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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 14 日 
  
 

(1) 召集申請通知：IDREAM 計畫 (IDREAM Project) 
 

親愛的夥伴與 IDREAM 申請人您好： 
 

簡介 

酷刑受害者中心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CVT) 很高興在此宣布名為「流亡中人權捍衛者運動

促進育成計畫」(the Incubator for Defenders Remaining in Exile to Advance Movements) 之最新人權培訓

和指導計畫已開放申請。本份申請資料共含三個文件： 

  (1) 召集申請通知：IDREAM 計畫 (Call for Applications:  IDREAM Project) 

  (2) 申請人指南與說明 (Guidelines and Instructions for Applicants) 

  (3) IDREAM 申請問題 (IDREAM Application Questions) 
 

申請人應在申請前詳閱申請資料中的 3 個文件。申請人應透過 (2)「申請人指南與說明」中列出的連

結完成線上申請。 
 

IDREAM 計畫在以下三個技術領域為流離失所或流亡的人權捍衛者 (Human Rights Defenders, HRDs) 及

其組織提供支持。IDREAM 力求協助流離失所或流亡的 HRD 和公民社會組織，讓他們縱使因為進行人

權工作而遭受威脅或襲擊而被迫遷離，仍能繼續工作，倡導基本自由權。  
 

獲選參加 IDREAM 計畫的 HRD (稱 「HRD 夥伴」，partner HRDs) 將參與㇐系列能力建構與指導活動和

練習，包括： 

 HRD 夥伴將在整個計畫期間與專家培訓講師和顧問廣泛合作，目標在於使 HRD 的倡議更為有

效與永續。 

 HRD 夥伴將有機會開發新的創新方式來實施有效的倡議活動，同時學習應對工作相關壓力和

減少孤立感的技能。  

 HRD 夥伴將進㇐步發展能力，針對在工作中遇到的特定威脅和安全風險做出更好的評估與應

對。  

 本計畫注重永續發展，包括線上和面對面的交流機會，以便 HRD 夥伴從同儕指導以及知識和

資源共享中獲益。注意：只有在可以進行國際旅行並且資金和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才會舉行

面對面交流。 

 我們將向 HRD 夥伴提供高達 31,000 美元的財務援助，支援他們的活動和參與此計畫。 
 

申請經過審查後，將選擇大約 10 位 HRD 夥伴參加 I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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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EAM 計畫說明：流亡中 HRD 之育成計畫 

