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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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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 100 年度常年會費(含新入會) 全年 會務運作 

自籌 

2. 第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3 月 會務運作 

3. 理監事聯席會 1、4、9 月
會務運作 

會務研發 
4. 理事會（含臨時理事會） 9、12 月 

5. 法規委員會 5、9 月 

6. 秘書處工作人員管理 每週 
會務運作 

7. 財務管理 1-3 月 

8. 理念宣導（邀請 NPO、擴大與各界
對話） 

全年 會務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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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開發與連結各界資源 全年 會務拓展 

3. 增加會員間連結 全年 會員服務 

4. 會員入出會管理 全年 會員服務 

5. 台灣大哥大「5180 即時捐」(合作) 全年 「申請公益
服務」之專案
合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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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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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月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會員服務 

聯勸、 

自籌 

3. 公益勸募法面面觀小冊子 11 月 
研究發展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聯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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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業務 
項目 時間 性質 經費來源 

4. 網路遊戲 11~12 月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感恩、 

自籌 

5. 責信理念多元宣導（DM、短片、

宣導品） 
全年 

研究發展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聯勸、 

公彩、 

感恩 

6. 參加 ICFO 年會 3~5 月 
研究發展 
國際交流 

聯勸、 

外交部、

自籌 

7. 翻譯出版「邁向優質 NPO 的評選

標準」一書 
6~11 月 

研究發展 
理念宣導 
媒體宣傳 
國際交流 

聯勸、 

自籌 

8. 健全 NPO 責信之大眾調查研究（電

訪） 
1~7 月 

研究發展 
理念宣導 

公彩 

9. 「邁向優質 NPO」研討會 9~12 月 

研究發展 
理念宣導 
國際交流 
媒體宣傳 

公彩、 

自籌 

10. 徵信平台資料庫維護及分析 全年 
研究發展 
理念宣導 

公彩、 

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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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0 年度工作說明 

(一) 行政會務說明 

1. 收取 100 年度常年會費(含新入會) 

(1) 收取會費對象：聯盟會員。 

(2) 本年度經入會審查程序後，共 19 個團體通過入會程序，成為聯盟會員；

另有 2 個團體因單位考量，來函退會；100 年度結束時共計有 127 個會

員團體。 

表 1 會員數累計表 

年度 出入會 會員數(個) 

94~99 年度 ---------- 110 

100 年度 
19 個通過入會程序 ＋ 19 

2 個來函退會 － 2 

94~100 年度 合計 ＝ 127 
 

2. 第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1) 時間：3 月 20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2) 應出席數：121、出席：81 

(3) 議程：通過 99 年財務報告、通過 100 年工作計畫草案、通過 100 年收

支預算草案。並依規定送主管機關核備。 

3. 理監事聯席會 

本年度共召開 3 次理監事聯席會，分別為： 

(1) 第二屆第九次 

時間：1 月 20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主要議題：會務進度、入會審核。 

(2) 第二屆第十次 

時間：4 月 20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4 
 

主要議程：公益勸募條例修法討論、入會審核。 

(3) 第二屆第十一次 

時間：9 月 1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主要議程：參與內政部公益勸募條例修法討論會之會後報告、入會審核。 

4. 理事會（含臨時理事會） 

本年度共召開 1 次理事會、1 次臨時理事會，分別為： 

(1) 第二屆第二次臨時理事會 

時間：9 月 29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主要議程：公益勸募條例倡議程序討論並決議。 

(2) 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 

時間：12 月 29 日；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主要議程：會務方向及進度討論、入會審核。 

5. 法規委員會 

健全的法規環境是非營利組織責信發展不可缺少的要件，密切相關的法規

包括有公益勸募條例、各財團法人監督要點、稅法及人民團體法。聯盟盱

衡非營利組織發展現況及募款情勢，本年綜合關注公益勸募條例及各財團

法人監督要點，共召開兩次法規委員會。 

關於公益勸募條例：聯盟密切參與其訂定過程，自該條例施行後，亦舉辦

多次相關座談或討論會，本年聯盟再因應整體募款環境及社會大眾對非營

利組織之責信需求，提出修訂版本。 

另，人民團體因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所轄，以致財務簽證門檻寬鬆程度有不

小差異；聯盟本年彙整出各主管機關的財務簽證門檻及要求內容，俟作為

未來修改相關法規時之基礎。 

(1) 第二屆第二次法規委員會 

時間：5 月 17 日；地點：中華救助總會 

議程：研討人民團體所屬之不同主管機關之財務簽證條件，作為未來修法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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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屆第三次法規委員會 

