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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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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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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標 01 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02 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核心目標 0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核心目標 04 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核心目標 05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核心目標 06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07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

之能源

核心目標 0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力生

產，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核心目標 09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且具韌

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核心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1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及

鄉村

核心目標 12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核心目標 13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核心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核心目標 15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核心目標 16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

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核心目標 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核心目標 18 逐步達成環境基本法所訂非核家園目標

*共 18 項核心目標

*本目標皆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所訂，其中標註為台灣特有本土目標



3

目錄

第一章 部長的話

重點摘要

4

7

第二章 永續發展藍圖

永續發展目標施政主軸

8

11

第三章 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 13

第四章 政策方針與亮點計畫

國際參與

教育

醫療合作

水與衛生

技術援助

人道救援

婦女賦權

15

16

34

37

54

57

62

66

第五章 總結與未來展望 69

附錄

撰寫方法及過程

推動台灣永續發展目標追蹤指標列表

利害關係人及溝通情形盤點表

72

73

74

78



4

第一章 部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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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的話

台灣是國際社會邁向永續發展未來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我國作

為世界第 21 大經濟體及亞太地區的民主燈塔，多年來積極透過援助

合作計畫協助太平洋、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友邦與友好

國家建構永續發展能力及韌性，並運用我國在科技、醫療、農業及災

害預警等方面的專業優勢，致力實現聯合國「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

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

世界正面臨 COVID-19 疫情肆虐的艱鉅挑戰，外交部仍持續秉持

我國「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國際參與原則，積極拓展與友邦及理

念相近國家就永續發展目標相關領域建立全球夥伴關係，如捐贈醫療

物資、派遣防疫專家團及提供人才訓練來協助世界各地的夥伴國家提

升防疫能量；與美國合作辦理「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線上

研討會及國際研習營；透過國合會在夥伴國家推動教育、醫療合作、

淨水與衛生、糧食、資通訊技術、人道救援、婦女賦權等全方位領域

的國際援助計畫，以實踐縮減國家間不平等的永續理念。

在全球經濟受疫情及極端氣候衝擊之際，臺灣防疫成果廣獲國際

社會肯定，在 2021 年上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8.31%，已連續兩年成

為「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速之首，且台灣在 SDGs 中多項指標如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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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性別平權、淨水與衛生、消弭不平等、健康與福祉等皆有傑出

成就。我國正積極規劃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的最佳路徑，蔡總

統亦於我代表團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6)期間在英國格拉斯哥所舉辦的「台灣日活動」致詞

影片中宣示:「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和國際夥伴並肩合作，實踐 2050

年淨零排放的共同目標。我國也致力成為亞洲綠能發展中心，希望和

周邊國家分享經驗，為區域永續發展共同努力。」

台灣是世界良善的力量，將我國排除於聯合國多邊合作機制外不

但違背其包容、平等及正義的創立宗旨，更為各國齊心協力因應詭譎

多變的疫情危機留下缺口。未來本部會持續扮演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

體系及永續發展目標的領航者，與世界各國建立多元合作的夥伴關係，

對創建人類永續發展未來作出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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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之目的在於檢視近年來外交部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之執

行成效，並彙整相關成果以協助行政院明(111)年提出「國家自願檢視

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VNR)，期能透過本報告之提出，促

進台灣創造永續發展之未來。

本報告之撰寫內容主要可分為五大章節，分別為「部長的話」、

「永續發展藍圖」、「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政策方針暨推動亮點」、

「總結及未來展望」，並彙整上(109)年度我國國際參與及國合會在邦

交國及友好發展中國家推動國際援助計畫之具體成果，以呼應本部主

責之臺灣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

景」之理念。

此外，本報告亦盤點外交部近年來於邦交國及友好發展中國家所

推行之「永續發展亮點計畫」，並就「國際參與」、「教育」、「醫療合

作」、「水與衛生」、「技術援助」、「人道救援」、「婦女賦權」等領域，

闡述本部近年來戮力推動永續發展目標於邦交國及友好發展中國家

實踐之成果。

最後，本部亦在附錄中說明本報告之撰寫方法及過程，以提升本

報告之可信度與完整性，此外本報告亦在附錄中製作「推動臺灣永續

發展目標追蹤列表」及「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盤點表」，以協助掌握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進度及各利害關係人參與該目標推動之情

形。

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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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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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永續發展願景：

外交部致力於推動臺灣國際參與，並積極透過國合會之國際援

助計畫及結合我國公私部門之能量，以推動及促進臺灣永續發展核

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之落實。

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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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2: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核心目標 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核心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7:確保人人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核心目標 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確保全

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核心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1: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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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施政主軸

本部為落實上述核心目標 17 之具體理念，透過結合國合會在友

邦之援外合作計畫、雙邊合作計畫及參與多邊機制等方式，在「國際

參與」、「醫療合作」、「教育」、「水與衛生」、「技術援助」等領域協助

開發中國家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其具體計畫內容如次:

一、國際參與:

1. 參與聯合國「高階政治論壇」(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

周邊會議與平行會議。

2. 參與 2020 年世界衛生大會(WHA)相關會議。

3. 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

4. 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海洋廢棄物管理暨創新

子基金」。

5. 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人類安全子基金」。

6. 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數位創新子基金」。

7. 捐助「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設立中華台北信託基金。

8. 參與 2020 年亞洲開發銀行地球遙測衛星科技與應用(Earth

Observation)論壇。

9. GCTF 線上國際研討會

10. 參與 2020 年澳洲援助會議(AAC)。

11. 參與 2020 年世界農民組織(WFO)農民因應氣候變遷及

COVID-19 疫情工作坊。

12. 參與 2020 年亞太商工總會(CACCI)年會。

13. 參與 2020 年我們的海洋大會(OOC)。

二、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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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合會獎學金補助外國學生來台進修公衛醫療相關學程。

2. 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3. 史瓦帝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二期)。

4. 聖文森糖尿病防治能力建構計畫。

5. 瓜地馬拉孕產婦及新生兒保健功能及醫療科技提升計畫。

6. 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功能強化計畫。

7. 尼加拉瓜腎臟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

8. 2020 年國際人道援助計畫-土耳其境內難民行動健康

(mHealth)照護計畫。

9. 2020 年國際人道援助計畫-印度新冠肺炎數位健康創新回

應計畫。

三、教育:

1. 臺灣獎學金計畫。

四、水與衛生:

1. 宏都拉斯供水暨衛生服務提升之前置準備技術協助計畫。

五、技術援助:

1. 貝里斯城市韌性防災計畫。

2. 史瓦帝尼養豬產業提升計畫。

3. 馬紹爾島園藝計畫。

4. 尼加拉瓜天災應變能力提升計畫。

5. 瓜地馬拉竹產業計畫。

6. 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輔助計畫。

7.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給予低度開發中國家產品免關稅

優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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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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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係外交部刻積極推動之重要政策，而為

