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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2019.6 成立公益知識媒體網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2020.2 成立非營利組織 臺灣公民對話協會  
大事 

p03-p06 簡介、宗旨與３大 SDG 永續核心 

p07-p15 第一年成果與紀實 

p16-p18 未來發展與目標 

p19-p23 附錄：業界強推 & 各方讀者盛讚 

目錄 

所有細水長流的贊助者與各種形式的支持者，以及 

財團法人見性社會福利基金會 

蘆葦女力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 

感謝 



Right Plus  

是誰？ 
我們的團隊、宗旨與 3 大永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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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簡介 

特色 

面向公眾 

以課程、活動、數

位內容推動公益教

育與媒體識讀 

面向產業 

以深度報導 & 專業

評析促進臺灣公益

部門發展 

面向專業 

以知識、研究、交

流促進社會工作專

業共學 

專業力 

由專業主編／記者

／編輯／設計／資

訊組成的斜槓團隊 

多元力 

集結跨領域作者與

合作夥伴，豐富公

益書寫、創新思考 

選題力 

多年深耕公益報導

與研究，深諳公眾

與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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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核心成員 1 

 創站主編 葉靜倫 

7 年級生，10 餘年

出版與媒體經驗 

 
 核心成員 2 

 共同創辦人 黃愉婷 

8 年級生，編輯／ 

採訪／活動／教育 

斜槓青年 

王舒芸 中正大學社福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李晏榛 NGO 工作者 
林綠紅 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理事長 
陳宛忻 NGO 工作者 
陳新皓 桃園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社工督導 
陳裕昕 NGO 管理顧問 
黃愉婷 編輯、文字工作者 
葉靜倫 Right Plus 創辦人 
趙家緯 臺大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李仲庭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顧問 
周孟謙 獨立記者 
徐 瑜 陳綢兒少家園主任 

葉靜倫 Right Plus 創辦人 
協

會

理

事 

協會理事長 

協會監事 

Right Plus 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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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4 優質教育：確保有教無類、公平與

高品質的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Right Plus 的永續核心： 

SDG4.7 推動青年成長與終身學習， 

包括永續、人權、平等、包容、公益、

資訊辨識與媒體識讀 

SDG 10 減少不平等：減少國內及國際間的不平等 

Right Plus 的永續核心： 

SDG10.2    促進差異群體之融合，包括不同 

                        性別、國籍、經濟地位與身心障礙等 

SDG10.3    監督政策、推動倡議、關注社會保障  

                       以減少不平等與制度性歧視 

SDG 16 公平、正義與健全的制度：促進和平包容的社會，落實永續發展； 

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的階層建立有效、負責且包容的制度 

Right Plus 的永續核心： 

SDG16.2    關注兒少保護與社會安全網之健全發展 

SDG16.7    累積並反映民意，促進公民參與及多方對話 

SDG16.10  響應資訊公開，堅持媒體素養，捍衛人民取得資訊之基本自由 

 
三大永續核心 

 

共學 
平等 
對話 

團隊宗旨響應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剛滿週年的我們， 

改變了什麼？ 
一年來的階段性成果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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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6 至今滿週歲，我們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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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滿座活動 & 
場總統大選事實查核計畫 

專題講座／參與事實查核團隊 

位涉獵廣範的 
專業作者 

報導者／研究者／實務工作者 

篇累計報導 
平均每月 23 篇 

筆耕近 38 萬字 

個深度專題＆ 
個迴響熱烈的專欄 

評析／創新／知識的累積 

篇與主流媒體 
合作文章突破同溫層 

點閱超過 23 萬次 

人次點閱 & 
追蹤、訂閱、互動 

每月粉絲數 495+人穩定增長 

14 

275 

7 

25 

37萬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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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1. 重大即時新聞 

臺東「孩子的書屋」創

辦人陳爸驚傳離世，留

給數千名孩子數百個家

庭終身難忘的生命教育 

2. 政策回應 

監院糾正衛福部長照 10 

大缺失 

3. 社會工作專業共學 

堅持十年成為社工，執業 

2 年半畫上句點：「我真

的適合當社工嗎？」 

 

