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1年度工作報告 

 

 

 

 

102年02月23日 

地點：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4 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 

附件二 



  
 

1 
 

目錄 

一、 101年度全年工作項目總表 ................................................... 2 

二、 101年度工作說明 ................................................................... 3 

(一) 行政會務說明 .......................................................................... 3 

1. 100 年度財務報告與工作報告 ...................................................................... 3 

2. 收取 101 年度常年會費 .................................................................................. 3 

3.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 3 

4. 理監事會議 ......................................................................................................... 4 

5. 會員委員會 ......................................................................................................... 5 

6. 網站經營(重點項目：會員年度財工報上線) ............................................. 5 

7. 秘書處工作彙報、財務管理 .......................................................................... 7 

(二) 會員團體服務說明 ................................................................... 7 

1. 會員服務 ............................................................................................................. 7 

2. 會員財報資料彙整 ............................................................................................ 8 

3. 會員入出會管理 ................................................................................................ 8 

4. 台灣大哥大「5180 即時捐」(專案合作) ................................................... 8 

5. YAHOO 奇摩「公益平台」(專案合作) ...................................................... 8 

(三) 業務綜合說明 .......................................................................... 9 

1. 用專業作公益－工作坊 ................................................................................... 9 

2. 用專業作公益－12 堂培力課程 .................................................................. 10 

3. 參加 ICFO 年會 ............................................................................................... 13 

4. 責信理念多元宣導（DM、聰明捐款網頁、對外演講） ..................... 13 

5. 聯盟內、外部合作與交流 ............................................................................. 15 

  



  
 

2 
 

一、 101年度全年工作項目總表 
(一) 行政會務 

項目 時間 性質 經費來源 

1. 100 年度財務報告與工作報告 1 月 
會務運作 

自籌 

2. 收取 101 年度常年會費 1-2 月 
3.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理監事改選、章程修改) 

1-3 月 
會務運作 

會務研發 
4. 理監事會議 
(理監事聯席會、常務理事會) 

2、5、3、
8、11 月 

5. 會員委員會 7、10 月 
6. 網站經營 
(會員年度財工報上線) 

全年 
會務運作 

7. 秘書處工作彙報、財務管理 全年 
(二) 會員團體服務 

項目 時間 性質 經費來源 

1. 會員服務 全年 
會員服務 

自籌 

2. 會員財報資料彙整 10 月 

3. 會員入出會管理 全年 
會員服務 
會務拓展 

4. 台灣大哥大「5180 即時捐」(合作) 全年 
會員服務 

5. YAHOO奇摩「公益平台」(合作) 全年 
(三) 業務：含研究發展、理念宣導、媒體宣傳、國際交流、會員服務 

項目 時間 性質 經費來源 

1. 用專業作公益工作坊 8 月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會員服務 

聯勸、 

自籌 

2. 用專業作公益- 12 堂培力課程 3-12 月 
聯勸、 

自籌 

3. 參加 ICFO年會 3-5 月 

聯勸、 
外交部、 
兒盟、 
自籌 

內政部、

自籌 

4. 責信理念多元宣導（DM、聰明捐款

網頁、對外演講宣傳責信理念） 
9-12 月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會員服務 

內政部、

自籌 

5. 聯盟對內、外部合作與交流 

(機構訪視、中國社會創新論壇公益社

會創新、財稅中心) 

11-12 月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會員服務 
國際交流 

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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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1年度工作說明 

(一) 行政會務說明 

1. 100 年度財務報告與工作報告 

(1) 1 月份彙整製作 100 年度工作報告、完成收支決算，並寄發 100 

 年度扣繳憑單。 

(2) 依規定經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呈送內政部核備。 

2. 收取 101 年度常年會費 

(1) 收取會費對象：聯盟會員。 

(2)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員名冊有效會員：139 家全數收齊。 

3.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 前置作業：會籍清查與造冊、會員出席意願與理監事參選意願調查、製作   

 選票與相關選務工作準備。 

(2) 時間：3 月 20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3) 應出席數：139、出席：87 

(4) 議程：通過 100 年度工作報告與收支決算；通過 101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通過 101 年度收支預算草案；通過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台幣