結合現有資源與呼應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理念，本部篩選「強化弱勢

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

農業」、「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實現性別

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確

保人人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促進包容且永續的

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減少國

內及國家間不平等」、「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

鄉村」、「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建立多元夥伴

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等 11 項核心目標作為重點推動項目。

而有關本部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T-SDGs)之組織架構，依據外

交部組織法之規範，本部下設有 9 司(北美司、歐洲司、亞東及太平

洋司、亞西及非洲司、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國際組織司、條約法

律司、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國際傳播司)、6 處(禮賓處、秘書處、

人事處、政風處、主計處、資訊及電務處)、5 會(研究設計會、公眾外

交協調會、臺灣美國事務委員會、臺灣日本關係協會)、2 辦公室(機

要事務辦公室、國會事務辦公室)、中南東及雲嘉南 4 辦事處、領事

事務局及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等單位。

各單位依其職掌之不同亦在推動 T-SDGs 中扮演不同之角色，如

業務單位負責政策規劃與邦交國及友好發展中國家政府聯繫溝通之

工作，並透過國合會結合公私部門之資源推廣相關國際援助計畫，以

促進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理念之落實。

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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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方針與亮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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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提亮點名稱

「專業、務實、有貢獻」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相

關會議、機制與活動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核心目標 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三、政策目標

世界衛生組織(WHO)是全球衛生健康議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為維護我 2,350 萬國人及各國人民之衛生安全，我國自 1997 年

起正式推動參與 WHO 案。我國持續秉持「專業、務實、有貢

獻」之原則在國際醫衛領域做出貢獻，向各國展現台灣是全球

衛生合作不可或缺的夥伴，並籲請 WHO 及相關各方堅定支持

將台灣納入 WHO，讓台灣與世界各國攜手，共同落實 WHO 憲

章「健康是基本人權」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不遺漏任何人」

之願景。

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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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台灣有意願也有能力扮演全球公衛合作的建設性夥伴，

WHO 的政治考量及中國之阻擾，仍使台灣無法充分參與該

組織。

（二）機會

全球資料庫網站 Numbeo 公布 2020 年醫療保健指數(Health

Care Index)，臺灣已連續兩年居全球之冠。COVID-19 疫情

爆發以來，臺灣也展現強勁的醫衛量能及堅強的研發能力，

加入 WHO 參與主導的「COVID-19 疫苗取得及分配機制」

(COVAX Facility)，並統合、強化臺灣在 ICT 產業、生技產

業及醫療專業產業力量，以加速疫苗研發及產製，為全球研

發疫苗努力帶來更良好的發展。台灣的公衛專業及無私貢獻

精神，廣獲國際認可，並形成一股強大友我動能，助我籲促

WHO 接納台灣參與 WHO 所有會議、活動與機制。

五、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台灣於第 73 屆 WHA 復會期間所獲之國際支持創下高峰。受疫

情影響，第 73 屆 WHA 史無前例的分別在 5 月及 11 月舉行兩次

線上會議，我 14 個友邦以 WHO 會員國身分持續堅定助我，理念

相近國家亦齊力聲援。本次 WHA 復會期間，我友邦諾魯、史瓦

帝尼、馬紹爾群島及宏都拉斯均在 WHA 復會中代表我方與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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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二對二辯論」。美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常任代表 Andrew

Bremberg 大使更首度在友邦為我案辯論同時段發布 3 分鐘執言

影片，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美、日均於會議中發言

明確提及台灣；此外，美、日、英、澳、加、法的駐台機構更主

動串聯於 WHA 復會首日發布支持台灣參與 WHA 貼文，彰顯理

念相近國家基於全球防疫之所需仗義執言，以更公開堅定方式助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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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專業、務實、有貢獻」推動台灣參與全球氣候外交

二、核心目標

(一)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7：確保人人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

源

核心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

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核心目標 13：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核心目標 15：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

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三、政策目標

因應全球暖化與發展再生能源為全體人類共同責任，我國自

2009 年開始透過推動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

大會（UNFCCC COP），積極與各國建立合作關係，宣介台灣與

國際社會共同對抗氣候變遷之決心。2021 年 UNFCCC 第 26 屆

締約方大會（COP26）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3 日在英國格拉

斯哥舉行，外交部循例協助主政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團與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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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透過洽請友邦及友我國家為我執言、致函與辦理周邊會

議及安排雙邊會談等方式，向國際社會宣介台灣可為對抗氣候

變遷做出貢獻，如同其他國家，應獲賦予相同的機會納入全球

因應氣候變遷之減碳機制、談判與巴黎協定相關活動。

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囿於國際處境，現階段我政府係以「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ITRI)之 NGO 觀察員身分與會，並無法向 UNFCCC 秘書處遞

交我國之「國家自定貢獻」（NDC），惟台灣從未放棄承擔

UNFCCC 呼籲全球共同對抗氣候變遷之責任。

(二) 機會

1. 蔡總統業於世界地球日 4 月 22 日表示，「2050 淨零轉型是全

世界的目標，也是台灣的目標」。在行政院帶領下，台灣目前

已歸納其他國家減排路徑方案與作法，並啟動與民間部門之

討論，盼規劃最符合台灣永續未來之氣候治理方向與達到淨

零碳排之可能路徑。

2. 台灣政策長期緊扣國際趨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刻啟動修訂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並納入

「2050 年淨零排」目標，邀集各界進行討論以凝聚共識，將

陸續建立各項氣候行動綱領及調適計畫，包含水資源、健康、

農業及土地使用等，同時亦積極推動能源轉型。

3. 台灣雖非 UNFCCC 締約方，惟仍按照公約精神，長期協助開

發中國家進行減緩及調適以對抗氣候變遷，展現我國對世界

貢獻之決心，目前特別針對環境治理、防災預警、能源效率提

升與綠色金融及創新科技等四個領域加強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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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我推動參與 UNFCCC COP26 之重要成果：

（一） 本年計有 14 個友邦以致函或執言方式助我，另有 7 個理

念相近及友我國家之國會議員為我致函，以具體行動聲

援台灣參與 UNFCCC 之必要性。

（二） 我團與 12 個友邦，美、英等 10 個理念相近與友我國家，

及 2 個國際組織舉行共計 30 場雙邊會談，與各國代表

團就氣候變遷政策、能源轉型、再生能源發展、2050 年

淨零排放目標及碳定價等議題廣泛交流並宣介我推動

參與 UNFCCC 的訴求。

（三） 本屆我方參與周邊會議共計 14 場，其中與友邦(貝里斯、

帛琉及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合辦 3 場。

（四） 會議期間我團在格拉斯哥當地舉辦「台灣日活動」及外

交酒會，並與美國合作舉辦「全球環境教育夥伴連結非

洲活動」（GEEP Africa Event）等亮點活動。

（五） 團長沈副署長志修及副團長林副執行長子倫接受彭博社、

金融時報、新政治家、蘇格蘭先鋒報、雪梨晨鋒報、中

央社及聯合報等中外文重要媒體專訪。

（六） 在格拉斯哥以「Taiwan＋Green Energy－Power the Planet

for a Green Future」為標語設置我國形象廣告，宣介台灣

致力對抗氣候變遷及發展再生能源之國際優質形象，深

獲與會人士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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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海洋廢棄物管理暨創新子基

金」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6: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海洋環境惡化