時間：9 月 26 日；地點：中華救助總會 

議程：討論公益勸募條例聯盟版本及倡議程序。 

6. 秘書處工作人員管理 

7. 財務管理 

6、7 兩項綜合說明：定期舉辦祕書處工作會報；每月彙整財務報表並評

估財務結構。另為增進聯盟工作人員對於「成效導向邏輯模式方案」設計

的認知與落實運用於方案；2011 年聯盟工作人員(3 名)分別參加海棠基

金會辦理之非營利組織成效導向邏輯模式之方案管理「基礎班」、「主管

班」。 

8. 理念宣導（邀請 NPO、擴大與各界對話） 

為宣傳非營利組織責信理念，聯盟本年增加與利害關係人－社會大眾的對

話。對話方式為：自律聯盟受邀或主動提案，前往各地演講說明 NPO 需

要責信的理由、責信的必要性、社會大眾如何調整自身的捐款行為協助

NPO 邁向責信以及推薦優質自律會員。本年共有 8 場演講，會後均引發

聽眾對此議題的關注，場次及講題整理如下： 

表2 理念宣導演講場次 

日期  地點  對象  內容或講題  

3 月 15-17 日  公視/中天  社會大眾  接受採訪:日本 311 震災後國

內對捐款引發的各項討論  

5 月 13 日  台 北 市 脊 隨 損

傷者協會  

該協會會員 責信機制對社會公眾與非營

利組織之影響  

6 月 1 日  南華大學  學生  NPO 與責信  

9 月 3 日  晶華酒店 

(國策院主辦)  

NPO、學

界、國際組織

NPO 論壇-From disaster 

donation to accountability 

10 月 31 日  松山社大 社會大眾  

從 311 捐款談 NPO 責信  11 月 2 日  萬華社大 社會大眾  

11 月 4 日  林口社大 社會大眾  

12 月 8 日  台大社工系  學生  從 NPO 責信談優質 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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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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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底已

有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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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共開設 12 堂培力課程、1 天工作坊及 1 天研討會。 

(2) 服務二－出版物優先贈送：聯盟 2011 年共印行「優質化 NPO 的評選標準」、

「公益勸募條例面面觀」兩本書，在研討會或會議時優先贈送給與會會員。 

圖 1 優質 NPO 的評選標準 

 
 
 

圖 2 公益勸募條例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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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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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聯盟 2011 年 7-11 宣傳 DM－會員介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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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開發與連結各界資源 

(1) 開發與企業的對話及合作管道：在與會員共同邁向優質的過程中，聯盟亦持

續開發各界資源：因應企業社會責任（CSR）潮流，本年邀請獲天下公民獎

的優質企業與會員面對面分享，並確有會員成功向企業提案獲得合作機會。 

另外，與先勢公關公司（2010 年擔任聯盟用專業作公益課程講師）合作，

依公關公司義賣指定條件，將企業義賣收入捐贈給適合的聯盟成員。 

(2) 協助宣傳：聯盟主動將會員訊息中與 NPO 責信、NPO 發展、NPO 治理之

各相關訊息張貼於聯盟快訊區及聯盟 FB。 

(3) 法規研議：就與 NPO 發展相關的各項法規，具體研議以作為未來提案修法

時之基礎，並視效益決定出版或進行倡議。 

3. 增加會員間連結 

提供官網會員快訊區作為會員間資訊平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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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需要提供建

議。另外，依章程規定，受理出會申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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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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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5 日 

地點：台中維他露基金會 

對象：中部地區 NPO 或關注 NPO 之社會大眾 

性質：理念宣導、媒體宣傳、會員服務 

本年聯盟在中部地區舉辦一天工作坊(課程見表 3)，擇選 NPO 營運及治

理上所需知識，如行銷類「行銷與募款」、「用短片說故事」，財務健全

類「財務報表與經營管理」，以及運用科技工具「善用網路平台」；分別

邀請該領域專家演講或帶領實務演練或小組討論。參與人數為 63 人，並

將課程講義上傳至雲端分享平台 slideshare，供不特定大眾觀看學習，自

2011 年 11 月整理上傳至今已有閱覽 700 人次。（完整服務分析見表 4） 

表3 用專業作公益－工作坊課程表 

課程名稱  講師  

NPO 行銷與募款  翁慧圓  

家庭扶助基金會社會資源處處長  

財務報表與 NPO 經營管理  陳淑蘭  

中華民國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如何用短片說故事  王偉青  

柚子創意有限公司編導  

NPO 如何善用網路平台  李怡志  

Yahoo!奇摩內容企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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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用專業作公益工作坊 服務分析表 