一億元以上之會員團體繳交之年度財務報表，應隨附會計師簽證報告；通

過修改聯盟章程第七條，申請入會之組織若有分支機構，則由主事務所為

代表；通過修改聯盟章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入會費與常年會費

金額(入會費即日起調整為参仟元，常年會費 2013 年起調整為參仟元)。 

(5) 選舉第三屆理監事： 

當選理事(應選 15 名)：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鄭信真常務理事、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紀惠容執行長、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馮燕董事長、中華民  

國殘障聯盟/馬海霞理事長、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張耀娥執行長、台灣 

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何碧珍秘書長、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林文賓處長、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林慧華執行秘書、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舒靜嫻 

執行長、中華救助總會/張正中秘書長、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師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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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執行長、海棠文教基金會/陸宛蘋執行長、桃園縣私立真善美啟能發展 

中心/謝秀琴董事長、台灣癌症基金會/蔡麗娟副執行長、弘道老人福利基 

金會/林依瑩執行長。 

當選監事(應選 5 名)：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陳世人處長、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高正吉執行 

長、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洪錦芳秘書長、廣青文教基金會/劉銘董 

事長、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廖華芳理事長。 

4. 理監事會議 

本年度共召開 4 次理監事聯席會、1 次常務理事會，分別為： 
(1) 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時間：2 月 24 日；地點：紅十字會總會 402 室 
主要議題：通過 100 年度工作報告與收支決算、討論會員大會與理監事 

改選事宜。 
(2) 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時間：3 月 30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主要議程：常務理監事選舉、確認各委員會召集人與組成方式 
理事長：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馮燕董事長 

        常務理事：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鄭信真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馮燕董事長、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張耀娥執行長、 
                  陽光文社會福利基金會/舒靜嫻執行長、 
                  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師豫玲執行長 

    常務監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陳世人處長 
(3) 第三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 

       時間：6 月 15 日；地點：台大學務長辦公室 
       主要議題： 討論聯盟定位與發展策略、聯盟外部合作交流事宜(財稅中心、  
                 中國基金會中心網、ICFO會議明年在台舉辦事宜) 

(4) 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時間：8 月 9 日；地點：中華救助總會 
       主要議程：會務進度、會址搬遷、人事異動、入會審核 
       ※自 10 月 1 日起，聯盟會址正式搬遷至：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76 號 10 樓(原紅十字會總會會址)。 

(5) 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時間：11 月 22 日；地點：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主要議程：會務進度、入會審核、通過 102 年度預算與工作計畫、討論                  

          會員繳交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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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員委員會 

會員委員會的設立運作目的為入、出會會員之資格設定、輔導與審核。本
年度共召開兩次會員委員會： 

(1)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委員會 
時間：7 月 30 日；地點：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議程：入會審查相關條件或事項之釋疑討論、入會審核 

    通過入會：『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縣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地球
公民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
會』、『社團法人台灣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協會』、『社團法
人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 

(2)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委員會 
時間：10 月 31 日；地點：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主要議程：入會審查相關條件或事項之釋疑討論、100 年度會員團體財工   
         報繳交現況報告及後續處理、入會審核 

        通過入會：『社團法人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
會』、『財團法人林業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
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財團法人忠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社團法人中華安
得烈慈善協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6. 網站經營(重點項目：會員年度財工報上線) 

(1) 為了有效傳達聯盟最新會訊，聯盟官網(www.twnpos.org.tw)持續不定期
的資訊上傳與更新，並在今年度發送 23 次電子報作為資訊分享、課程宣
傳、會員溝通聯繫之用。 

(2) 聯盟年度工作重點之一即是協助會員團體公開責信資訊，放置在聯盟官網
上供社會大眾瀏覽，主要內容為年度工作報告與財務報告(圖 1、圖 2)，
透過資訊公開透明的方式讓社會大眾對各團體進行了解與檢視，並促使
NPO更加重視自律責信。經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官網平均每個月約
一萬人次的瀏覽量除了增加認可責信理念之會員團體的曝光率，也顯示責
信資訊已逐漸受到大眾重視。  

