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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ra of Conscience 

人人有良心，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樂，家家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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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時代」運動發起人 洪道子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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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良心時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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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聯合國2013年統計，全球超過8.4億人生活

於飢餓之中，每年全球浪費的糧食高達13億公噸，

足以養活20億人。過去一年，國與國之間領土爭

議不斷，民眾抗議政府的流血衝突頻傳，國際局

勢比二次大戰前更為混亂，更可怕的是，人類籠罩 

  

於核化武的威脅陰影下。過去一百年，全球地表均溫已上升攝氏0.8度，若

上升攝氏2度，將危害地球氣候系統的穩定性，人類將瀕臨滅絕危機。天災

人禍頻傳，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崩解……面對失序的世界，人類將如何自救？ 

 早在2000年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第53屆年會中，世界之愛和平總會會長洪道

子博士即呼籲：「20世紀在驚濤駭浪中，安全的渡過，新世紀的來臨，全球

的團結有其立即性及必要性，唯有邁向國際合作與和平之路才能達到。而聯

合國非政府組織所有的世界公民代表們正扮演著推動的力量，為人類建造更

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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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21世紀日趨險惡的國際情勢，危機一觸即發，真假、好壞、對錯不分，

人心難安。2014年1月1日，世界之愛和平總會(簡稱FOWPAL)、聯合國NGO

世界公民總會(簡稱AWC)、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簡稱TJM)等組織共同發起一

項「良心時代運動」（An Era of Conscience），肯定「人人都是良心的領

袖」，每個人手中都握有啟動和平能量的鑰匙，期望人人在各自崗位上，說

良心話、做良心事，發揮善的影響力。洪道子博士指出：「好心善念是護衛

地球永續發展的正面能量。」人人做自己的良心領袖，也影響身邊的人，由

你、我、他串成一個好言善行的能量圈，一圈圈擴大至全世界，打造愛與和

平、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 

 「良心時代運動」一經倡導，立刻獲得各界熱烈響應，並成立「良心時代

運動」專屬網站(www.aneoc.org)，成為全球良心話、良心事的交流平台。

2014年2月16日，「良心時代運動」全球正式啟動，為了地球的永續發展，為

了全人類共同福祉，你我匯聚好言與善行，共創愛與和平的世界！ 

緣起：良心時代運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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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單位-世界之愛和平總會 (FOWPAL) 

         FOWPAL為國際愛與和平組織，由洪道子博士

在2000年於美國創立，強調「轉動好念，轉動世

界」的精神，透過舉辦愛與和平世界高峰會、世

界之愛和平鐘鳴鐘儀典及文化交流，持續傳遞愛

與和平的理念，達到促進世界和平的宗旨，目前

會員遍布95國。10多年來，FOWPAL呼籲全球各

界領導者發揮影響力，承諾並重視世界和平的願

望，產生具體效果，曾經在美洲、非洲間接促成 

一些國家以和平方式免除戰火。迄今有全球87個

國家、263位世界元首暨各界領袖鳴響世界之愛

和平鐘，鳴鐘者包括27位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

7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合國大使及各國的各

界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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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15日多明尼加總統費南
德斯鳴響世界之愛和平鐘 

2012年6月21日哥斯大黎加總統羅
拉.欽奇拉鳴響「世界之愛和平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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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單位-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 (AWC) 

        「世界公民」觀念起源很早，隨1975年聯合國成立

30週年，各國世界公民代表在舊金山舉辦第一屆世

界公民大會（World Citizens Assembly，簡稱WCA），

正式成立國際性的世界公民總會（AWC），目前會

員逾50國。AWC與聯合國公共資訊部門（UN/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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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合作關係，與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UN/ECOSOC）建立顧問關係，

超越國家利害關係的客觀立場，凝聚民間力量促進世界和平。1988年曾間接

促成美蘇雙方同意裁減核武的決議；2001年於台北舉辦WCA大會，被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年度重要國際會議之一，大會決議做成「和平宣言」並於全

球進行連署，指出全球團結有其立即性與必要性，期許共創21世紀和平文化；

2004年將158國、200萬人「世界之愛和平人權宣言」全球連署的成果遞交聯

合國。2010年舉辦「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並廣邀全球論筆，共有196國、

超過25萬篇的論文及文章響應。多年來，AWC觀察國際局勢並提出寶貴建言，

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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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單位-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 (TJM) 

         太極門為古老內祕傳氣功武術修行門派，掌門人

洪道子博士承傳歷代祖師上乘心法，於1966年成立

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秉持「養天地正氣 法古今真

人」之精神，以弘揚中華國粹文化、促進世人身心

靈健康為宗旨，為國際性非營利的公益文化團體。

洪道子博士傳授弟子人生哲學智慧，引導弟子性命

雙修、練氣練心、強身健體、修心養性、淨化心靈，

以達心氣合一之境界。太極門弟子遍布世界各地、

各行各業，崇尚人類博愛精神，促進世界和平，透

過文化展演、親善文化訪問、公益講座、愛與和平

人權教育等方式，在全球五大洲散播愛與和平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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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師徒投入超過10萬人次、200萬小時，參與2000多場國內外文化展演，拜