服務分析  

人數  63  

性別  女:40 人/男:23 人  

會員  38 人  

非會員  25 人  

E-learning  

-雲端文件分享平台

Slideshare 

聯盟帳號：twnpos 

2011/11 開設後，累積閱讀人次：700 

(統計日期 2011.12.31) 

 

2. 用專業作公益－12 堂培力課程 

時間：2011 年 4 月~10 月 

地點：洪建全基金會敏隆講堂 

對象：NPO 或關注 NPO 之社會大眾 

性質：理念宣導、媒體宣傳、會員服務 

本年聯盟在台北開設 12 堂培力課程(課程總表見表 5)，擇選 NPO 營運及

治理上所需知識；每堂課均精心邀請或開發該領域專家演講或帶領實務演

練或小組討論。 

財務健全類：「所得稅申報」、「解讀財報」， 

專案撰寫及評估類：「如何為您的計畫書加分」、「從成本效益分析與效

能分析談方案評估」， 

影音及行銷類：「用影音發揮影響力（上／下）」、「NPO 的網路行銷」、

「NPO 與媒體溝通」， 

社會企業類：「從社區產業談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經營模式與資源連

結」以及善用企業社會責任(CSR)風潮「CSR 潮流下 NGO 的合作策略」、

「CSR 案例分享與對談」。 

本年培力課程共有 493 人次參與，其中 385 人次為自律會員；課程錄影

後製成 e-learning 教材上傳至聯盟的 youtube 頻道。（完整服務分析見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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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用專業作公益－課程表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01  
NGO 如何用影音發揮影響力 

(上)-公視團隊  
07 

從社區產業談社會企業的經營與管理 

-高永興  

02  
NGO 如何用影音發揮影響力 

(下)-公視團隊  
08 

社會企業經營模式與資源連結 

(大誌文化)-李取中  

03  所得稅申報-余世芬  09 NPO 如何與媒體溝通-鄭家鐘  

04  解讀財報-陳淑蘭  10 CSR 潮流下 NGO 的合作策略-許主峰 

05  
如何為您的計畫書加分 

-何碧珍  
11 

CSR 案例分享與對談(普萊德科技) 

-許華玲  

06  NPO 的網絡行銷-許朝富  12 
從成本效益分析與效能分析談方案評估

-王雲東 

 

表6 用專業作公益培力課程 服務分析表 

服務分析  

人次  493 人次  

性別  女:379 人次/男:114 人次  

會員  385 人次  

非會員  108 人次 

E-learning- Youtube 聯盟帳號 twnposorg；播放清單:2011 用

專業作公益。 

該頻道累積觀看人次：4,000 (統計日期

2011.12.31)。 

 

3. 公益勸募法面面觀小冊子及 NPO 相關法規研議 

只要從事公開募款的公益團體，均適用公益勸募條例。小冊子包含三篇專

文，分別從實務及國際比較角度探討公益勸募條例： 

1)提出公益勸募條例民間版本及與現行條文對照（自律聯盟秘書處） 

2)該法對公益團體之影響（聯合勸募陳文良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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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國類似法案比較（南華大學涂瑞德助理教授） 

本書共印行 1,500 本，供免費索取及網上閱讀（官網、slideshare、FB），

2011 年 12 月起發送實體書及上傳，目前實體書已近發罄，各線上平台

閱讀人次超過 700 人次。透過本書受到踴躍索取的情況，聯盟評估未來

可持續以專題出版方式深入探討 NPO 責信的相關法規。 

表7 自律聯盟2011年法規研議整理表 

相關法規或面向  行動或討論方向  產出 

公益勸募條例  

1. 召開聯盟法規委員會及理監

事會  

2. 參與內政部修正條文會議  

1.提出民間版本  

2.編印「公益勸募條例面面

觀」小冊子(實體及線上閱讀)

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

有關之設立門檻及會

計師簽證金額討論  

1. 召開 2-2 次法規委員會 

2. 目前各人民團體之會計師簽

證門檻因主管機關不同而各

有標準，研議希望朝門檻一

致性方向修改。  

1. 不同民間團體之設立基金

門檻及會計師簽證金額一覽

表彙整。 

2. 擬作為未來提案參考。  

 