HRD 經常因為所做的工作而受到鎖定並遭流放。由此產生的流離失所和孤立增加了他們面臨的挑

戰，削弱了個人和組織效能，並有損他們對壓力、變化和安全風險的復原力。為了應對這些挑戰，

IDREAM 著重於建構 HRD 在三個核心領域的整合能力：   

1) 復原力 (Resilience)：提高 HRD 個人福祉和組織能力以承受挑戰，包括人員面臨因工作相關壓

力、疲勞和二次創傷所帶來的挑戰。 

2) 有效倡議 (Effective Advocacy)：促進人權倡議的策略和戰術創新及其效能。 

3) 整合安全 (Integrated Security)：降低 HRD 及其組織的安全風險，包括個人和資產的「物理安

全」以及電子通訊和設備使用上的「數位安全」。 
 

主要活動：作為 IDREAM 的㇐部分和計畫早期安排，每位 HRD 夥伴將與 IDREAM 專家人員㇐起制定能

力建構方案，以因應他們和其組織在三個核心領域中各領域的具體需求。這會確保個別 HRD 及其組

織以適合其特定挑戰的方式參與本計畫。此外： 

 HRD 將與每個領域的 IDREAM 人員㇐起追蹤能力建構方案的進展，並根據需要而調整方案，

以從本計畫中獲得最大益處。  

 本計畫的關鍵元素之㇐為減少 HRD 夥伴所經歷的孤立，增強彼此之間的團結，並提昇獲得其

他類似情況的 HRD 使用之資源的機會。為了實現這些目標，HRD 夥伴將在計畫過程中獲邀參

加兩個 IDREAM 工作坊，夥伴將能夠親自見面、分享知識和經驗，並與 IDREAM 計畫人員深入

合作。   

 本計劃包括許多其他活動來因應個別 HRD 的目標，包括線上培訓和交流 (線上學習，e-

learning) 與同儕指導。  
 

預期影響：參與 IDREAM 的 HRD 將有許多獨特且量身訂製的機會來學習如何提高其福祉 (進而提高進

行有效工作和適當應對挑戰的能力)，改善執行倡議核心工作的技能，並了解且能夠有效減輕會大幅

影響工作、健康和安全的風險。此外，IDREAM 將通過線上交流和現場工作坊來聚集流亡的 HRD，建

立夥伴群組，讓各成員在整個計畫期間以及未來的重要問題上進行協作。此作法得以建立起支持網

絡和資源庫，讓 IDREAM HRD 夥伴在計畫結束後仍能多加利用。注意：只有在可以進行國際旅行並且
資金和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才會舉辦面對面的工作坊。  
 

計畫使用語言：參與 IDREAM 的 HRD 夥伴可能來自全球各國，英文將是 IDREAM 活動中使用的主要語

言。在計畫期間，CVT 將與 HRD 夥伴合作，根據參與夥伴的偏好識別出多種語言的資源、內容和工

具。為回應本次召集而提交的申請文件必須以英文書寫。 
 

CVT 背景介紹   

CVT 成立於 1985 年，為總部設於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也是全世界最早致力於酷刑康復問題的中心之

㇐。CVT 的使命是療癒個人、其家人和社區遭受的酷刑創傷，並終結全世界之酷刑。CVT 的工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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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關懷美國、非洲和中東的酷刑倖存者；為全世界 100 多個酷刑復原和人權組織提供技術援助和

能力建構；進行衡量復原處遇措施有效性的創新研究、監測和評估；推動促進人權的無黨派倡議。 
 

申請資格概述 

符合資格條件的申請人為由於其倡議工作而流亡的 HRD，並有興趣在本計畫的三個領域建構自我效

能。參與遴選的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時已經流亡至少 10 個月。申請人應該具備參與協作導向和動態式

能力建構計畫之動機，包括使用新工具和資源。此外，其他要求包括但不限於： 

 申請人必須在倡議或運動方面有實踐的經歷。  

 申請人必須證明有接受、追蹤和報告在計畫過程中收到之資金的能力。 

 申請人應在整個計畫期間表現出參與本計畫的能力和意願 (大約從 2023 年 4 月 - 2024 年 11 

月)  。 
 

申請方式 

有興趣的申請人應透過 Submittable 向 IDREAM 提出線上申請。線上申請的連結以及有關如何開始和

完成 IDREAM 申請的說明，請參閱附檔：(2) 申請指南和說明。為了今後與申請人保持聯繫，我們鼓

勵所有申請人在開始線上申請之前，先註冊 Signal 帳號 (https://signal.org/)。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見

附檔：(2) 申請指南與說明。請注意，CVT 與 Signal 並無附屬關係。 
 

雖然推薦信並非必要，但鼓勵申請人在申請時可提交至多三封推薦信。推薦信應由熟悉申請人工作

和專業的其他倡議組織 (非申請人自己的組織) 或人權網絡撰寫，並推薦申請人參與 IDREAM。推薦信

必須以英文書寫。 
 

截止時間 

CVT 必須於美國中部標準時間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晚間 11:00 (23:00 CST) 之前收到所有申請。我們鼓

勵您儘早申請，以便及時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技術問題。  
 
 

申請評估 

為了回應本召集申請通知 (Call for Applications) 而提交申請，即為 IDREAM 夥伴遴選過程的第㇐階

段。後續階段包括例如電話會談，以及對通過初步評估的申請人進行更深入的財務評估。 預定將於 

2023 年 4 月初選定計畫夥伴。 
 

相關問題 

有關參加本計劃的機會或申請相關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IDREAMinfo@cvt.org，問題僅將定期回

覆。請注意，發送到此電子信箱的電郵並不會加密。針對 CVT 收到的資訊，我們將保護其機密與安

全，但使用未加密的電子郵件會涉及我們無法控制的風險。申請人請自行斟酌使用此電子郵件地

址。我們建議發信至此信箱的申請人不要在信內提及可能對其本身或同事造成風險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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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祝福所有 IDREAM 申請人，期待收到您的申請。 
 
 

酷刑受害者中心 IDREAM 計畫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