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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發現—改變世界的力量 

2008 年 10 月，51 名來自教育、社福等領域的公益團體執行長及重要主管，參加了

「公益 CEO 的 12 堂課：發現—改變世界的力量」，經過為期一個月的集訓，這個課程不

僅提升了他們的專業，同時也促成了 CEO 之間的交流聯繫，一方面直接協助各個公益團

體的穩定發展，更間接影響工作人員及其利害關係人。此外，也創造出 CEO 經驗交流與

知識管理的網絡平台，產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那一年，公益 CEO12 堂課雖然結束了，但這股改變世界的力量並未終止。2009 年

這群夥伴成立公益 CEO Club，以非正式組織運作方式，盼望提升層次，為擴大公益事業

的發展做準備。 

 

領導力可以透過學習提升，人人都會是 CEO 

 

用教育計畫培養公益人才 

2010 年 6 月 30 日，台灣公益 CEO 協會正式誕生了！ 

本會名稱訂為「台灣公益 CEO 協會」，英文名稱為「Taiw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lub 

for Social Benefit；簡稱 CEO Club」。 

願景：提升公益人才和組織的能力，發揮「行動力」、「公信力」及「影響

力」，以實現社會公義，使世界更美好。 

使命：我們要成為亞洲世界公益人才及組織，能力建構的傑出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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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領導、創新與社會企業的公益人才培育 

隨著人類社會議題日益複雜，解決一項社會議題通常牽涉到各種層面（經濟、產

業、社會福利…），或仰賴人類社會中各個部門（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社區、

學校、家庭…）的通力合作。因此，不論在何種部門中，「公益」代表「為人類社

會提出綜融性解決方案」，而「公益人才」的培育代表著在社會各階層中種下此觀

點。如此，懷有「公益人才 DNA」者即為人類社會的領導人/意見領袖，這就是「志

工企業家」的精神。 

2.開發一系列有效、有影響力的課程，讓有志於公益事業的人找到適合職涯

發展的學習地圖 

對於想要進入 NGO 的朋友們，我們思考如何協助他們能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對於

已在 NGO 的朋友們，我們思考著如何為他們充電。我們認為適時地提供系統性的

課程，讓有志從事公益事業或已是 NGO 的從業人員得以不斷地提高本職學能，建

立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重要的途徑之一，這也是我們的使命，是實

現願景的重要策略。 

目標：公益事業永續發展的基地、社會企業家的創業搖籃 
 

課程與活動： 

CEO 12 堂課(2008)                                                    

 

以公益事業領導人及其接班人為

對象，目的在培養具有回應議題

的行動能力。參與的 51 位學員都

是相當活躍的公益團體之執行長

或重要主管。CEO 12 堂課不僅提

升了他們的專業，同時也促成了

CEO 之間的交流聯繫，最終催生

出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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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社會企業創業家的 14 堂課(2010)                                   

以有心從事社會企業創業或對社會議題有熱忱的青年為對象，提供從事社會創業所

需的各項技能訓練，包括創業計畫書撰寫、市場評估、團隊建立等。 

課程以專家演講、實務界講師論壇討論及案例分享，

讓 50 名學員分成六組參與，並以競賽獎勵方式選出

優秀的社會企業創業團隊。其中，學員張駿極在參

與此課程之後創辦了厚生市集，以「低食物里程」

的概念，提供「早上訂、下午到」的安心農產品採

購服務，目前營運順利，並在業界打出名號。 

節能減碳全民志工網（2010-2011 經濟部能源局委辦）                             

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對象，經由培訓課程、推廣教育

及網站經營，提供節能減碳的相關知識及行動方

案。 

承辦經濟部能源局的「節能減碳規劃及技術人員培

訓」委辦計畫（99 及 100 年度），培養近 1,700 名

節能減碳志工，與全國性社團合作，包括環保聯盟、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荒野保護協會，並於辦理期

間擴大與社方社團組織合作，總數高達六十餘個，

共同辦理培訓、推動志工服務、研發教材，並建立

了志工入口平台。 

99-100 年度成果總計：培訓 52 場次、志工下鄉服

務達 7,219 人次，至學校、社區、企業推廣達 268
場，受推廣人次 16,499 人次。 

領導-跨界．連結．創新  志工企業家高峰論壇(2012)                        

以社會各階層有志於擔任領導的人為對象，包含公益事業、商業界及學生，透過演

講、論壇及工作坊，提供典範學習、跨界連結及對話交流的內容，進行領導人的培

訓。講者皆為當今台灣社會重要的企業或非營利領導人，包括：宏達電王雪紅董事

長、卓火土創辦人（亦為本會創會理事長）、蔚華科技/基金會許宗賢創辦人/董事長、

全球一動何薇玲董事長、王品集團戴勝益董事長、玉山金控黃男州總經理、台達集

團鄭崇華董事長等 20 位重量級講者。從 6 月-10 月每月一場次的方式進行，五場次

總計 870 人次，其中 NGO 占 50%、企業占 40%、學生(含志工)占 10%，產生的跨界

連結效應持續發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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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活動所合作的企業及民間組織包括：玉山銀行、角映國際、塔奇艾羅、光原社