4. 網路遊戲 

配合網路使用潮流，設計網路遊戲，在填答過程中放入 NPO 責信概念，

並在遊戲後利用文件分享網站宣導責信理念：「從個性看愛心」網路遊戲

自 11 月 1 日~12 月 10 日，以活潑互動的方式提高網路使用者對 NPO

責信議題的興趣，遊戲最後連結至文件分享空間 slideshare 的「做個聰

明的捐款人」PPT，讓遊戲者更了解公民在 NPO 的責信中能夠扮演的角

色。自 11 月 1 日~12 月 10 日，點玩人次：2,623 人次。 

網路遊戲：http://www.twnpos.org.tw/game.html。 

5. 責信理念多元宣導（ DM、短片、宣導品） 

(1) DM 

鋪放日期：2011 年 11 月 1 日起 

鋪放地點：全國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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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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短片 

製作一分鐘左右說明 NPO 責信的短片；分別於聯盟官網、youtube、

facebook 放置，並在每堂培力課程、研討會中場休息播放，自 9 月上傳

累積至今，共有超過 900 人次觀看。未來將持續在培力課程與相關活動

中播放。 

(3) 宣導品 

由於 NPO 責信屬於倡議性議題，對社會大眾而言較為冷澀，聯盟藉由日

常可用的宣傳品（包括筆、實用筆記本、Ｌ型資料夾），宣導 NPO 責信

平台及相關理念，讓大眾可以隨時隨地關注到 NPO 責信議題。 

6. 參加 ICFO 年會 

地點：瑞士 

時間：2011 年 5 月  

參與內容：●提出台灣年度責信報告 ●彙整各會員國報告資料●參與

ICFO 會員大會。 

上述報告均上傳至聯盟官網「研究學習」區：

http://www.twnpos.org.tw/upload/research_list/1110201550121.pdf 

7. 翻譯出版「邁向優質 NPO 的評選標準」一書 

書名：優質 NPO 的評選標準 

作者：工藤泰志（「言論 NPO」代表） 

譯者：陳威丞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 年 11 月 

印行本數：1500 本 

該書源起於言論 NPO 發現日本 NPO 在公民社會中的舵手角色漸漸失效，

特別是「公民性」、「社會變革性」、「組織安定性」三大面向均出現瓶

頸，因此濃縮出 33 個評選標準，作為查核點，希望日本 NPO 在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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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中，創造出「質的競爭」。這本書雖來自於日本，但其既批判亦有建

設性的內容，同樣適合台灣的 NPO！ 

自律聯盟亦將本書作為 2011 年「邁向優質 NPO」研討會之對話基礎，

設計研討會內容如下：「優質 NPO 對社會的意義」、「優質 NPO 的評

選標準」、「NPO 面對跨界與效率的再思考」、「NPO 與社會對話」、

「NPO 與社會變動」以及「NPO 責信問卷調查分析」。 

8. 健全 NPO 責信之大眾調查研究（問卷） 

為瞭解民眾對建立公益團體透明化機制的看法，自律聯盟與專業市調單位

合作執行「公民對建立公益團體透明化機制的看法問卷調查」。期望藉由

此次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提供自律聯盟未來推動公益團體募款誠信、捐款

透明、服務效率、良善治理之參考。 

研究成果摘要已發表於 2011 年「邁向優質 NPO」研討會。全文上傳至

聯盟官網(www.twnpos.org.tw)及聯盟 slideshare 頻道（圖 4）供大眾閱

覽；計至 2011 年 12 月底止，兩管道合計有 1,310 人次閱覽。 

 

圖4 聯盟slideshare頻道 

 

 



  
 