三、政策目標

捐助此「海洋廢棄物管理暨創新子基金」係盼能達成下列目

標：

（一）開發基礎設施和施行措施以提升廢棄物收集和海洋廢棄物

管理技術；

（二）以新技術創造海洋塑膠廢棄物新價值；

（三）以創新金融機制提供廢棄物管理和基礎設施資金；

（四）針對影響投資海洋垃圾和廢棄物基礎設施的政策和監控問

題與多方利害關係人進行對話；

（五）推動解決海洋廢棄物及永續海洋環境的計畫和活動。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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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海洋廢棄物管理暨創新子基金」作為自願性捐助基金，

其效益仰賴各經濟體之穩定捐贈。

（二）機會: 藉捐助「海洋廢棄物管理暨創新子基金」彰顯我積極

參與 APEC 並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APEC 會員經濟體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為呼應美國 2019 年在 APEC 倡議設立之「海洋廢棄物管理」，並

捐款 20 萬美元，以深化在海洋資源方面之合作。另自 2020 年起，

我國主政單位亦積極向 APEC 申請海洋廢棄物治理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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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人類安全子基金」

二、核心目標

(一)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7: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之能源

核心目標 11：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及鄉村

三、政策目標: 捐助此子基金係盼能資助 APEC 反恐、緊急應變、衛

生及能源安全相關倡議。

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人類安全子基金作為自願性捐助基金，其效益仰賴各

經濟體之穩定捐贈。

(二)機會: 藉捐助「人類安全子基金」彰顯我積極參與 APEC 並

與各國一同達成永續發展目標之決心。

五、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APEC 會員經濟體

六、執行措施及成果

「人類安全子基金」係我國於 2006 年倡議設立，2020 年本部捐

款 100 萬美元，以深化我與 APEC 間之合作並促請各會員經濟體

重視健康安全對區域經貿之重要性，以共同防範未來再發生大規

模流行傳染病。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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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捐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數位創新子基金」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8: 促進包容且用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力生產，確保

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三、 政策目標

捐助此子基金係盼能持續支持 APEC 各會員經濟體促進亞太地

區數位經濟成長。該子基金除支持數位經濟相關提案外，亦呼

應 APEC「包容性、綜合性和可持續增長」之戰略目標。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數位創新子基金」作為自願性捐助基金，其效益仰

賴各經濟體之穩定金援。

（二）機會:藉捐助「數位創新子基金」彰顯我積極參與 APEC 及

促進永續發展目標之決心。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APEC 會員經濟體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我國捐款 25 萬美元予「數位創新子基金」，以推進 APEC 在數

位創新領域的發展。我國主政單位亦積極向 APEC 申請數位創

新相關計畫。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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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捐助「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設立中華台北信託基金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8: 促進包容且用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力生產，確

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核心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2: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核心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

並防止海洋環境惡化

三、政策目標

「中華台北信託基金」旨在協助 WCPFC 開發中會員，尤其是我

國在太平洋友邦之人員訓練、技術發展及「監測、控制和監視」

（MCS）之管理能力，以對 WCPFC 公約海域資源之永續發展發

揮貢獻。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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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評估中華台北信託基金首期 5 年計畫之成效，並在該

既有成果之基礎上，研議下一期計畫如何持續拓展與其他

CPFC 會員之合作。

(二) 機會: 中華台北信託基金彰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及

對促進永續發展目標之貢獻。除提升我國能見度及國際參與

外，亦有助固邦及拓展我與非邦交國實質合作。

五、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我太平洋友邦

(二)WCPFC 會員

(三)理念相近國家

六、執行措施及成果

「中華台北信託基金」為期 5 年，計畫期間由我國每年捐贈 40

萬美元，共計 200 萬美元，並依會員向 WCPFC 之提案，核定

補助順位與金額，歷年來受援國包括馬紹爾群島、帛琉、吐瓦

魯、諾魯、索羅門群島、庫克群島、東加、薩摩亞等，受援國

多次肯定我國捐助設立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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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協助國合會與亞銀簽署合作協議書，並參與亞銀地球遙測知識

分享會議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2: 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核心目標 12: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三、政策目標

透過國合會與亞銀簽署地球遙測科技之合作協議及共同主辦分

享會，在亞銀會員國推廣地球遙測科技，厚實與亞銀合作關係，

提升我國際競爭力與能見度，分享台灣發展經驗予理念相近國家，

以建立永續的夥伴關係，呼應我國履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決

心。

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台灣前此囿於會籍名稱問題，嚴重阻礙我政府深化參與

亞銀之意願，致我與亞銀互動不深、缺乏更多實質合作。

(二)機會:為增進對亞銀之影響力，兼顧我國尊嚴，我國積極運運

用科技優勢，以創意方式與亞銀強化實質合作，目前以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為名義與亞銀合作之案例，未來允可作為參考，擴大應用。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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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理念相近國家

(二) 民家團體與私團體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2020 年 7 月國合會與亞銀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局(SDCC)簽署

地球遙測科技之合作協議以及共同主辦分享會，共同在亞銀會

員國推廣地球遙測科技，以提升農業發展及進行災害管理，突

破過去合作限制，未來可循此模式開拓我與亞銀不同領域交流

擴大在多邊機構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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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辦理兩場線上國際研討會:「新型關

狀病毒:防範第二波疫情」及「運用循環經濟模式處理海洋廢棄

物」

二、 核心目標

(一)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核心目標 6: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

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核心目標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三、 政策目標

台美於 2015 年 6 月 1 日簽署備忘錄成立「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目的在發揮台灣的優勢及專業，針對雙方共同關切的

議題合作舉辦訓練計畫，並邀請印太區域國家的官員及專家參加，

以協助區域國家能力建構，藉此加強區域多邊合作、協助我國與

區域內各國政府建立夥伴關係，進一步拓展台灣國際空間。

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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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GCTF 成立至今 6 年來，已就公共衛生、執法合作、

婦女賦權、能源效率、電子商務、資訊安全、人道援助及

災害防救（HA/DR）及媒體識讀等議題舉辦 35 場國際研習

營，共計邀請全球 97 個國家、近 2600 位政府官員及專家

與會受訓。

(二) 機會:日本自 2019 年起以正式夥伴身分加入 GCTF，瑞典、

澳洲及瓜地馬拉、荷蘭、英國及歐盟也曾分別具名合辦個

別活動。此外，2019 年 9 月在帛琉舉辦的「南島語言復振

國際論壇」是 GCTF 成立以來首度移師海外舉行，2020 年

9 月也首度針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舉辦線上研討會，

反應踴躍。2020 年至 2021 年因應疫情，皆以線上辦理，

疫情減緩再以實體辦理。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民家團體與私團體

六、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 GCTF「新型冠狀病毒：防範第二波疫情」線上國際研討

會：計有澳洲、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 15 國，約 80

名官員及學者線上參與。

(二) GCTF「運用循環經濟模式處理海洋廢棄物」線上國際研

習營：計有荷蘭、帛琉、斯里蘭卡、墨西哥等 22 國，約

90 名官員及學者線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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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人才交流、教育合作」臺灣獎學金計畫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核心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核心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三、政策目標

促進全人類皆能公平享有高品質教育之權利，係聯合國長年以來

推動推廣之目標，我國自 2004 年起辦理「臺灣獎學金」，廣徵具

潛力且對於臺灣有興趣之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求學，已推廣華語及

台灣文化，並藉由對外國青年人才之培育，厚實臺灣與全球各國

之長期合作關係、經貿往來及教育交流，提升我國全球競爭力及

國際能見度。本計畫開辦至今，已為我邦交國培育許多社會菁英。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台灣目前大學所開設之課程係以中文教學為主，雙語教學之課