會企業、厚生市集、福智文教基金會、東風經典食材、智邦公益市集、遠見．天下

文化教育基金會、陸保科技、聚陽實業、愛心第二春基金會、金車文教基金會等。 

CITA 改善台灣農業個案計畫甄選（2013）                            

以「創造你我的第一桶金」為號召，召募有志於協助雲林有機農業的學子組隊報名，

以提出的改善計畫進行甄選。 

本活動提供六個從事有機無毒農業遇到困境的農

夫為案例，經由兩天密集參訪，讓學子了解案例

狀況並提出改善計畫，並舉辦 Chance 工作坊，讓

參賽者有機會與多達 30 餘位產、官、學界的業師

面對面提問諮詢，以修正改善計畫，從中獲得概

念澄清、操作修正等寶貴的意見。 

整個活動共有廿八所大專院校、200 多位學生組成 59 隊參賽。參賽者已於 3 月底進

行發表會，經由兩次的評審會議甄選出唯一一組，取得 30 萬元的天使基金，並於

2013 年 6-12 月與合作的農夫業主合作，將改善計畫加以付諸執行，並依其改善計

畫設立查核點，分階段動支 30 萬元的執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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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份愛的禮物勸募活動(2012-2013)                                

本活動為失親兒募集聖誕節禮物，2012 年結合失親兒社福機構募款活動，2013 年

結合偶劇巡演及小天使暑假作業兩活動。 

2012年原本計畫預定目標是為 500位失親兒或中低收入戶家庭兒童募集聖誕節禮物，

最後共為 576 位小朋友完成心願，並為 10 個照顧失親兒的社福團體募得總金額 100
萬元，讓捐款大幅縮水致捉襟見肘的社福團體在不景氣的寒冬中獲得溫暖與支持。

另外本次活動最大特色是總計共有一百多位志工參與此次活動。2013 年共送出 1377
份禮物，共有 28 個社福機構、失親兒團體及學校參加。 

 

 

 

 

 

2013 年的偶劇巡演共舉辦 11 場，包括新北

市龜山國小、雲林縣鎮東國小、花蓮縣春日

國小、台東縣東大附屬特殊教育學校、屏東

縣餉潭國小、宜蘭縣蓬萊國小、嘉義縣光榮

國小、台南市關廟國小、台中市月眉國小、

台中市新光國小及高雄市茂林國小。以偶劇

表演型式傳遞品格教育的內涵，並邀集臨近

之國小或失親兒團體共襄盛舉，每場並贈送

15 套繪本，讓文化和品格教育的種子在偏鄉

生根發芽。 

2013 年小天使的暑假作業則是由永達保險經

紀人 625 位企業志工，陪伴及贊助共計 19 個

團體、524 位失親兒童免費暢遊麗寶樂園一整

天，並且由志工以影像記錄小朋友們的歡樂回

憶。包含 42 位工作人員、29 位領隊志工，活

動總人數為 1221 人，一同讓失親兒盡情享受

暑假出遊的快樂時光。 

兩年下來，參與贊助或認養之企業與基金會包括：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財團

法人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聚陽人文教育發展基金會、保證責任雲林縣油

車合作農場、財團法人永達社會福利基金會、三商美邦人壽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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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松山

社區大學、永和社區大學、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騎士堡兒童育

成中心、麗寶樂園、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淘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異想

風影音文化有限公司、The Salon、涵本企業有限公司、齊享資訊有限公司、布拉米

國際有限公司、金車文教基金會、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常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芝林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特殊教育關懷協會、承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俊來金屬

股份有限公司等近三十個。 

黃金人口參與村落文化發展試辦計畫（2013 文化部委辦）                 

以台灣近 300 萬名 60-75 歲的退休長者為「黃金

人口」，為他/她們打造一個發展村落文化發展的

舞台，推動在地文化的發芽、成長與茁壯。透過

試辦計畫潛力點開發、輔導申請補助、培訓課程、

推動廣宣、引導民間資源、進行文化展演、交流

研習觀摩等工作執行，提升村落人、事、地、物

的美感與質感，展現村落的活力與吸引力，走出

故里、傳承經驗，醞釀台灣整體文化的軟實力。 

 

本年度訪查黃金人口參與村落文化發展潛力點97處村落

組織，其中成功輔導 20個村落完成提案、並協助 1個村

落創設發展協會、於 9 處村落發展潛力點開設基礎培訓

課程、協助完成規劃台灣村落文化節（含 100 個攤位及

21 個表演單位及踩街活動規劃、成功媒合 3 件的民間企

業的實際贊助及 3 個單位的合作意向）、別分推薦 14 個

村落參與國民記憶庫與文創博覽會等三項活動。 

 

 

【CEO CLUB PROFILE】 

內政部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9 日台內社字第 0090159620 號函 
電話：02-23820788     傳真：02-23820733 
地址：台北市愛國西路 9 號 5 樓之 11 
網站：www.ceoclub.org.tw 
臉書：www.facebook.com/ceoclub.tw 
捐款帳戶：社團法人台灣公益 CEO 協會 
帳號：玉山銀行(808)城中分行 0532-940-00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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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理監事 

理事長 

卓火土     宏達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副理事長 

朱楠賢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館長 

常務理事 

陳昭如     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理事 

曲慶浩     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李志強     光原社會企業共同創辦人 

林依瑩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凌  健     明道文教基金會前執行長 

陳於志     百略學習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張駿極     厚生市集創辦人 

 

常務監事 

邱慧珠     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監事 

李筱貞     雅域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李耀淳     崇善童軍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