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Nsiders4Good 
Event in a Box
Create-A-Thon
自行舉辦 Create-A-Thon 的完整指南。
Create-A-Thon 是由 Windows 測試人員發起的社會公益駭客松

我是  

Windows 
測試人員

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



Microsoft 的使命是讓地球上的每一個人以及每個組
織都能實現更多理想。眾志成城，結合眾人之力便
能成就志業。

Windows 測試人員利用科技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也
是此領域中最大的社群之一。Create-A-Thon (CAT) 
是此社群運用其技能及動力嘗試解決社會議題的最
佳管道之一，而範例議題包含無居所或合宜住宅等
問題。

我們知道只有短短幾天，我們一定無法完全解決已
經困擾社會數十年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從根本肇
因的各層面下手，嘗試逐步瓦解問題。

行事以當能改變自許，自然就能改變。
~William James

一定要有身份處境與您相同的人積極關注，才會有轉機，
才可能變好。
~Dr. Seuss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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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iders4Good 
Create-A-Thon (CAT) 
是什麼？

CAT 的目標為何？

想要自己舉辦 CAT？ 

保持聯繫 

#WINsiders4Good Create-A-Thon 是為期兩天至三天的一系列活動，其以傳統駭
客松為雛形，再稍加調整改變。

此活動讓富有技術知識的 Windows 測試人員與當地創意人才及非營利/民間社會
組織攜手合作，並肩為其所關心的社會議題尋找解決方法。

內容會依活動而異 (例如無居所、難民危機、政治參與等)，而最後的成果沒有限
制，可以是網站、應用程式、程式設計等形式，甚至是政策。

CAT 可協助 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及 Windows 測試人員達成相互配合的目標。 
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舉行 CAT 可促使 Windows 測試人員參與社會議題，並激
發這些測試人員運用 Windows 10 以及 Windows 測試人員社群實現更多理想。

Windows 測試人員也會與彼此及當地人才交流，以全新的方式發揮其技能與天賦。 
這也讓 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能夠透過這項活動招募具有新技能與天賦的人才，
讓大眾對 Windows 的反應更良好，並使 Windows 社群更豐富且多元。

我們非常期待能夠和各位傑出的 Windows 測試人員合作，在全球各地舉辦 CAT。

歡迎透過電子郵件讓我們知道您正在規劃活動：wipevent@microsoft.com。

招募測試人員

我們已經設立了一個包含全球 CAT 參與者的 Slack 群組。請填寫此表單，以便我
們將您新增至 Slack 群組中。

也請讓參與者在第 1 天填寫表單，雖然我們不能參與，但是可藉此支持您的活動。

活動後續追蹤

宣傳 CAT 以及那幾天的活動時，請使用雜湊標記 #WINsiders4Good，讓我們即使
身在遠處，亦可轉推及參與這些有趣的活動。

活動結束後，我們很希望能聽聽您的想法。

我們希望 CAT 期間創造的所有內容與智慧財產皆屬於世人所有。我們鼓勵您將程
式碼張貼到 GitHub，並允許其他人借用或改良。我們都可以成為自己希望在世界
上所看到的變化。

mailto:wipevent%40microsoft.com?subject=
https://onedrive.live.com/survey?resid=8EB8B41E1F36ED2B!190683&authkey=!ANHkV8oYLFYWBqY
https://github.com/windowsin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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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明智地選擇議題，讓活動能專注於提出解決方案，而不是將心力耗費在辯論上。 
理想的議題可讓社群團結且具有可於短時間之內處理的面向。

• 請議題專家參與可讓活動體驗更豐富，因此請向民間/非營利組織洽詢可從特定
角度深入分析議題與潛在解決方案的代表。若此類人士能全程參與並針對解決
方案給予意見，這便是最理想的狀況。按一下此處即可存取建議的慈善機構清
單，並從中選擇。

• 其他內容，例如如何產生解決方案、如何提出強而有力的提案以及 Microsoft 
Azure、資料科學等各種教學課程，能讓 CAT 增色許多。我們已為您錄製了一
些此類型的內容，但也鼓勵您與您當地的專家聯絡交流。