程開設仍不普及，惟我國近年來積極推動「2030 雙語國家」政

策，希冀未來能加速推動大學開設雙語教學課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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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會

1. 臺灣高等教育資源充沛，截至 2020 年為止，臺灣大專院校

總校數共計 152 所，其中包括 126 所大學、14 所學院及 12

所專科學校，可提供外國學生多元之就學機會。

2. 相較於鄰近國家，如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臺灣高

等教育學費較為低廉，將有助於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就學。

3. 臺灣具有優越之醫學與科技實力，能有效整合各產業之內

涵，並提供來臺學生跨領域之學習機會。

4. 臺灣歷經民主轉型，已培養出難得的民主素養、法治觀念，

社會亦願意尊重多元族群與文化，建構對外國學生友善生

活之環境。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教育及學術機構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我國推動臺灣獎學金之重要成果:

(一) 2020 年臺灣獎學金共核錄 220 名學生，惟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實際報到係 201 名，剩餘名額將保留至下學年持續辦

理。

(二) 協助友邦培養高階政府人才，如現任諾魯外交及貿易部長皮

里斯(Asterio Appi)係臺灣獎學金計劃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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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Global health」臺灣與友邦醫療合作計畫執行成果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核心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目標

三、 政策目標

配合我國國際醫療援助計畫，國合會積極在邦交國推動「行動

醫療團」、「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計畫」及「臺灣醫療計畫」等援

助計畫，協助邦交國培訓醫事專業人員、進行短期醫療服務、

改善當地醫療品質、宣導醫療相關知識等，以促進臺灣與邦交

國間外交邦誼之穩固與發展。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臺灣醫療援助之國際宣傳能量不足，以致國際間甚少了解臺灣

所具有之醫療實力，惟我國近年來已加強宣傳量能，並積極拍

攝形象短片，以讓臺灣之醫療援助計畫接軌國際。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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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會

1. 臺灣醫療水準及品質佳，且培訓醫療專業人員所需之費用

相對鄰近國家低廉，故可吸引外國學生或醫事人員前來臺

灣就讀醫學相關科系或接受培訓。

2. 臺灣公衛醫療體系發展良好，可援助邦交國建立完善的公

衛體系，強化當地醫療量能，並協助當地醫院建立醫療資

訊系統，以提升當地整體之醫療品質。

3. 臺灣婦幼保健機制發展完善，可協助邦交國建立完善之產

婦與新生兒保健制度，以增進當地產婦及新生兒所能享受

到之醫療資源。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醫院及醫事人員

（三） 婦女及新生兒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我國在邦交國推動各項醫療合作計畫執行成果:

（一）2020 年共計有 146 位國合會獎學金受獎生在臺進修公衛醫

療相關學位學程，佔總受獎人數 32%。

（二）2020 年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第二期)、史瓦帝

尼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第二期)、聖文森糖尿病

防治能力建構計畫、瓜地馬拉孕產婦與新生兒保健功能及醫

療科技提升計畫、貝里斯醫療影像系統功能強化計畫及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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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腎臟病防治體系強化計畫，共計完成人員能力建構

4,160 人。

（三）其中因「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能有效配合巴

國對抗新冠肺炎，許多醫院盼能盡早導入醫療資訊系統，正

相應辦理相關人員訓練；尼加拉瓜慢性腎臟病防治體系強化

計畫，因獲尼國政府大力支持推廣協助，訓練人數超出原訂

目標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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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臺灣與非洲友邦(史瓦帝尼)防疫合作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目標

三、 政策目標

2020 年間武漢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造成重大損失，為協助

友邦抗疫，我國積極提供醫療物資並派遣專家團，彰顯我與國

際社會共同對抗疫情之決心。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臺灣囿於政治因素至今未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

惟臺灣從未放棄共同承擔全球共同對抗疫情之責任。

（二）機會: 臺灣雖非 WHO 會員國，惟仍按照 WHO 精神，協助

開發中國家提升公衛水平，展現我國對世界貢獻之決心。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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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邦交國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2020 年我捐贈史國超過 30 萬片口罩、數萬件防護衣，以及核

酸分析儀、熱像儀等相關防疫物資，並捐贈史國 2 台口罩生產

機及 15.6 噸不織布，以協助提升史國防疫能量。

（二）2020 年 5 月我應史國政府所請，協調北醫附醫派遣防疫專家

團赴史協助抗疫，協助並指導史國醫護人員重症治療知能，並

調整醫院動線及建立重症治療之 SOP，且指導史國醫護人員正

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減少醫護人員交叉感染機會。此外，專

家團亦巡迴史國各醫院就呼吸器等先進醫治器材提供指導教

學使相關器材發揮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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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來自台灣的愛」：我國援助太平洋友邦、印太及東南亞國家對抗

武漢肺炎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5: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核心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目標

三、政策目標

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台灣積極捐助醫療防疫物資及協助人員訓練，

共同與太平洋友邦、印太及東南亞國家對抗疫情，落實「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精神，保障友邦與理念相近國家

人民之健康福祉，並促進臺灣與太平洋、印太及東南亞國家之友

好情誼。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台灣積極捐助醫療防疫物資及協助人員訓

練，共同與太平洋友邦、印太及東南亞國家對抗疫情，落實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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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精神，保障友邦與理

念相近國家人民之健康福祉，並促進臺灣與太平洋、印太及東

南亞國家之友好情誼。

(二) 機會

1. 臺灣醫療水準佳且醫療物資品質優良，如檢測試劑準確率

高以及儀器功能良好，能有效協助他國對抗武漢肺炎。

2. 臺灣公衛醫療體系發展良好，可協助友邦及理念相近國

家建立完善的公衛體系，強化當地醫療量能，以提升整

體醫療品質。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及理念相近國家

(二) 醫療及醫事人員

(三) 合作廠商及企業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 捐贈防疫物資

援贈我太平洋 4 友邦（馬紹爾群島、吐瓦魯、帛琉及諾魯）各國

病毒檢測器 4 台（含試劑等耗材）、紅外線測溫儀 6 台、口罩 6 萬

片、額溫槍 250 支、呼吸器 5 台，奎寧 1 萬顆、N95 口罩 1,000

片、防護衣 500 件、隔離衣 2,000 件及醫療面罩 500 面。

1. 援贈印度醫用氧氣鋼瓶 1,500 支、製氧機 550 台。

2. 援贈東南亞國家防疫醫療用品與設備：捐贈菲律賓、新加坡、

印尼、越南、泰國及緬甸，總計約口罩 350 萬片、N95 口罩

25 萬片、防護衣 16 萬件、隔離衣 6 萬件以及自動化核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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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儀 3 套。

