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重要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INGO）表列 

（以下國際級非政府組織依字母順序排列）  

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 

（反販運婦女聯盟）  

http://www.catwinternational.

org/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ECPAT International, INHOPE

（國際終止童妓組織）

http://www.ecpat.net/EI/index

.asp  

台灣展翅協會  

http://www.ecpat.org.tw/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Avocadas, FIDA（國際婦女法學

會）

國際婦女法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http://www.fida.org.tw/index.asp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http://www.catwinternational.org/
http://www.catwinternational.org/
http://www.ecpat.net/EI/index.asp
http://www.ecpat.net/EI/index.asp
http://www.ecpat.org.tw/
http://www.fida.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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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http://www.fidafederation.org

/  

Gray Panthers（灰豹組織）

http://www.graypanthers.org/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Volunteer Effort, IAVE（國際

志工協會）

http://www.iave.org/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http://www.iavetaiwan.org/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國際護理協會）  

http://www.icn.ch/  

台灣護理學會  

http://www.twna.org.tw/frontend/un10_op

en/welcome.asp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國際婦女理事會）

http://www.icw.org/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 http://www.ncw.org.tw/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http://www.fidafederation.org/
http://www.fidafederation.org/
http://www.graypanthers.org/
http://www.iave.org/
http://www.iavetaiwan.org/
http://www.icn.ch/
http://www.twna.org.tw/frontend/un10_open/welcome.asp
http://www.twna.org.tw/frontend/un10_open/welcome.asp
http://www.icw.org/
http://www.nc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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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BPW 

（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http://www.bpw-

international.org/  

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http://www.bpw-

taiwan.org.tw/en/node/2 

台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共設有 6 個分會，包括

台北第二分會、桃園分會、台中分會、高雄

市分會、高雄分會、大高雄分會（詳參

http://www.bpw-

taiwan.org.tw/en/node/22）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 in Legal Careers, FIFCJ

（國際法律專業女性協會）

http://www.fifcj-

ifwlc.net/en/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Pan-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Women’ s Association, 

PPSEAWA（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

協會） http://www.ppseawa.org/ 

泛太平洋暨東南亞婦女協會中華民國分會

http://ppseawa.org.tw/imp.html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http://www.bpw-international.org/
http://www.bpw-international.org/
http://www.bpw-taiwan.org.tw/en/node/2
http://www.bpw-taiwan.org.tw/en/node/2
http://www.bpw-taiwan.org.tw/en/node/22
http://www.bpw-taiwan.org.tw/en/node/22
http://www.fifcj-ifwlc.net/en/
http://www.fifcj-ifwlc.net/en/
http://www.ppseawa.org/
http://ppseawa.org.tw/i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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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Simply Help, SH（幫幫忙基金

會） http://simplyhelp.org/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 SI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http://www.soroptimistinterna

tional.org/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http://www.siat.org.tw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共設有包括各

市、縣 (市)分會達 25 個之多。(詳參

http://www.siat.org.tw/aboutus/index2.p

hp?s=6)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WFWP（世界和平婦女會）

http://www.wfwp.org/wfwpi/ind

ex.cfm 

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總會

http://www.wfwp.org.tw/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s 

Guides and Girl Scouts, 

WAGGGS（世界女童軍總會）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http://gstaiwan.org/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http://simplyhelp.org/
http://www.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rg/
http://www.soroptimistinternational.org/
http://www.siat.org.tw/
http://www.siat.org.tw/aboutus/index2.php?s=6
http://www.siat.org.tw/aboutus/index2.php?s=6
http://www.wfwp.org/wfwpi/index.cfm
http://www.wfwp.org/wfwpi/index.cfm
http://www.wfwp.org.tw/
http://gs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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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http://www.wagggsworld.org/en

/home  

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

織區域，並設立分級組織，包括：台北市、新

北市、基隆市、屏東縣等共有 23 個市、縣

（市）女童軍會。（詳參

http://gstaiwan.org/aboutus_taiwan.php） 

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 WFMH（世界心理衛生聯

盟）  

http://www.wfmh.org/ 

中華心理衛生協會

http://www.mhat.org.tw/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Amnesty International, AI（國

際特赦組織）

http://www.amnesty.org/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http://www.amnesty.tw/ 

目前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台北、台中、高

雄、新竹、花蓮等地設有小組。（詳參

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

=862）  

 

http://www.wagggsworld.org/en/home
http://www.wagggsworld.org/en/home
http://gstaiwan.org/aboutus_taiwan.php
http://www.wfmh.org/
http://www.mhat.org.tw/
http://www.amnesty.org/
http://www.amnesty.tw/
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862
http://www.amnesty.tw/index.php?page_id=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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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APWLD

（亞太婦女、法律與發展論壇）  

http://www.apwld.org/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http://www.inclusion-

international.org/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http://www.papmh.org.tw/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IRFD http://www.irfd.org/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NCFR（美國家庭關係

協會） http://www.ncfr.org/  

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  

http://blog.sina.com.tw/ifle/  

 

World Vision（世界展望會）

http://www.wvi.org/wvi/wviweb

.nsf  

台灣世界展望會

http://www.worldvision.org.tw/ 

 

http://www.apwld.org/
http://www.inclusion-international.org/
http://www.inclusion-international.org/
http://www.papmh.org.tw/
http://www.irfd.org/
http://www.ncfr.org/
http://blog.sina.com.tw/ifle/
http://www.wvi.org/wvi/wviweb.nsf
http://www.wvi.org/wvi/wviweb.nsf
http://www.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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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台灣世界展望會除台北總會外，分別在北

區、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及彰雲嘉設立

62 處的辦公室或中心。（詳參

http://www.worldvision.org.tw/01_about/

about.php?m1=1&m2=28&m3=157&m4=0&m1=1&m

2=28）  

World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世界基督教

女青年會）  

http://www.worldywca.org/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協會（全國協會）

http://www.ywca.org.tw/  

該協會除全國協會外，共有台北、高雄、花

蓮等 10 個分會，以及 4 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

中心（詳參

http://www.ywca.org.tw/branch.html）   

*曾協助我國 NGO 報名  

World Youth Association, WYA

（世界青年聯盟）  

http://www.wya.net/  

  

http://www.worldvision.org.tw/01_about/about.php?m1=1&m2=28&m3=157&m4=0&m1=1&m2=28
http://www.worldvision.org.tw/01_about/about.php?m1=1&m2=28&m3=157&m4=0&m1=1&m2=28
http://www.worldvision.org.tw/01_about/about.php?m1=1&m2=28&m3=157&m4=0&m1=1&m2=28
http://www.worldywca.org/
http://www.ywca.org.tw/
http://www.ywca.org.tw/branch.html
http://www.wy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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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級非政府組織  台灣會員 /在台分會  備註  

Zonta International, Zonta

（國際崇他社）

http://www.zonta.org/  

 

國際崇他 31 區  

http://www.zonta.org.tw/ 

國際崇他社在全球 32 個區中設有相關組織，

台灣國際崇他社為第 31 區，區內並設有桃園

社、新竹社、台北一社等共 17 個分社（詳參

http://www.zonta.org.tw/Links.asp）  

 

※欲查詢其他國際級非政府組織，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csonet.org/content/documents/E-2014-INF-5%20Issued.pdf  

http://www.zonta.org/
http://www.zonta.org.tw/
http://www.zonta.org.tw/Links.asp
http://csonet.org/content/documents/E-2014-INF-5%20Issue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