職務

• 請指定一名「主持人」，並請其負責活動開始與結束事項、促進各團隊間的互
動，以及宣布 CAT 期間的重要活動。

• 徵求朋友或同事協助您處理統籌工作，例如：水是否足夠？需要餐具嗎？要製
作指示牌嗎？您要確定這類瑣事不會讓您忙得焦頭爛額或影響活動排程。強烈
建議您另行安排 2 - 3 位 CAT 引導人員，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參與者

• 在 CAT 中，我們建議每個團隊皆由具備不同技能及各類思考模式的人士所組
成，以激盪出靈活多元的解決方案。我們不希望只有程式撰寫人員及開發人員
參加，因此也要招募設計與藝術領域的創意人才。

• 理想的團隊要同時包含創意思考者以及技術人才。此外，團隊還需要有人負責
解決方案的專案管理工作，讓整個程序能順利進行。再加上一個會讓您跳脫既
有思考模式的腦力激盪人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團隊就此形成！

排程

• 建議活動最多為期 3 天。此外，活動應於週末舉辦，亦即在週五晚間開始，並
於週日下午結束。若空間和預算不足，也可以舉辦 2 天的活動，亦即在週五晚
間開始，並於週六晚間結束。不過請注意，多一點時間可讓初步提案更完善。

• 不建議熬夜進行。這樣會讓參與者筋疲力竭，導致收穫降低，而且與場地提供
者商洽整晚使用場地也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場地

• 參與者會長時間處於場地，場地若明亮通風且窗明几淨，創意將會源源不絕！ 

• 確定地點易於尋找且容易前往，最重要的是該建築物必須容易進入。請放置方
向指示牌並確認入口處的人員 (接待人員、櫃台人員等) 知道活動內容及地點，
因為參與者會請其指引方向。

• 電源插座和延長線 – 決定您需要的數量，然後加倍準備！活動期間，筆記型電
腦、手機等電器都需要電力。

• 能夠存取網際網路至關重要，因此請檢查場地的 Wi-Fi。需要付費才能使用嗎？ 
在指定的活動場地中，訊號強度會下降嗎？連線是否夠快速/夠強，足以處理要
連線的裝置數量？

成功舉辦 CAT 的 
最佳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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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茶點

• 請備妥點心和飲料等候參與者抵達。點心和飲料可讓參與者等候其他人抵達時
不須無聊等待，也可補充體力。確認正餐準時提供，並整天提供點心和飲料，
讓參與者體力充沛。一整天工作下來測試人員一定非常飢餓！請務必提供素
食、猶太和清真認證食物。

主題

請選擇一個可讓社群團結一心的主題。主題也必須能夠讓社群成員進行建設性對
話並討論出解決方案。Create-A-Thon 並非爭論或辯論，其主旨為深入瞭解社群所
有成員均關心的議題、支持天天處理此議題的當地組織，以及貢獻一己之力而使
社群更美好。

我們向 Windows 測試人員社群詢問其所關心的議題，並列於下方。這些議題影響
全球各地的社群，並可作為發想您的 CAT 主題的起點。若您想要建議其他構想，
歡迎告訴我們！

1. 無居所：
a. 長期無居所
b. 剛出獄的更生人
c. 精神病患

2. 合宜住宅 

3. 心理健康/處理汙名化現象

4. 自然資源 (如水) 的使用/收集 

5. 教育
a. 科技教育
b. 教導兒童撰寫程式
c. 提升貧困地區的受教機會
d. 高等教育資金
e. 教導長者如何使用科技 

6. 將技術帶給/傳授給剛取得網際網路連線者
a. 澳洲原住民
b. 非洲部落

7. 解救飢餓

8. 預防自殺

9. 退伍軍人支援/福利
a. 預防自殺
b. 重返平民生活
c. 工作技能

10. 利用 HoloLens 調適性混合實境體驗機克服殘障限制

成功舉辦 CAT 的 
最佳作法 (續)



尋找非營利合作夥伴

選擇好您關心的主題後，現在請從這裡選擇當地合作夥伴。或者，若您已與未列
出的非營利組織合作，請透過下列電子郵件通知我們，以便我們將您要的組織加
入清單：wipevent@microsoft.com。