(3) 為了促進社會大眾對公益團體的認識及信任，同時鼓勵公益團體承諾並實
踐組織的使命及責信要求，聯盟近幾年也著力於擴大責信認同，以增加會
員數為重要指標。本年度共 23 個團體通過入會程序並繳交入會費與常年
會費，成為聯盟會員；另有 3 個團體因單位考量，來函退會；截至 101
年年底，已有 147 家 NPO主動公開責信資訊(詳見表 1)。 

http://www.twnpos.org.tw/�


  
 

6 
 

 

   

 

 

 

 

 

 

 

 

 

 

 

 

 

 

 

表 1 會員數累計表 

年度 出入會 會員數(個) 

94~100 年度 ----------  127 

101 年度 
23 個通過入會程序並繳費 ＋ 150 

3 個來函退會 － 3 

94~101 年度 合計 ＝ 147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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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秘書處工作彙報、財務管理 

秘書處定期每周召開會議，進行工作彙報；每月彙整財務報表並委託會計

師作帳，評估財務結構。 

(二) 會員團體服務說明 

1. 會員服務 

(1) 服務一－培力課程免費名額：聯盟為一會員制社團法人，截至 101 年底已有

約 150 個會員團體，會員們雖在規模與服務屬性上各有不同，但均認同公益

團體自律與責信的原則；為使會員及聯盟一同邁向優質化，聯盟依據公益團

體治理與營運上所需知識或因應潮流，開設各項培力課程，並提供會員若干

免費名額；101 年共開設 12 堂培力課程、1 天工作坊。 

(2) 服務二－DM宣傳：聯盟申請 7-11 通路鋪放聯盟 DM，15 萬份/年，主軸為

宣導公益團體自律理念，並以顯著清晰的版面介紹聯盟有效會員(圖 3)。 

圖 3 自律聯盟 2012年宣傳 DM－會員介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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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三－提供會員訊息宣傳平台：提供聯盟官網會員快訊區作為會員訊息宣

傳平台，101 年度約 120 則會員資訊曝光於聯盟官網。 

2. 會員財報資料彙整 

(1) 整理各主管機關對財務報表的相關規定 

會員團體因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所轄，以致財務報表要求內容與財務簽證門檻

寬鬆程度有所差異；聯盟本年度彙整出各主管機關的財務報表要求內容與財

務簽證門檻相關資料，俟提供未來會員團體繳交財務報表之參考，並作為修

改相關法規之基礎。 

(2) 統整會員 100 年度財務報表內容 

聯盟於本年度初步統整會員團體繳交之財務報表內容，了解是否有經過會計

師查核的程序，以及是否提供資產負債表、收支決算表，或相關的財務資料， 

俾利聯盟後續發展責信指標之重要參考。對於報表內容不完整或格式差異較

大者，自律聯盟未來將視組織發展走向，考慮提供輔導資源，協助會員進行

調整，亦可考慮提供相關的培訓課程，協助更多團體增強責信機制。。 

3. 會員入出會管理 

受理入會申請，並依照入會程序收取財務報告及工作報告等申請資料，並視

個別情形提供建議。另外，依章程規定，受理出會申請。 

4. 台灣大哥大「5180 即時捐」(專案合作) 

「5180 即時捐」專案，提供手機用戶捐款專線，積極推動行動電話小額捐

款。為免接受捐助之公益團體良莠不齊，影響捐款人權益，特與自律聯盟合

作，凡申請接受該專案捐款之公益團體，均需加入為聯盟會員，並依照規定

公開財務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以示財務透明及募款責信。 

5. YAHOO 奇摩「公益平台」(專案合作)  

該「公益平台」，提供公益團體上傳、推廣專案訊息，並接受線上捐款。為

免公益團體良莠不齊影響捐款人權益，凡是申請使用該平台之團體，需加入

自律聯盟為會員或取得聯合勸募協會專案補助(二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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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務綜合說明  

因應宗旨，聯盟推動之業務性質含研究發展、理念宣導、媒體宣傳、國際交

流、會員服務。 

1. 用專業作公益－工作坊 

時間：2012 年 8 月 7 日 

地點：濟興長青基金會 

對象：南部地區 NPO或關注 NPO 之社會大眾 

性質：理念宣導、媒體宣傳、會員服務 

     表 2 用專業作公益－南部工作坊課程表與問卷滿意度(滿分 5分) 