(二) 各項防疫相關技術協助

1. 視訊會議：與帛琉及馬紹爾 2 邦交國進行共 5 次視訊會議。

2. 能力培訓：台灣醫療計畫（TMP)常駐醫衛人員直接在現場

隨時提供防疫相關資訊及諮詢協助。另透過線上能力培訓協

助帛琉進行篩檢採樣、遠距看診及裝設實驗室病毒檢驗儀

器。

3. 與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4 國進行 6 次視訊會議。

(三) 執行成效

台灣協助太平洋友邦、印度及東南亞等國家共同防疫，不僅鞏固

情誼、廣獲各國肯定及感謝，更拓展我醫療產業並大幅提升國際

能見度，讓國際社會看到來自台灣的愛。未來我國將持續支援友

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對抗武漢肺炎，針對各國需求提供醫療援助，

協助他國於後疫情時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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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攜手各國共同防疫

二、 核心目標

（一）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二）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目標

三、 政策目標

臺灣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之一員，我國政府積極提供日本口罩

及相關醫療物資，以履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臺灣囿於政治因素迄今仍無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惟

臺灣從未放棄維護全人類健康福祉及致力共同抗疫。

（二） 機會

臺灣公衛醫療體系發展良好，透過援助醫療物資，協助他國強

化醫療量能對抗疫情。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理念相近國家

（二） 醫療及醫事人員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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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 捐贈口罩 270 萬片予日本

（二） 日本自民黨數位社會推進總部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與行政院

政務委員唐鳳在線上交換意見，就我國數位防疫進行意見交換。

（三） 日本參議院於本年 6 月 11 日一致通過力挺臺灣參與世界衛生

大會（WHA）決議案，日本首相菅義偉亦於 G7 峰會上表明支持

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年度大會。

（四） 日本國內雖疫情嚴峻，仍三度向我國捐贈疫苗，迄今共向臺

灣援贈 334 萬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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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以「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協助我友邦及與我理念

相近國家防/抗疫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及生活福祉

核心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

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三、 政策目標

（一）2019 年底新冠肺炎(COVID-19)在中國爆發以來，嚴重影響

全球公衛及經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許多國家因國內醫療

資源不足及公衛設施落後，致使防/抗疫量能不足，且國際社會援

助未能及時到位，頓時無援，疫況更形緊迫，盼我國及時提供防

疫物資。

（二）為落實蔡總統宣示，在滿足我國內防疫需求無虞前提下，

我政府願意提供國際緊急人道援助，運用既有合作資源並結合防

疫優先以協助我友邦、友好國家及區域組織建立防疫及抗疫防線，

發揮關鍵影響力，與國際社會攜手度過難關。

（三）面對全球公衛危機及挑戰下，外交部時刻秉持為國家爭取

最大利益且兢兢業業將我政府揭櫫之「Taiwan Can Help」理念務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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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播種全球最需要的地方，達致固邦及強化與友好國家關係之目

標。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1. 拉美及加海地區國家遭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死亡人數高

居全球首位，經濟受到嚴重衝擊，亟需外援重建經濟。

2. 中國在境內疫情壓力趨緩後，即大肆宣揚疫苗外交，企圖

修復其因 COVID-19 受損之國際聲譽，同時藉由物資及疫

苗援贈利誘我友邦。

(二) 機會

1. 開展我與友好國家合作契機：我透過管道捐助友好國家防

疫物資及分享防疫經驗，並以多元管道提供援助，獲當地

友我輿論稱我國為可靠的合作夥伴，增進友我力量及合作

可能性。

2. 形塑國際輿論正面形象：我對國際防疫合作之貢獻形成強大

友我聲量，廣獲全球媒體正面報導，相關 Twitter 及 Facebook

推文不計其數，其中多篇重量級輿論除讚賞我防疫作為，亦

對 WHO 排除我國參與之不合理現象發表友我言論，顯示將

臺灣納入 WHO 體系已獲全球廣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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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邦交國

（二）理念相近國家

（三）國際組織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執行措施：

1.緊急空運防疫物資，及時奧援我國友邦及友好國家，有助紓

解相關國家抗疫壓力。

2.結合國內優質廠商捐贈防疫物資，在全球疫情蔓延之際，提

供各國人道援助，展現「台灣能幫忙」(Taiwan Can Help)的人道

關懷精神。

3.主動分享台灣防疫經驗，提供我拉美及加海友邦因應及防制

疫情擴散，與國際社會並肩對抗疫情。

（二）成果：

1. 在全球受新冠疫情侵襲之際，我國善盡國際社會成員之責，即

時並積極回應友邦及友好國家抗疫，展現在面對全球疫情挑戰

下，台灣適時發揮關鍵影響力，與國際社會攜手共度難關。

2. 促成各該國政府支持我參與世衛等國際組織，並透過防疫合作

提升我國與當地政府交流；拉丁美洲跨國會平臺福爾摩沙俱樂

部成員更以「一人一信」、通過聯合宣言等具體行動助我，形成

國際壯大友我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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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2020 年捐贈美國及加拿大口罩與醫療物資，並分享我國 COVID-

19 防疫成功經驗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及生活福祉

核心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確保

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三、 政策目標

深化台美加友好關係，實踐臺灣參與國際公衛治理之願景。

四、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國際組織

五、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 捐贈口罩及醫療物資:

1. 在臺美防疫合作的架構下，我國自 2020 年 3 月至 6 月間承

諾提供美國每週 10 萬片醫療口罩，美國則為我國保留 30

萬件防護衣原料以共同抗疫。3 月份 50 萬片及 4 月至 6 月

每月 40 萬片口罩已運交美國行政部門統籌運用。

醫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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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交部於 2020 年 4 月 1 日宣布第一波國際人道援助行動，

捐贈 200 萬片口罩予美國防疫與醫療人員使用，其中 100

萬片捐贈美國聯邦政府統籌使用，另 100 萬片捐贈有急迫

需要的相關各州。

3. 外交部於 2020 年 4 月 9 日宣布第二波國際人道援助行動，

捐贈美國疫情嚴峻各州如麻薩諸塞州、密西根州及賓夕凡

尼亞州等共 100 萬片口罩，支援第一線醫療人員。

4. 外交部於 2020 年 5 月 5 日宣布第三波國際人道援助行動，

包括依「臺美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捐贈美國聯邦政府 5

月份 40 萬片，以及疫情嚴峻各州共 188 萬片口罩，合計 228

萬片口罩，另捐贈 15,000 支額溫槍及 150 組自動額溫測量

系統。

5. 外交部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宣布繼續規劃第四波國際人道

援助行動，其中捐贈美國退伍軍人部及相關組織共 105 萬

片口罩；另透過美國主導之「全球反制『伊斯蘭國』（ISIS）

聯盟」引介，捐贈 10 萬片口罩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拉德

（Nadia Murad）所創立之國際非政府組織「娜迪亞倡議」

（Nadia’s Initiative），協助伊拉克辛賈爾（Sinjar）地區難

民及醫護人員抗疫。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我政府總

計捐贈美方共 1,265.5 萬片口罩。

6. 外交部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宣布捐贈加拿大 50 萬片口罩，

其中聯邦政府 40 萬片口罩，加國安大略省（Ontario）5 萬

片、亞伯達省（Alberta）2萬5千片、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

2 萬 5 千片口罩，支援加拿大前線醫療人員。嗣於 6 月初再

捐贈加國 100 萬片外科口罩、10 萬片 N95 口罩、8 萬件隔

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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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享我國 COVID-19 成功抗疫經驗：

1.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與時任美衛生部長 Alex Azar 於 2020 年