統籌工作：場地

除了選擇明亮通風的場地外，請務必確認下列事項：

• 網際網路連線至關重要！請確定 Wi-Fi 可供使用，而且整個場地都能接收到強
的訊號。這樣參與者便能自由挑選位置，隨處輕鬆地集合與工作。場地各處也
要有電源插座與延長線。參與者將需要為筆記型電腦和手機等電器充電，因此
請為每一個討論區/團隊準備一個電源延長線。此外，您也需要 CAT 引導人員的
電腦和投影設備等設備提供電源插座。

• 場地應佈置成數個可容納 4 - 6 人的討論區。儘管場地工作人員會將場地佈置地
井然有序，但是可想而知，各團隊應會將桌椅重新安排其需要的樣子。

• 參與者常常會全神貫注地處理其專案，用餐時間也繼續工作。請確認 CAT 會議
室有足夠的空間可提供食物和飲料服務。

• 場地應位於各參與者出發地之間的中心位置。若能選擇靠近公車站/火車站/捷
運站的場所，則有所助益。或者，若是在多數人都是開車參加活動的都市舉
辦，請檢查附近是否有公共停車場。

• 請務必在所有入口處放置指示牌，讓參與者能輕鬆找到正確的房間。

• 掛圖、白板、便條紙、簽字筆等物品有助於捕捉構想。

• 背景音樂能協助參與者源源不絕地發揮創意。不過請記得，音樂是背景音樂，
不要讓音樂太大聲而導致參與者分心。

成功舉辦 CAT 的 
最佳作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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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科隆 3 天

第 1 天

15:00/3:00 (下午)  歡迎及簡介

15:30-16:00/  活動提要：
3:30-4:00 (下午)  電競公益

16:00-16:30/  微座談：
4:00-4:30 (下午)  解決方案設計簡介

16:30-18:00/  創意發想/
4:30-6:00 (下午)  分組

18:00/6:00  結束

第 2 天

9:00-10:00/  早餐
9:00-10:00 (上午)

9:30-10:00/  微座談：
9:30-10:00 (上午)  說一個很棒的 

故事 (影片)

10:00-12:00/  工作時間/
10:00 (上午) - 
12:00 (下午)  大師漫遊指導

12:00-13:00/  午餐
12:00-1:00 (下午)

13:00-15:30/  工作時間/
1:00-3:30 (下午)  大師漫遊指導

15:30-16:00  微座談：
3:30-4:00 (下午)  HoloLens

16:00-18:00/  工作時間/
4:00-6:00 (下午)  大師漫遊指導

17:00/5:00 (下午)  晚餐

18:00/6:00 (下午)  歸還設備/結束

第 3 天

9:00-10:00/  早餐
9:00-10:00 (上午)

上午 10:00-13:00/  工作時間/
10:00 (上午) - 
1:00 (下午)  大師漫遊指導

13:00/1:00 (下午) 午餐

13:00-14:00  完成專案
1:00-2:00 (下午)

14:00-15:00  簡報
2:00-3:00 (下午)

15:00-16:00  自由交流
3:00-4:00 (下午)

16:00/4:00 (下午)  歸還設備/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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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西雅圖 2 天

第 1 天

6:00-7:00 (下午)  歡迎詞與開場白  
活動提要：無居所
問題的複雜窘境

7:00-7:30 (下午)  晚餐及分組

7:30-8:00 (下午)  提出構想， 
決定分組

8:00 (下午)  開始工作！

10:00 (下午)  歸還設備/結束

第 2 天

9:00-10:00 (上午)  早餐

10:00 (上午)  微座談：產生 
初步提案簡介

10:30 (上午)- 工作時間/  
12:00 (下午) 大師漫遊指導

12:30-1:30 (下午)  午餐課程： 
資料科學簡介

1:30-4:00 (下午)  工作時間/大師 
漫遊指導

4:00pm  微座談：說一個 
很棒的故事

4:30-6:00 (下午)  為解決方案做 
最後的工作

6:00 (下午)  簡報

7:00 (下午)  晚餐與交流

10:00 (下午)  結束

附錄 A：CAT 流程範例 
(2 天及 3 天版本)