月/日 課程主題 與會分析 課程內容 講師教學 活動安排 

08/07 

NPO 的方案撰寫-陳政智教授 

上課人數：30 人 

會  員：9 人 

非會員：21人 

4.3 4.5 

4.1 

NPO 的服務創新－以弘道老人基金會-

林依瑩執行長 
3.8 3.7 

解讀 NPO 財務報表-許芳益教授 3.8 4.2 

NPO 的整合行銷-蘇  禾秘書長 4.2 4.3 

(1) 100 年聯盟於台中舉辦一天工作坊，深覺中南部 NPO夥伴也有提升責信度

及治理能力的需求，因此 101 年自律聯盟即規劃邀請具豐富實務經驗的專家

在高雄舉辦為期一天的「用專業作公益工作坊」，開設課程：「NPO 的方案

撰寫」、「NPO的服務創新-以弘道老人服務為例」、「解讀 NPO財務報

表」、「NPO的整合行銷」。 

(2) 即使報名人數不多，出席率卻是歷次課程新高：97%，僅有一名學員因生病

而未能出席，南部學員在講師的帶領下展現出熱情的活力，在實際演練_分組

發想行銷方案時，各組無不討論熱烈、展現驚人的創新力，並藉由活動的舉

辦進行機構間的交流，並給予聯盟許多寶貴的建議與回饋，課程收穫如：無

論是在撰寫或行銷，逐漸有其方向，期許能再舉辦類似之課程；對一個機構

的運作有整體的認識，謝謝籌備如此豐富課程，辛苦了；…等。並建議聯盟

未來能繼續在南部開設人力資源管理、治理知能、募款、行銷…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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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盟現已逐步規劃在中南部開設課程，但本次南部工作坊聯盟除了既有的宣

傳方式，也透過中南部各縣市社會局以及會員團體協助發送課程訊息，並蒐

集中南部公益團體相關聯繫資訊，報名人數卻僅有 31 人，聯盟未來得深思

如何設計課程以符合在地需求，吸引更多南部 NPO夥伴獲知資訊，並了解

課程的實質意義，提高其參與的意願。 
 

     圖 4 用專業作公益－南部工作坊活動照片 

 

 

 

 

 

 

 

2. 用專業作公益－12 堂培力課程 

   表 3 用專業作公益－12堂培力課程表與問卷滿意度(滿分 5分) 

月/日 課程主題 授課者 與會分析 課程內容 講師教學 活動安排 

3/7.8 

(上、

下午) 

「經營大額捐款」講座及工作坊 

1.「大額捐款」概念講解 

2.互動培訓工作坊：計劃撰寫、小組互動 

Julian 

Marland 

(馬居廉) 

▶上課人數：51 

▶會  員：24 人 

▶非會員；27 人 

4.4 4.6 4.3 

5/4 NPO 報稅方法與實務 孫滿芳 

▶上課人數：38 

▶會  員：23 人 

▶非會員；15 人 

4.4 4.6 4.5 

7/4 解讀 NPO 財務報表 孫滿芳 

▶上課人數：44 

▶會  員：39 人 

▶非會員；5 人 

4.2 4.5 4.1 

8/13 NPO的服務創新-以陽光基金會的發展為例 舒靜嫻 

▶上課人數：42 

▶會  員：33 人 

▶非會員；9 人 

4.3 4.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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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課程主題 授課者 與會分析 課程內容 講師教學 活動安排 