4 月 27 日舉行電話會議，就防疫策略、全球衛生安全及臺灣完

整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議題交換意見。

2. 外交部與臺安醫院合作於 2020 年 5 月 6 日及 6 月 3 日舉行兩

場多邊視訊研討會，為美加各地區醫療機構及地方政府分享臺

灣抗疫經驗。

3.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與美衛生部長貝西拉（Xavier Becerra）

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舉行雙邊視訊會議，就台美防疫合作及台

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議題交換意見。

4.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於 2020 年 7 月 2 日應夏威夷州非營利組

織「改造夏威夷政府」（Transform Hawaii Government）邀請，

以「與數位部長唐鳳對談：臺灣成功運用數位社會創新力量對

抗新冠肺炎及其對夏威夷的意義」為題發表視訊演講。

5.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員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與加州副檢

察長兼約巴林達（Yorba Linda）市議員黃瑞雅（Peggy Huang）

及市府會官員進行視訊會議，分享臺灣成功抗疫經驗。

6. 駐亞特蘭大辦事處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基金會」（CDC

Foundation）於 2021 年 5 月 19 日合辦「臺灣運用數位科技擊敗

新冠肺炎」視訊座談會，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與談。

7. 駐加拿大代表處於 2020 年 5 月 12 日舉辦「New Challenge of

COVID-19 for New Normal」網路研討會，由時科技部次長謝達

斌致開幕詞，並邀請臺、加 60 名專家學者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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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駐加拿大代表處陳文儀大使於 2020 年 5 月 27 日應邀出席加拿

大渥太華智庫 Pearson Centre for Progressive Policy 舉辦之視訊

研討會，分享我國抗疫經驗，加拿大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

席 Michael Levitt 主持。

9.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黃副校長一莊邀請，於「數位民主與全球流行疫情：台灣因應

COVID-19 之榜樣」視訊研討會發表演講，約 300 人線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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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Taiwan can help」協助在開發中國家改善水與衛生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6: 確保環境品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核心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核心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1: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

鄉村

核心目標 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三、 政策目標 Policy goal

國合會之援外政策，除依據我國「踏實外交」政策及「互利互

惠」之原則辦理外，亦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並持續透過

官方互動、企業投資與民間合作等方式，分享臺灣發展經驗與

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建立永續的夥伴關係。另為達成確保環境

品質與維護人類基本生活需求之目標，國合會近年來積極在邦

交國及理念相近之發展中國家推動水與衛生改善計畫，以滿足

當地居民基本用水及衛生需求。

水與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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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因氣候變遷之影響，使得水資源之保存與取得顯得更加不易，

惟臺灣近年來積極在邦交國及理念相近之發展中國家，推展水

資源及衛生改善計畫，以協助當地居民維持基本之用水與衛生

需求。

（二）機會

1. 新冠肺炎影響下，用水清潔之衛生設備（如水龍頭、洗手台、

廁所等），已成為各國防疫之必備設施，故我國可在現有之水

資源與衛生改善援助計畫中，協助邦交國及理念相近之發展

中國家建置相關公衛設施，以有效降低當地民眾染疫之機率。

2. 許多東南亞國家常因發展紡織業等產業，將大量化學藥劑及

染料排入河川，進而造成當地水資源汙染，我國可在現有之

水與衛生改善援助計畫中，加強與當地企業或 NGO 合作，

以有效解決當地水資源汙染之問題。

3. 因全球人口快速增長及氣候變遷之影響，未來可能會有更多

國家面臨水資源不足之問題，而臺灣可以藉由自身科技優勢

與水資源治理之經驗，有效協助邦交國與理念相近之發展中

國家改善水資源不足之問題。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邦交國

（二）理念相近國家

（三）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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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都拉斯供水暨衛生服務提升之前置準備技術協助計

畫」於 2020 年 12 月起與美國天主教救濟會(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合作在宏都拉斯偏鄉地區提供技術協助予當地供水暨

衛生服務公司，保護各區水資源、進行管線維護及水質改善計

畫等，以提供當地居民穩定暨衛生供水服務，減少社區居民感

染 COVID-19 及疾病風險，並降低婦女汲水負荷。預計提供技

術協助予 150 家供水公司，預計受益人數至少 20 萬人。

（二） 國合會於 2020 年 3 月與美慈組織印尼分會(Mercy Corps

Indonesia)合作推動為期 9 個半月「印尼中蘇拉威西 WASH(供

水與衛生)恢復計畫」以滿足印尼中蘇拉威西地震受災居民基本

供水及衛生需求。該計畫共完成 10 座乾淨水源及 88 座公廁計

協助 1,408 戶受災家戶/5,572 淨用水及衛生設施並改善露天便

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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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亮點名稱

「踏實外交，互利互惠」國合會援助合作計畫

一、研提亮點名稱

「踏實外交，互利互惠」國合會援助合作計畫

二、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2: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力，

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核心目標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2: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三、政策目標

臺灣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之一員，我國政府透過國合會積極

協助友邦或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社會及人力資源發展，並藉由

增進與友邦或開發中國家經濟關係及提供遭受天然災害國家

或國際難民人道協助，以履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技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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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政策，對於開發中國家提供大規模之援助，已嚴重威脅國合會

在邦交國及友好發展中國家之援助計畫，惟我國已積極思考如

何透過創新思維改善我國援外政策，以因應中方對我國援外政

策所帶來之威脅。

(二)機會

1. 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影響，如何有效提升糧食產量已成為

各國所面臨之重要課題，而我國農業援助計畫可有效協助邦

交國與友好發展中國家提高作物產能並尋找最適合栽種之作

物品種，此舉將能有效協助當地農民對抗氣候變遷所帶來之

威脅。

2. 我國也積極透過科技優勢，推動與邦交國之資通訊合作計畫，

包括: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貝里斯、聖露西亞及聖文森等

國，建立電子化政府資通訊科技中心，以協助開發中國家改

善治理效能、提升施政透明度，並加強其與公民社會之連結。

3. 國合會亦在邦交國推動城市韌性防災計畫，並透過我國在治

水工程、災害預警、災害復原等領域的豐富實務經驗，建立相

關之天然災害預警系統，協助邦交國及友善發展中國家減緩

與適應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威脅。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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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我國推動對外援助計畫之重要成果:

(一)2020 年國合會共辦理 49 項永續消費與生產、友善環境科

技類型之援助計畫，包括史瓦帝尼養豬產業提升計畫、馬

紹爾群島園藝計畫以及尼加拉瓜天災應變能力提升計畫。

(二)國合會於 2020 年填報之貿易援助類型技術協助計畫共 10

件，計畫總金額達 143,593,802 元，其內容主要以協助友邦

國家改善農業生產技術、拓展行銷以增進當地農民之收入，

如瓜地馬拉竹產業計畫、巴拉圭蘭花商業生產輔導計畫。

(三)2020 年國合會辦理 93 件對外援助計畫，總金額

501,608,788.93 美元，占我國國民所得毛額(GNI)比率為

0.073%。

(四)此外，我國亦修正海關進口稅則，對低度開發國家產品給

予免關稅優惠待遇，占我國海關進口稅則總稅項

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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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提亮點名稱

2020 年與美國及加拿大防疫科技研發合作

二、核心目標

(一) 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 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三、政策目標