4. 公益創新 

在這裡「重修舊好」：全臺

首間以女性街友為主體的相

聚空間 

5. 專業評論解析 

南韓 N 號房再現網路未

成年性剝削，7 個你必

須了解的犯罪模式與防

範重點 
 

兒盟 3.7 億置產惹議，

房地產商：這是公益團

體的原罪嗎？ 

 

社群瘋傳前 10 大熱文 

https://rightplus.org/2019/07/04/taitung-2/
https://rightplus.org/2019/07/04/taitung-2/
https://rightplus.org/2019/07/04/taitung-2/
https://rightplus.org/2019/07/04/taitung-2/
https://rightplus.org/2020/06/17/long-term-care2-0/
https://rightplus.org/2020/06/17/long-term-care2-0/
https://rightplus.org/2020/06/17/long-term-care2-0/
https://rightplus.org/2020/06/17/long-term-care2-0/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8/social-worker-ten-years/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8/social-worker-ten-years/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8/social-worker-ten-years/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8/social-worker-ten-years/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8/social-worker-ten-years/
https://rightplus.org/2019/07/22/homeless-2/
https://rightplus.org/2019/07/22/homeless-2/
https://rightplus.org/2019/07/22/homeless-2/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korea-telegram-sex-crime/
https://rightplus.org/2019/12/04/children-org/
https://rightplus.org/2019/12/04/children-org/
https://rightplus.org/2019/12/04/children-org/
https://rightplus.org/2019/12/04/children-org/
https://rightplus.org/2019/12/04/children-org/
https://rightplus.org/2019/12/04/child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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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社群瘋傳前 10 大熱文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7. 弱勢權益保障 

監院 280 頁報告糾正衛

福部，列舉臺灣身心障礙

支持網 10 大失職 

8. 防疫焦點 

高市社工為隔離者送

三餐，民眾無理要求

爆量、排擠弱勢服務

惹議 
 

新冠肺炎 COVID-19 

防疫專區與紓困整理 

 

9. 氣候與國際關注 

16 歲氣候行動者 GRETA 

聯合國厲斥：如果你們選

擇搞砸我們的未來，我們

永遠不會原諒你們！ 

10. 民意反映與倡議 

幸福不能靠捉姦！臺灣

「通姦罪」該廢除的 7 個

理由 

6. 新興議題 

父母公開曬娃、小孩網安

意識不足、直播平臺欠缺

自律，釣出戀童犯罪者與

龐大商機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3/23/323-icf/
https://rightplus.org/2020/04/01/2020-virus-kaoshiung/
https://rightplus.org/2020/04/01/2020-virus-kaoshiung/
https://rightplus.org/2020/04/01/2020-virus-kaoshiung/
https://rightplus.org/2020/04/01/2020-virus-kaoshiung/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d%b0%e9%a1%8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d%b0%e9%a1%8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d%b0%e9%a1%8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d%b0%e9%a1%8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d%b0%e9%a1%8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d%b0%e9%a1%8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19/09/23/climate-change/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1/decriminalization-of-adultery-2/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1/decriminalization-of-adultery-2/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1/decriminalization-of-adultery-2/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1/decriminalization-of-adultery-2/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1/decriminalization-of-adultery-2/
https://rightplus.org/2020/04/21/decriminalization-of-adultery-2/
https://rightplus.org/2019/08/01/internetcelebrity/
https://rightplus.org/2019/08/01/internetcelebrity/
https://rightplus.org/2019/08/01/internetcelebrity/
https://rightplus.org/2019/08/01/internetceleb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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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孟勳：財會人的公
益探險 

疫情中的價值存亡：公
益組織自營收入雪崩、
個人捐款預期流失逾一
成、服務風險提升 

一種＿的社工觀點 
 

我可以和服務對象成為
朋友嗎？社工與案主，
那條無形浮動的界線 

林立青：庶民大時代 

方荷生最強里長之路
（上）：老少幼共餐共
讀，硬拗來的社區圖書
室每月借閱量高達 
5000 冊 

創新！不是空話 
THINK GLOBALLY 

成功的企業創新，為何
進了非營利組織變成一
場空？NPO 創新的 3 
個成敗關鍵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
盟：權權之心 