8/13 NPO 的整合行銷 蘇  禾 

▶上課人數：58 

▶會  員：41 人 

▶非會員；17 人 

4.1 4.2 4.1 

8/28 NPO 事業化選擇的再思考 郭登聰 

▶上課人數：27 

▶會  員：24 人 

▶非會員；3 人 

4.0 4.1 4.2 

8/28 社會企業發展與效益評估 高永興 

▶上課人數：28 

▶會  員：22 人 

▶非會員；6 人 

4.1 4.3 4.1 

8/31 
NPO 的方案撰寫 

~成效導向邏輯模式於方案設計之應用 王嘉蕙 

▶上課人數：53 

▶會  員：38 人 

▶非會員；15 人 

4.3 4.5 4.3 

8/31 NPO 的方案評估 陳淑蘭 

▶上課人數：51 

▶會  員：37 人 

▶非會員；14 人 

4.6 4.7 4.5 

12/6 NPO 如何與政府部門形成夥伴關係 師豫玲 

▶上課人數：32 

▶會  員：28 人 

▶非會員；4 人 

4.1 4.3 4.5 

12/13 CSR 潮流下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之面向 吳挺鋒 

▶上課人數：38 

▶會  員：24 人 

▶非會員；14 人 

4.2 4.5 4.3 

表4 用專業作公益－12堂培力課程 服務分析表 

服務分析  

人次  513人次  

性別  女:399人次/男:114 人次  

會員  357人次  

非會員  156人次 

E-learning- Youtube 

Slideshare 

聯盟帳號 twnposorg；相關頻道累積觀看人次：2,500  

聯盟帳號：twnpos 

(1) 12 堂課中，平均出席學員數 43 人，課程內容滿意度平均為 4.0~4.6 分；講

師授課滿意度平均為 4.1~4.6 分；活動安排(行政工作)滿意度平均為 4.1~4.5

分，問卷回收率多達 7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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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非會員團體因參與課程而與聯盟有進一步的交流與聯繫，透過對自律
聯盟的認識，並認可聯盟所推行的責信理念，甚而提出申請入會(如：社團

法人中華投資環境策進會)，顯示聯盟課程的推廣已擴及到其他尚未加入聯

盟的 NPO。而本年度課程，除了往年既有且深獲 NPO夥伴肯定的「財務

稅法」、「募款行銷」、「方案撰寫」等，聯盟也開設許多讓 NPO、政府

部門、企業等得以相互交流的課程，如：「NPO如何與政府部門形成夥伴

關係」、「CSR 潮流下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之面向」，不同以往由講師單方

授課的形式，課程的安排多了參與學員彼此間的意見討論、相互回饋，更

能貼近學員們個別需求。另外，聯盟更是難得邀請到貝克立(亞洲)有限公

司(香港辦事處)總監馬居廉(Julian Marland)先生來台演講，為了滿足廣大

NPO夥伴的需求並且維繫演講品質，聯盟秘書長邀請其於 3 月 7、8 日各

開設課程(3 月 7 日費用由聯盟自籌，其餘課程由聯勸補助)，讓 NPO 夥伴

對於募款的理論與實務操作都能有所收穫。 

圖5 用專業作公益－12堂培力課程 slideshare講義分享平台 

 

 

 

 

 

 

 

圖6 用專業作公益－12堂培力課程 youtube影音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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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用專業作公益－12堂培力課程 活動照片 

 

 

 

 

 

 

 

3. 參加 ICFO 年會 

地點：西班牙馬德里 

時間：2012 年 5 月  

參與內容： 

(1) 2012 年年會議題：對於鞏固現有國際網絡的評估者與加強全球捐款者的

信心，相關的挑戰包括： 

A.鼓勵及援助發展中國家建立獨立的 NGO監督機制 

B.加速評估者的交換資訊與經驗 

C.協調不同的單位訂定出標準化過程 

(2) 討論的主題包括： 

A.什麼是增加捐款者信任的最佳方式？  

B.我們如何適當地提出國暨捐款者需要的資訊？  

C.資訊的需求如何與 NGOs 期待的評估過程互相平衡？ 

D.我們已準備好面對這些挑戰嗎？ 

(3) 爭取到 2013 年 ICFO 年會及研討會主辦權 

2012 年參加國際募款監督組織 ICFO年會報告已上傳至聯盟官網 

「研究學習」區：http://www.twnpos.org.tw/research/detail.php?Key=54 

4. 責信理念多元宣導（DM、聰明捐款網頁、對外演講） 

(1) 責信理念宣導 DM「讓您的愛心更有效益」 

鋪放日期：2012 年 9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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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放地點： 7-11 全國通路、聯盟 144 個會員團體，以及北市、新北市