為共同對抗武漢肺炎病毒，台美及台加擬強化雙邊合作機制，

分享快篩檢驗試劑、疫苗、藥品及追蹤接觸者等相關科技之最

佳做法。

四、面臨之挑戰/機會

藉由投入防疫科技研發，將為培育防疫人才及建立研發所需之

必要設施帶來機會。此外，藉由國際合作、教育及新創之國際

交流亦可望進一步強化雙邊關係。

五、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理念相近國家

(二) 民間團體及公民社會

技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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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 高端疫苗公司（Medigen Vaccine）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於 2020 年 2 月 16 日簽

約，由 NIH 提供高端疫苗最新研發之武漢肺炎疫苗進行動

物測試，以加速開發。

(二) 外交部與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於 2020 年 3 月

18 日發布「臺美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雙方以發揮各自

專長與優勢之方式推動更多層面之合作，包括快篩試劑、疫

苗、藥品之研究與生產。

(三) 臺灣北、中、南共 3 家醫院與美國藥廠吉利德科學公司

（Gilead Science）合作，進行武漢肺炎新藥「瑞德西韋」

（Remdesivir）之第三期臨床試驗，以評估該藥之治療效果。

(四)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時中與時任美國衛生部部長阿札爾（Alex

Azar II）於 2020 年 8 月 10 日共同見證臺美簽署「醫衛合作

瞭解備忘錄」，進一步強化台美醫療衛生合作。

(五) 中央研究院長廖俊智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CTOT）

代表芮喬丹（Jordan Reeves）於 2020 年 3 月 27 日會晤，討

論臺加防疫合作，就快篩研發、病理學及流行病學等面向尋

求合作。

(六)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與芮

喬丹代表於 2020 年 3 月 30 日會晤，就 AI 應用於對抗武漢

肺炎疫情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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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推動臺灣參與全球人道外交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核心目標 2: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核心目標 4: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核心目標 5:實現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三、 政策目標

提供人道關懷及援助係我國「踏實外交」政策之重要一環，透

過與友好國家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持續在全球做出具體貢

獻，彰顯臺灣參與國際人道工作之決心。另中東難民人道危機

嚴峻，我國持續提供敘利亞難民人道救援，透過推動難民青少

女賦權計畫，協助難民營兒童及家庭之教育及心靈輔導，展現

臺灣與國際社會密切合作，發揮人道精神及善盡國際義務。

人道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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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臺灣囿於政治因素，無法參與聯合國機制之國際人道計畫，惟臺

灣仍盡力透過各種方式及管道，為全球做出貢獻。

(二) 機會

1. 臺灣積極協助友好國家，拓展公衛、醫療、農業、科技等各項

領域發展，在全球建立良好範例。

2. 臺灣於全球進行人道援助之成果獲高度肯定，未來臺灣將與理

念相近國家加強夥伴合作，提升國際參與能量。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理念相近國家

(二) 國際與公民社會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臺灣參與國際人道援助敘利亞難民計畫重要成果:

(一)臺灣推動援助敘利亞難民營「青少女賦權倡議」計畫(Adolescent

Girls’ Empowerment Initiative)，協助約旦境內兩個敘利亞難民

營之青少女提升性別平等、衛生教育及能力建構等相關知能。

(二) 美歐等理念相近國家及國際組織，均肯定臺灣援助敘利亞難民

之貢獻，相關成果亦獲媒體廣泛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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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臺灣在全球人道救援的道路不缺席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 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3: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核心目標 6: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核心目標 9: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且具韌性

及可永續發展運輸

核心目標 13:完全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目標

三、 政策目標

增進遭逢戰爭、動亂或天災之國家受影響人民及機構之韌性。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挑戰

國際間發生重大災難後係由聯合國救災體系統籌協調相關

資源，我國因非聯合國會員無法直接參與此機制。

(二)機會

我國透過國合會與參與聯合國救災體系之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s)合作人道援助計畫，借重其等在受災國豐富之駐地

人道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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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資源，我方則依據計畫需求靈活運用我國不同援助工

具，包括經費捐贈、我國專業人員、專案志工等之投入深化

在地參與，以提供受災國所需資源與技術，並進而連結聯合

國體系，彰顯我國在國際人道援助領域之能見度。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

(二) 國際非政府組織

(三) 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國合會於 109 年間執行 7 項人道援助計畫，其中 3 項完成之人道

援助計畫，成果說明如下：

（一） 菲律賓兒童營養整合行動計畫：協助菲律賓東維薩亞區營

養不良盛行率高之 Leyte 省與 Samar 省內的 3 個自治市 35 村

莊內 5 歲以下兒童能被適當餵養，以提升其營養狀況，並改善

當地家庭(包括兒童)取得健康與營養服務之可近性，受益人數

達 29,502 人。

（二） 土耳其行動健康(mHealth)照護計畫：完成乙項 mHealth 應

用程式原型開發，可在推廣後提升敘利亞青年難民及當地青

年獲得健康照護資訊及服務之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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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提亮點名稱

推動臺灣女力外交專案

二、 核心目標

(一)最主要貢獻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二)外溢效應所涉及之其他核心目標

核心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核心目標 17: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目標

三、 政策目標

運用臺灣推動性別平等之成果擴大國際參與。

四、 面對之挑戰/機會

(一) 挑戰

臺灣囿於政治因素迄今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我官方人員無

法參與聯合國會議或活動，甚至連「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

(CSW)亦無法出席，惟臺灣從未放棄持續協助國內外有關性別平

等之責任。

(二) 機會

臺灣公民社會近年蓬勃發展，婦女 NGO 影響力日增，近年在推

動婦女賦權及性別平權備受國際關注與肯定，女性參政比例屢創

新高，2019 年通過同性婚姻專法，依據聯合國性別平等指標標準

衡量，位居亞洲首位，全球第 6 名。 CSW 與 NGO CSW Forum

婦女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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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最大型的性平及婦權議題交流與倡議平臺，我國 NGO 每

年參與、推動「臺灣性別平等週」系列活動不啻是展現我國軟實

力，打造國家正面形象之良機。

五、 涉及之利害關係人

(一) 邦交國

(二) 理念相近國家

(三) 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六、 執行措施及成果

(一)2020 年 9 月，我藉聯合國 10 月舉行「紀念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

25 週年高階會議」前夕，以線上形式舉行臺、美兩地「女性領導：

重新擘劃後疫情時代」網路視訊研討會，活動邀請駐美代表處蕭

美琴大使、美國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柯莉女士（Kelley Currie）

等多位重量級國際婦女領袖發表演講，分享女性領袖傑出抗疫表

現，吸引聯合國社群、全球 NGO 及政、學各界人士逾 1,300 人上

線觀賞，同時也與 INGO 以「臺灣：女性主義對性別平等之訴求」

為題舉辦實體/線上會議暨工作坊(英文)，讓臺灣有更多機會向國

際分享推動性平成果，活動總觸及率達 400 萬人次。

(二)我與婦權會等 NGO 於 2021 年 3 月聯合國「第 65 屆婦女地位委

員會大會」(CSW 65)期間，辦理「加速婦女經濟賦權」性平國際

論壇，邀請瑞典性別平等部政務次長 Karin Strandås 及美國聯邦

政府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副總裁 Algene Sajery、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等國內外重要貴賓與談並發表演講，探討疫