訪世界超過60個國家、200多個城市，推動愛與和平文化；舉辦超過2萬場次

的公益講座，分享人生哲學智慧；超過萬篇以上真人真事的真情故事在全球

媒體露出，並在海內外300多所各級學校推動愛與和平人權教育。太極門師徒

致力將所學到的好回饋給世人，希望人人能擁有健康、財富、智慧、快樂與

幸福的圓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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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時代運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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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eoc.org/  

良心時代運動網站逾兩百萬人次點閱，網站收錄來自五大洲人士，包括國家元首、

總統、總理、教授、媒體人士、企業家、校長、學生、家庭主婦等等良心話，有

孩子們純真的良心畫，也有來自世界領導者鏗鏘有力的諍言。 

全球及台灣響應盛況 

http://www.ane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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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家………… 187 國   

共同推動單位…  2,644 個 

全球響應熱潮 

註:本資料統計期間自2014.1.1至201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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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球的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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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表示，人不只有想到自己，

也應該想到世界上其他的人，這才是人類的特質。現

代的經濟價值觀卻讓人類變得金錢主義，變得自私自

利，忘了關心這個世界。所以我們要重新開啟這個概

念，告訴大家人類是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為每一個

人，從自己開始，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窮人世界的挑戰。 

拉脫維亞共和國總統 

安德里斯．貝爾津什 

坦尚尼亞總理米增戈．平達 

H.E. Mizengo P. Pinda  

聯合國世界公民總會主席 

瑞內•瓦德羅Rene Wadlow 

第十五屆「全球首席大法官國際會議」 

 

歐洲 非洲 亞洲 UN/NGO 

美洲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美國國慶遊行--空軍響應良心時代 各國駐聯合國大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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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掀起良心時代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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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紐約街頭到聯合國大會，包括駐聯合國大使、非政府組織領袖及各界民眾紛紛響應! 

各國駐聯合國大使團 65th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年會 

登上紐約時代廣場LED 

共同響應良心時代運動宣言連署  國際良心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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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全球首席大法官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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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於12/10-16在印度展開，共有36國114

位響應，包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克羅

埃西亞、南非4國前總統、印度少數民族暨

議會事務國務部長、印度北方省議長、諾魯

議長、柬埔寨司法部副部長及36位法官（含

4位大法官)等。 

羅馬尼亞前總統 

Emil Constantinescu 

克羅埃西亞前總統 

Stjepan Mesić 

幾內亞比索共和國高等法院 

副院長Rui N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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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界熱烈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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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到台灣，從幼稚園到大學生，從教育扎根，人人說良心話，做良心事! 

10位大專青年環島進行「良
心寶島大作戰」，蒐集全台良
心人物，看見台灣希望。 

新北市永吉國小五年級學生，
響應「良心時代」運動，並從
社區推廣，獲第八屆愛的魔法
盒—小學生公益行善全國第二。 

大專生公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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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重要一環 

世界民報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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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品德教育資源網 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網 

教育部響應「良心時代」運動，發函將教育部品德教育網與良心時代

網站連結，讓全國師生一起來響應。截至5月中旬已有台北市教育局、

新北市教育局、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花蓮縣政府

教育處、台東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連江縣政府教育局、

金門縣政府教育局及雲林縣政府教育處等，將良心時代運動的訊息發

文給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讓良心教育深耕與傳承給下一代。 

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eraofconscience
http://moral.ntpc.edu.tw/
http://ce.naer.edu.tw/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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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類世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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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4日全球最大的學校印度蒙特梭利學校師生在創辦人賈締敘．甘地博

士Dr. Jagdish Gandhi引領下，響應良心時代運動。該校曾獲2002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和平教育獎，賈締敘．甘地博士指出，「良心時代運動具有為社會帶

來重大且正向轉變的潛力，並能在世界各地點燃和平的火苗，創造一個蝴蝶效

應。這項運動可以徹底改變人類世界的命運。」 

 

賈締敘．甘地博士 

印度蒙特梭利學校創辦人 

該校曾獲2002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和平教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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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界人士熱烈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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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熱烈響應－包括學術、法學、文學、建築、藝術、演藝、媒體、醫學等均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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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界熱烈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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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老闆、主管率領同仁，一起響應說良心話，做良心事! 