各社區大學、北市運動中心等相關管道的鋪放共 150,000 份。 

文宣主軸： 

●向社會大眾推廣NPO責信觀念●向社會大眾推廣主動責信之自律會員 

●聰明捐款 3 步驟：檢視公益團體的財務報表、檢視公益團體的工作報     

                   表、捐款後索取收據 

(2) 聰明捐款網頁 

「聰明捐款網頁」(圖 8)共含括三個項目：1.當個聰明的捐款人 2.我想更

了解公益團體 3.NPO責信內涵。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首先帶領捐款人了

解公益團體的崛起、性質(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以及 NPO與其他部門(企

業、政府)的互動方式等公益團體相關資訊。第二，教導捐款人如何擇選

適當的公益團體進行有效益的捐款：查詢機構是否有立案字號，看機構的

宗旨目標、勸募字號、工作報告與財務報告，最後記得問收據的開立。最

後，以聯盟宗旨：財務透明、募款誠信、服務效率、良善治理四大項向捐

款人闡述責信的內涵與重要性。自 2012 年 9月 19 日上傳至今已有 501

名的點閱人次，平均每個月的點閱人次約 125 名，足以顯示推廣之成效，

未來聯盟將繼續以電子報等形式推廣聰明捐款網頁之資訊。 

圖8 聰明捐款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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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外演講(圖 9) 

演講日期：2012 年 11 月 14 日 

演講地點：實踐大學(大直校區) ；課程：社會科學概論；人數：30 人 

演講題目：「優質 NPO與責信要求」 

講者：陳琬惠秘書長 

圖9 對外演講宣傳責信理念 活動照片 

 

5. 聯盟內、外部合作與交流 

(1) 內部—機構訪視 

A.公益創新：為使公益團體推展服務之創新模式能夠相互學習，聯盟將擔

任「公益團體創新服務交流平台」。針對公益創新之推展目標在於蒐集創

新個案，並施以有效的教育訓練後，提供給各界未來進行公益服務創新的

參考。初步規劃透過理監事團體及贊助型組織推薦徵求公益創新個案，並

於 2013 年透過期初、期中、期末工作坊，藉由專家學者階段式的指引與

教導，整理產出公益創新個案小論文，並於 2013 年年末辦理公益創新成

果發表，邀請各界進行交流觀摩與研討，進而引發更多公益創新之潛在能

量與激盪。聯盟將於 2013 年持續徵求公益創新個案，共同交流合作以進

行資料蒐集、分析並彙集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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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 

 

 

 

 

 

 

 

 

 

 

 

 

 

B. 大手拉小手—NPO 責信輔導方案： 

由自律聯盟擔任中介角色，預計邀請企業型基金會為自律聯盟會員提供

專業（財會制度建立與管理、資源募集、行銷等）輔導服務。目前仍以

依據 NPO責信需求規劃輔導內容為主。 
  表5 訪視機構表 

訪視機構 訪視日期 活動照片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2012/12/04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2012/12/21  

 

共同協力 

服務提供者 諮詢者 

招募之公益創新組織 專家學者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公益團體創新服務交流平台」 

公益創新論壇 公益創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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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康善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12/12/2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2012/12/27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12/12/28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中市慈愛智能

發展中心  
2012/12/28  

 
 

(2) 外部 

A.中國社會創新論壇公益社會創新 

時間：11 月 7 日 

地點：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主題：討論邀請台灣非營利組織參與新公益嘉年華暨中國社會創新論壇的 

      可能性。 

圖10 中國社會創新論壇公益社會創新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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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財稅中心：電子發票愛心碼推廣 

時間： 

12/06 NPO如何與政府部門形成夥伴關係暨電子發票愛心碼之應用說明 

12/13 CSR潮流下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之面向暨電子發票愛心碼之應用說明 

講者：財稅中心電子發票專案辦公室 孫承煊高專 

主題：統一發票由來與現況、電子發票雲端服務新概念、電子發票推動效 

      益、電子發票多元捐贈說明 

圖11 培力課程暨電子發票愛心碼之應用說明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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