【人權星期三】將孩子
視為對話主體，讓學生
參與公共事務！／認識
兒童權利公約 

洋流視野：全球精選
推薦閱讀 

「創辦人症候群」治療
指南、2019 全球 NGO 
科技使用報告、官網仍
是主要的捐款媒介 

7 大名家專欄廣受好評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王婉諭專欄 

我們有義務
協助相對弱
勢者，讓社
會上所有人
都能有機會
完全且平等
地享有生活
的權利。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d%99%e5%ad%9f%e5%8b%b3%ef%bc%9a%e8%b2%a1%e6%9c%83%e4%ba%ba%e7%9a%84%e5%85%ac%e7%9b%8a%e6%8e%a2%e9%9a%aa/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d%99%e5%ad%9f%e5%8b%b3%ef%bc%9a%e8%b2%a1%e6%9c%83%e4%ba%ba%e7%9a%84%e5%85%ac%e7%9b%8a%e6%8e%a2%e9%9a%aa/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8%80%e7%a8%ae%ef%bc%bf%ef%bc%bf%e7%9a%84%e7%a4%be%e5%b7%a5%e8%a7%80%e9%bb%9e/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6%9e%97%e7%ab%8b%e9%9d%92%ef%bc%9a%e5%ba%b6%e6%b0%91%e5%a4%a7%e6%99%82%e4%bb%a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5%89%b5%e6%96%b0%ef%bc%81%e4%b8%8d%e6%98%af%e7%a9%ba%e8%a9%b1-think-globally/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5%89%b5%e6%96%b0%ef%bc%81%e4%b8%8d%e6%98%af%e7%a9%ba%e8%a9%b1-think-globally/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5%89%b5%e6%96%b0%ef%bc%81%e4%b8%8d%e6%98%af%e7%a9%ba%e8%a9%b1-think-globally/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a%ba%e6%ac%8a%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7%9b%a3%e7%9d%a3%e8%81%af%e7%9b%9f%ef%bc%9a%e6%ac%8a%e6%ac%8a%e4%b9%8b%e5%bf%8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a%ba%e6%ac%8a%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7%9b%a3%e7%9d%a3%e8%81%af%e7%9b%9f%ef%bc%9a%e6%ac%8a%e6%ac%8a%e4%b9%8b%e5%bf%8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e%80%e7%89%a9/%e6%b4%8b%e6%b5%81%e6%9d%8e%e6%96%af%e7%89%b9%ef%bc%9a%e5%85%a8%e7%90%83%e7%b2%be%e9%81%b8%e6%8e%a8%e8%96%a6%e9%96%b1%e8%ae%80/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e%80%e7%89%a9/%e6%b4%8b%e6%b5%81%e6%9d%8e%e6%96%af%e7%89%b9%ef%bc%9a%e5%85%a8%e7%90%83%e7%b2%be%e9%81%b8%e6%8e%a8%e8%96%a6%e9%96%b1%e8%ae%80/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e%80%e7%89%a9/%e6%b4%8b%e6%b5%81%e6%9d%8e%e6%96%af%e7%89%b9%ef%bc%9a%e5%85%a8%e7%90%83%e7%b2%be%e9%81%b8%e6%8e%a8%e8%96%a6%e9%96%b1%e8%ae%80/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e%80%e7%89%a9/%e6%b4%8b%e6%b5%81%e6%9d%8e%e6%96%af%e7%89%b9%ef%bc%9a%e5%85%a8%e7%90%83%e7%b2%be%e9%81%b8%e6%8e%a8%e8%96%a6%e9%96%b1%e8%ae%80/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7%8e%8b%e5%a9%89%e8%ab%ad%e5%b0%88%e6%a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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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制度傷人】一場臺
灣限定的生存遊戲 

全球奇景「回家投票」，
與認籍不認人的社會安
全網 

【街頭巷尾與無家者】
貧窮人的臺北 

有選擇的時候，誰不想
當個體面的好人 

【921 專題】災變 
20 年，921 教會我

們的事 

突發的巨變或許是天意
後續的復原卻事在人為 

【看見孩子】網路影
像背後，那些真實遭

性虐的孩子 

陽光、沙灘與性虐待，
如何守護網路世代的
孩子？ 

【反逃犯條例香港直
擊】香港抗爭中的社

會工作 

生活即政治，社會工作
如何在日常中實踐？ 

【臺東書屋】孩子的
書屋與陳爸的遺愛 

陳爸未竟的遺憾與遺愛：
我心中放不下的黑孩子
們 

7 大深度專題獲熱烈迴響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南迴不難
迴】民間創
新接上救命
最後一哩路 