規劃時間表

6 週前

• 選擇主題

• 尋找並邀請議題專家

• 與專家談定日期 (這麼做較先訂定日期再尋找有空的專家簡單許多)

• 選定日期之後請尋找場地

• 考慮可提供下列項目的企業「贊助商」 
 ◦ 免費或以最低費用提供會議場地
 ◦ 提供食物和飲料
 ◦ 提供開發人員/程式設計人員，以及議題專家聯絡管道等協助

• 與 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團隊洽談，邀請當地的 Windows 測試人員

4-5 週前

• 決定場地

• 與專家確認

• 邀請參與者

• 請可協助聯絡參與者的組織分享活動邀請函

2-3 週前

• 監控回函 

• 視需要邀請其他參與者

• 確定場地並訂購食物和飲料

1 週前

• 寄送提醒電子郵件給已回覆者

• 確認/提醒專家

• 訂購食物和飲料

• 採購各項用品，例如名牌、便利貼、筆/麥克筆等

• 向每個支援活動的人員 (例如外燴服務、活動空間提供者及主講者等) 確認排程 

Create-A-Thon 當日

• 玩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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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活動前置工作



邀請函範本

您好！

我是 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的成員。Windows 測試人員計畫是一個利用科技讓這
個世界更美好的社群，也是此領域最大社群之一。我覺得您可能與我們志趣相投。

您對於 {插入議題} 議題投入許多心血，因此我們想邀請您參加我們舉辦的  
Create-A-Thon。此 Create-A-Thon 將嘗試解決 {插入議題}。

Create-A-Thon 專案形式可自由發揮，可以是企業、非營利組織、計畫、志工計
畫、形象重整等任何形式。非營利或其他組織的專家將會出席活動，並討論這個
當地議題 (無居所、住房供給危機等) 的詳情，並協助指導，讓參與者提出對我們
的城市確實有幫助的解決方案。

我們非常希望您能參加幾週後舉行的下一個 Windows 測試人員 Create-A-Thon 
(CAT)。我們將齊聚於 {城市名稱} 並著手解決 {主題} 議題。

時間：   星期幾、日期和時間 (請提供每天的詳細活動時間，因每一天的時間可能
會有所不同)

地點： 場地名稱、地址、房間名稱/號碼 (若適用)

報名方式：註冊網站的超連結 (例如 Eventbrite)

Create-A-Thon 的目標如下：

• 利用科技讓我們居住且深愛的城市真的變得更美好。

• 吸引城市中各種背景的創造者參與，讓他們能以獨特的觀點，思考出與眾不同
的方法解決難題。

• 讓當地社群相互交流，一開始將會面對面交流，之後則是以虛擬方式保持聯繫。

我們要嘗試處理的當地問題是 {城市} 的 {主題}。

#WINsiders4Good 計畫是由測試人員創辦，目標對象也是 Ｗindows 測試人員。

我們要讓測試人員得以發揮科技及其所屬強大社群的力量，攜手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們希望您能參與並親眼見證。

Create-A-Thon | 10

附錄 C： 
非營利組織邀請函



2 天形式：詳細程序表 
第 1 天*

Create-A-Thon | 11*請注意，開始時間應視參與者的目標對象以及當地一般的上班或上學時間進行調整。

附錄 D：依據 Windows 測試人員團隊心得 
所制定的詳細程序表

所需時間 排程時間 議程項目 詳細資料 工具

1 小時前 16:00/4:00 (下午) 場地佈置與準備 請確認場地的佈置方式方便進行交流及合作。 
建議：備妥飲料和點心等候參與者抵達。

30 分鐘 16:30/4:30 (下午) 自由交流時間 不是所有人都會準時抵達。請預留時間等待參與者抵達及
進行自由交流。如果是在德國這類參與者都非常守時的地
方舉辦，可能就不需要如此。:)

15 分鐘 17:00/5:00 (下午) 計畫簡介與活動提要 花 15 分鐘討論您為何要將參與者聚集在一起、想達成的目
標為何，以及這個團體要嘗試解決的議題為何。