國際獅子會 

現代有機農業 

中小企業 國際扶輪社 

食品業 科技業 

航空交通 

工會代表 

金融服務業 消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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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熱烈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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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元首，中央與各地
方縣市政府機關，不分
各黨派，一起響應說良
心話，做良心事！ 

新北市 高雄市 台南市 

雲林縣 彰化市 

屏東市 

苗栗縣 

桃園縣 

新竹縣 

台中市 

嘉義市 

新竹市 

南投縣 

宜蘭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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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過14,586則新聞媒體報導－－ 

共116國、逾561家媒體共同報導與

推動「良心時代」運動 

電視：包括民視、中視、華視、TVBS、東森美

洲台、洛杉磯中旺電視、洛杉磯漢天衛視等 9 家

無線電視台，以及超過50家有線電視台，播出良

心時代新聞報導與公益短片。 

廣播：超過40家播出良心時代歌曲及相關報導，

美國星島中文廣播電台特別專訪並邀民眾對談。 

報紙：超過630篇新聞報導。 

全球媒體報導 

註:本資料統計期間自2014.1.1至2014.10.23 

網路：超過13,850則報導，包括CNN iReport等，尤

其Yahoo、台灣新生報、天眼日報、中原電子報等與良

心時代運動網站Banner連結及播出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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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國門到街頭－良心微笑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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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起，在桃園國際機場、松山機場、市府轉運站、國光號車站、

台鐵車站、捷運科技大樓站等，以及各大交通要道的戶外媒體，包括

西門町大看板等，讓台灣及來自全球各地的旅客都可以看到「良心時

代」運動的MV，引動人們相互傳遞善心、人人開心微笑。 

台鐵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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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時代運動宣言》全球網路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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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響應！我連署！ 

http://www.fowpal.org/aneoc_endorse/index.php?lang=zh  

《良心時代運動宣言》 

全球網路連署 

 我響應！我連署！ 

讓愛繞著地球跑！ 

http://www.fowpal.org/aneoc_endorse/index.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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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時代運動－共同推動方式 

 良心時代運動網站旨在匯集全球的良心話、良心事蹟，讓全球

人士經由相互交流與分享，激發更好想法，形成更大的正向能

量，歡迎貴單位共襄盛舉成為共同推動單位。您可採用下列三

種響應方式： 

   【1】我要共同推動 

   【2】網站連結與推廣 

   【3】報導良心時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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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應 方 式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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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要共同推動 

邀請貴單位同仁以團體方式參與 

 歡迎單位拍大合照，一起比

「良心手勢」，並請告知貴單

位合計的響應人數。 

 良心手勢（請參考右圖） 

右手握拳緊貼於胸口， 

再以左手密貼在右手上。 

象徵「守護你我心中的良知 

共創愛與和平心時代」 

 

良心手勢象徵「守護你我心中的良

知  共創愛與和平心時代」 

良心時代運動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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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共同做出良心手勢，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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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共同推動單位投稿方式與說明 

【步驟1】 http://www.aneoc.org/  

【步驟2】點選首頁 Banner (右圖) 

                   或依序點〔共同推動單位〕/〔我也要加入〕  

【步驟3】請依序填寫資料，並        

                   註明「聯絡人姓名」 

                   以利後續聯繫。 

http://www.ane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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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共同推動-成果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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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http://www.aneoc.org/  

【步驟2】點選首頁 Banner (右圖) 

                   或依序點〔共同推動單位〕/〔共同推動單位成果上傳〕  

【步驟3】請依序填資料，並在 

                  「圖片說明」簡述  

                   時間、地點、人數等 

【步驟4】請上傳團體合拍 

                  「良心手勢」的照片  

http://www.ane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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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個人投稿上傳方式 

(1)以文字撰寫投稿(建議100 ~ 300字)並拍下 

 個人的良心手勢照片 

(2)以漫畫或繪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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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http://www.aneoc.org/  

【步驟2】點選Banner  

                   或依序點選〔良心話〕/〔我也要說良心話〕  

【步驟3】填寫並上傳照片  

請將上述資料E-mail到

info.aneoc@gmail.com

專屬信箱，會有專人與您

保持聯繫。 

•請記得填寫： 

標題、國別、姓名、行業

別、工作單位、職稱等 

(如左列表格) 

(3)以錄影或錄音方式 

(長度建議30秒) 

http://www.ane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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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站連結與推廣 

1. 貴單位網站連結「良心時代運動」網站，歡迎下載Banner 

2. 請將完成Banner連結的貴單位網站的「網址」回傳至信箱

info.aneoc@gmail.com 

【良心時代運動Banner】 

【良心時代運動連結網址】 http://www.ane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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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導良心時代訊息 

1. 歡迎貴單位網站開闢「良心時代 

運動」專欄，共同報導相關訊息。 

2. 透過貴公司的訊息管道報導本活動 

(如：電視牆、電子看板等)。 

【跑馬燈範例】： 

人人有良心，天下皆太平，人人有快樂，家家皆

幸福。請上良心時代官網www.aneoc.org，共同

守護您我心中的良知，共創愛與和平心時代。 

〔貴單位名稱〕邀您共同響應推動。 

3. 請將貴單位完成相關「良心時代運動」頁面之連

結網址回傳至信箱info.ane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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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願意成為共同推動單位 

請上網填寫 
http://www.aneoc.org/copromoter/submission?im=7&is=1   

http://www.aneoc.org/copromoter/submission?im=7&i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