在援助方面有困難，因此結合民間團體的力量，募集資源，共同進行國際救

援，對受災國家進行物資的救助。中華民國女青年會曾經援助過伊拉克、海地水

災、孟加拉的大水。另一個活動則是協助馬拉威的青年，援助他們足球與衣物，

並促成當地與本地青年的交流。 

 

5.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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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本地組織之合作與關係 

與本地組織在活動方面有頻繁的合作。較為長期的合作是以宗教團體為主，

例如成立之初的 YMCA 與基督教福利會。 

 

(2)世界總部與分會之交流 

世界總部會建立一些制度，例如規劃、財務方面的制度，並推行至各分會。

另外他也為一些落後國家進行一些募款的活動。經濟情況較為不佳的分會可以提

出方案，向總會申請經費。中華民國女青年會對於女青的世界大會參與積極，並

參選執行委員，進入到核心階層中。 

 

(3)各分會間之交流 

女青年會各分會的交流頻繁，以訓練與參訪為主。會員國可以彼此互相進行

交流，不需要透過世界總部的安排，但邀請必須是由全國協會進行聯繫。 

 

6.未來發展 

中華民國基督教女青年會，已經在台灣成立 27年，已經是相當本土化的團

體。未來除了繼續因應本地的環境變遷進行服務之外，也會持續的與全國協會密

切互動、協助其他分會的成立、並參與國際援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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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彙整 
 

經由前幾節的個案探討發現，非營利組織在對外的活動方面，皆會進

行一些短期的直接援助，例如，伊甸捐贈輪椅給地雷情況嚴重的區域；奧

比斯的飛行任務；荒野協助加拿大的老虎保育組織募款；女青年會對伊拉

克、孟加拉予以物資的援助。在需求較大的地區，非營利組織會選擇進行

長期的發展，例如，伊甸在馬來西亞設立分會時，當地的社會服務制度跟

台灣方面有相當大的差距；奧比斯選擇五個眼疾最為嚴重的發展中國家，

設立推行長期方案的辦事處；荒野在砂勞越的熱帶雨林區進行生態保育的

工作；女青年會在設立分會時，會要求當地女青年會提出適合當地需求方

案。長期的發展通常是以設立據點的方式，因為非營利組織的服務有高度

的不可分割性，因此長期的發展必須依賴熟悉當地的人員或是組織，並且

能在當地深耕。在資源有效運用的前提下，組織會依據可在當地取得的資

源與自己本身的條件資源選擇適合的合作夥伴，並評估總部提供資源的質

與量。例如，伊甸選擇參與國際組織，與其他組織共同對弱勢團體提供援

助，並在有適當人力資源的情況下，在海外直接設立據點；奧比斯會選擇

當地有能力長期發展的醫院作為合作對象；荒野通常是以經由對當地熟悉

的人員引入；而女青年會設立分會時，是由當地發起，總部會請顧問或是

其他的分會提供協助。另外，由於非營利組織依賴當地的合作對象，因此

行為風險會成為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之一。茲將個案的進入模式與選擇的

考量因素整理如表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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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個案彙整 

組織 伊甸 奧比斯 荒野 女青 

服務型態 援助型 援助型 倡議型 倡議型 

主要進入

模式 

1.直接方式 

2.聯盟方式 

1.直接方式 

2.合作方式 

1.合作方式 

2.委託方式 

1.會員方式 

進入時的

合作夥伴 

 當地人士 
 其他組織 

 當地醫院 
 當地政府 

 當地人士 
 台商 

 當地組織 
 國家會員 

總部投入

主要資源 

 人力、物資  人力、財

力、物資 

 人力  人力、財力

進入模式

主要選擇

原因 

1.取得組織名

聲 

2.取得資源 

3.直接設立據

點的行為風險 

1.組織使命 

2.當地資源 

3.需求強度 

4.環境限制 

 

1.環境變數影

響 

2.資源的限制 

 

1.奠定分會之

後發展的基

礎。 

2.維持組織的

多樣化與豐富

性 

3.解決問題為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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