範例 
PowerPoint 
投影片套組

30 分鐘 17:15/5:15 (下午) 參與者自我介紹 花一些時間讓每位參與者自我介紹，說說他們想瞭解或可
傳授的事項、其所具備的技能，以及願意分享的任何有趣
個人事蹟。

15 分鐘 17:45/5:45 (下午) 深入探討議題 (一) 讓當地非營利組織代表與專家討論議題的複雜情形，以及
他們的組織如何處理這項議題、哪些做法有效以及哪些徒
勞無功。

15 分鐘 18:00/6:00 (下午) 深入探討議題 (二) 建議：最理想的作法是讓最多 2 名代表提供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

15 分鐘 18:15/6:15 (下午) 專家問答 在兩位代表進行簡報之後，讓團體向代表提問。

30 分鐘 18:30/6:30 (下午) 晚餐 讓參與者認識彼此、開始發想解決方案，並與可能一起組
成團隊的人士交流。

30 分鐘 19:00/7:00 (下午) 分組並提出解決方案構想 邀請具有可能可行之解決方案的參與者提出其想法，請其
說明解決方案所需的技能類型並協助其組成團隊。團隊中
應包含專案經理、開發人員/程式撰寫人員、可為解決方案
提供設計/UI/UX 的創意人才，以及可協助構想發想及帶來
歡樂的腦力激盪人才！

1.5 - 2 小時 19:30/7:30 (下午) 工作時間 參與者的腦袋中充滿新的構想，新團隊組隊完畢。讓團隊
有時間針對該項構想進行組織與安排，並且思考如何以團
隊形式協力合作。
建議：熬夜會讓參與者筋疲力竭。我們建議您於下午 9 或 10 點結
束活動，讓每個人都能休息，明天再進行一整天的駭客活動。

21:00-22:00/ 
9:00-10:00 (下午)

結束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257B1499FDA3-19D2-48BC-872A-38E7BAE4AB74%257D&file=CAT%20Sample%20deck.pptx&action=default&IsList=1&ListId=%257BE48D5B5B-56FA-445C-91A7-32C5026A5C79%257D&ListItemId=2%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257B1499FDA3-19D2-48BC-872A-38E7BAE4AB74%257D&file=CAT%20Sample%20deck.pptx&action=default&IsList=1&ListId=%257BE48D5B5B-56FA-445C-91A7-32C5026A5C79%257D&ListItemId=2%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257B1499FDA3-19D2-48BC-872A-38E7BAE4AB74%257D&file=CAT%20Sample%20deck.pptx&action=default&IsList=1&ListId=%257BE48D5B5B-56FA-445C-91A7-32C5026A5C79%257D&ListItemId=2%20


2 天形式：詳細程序表 (續)

第 2 天*

3 天形式：詳細程序表
第 1 天所有活動維持不變。第 2 天只提供參與者工作時間，不提供簡報時間。

第 3 天*

Create-A-Thon | 12*請注意，開始時間應視參與者的目標對象以及當地一般的上班或上學時間進行調整。

附錄 D：依據 Windows 測試人員團隊心得 
所制定的詳細程序表 (續)