情下婦女經濟處境，並有 20 餘個臺灣 NGO 積極參與，發起 26

場週邊會議，全案總觸及率高達 5000 萬人次。「台灣性別平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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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展現臺灣有意願，亦有能量為全球婦女賦權做出貢獻，與國

際分享臺灣推動性平經驗，共同促進全球性平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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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與未來展望
Conclusion a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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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一向秉持「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的精神，積極推動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相關政策，實踐台灣「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

續願景」的理念。我國透過整合公私部門資源、運用比較優勢項目及

提供國際援助計畫等方式，協助開發中國家提升生活品質並增進永續

治理的根基；此外，我國亦與理念相近國家在科技、資訊安全、醫療

研發、生態保育及災害防救等多元領域深化交流與合作，展現台灣致

力於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貢獻與決心。

COVID-19 疫情與極端氣候導致的災難顛覆了國際政經秩序，國

家利益不再是各國領導人的優先目標，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永續發

展未來才能為此空前挑戰創造新的契機；因此，國際社會不能再因政

治考量而忽略將台灣納入聯合國及永續發展相關機制的必要性。未來

本部將持續依循我國「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國際參與原則，呼籲

世界各國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極力爭取我國最大的國際參與空

間。此外，我國將藉由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中西太

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國際組織及台

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強化我國在印太區域的影響力，

並拓展與其他會員國在多元領域深化合作的機會。

本部積極推動教育、醫療、淨水與公共衛生、人道救援及婦女賦

權等永續發展關鍵領域的國際交流成果豐碩，涵蓋以下亮點計畫：台

灣獎學金、台灣與友邦醫療合作計畫、台灣與史瓦帝尼防疫合作、來

自台灣的愛－援助太平洋友邦、印太及東南亞國家對抗疫情、捐贈理

總結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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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相近國家防疫物資並分享我國防疫的成功經驗、協助開發中國家改

善淨水衛生設施、透過國合會在友邦及友好發展中國家進行農業、資

通訊及健康照護等援助計畫、與美國及加拿大進行防疫科技研發合作、

國合會透過經費援助、專業人才及專案志工投入等方式與國際非政府

組織（INGOs）合作參與全球人道外交及台灣女力外交專案等。

未來本部將審度國際局勢發展相應充實外交政策及國際合作計

畫的內涵，並開創新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同時持續向國際社會推廣我

國民主價值、經濟活力及人道關懷的精神，以實現永續發展的願景並

協助夥伴國家穩健的走向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

展現

援助成果

結合公私部門資源

計畫

升級

因應國際潮流

建立商業模式

發展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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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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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之內容係根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本(110)年 2

月所提出之「部會自願檢視報告撰寫指引」規範架構進行撰寫，主要

係分為「部長的話」、「重點摘要」、「永續發展藍圖」、「組織架構與推

動機制」、「政策方針與推動亮點」、「總結及未來展望」等章節，並對

應本部所主責之核心發展目標，彙整國合會近年來在邦交國及友好發

展中國家所推行之國際援助計畫，並徵詢部內相關主責單位意見，以

完善本報告撰寫之內容。

彙編完成初稿送交至部內各業務相關單位審閱，並彙整各單位

專業意見及修正相關內容後，交由本部次長及部長審閱，業經部長

閱畢後定稿並公開發行。

撰寫方法與過程

初稿

部內各業

務相關單

位審閱

彙整各單

位意見及

修正內容

交由部次

長審閱完

畢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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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部會主辦之「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指標(屬外交部工作分組)

指標進度:達成 2020 目標未達成 2020 目標未達統計週期

核心目標 具體目標 對應指標 指標進度 執行成果

12 12.1

12.a.1 辦理永續消費與生產、友善

環境科技類型案件數

主責單位: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



2020 年共計辦理 49 項

永續消費與生產、友善

環境科技類型計畫。

17.2

17.2.2 與邦交國為主的各項醫療合

作計畫執行成果

主責單位: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



 2020 年共計有 146

位受獎生在臺進修

公衛醫療相關學位

推動永續發展目標追蹤指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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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

學程，占總受獎人

數 32%;

 2020 年巴拉圭醫療

資訊管理效能提升

計畫(第二期)、史瓦

帝尼孕產婦及嬰兒

保健功能提升計畫

(第二期)、聖文森國

糖尿病防治能力建

構計畫、瓜地馬拉

孕產婦與新生兒保

健功能及醫療科技

提升計畫、貝里斯

醫療影像系統功能

強化計畫及尼加拉

瓜慢性腎臟病防治

體系強化計畫完成

人員能力建構 4,160

人。

17.3
17.3.1.1 臺灣獎學金核錄數

主責單位:外交部研究設計會


2020 年核錄 220 名臺獎

生，因受疫情影響，實

際報到人數 20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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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17.4.1 協助在開發中國家改善水與

衛生

主責單位: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



2020 年共計有 2 項計畫

協助開發中國家推動改

善水與衛生。

17.5

17.5.1 辦理貿易援助類型技術協助

主責單位: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



2020 年 ODA 填報貿易

援助類型計畫金額共計

新臺幣 143,593802 元。

17.6

17.6.1 我國提供低度開發國家免關

稅優惠待遇稅項占我國海關進稅

則總稅項百分比

主責單位: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



對低度開發國家產品給

予免關稅優惠待遇計有

稅則 2,929 項，占我國

海關進口稅則總稅項

32.06%。

未達成目標之原因:

1.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評估意見，LDCs 出口具

有競爭力之茶葉、稻米

及熱帶水果等為我國敏

感項目，要達到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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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困難，且宜避免

LDCs 鄰近國家搭便車享

有出口至我國之免稅優

惠。

2. 財政部關務署分析，

部分 LDCs 進口之貨品

已適用最惠國稅率免

稅，因而影響優惠稅率

之利用。

17.6.2 對外技術合作計畫數

主責單位: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


2020 年共計有 93 件對

外技術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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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類別 項目 內容

邦交國

溝通管道

透過駐外館處協助聯

繫與溝通

參與交流摘要

1.請邦交國於

UNFCCC COP 期間為

我執言致函。

2.與我 NGO 合辦周邊

會議。

3.與我進行雙邊會談。

4.在友邦推動相關國際

援助計畫。

理念相近國家

溝通管道

透過駐外館處協助聯

繫與溝通

參與交流摘要

1.與我進行雙邊會談。

2.在理念相近國家推動

相關國際援助計畫。

溝通管道

透過駐外館處協助聯

繫與溝通

1.協助辦理周邊會議。

2.協助推動國際援助計

畫。

利害關係人與溝通情形盤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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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 參與交流摘要

教育及學術機構

溝通管道

1.透過駐外館處協助聯

繫與溝通

2.與國內各大專院校溝

通協調

參與交流摘要

1.協助推動台灣獎學金

計畫。

2.協助推動國合會獎學

金計畫。

醫院及醫事人員

溝通管道

透過駐外館處協助聯

繫與溝通。

參與交流摘要 1.協助推動國際援助計

畫。

婦女及新生兒

溝通管道

透過駐外館處協助聯

繫與溝通。

參與交流摘要

1.透過駐外館處同仁了

解當地婦女及孩童醫

療需求，以提供該國

適合之醫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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