改善一個交通
問題，可以改
善一整個家庭。 

集眾人之力，
補上偏鄉就醫
的最後一哩路。 



2. 主流媒體 
跨出同溫層合作 

與聯合新聞網鳴人堂 

合作刊出 25 篇文章 

超過 23 萬次點閱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2855


參與總統大選事實查核計畫 

擔任社福資訊查核媒體 

14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https://www.readr.tw/project/fact-chec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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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平臺異業合作 

推出線上影音課程 

訓練多元思考與資訊辨識 

教學對象 1：鎖定青年與社會新鮮人 

教學對象 2：與企業合作贊助弱勢大學生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https://www.sofasoda.com/2/information-competency


關於未來 

想做與該做的事 
未來發展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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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深耕：經調查後，社群表示最關切的前 10 大議題 
性別平權、貧窮、環境保護、勞動權益、兒少、社工專業、人權、教育、身心障礙、長照 

目標 1：優化核心專業 

提升說故事的方式 
強化影像、影音、圖文等

多媒體報導 
 

專業成長 
開發多元合作，加強團隊
培力與專業學習，開展團

隊內共學 

目標 2：發展課程任務 

開發青年教育課程 
發展青年公益教育與資訊

識讀課程 
 

產業課程模組化 
發展公益部門專業書寫、
媒體關係、社群經營、新

聞稿寫作等課程 

目標 3：組織內部成長 

社群擴增 
拓展社群經營管道、 

媒介與任務 
 

資源開發 
企業贊助、小額募款、 
實習生培訓、開拓異業合

作與夥伴關係 



掃我聯絡 
 Right Plus 

掃我支持  
Right Plus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附錄  

業界與讀者盛讚 
有你們的肯定，才有持續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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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成為書屋公關夥伴以來，

看過最真實、最貼近書屋的報

導內容。謝謝你們的關注與過程

中的付出。」 
吳佳璟／臺東「孩子的書屋」工作者 

「Right Plus 讓我看到內

容不只如此的可能性，是

能帶來反思與捐款文化

進步的文章。謝謝你

們。」巫彥德／人生百味共

同創辦人 

「持續且理性對話，始終是民

主社會的重要基石。謝謝多多

益善寫出社會的各種樣貌，讓

各種聲音都能被聽見！」台

灣永續智庫 CSRone 編輯倪上筑 

「我是林立青，

支持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知名作家林立青 

「可愛的站名，艱深的議

題，犀利的文風，重要的

貢獻。很敬佩，加油！」 

社會經濟運動實踐者李仲庭 

「這些年很感謝你們，都是

你們在幫大家發聲。」忠實

讀者 & 資深社工楊蕙如 
20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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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傷人』裡的問題明明是一團糾

纏不清的毛線球，但你們把它的概念說

得很清楚，理解及表達能力真的很驚人。

社會議題路上有你們存在真好～」芒

草心慈善協會祕書長李盈姿 

「很感動有你們一直很接地氣、願意站在

社會最邊緣記錄下些什麼。我既長知識也

獲益良多。真的覺得你們的活動或報導以

及專題都很棒！」資深社工陳惠萍 

「喜歡你們的文章，從不同的觀點

引領我的思維，具有深度的反思，

或啟發未知的探究。但最讓我佩服

的是，你們的勇敢！」台灣社會工作

實務發展協會祕書長林月英 

「非常完整的 921 資料收集與論述，

這是對 921 的最佳紀念。謝謝，

辛苦了。」南開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

務管理系副主任陳正益 

21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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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們挖掘出

少見且深入的議題

報導，真的是多多

益善」 

「網站很大部分著墨在社會工作的實

務面以及會遇到的困難，讓人更正確

的理解社會工作的問題和需培養的

能力，非常感謝！」 

「經營迄今短短半年，

每個主題與文章都

很深入，希望你們能

持續下去，加油～」 

「收穫良多，知道了

許多我根本不知道自

己應該注意到的制度

面。」 

「從未想過單從無家者可以延伸出戶籍政

策、低收審核機制、社會住宅，汙名等人

權議題等。很多是學校沒有教的，教育與

實務面如何相輔相成，值得社工教育深

思。」 

「希望可以

推廣給更多

人知道，你

們很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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