所需時間 排程時間 議程項目 詳細資料 工具

30 分鐘前 8:30/8:30 (上午) 場地佈置與準備 確定場地和離開時一樣，並確認早餐已經開始準備。

30 分鐘 9:00/9:00 (上午) 早餐 讓參與者與其團隊交流並享用早餐，充飽電力迎接 
收穫滿滿的一天。

建議：準備豐盛且充裕早餐食品及咖啡。

30 分鐘 9:30/9:30 (上午) 微座談： 
說一個很棒的故事

影片：說故事大師 James Whitaker 如何說一個 
很棒的故事影片

2 小時 10:00/10:00 (上午) 工作時間 團隊開始建立專案的架構、分配工作等。

1 小時 12:00/12:00 (下午) 午餐 讓參與者休息一下並吃點東西，恢復精力後再回到團隊中！

4 小時 13:00/1:00 (下午) 工作時間 團隊繼續進行專案工作

1 小時 17:00/5:00 (下午) 邊工作邊享用晚餐 團隊完成簡報

1 小時 18:00/6:00 (下午) 簡報 團隊進行其解決方案的簡報

1 小時 19:00/7:00 (下午) 自由交流 讓各團隊有機會互相交流、討論提出的解決方案、 
分享聯絡資訊，並計畫聚會以繼續完成這些專案！

1 小時 21:00/9:00 (下午) 歸還設備/結束 總結、感謝各位參與、結束

所需時間 排程時間 議程項目 詳細資料 工具

30 分鐘前 8:30/8:30 (上午) 場地佈置與準備 確定場地和離開時一樣，並確認早餐已經開始準備。

30 分鐘 9:00/9:00 (上午) 早餐 讓參與者與其團隊交流並享用早餐，充飽電力迎接收穫滿滿的一天。
建議：準備豐盛且充裕早餐食品及咖啡。

3 小時 9:30 (上午) - 
12:30 (下午)

完成簡報與初步提案 各團隊在最後一刻完成初步提案與簡報。

30 分鐘 下午 12:30- 
1:00 (下午)

午餐

1 小時以上 1 點 (下午) - 結束 簡報 讓每個團隊詳細說明其解決方案 (10 分鐘) 並提供參與者問答
時間。此時段的長短將視參與者和團隊數量而定。

閉幕致辭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Whitaker%252Ewmv&parent=%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Whitaker%252Ewmv&parent=%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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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非營利組織與 NGO 合作夥伴時，可先查看此清單。若您要的組織不在這裡，
請透過下列電子郵件與我們聯繫：wipevents@microsoft.com。
Action Aid

Acumen

Aflatoun International

Akshaya Patra Foundation

國際特赦組織

AMREF Health Africa

APOPO

Ashoka

Barefoot College

BRAC

CARE

Ceres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金融組織

CIVICUS

CORDAID

Cure Violence

Danish Refugee Council

Digital Divide Data

Gain

Generations for Peace

Gram Vikas

Grameen Foundation

仁人家園

Handicap International

Heifer International

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Help Ag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atch

附錄 E：非營利組織 
與 NGO 合作夥伴

iD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Landesa

無國界醫生

國際美慈組織

Movember Foundation

One Acre Fund

開放社會基金會

樂施會

Partners in Health

國際培幼會

Poverty Action Lab

Rare

Riders for Health

Room to Read

Root Capital

Saude Criança

救助兒童會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Skoll Foundation

The Aman Foundation

Tostan

Viva Rio

Voix Libres

世界展望會

YCAB Foundation

來源：NGO Advisor：全球前五百全球 500 大非政府組織 (Top 500 World NGOs) https://www.ngoadvisor.net

mailto:wipevents%40microsoft.com?subject=
http://www.actionaidusa.org/
http://acumen.org/
http://www.aflatoun.org/
https://www.akshayapatra.org/
https://www.amnesty.org/
http://amref.org/
https://www.apopo.org/
https://www.ashoka.org/
https://www.barefootcollege.org/
http://www.brac.net/
http://www.care.org/
http://www.ceres.org/
http://childfinanceinternational.org/
http://www.civicus.org/
https://www.cordaid.org/
http://cureviolence.org/
https://drc.dk/
http://www.digitaldividedata.com/
http://www.gainhealth.org/
http://www.generationsforpeace.org/
http://www.gramvikas.org/
http://www.grameenfoundation.org/
http://www.habitat.org/
http://www.handicap-international.us/
http://www.heifer.org/
http://www.hki.org/
http://www.helpageusa.org/
https://www.hrw.org/
https://www.ideglobal.org/
https://www.rescue.org/
http://www.landesa.org/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
https://www.mercycorps.org/
https://us.movember.com/
https://www.oneacrefund.org/
https://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
https://www.oxfam.org/
http://www.pih.org/
https://pla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
https://www.rare.org/
http://www.riders.org/
http://www.roomtoread.org/
https://www.rootcapital.org/
http://www.saudecrianca.org.br/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s://www.sfcg.org/
http://skoll.org/
http://www.theamanfoundation.org/
http://www.tostan.org/
http://vivario.org.br/en/
http://www.voixlibres.org/
http://www.wvi.org/
http://www.ycabfoundation.org/
https://www.ngoadvis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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