15 
 

「公民對建立公益團體透明化機制的看法問卷調查」摘要如下： 

(1) 公益團體相關資訊中，募款總金額與募款運用情形是最應該公開供人查詢

的資訊。 

受訪者覺得公益團體應該公開供人查詢的相關資訊依序為募款運用情形

(96.9%)，募款總金額(96.7%)，年度收入及支出經費(93.2%)，組織章程

(89.0%)，資產及負債表(85.8%)，年度工作報告(82.9%)，董監事或理監

事名單(80.0%)，前二項的比例明顯高於後五項，顯示受訪民眾對公益團

體募款相關訊息的關心。 

(2) 這些公開資訊應該公佈在各公益團體網站，開放查詢的對象應擴及社會大

眾，需要有統一的格式和內容，由主管機關制定，且公益團體存在多久就

持續多久。 

70.9%受訪者認為這些應該公開的資訊要公佈在各公益團體網站，78.9%

認為開放查詢的對象要包括社會大眾。66.9%受訪者認為這些公開資訊需

要有統一的格式，其中47.2%認為應該由主管機關制定，而資訊公開的時

間應該不要限時間，公益團體存在多久就持續多久。 

(3) 需要建立公益團體的認證機制，由主管機關負責辦理，且每隔一年認證一

次。 

90.2%受訪者認為需要建立公益團體的認證機制，其中45.7%認為應該由

主管機關負責辦理這項認證，46.2%認為這項認證應該每隔一年認證一次。

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已感受到建立公益團體認證機制的必要性，而由主管機

關負責辦理且每隔一年認證一次則是民眾比較一致的看法。 

(4) 應考慮辦理公益團體財務透明化說明會，讓幫助更多民眾由公益團體的財

務透明程度來選擇捐款對象。 

有89.2%受訪者有捐款給公益團體的經驗，雖僅有31.9%受訪者有興趣參

加公益團體財務透明化說明會，30.7%要看情形，仍顯示有不少民眾關心

此項議題，為協助更多民眾由公益團體的財務透明程度來選擇捐款對象，

有必要辦理公益團體財務透明化說明會，一方面可以讓民眾在選擇捐款對

象時更謹慎，另一方面也可以達到全民監督公益團體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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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邁向優質 NPO」研討會 

第一場專題演講「優質NPO對社會的意義」，讓參與者更加理解NPO的公

共性與其對社會的意義；「邁向優質NPO論壇」則由目前參與評選NPO

的相關單位（公部門的內政部社會司及第三部門的聯合勸募）先進行講演，

之後，再由主持人依據二位講者的內容進行提問，並與參與者交流；第二

場專題演講為「非營利組織面對「跨界」與「效率」的再思考」；第三場

專題演講「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對話」；第四場「非營利組織與社會變動」；

最後由自律聯盟秘書處報告「大眾對NPO責信的調查結果分析」及綜合

討論。 

各場次錄影後製成e-learning教材後，上傳至聯盟youtube頻道（圖2），

30天內累積觀看人次達300餘人次。 

圖5 自律聯盟youtube頻道 

 

 地點：政大公企中心 C201 室 

 時間：2011 年 12 月 01 日(周四 9:00-17:00) 

 報到人次：上下午報到人次計 9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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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邁向優質NPO研討會議程 

時 間  標 題 與 內 容  講 者  

0900-0910 致詞 ●鄭信真 自律聯盟理事長 

0910-0950 專題演講 1 
優質 NPO 對社會的意義 

●馮燕 
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10:00-12:00 論壇 1  
優質 NPO 的評選標準 
●紀惠容勵馨基金會秘書長（主持人） 

●江國仁 內政部社會司專委

●周文珍 聯合勸募秘書長 

13:00-13:50 專題演講 2 
非營利組織面對「跨界」與「效率」的再

思考 

●郭登聰  
輔仁大學社工系教授 

14:10-15:00 專題演講 3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對話- 
志工招募、培訓；捐款管理、責信與溝通

●王金英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執行長 

15:00-16:00 專題演講 4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變動- 
議題與服務的結合、能力建構、成效評量

●康淑華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16:00-16:15 大眾對 NPO 責信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李雪瑩 自律聯盟秘書長 

16:15-16:45 綜合討論 ●鄭信真 自律聯盟理事長 

 

10. 徵信平台資料庫維護及分析 

責信平台資料分析及維護由熟悉NPO會務與資料特性的實務專家與聯盟

共同合作。 

區分成三個階段，首先，逐一檢視並維護各個團體所公布的財報和工報；

其次深入分析2010年的財報格式和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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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或相關的財務資料；最後，瀏

覽各會員團體的網站，檢視其網站上是否亦有相關的責信機制，包括公開

捐助(組織)章程、董監事名單、工作團隊的名單，財務報告、工作報告，

以及是否刊載募款的資訊，和公開徵信等。 

用以分析的資料，係以自律聯盟所建置的會員資料檔(Excel 格式)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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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填寫入前述各項透明化機制的檢視結果。資料分析時，係採用SPSS 

12.0中文版，進行次數分配，並以卡方分析和t檢定比較不同類的的團體

在責信機制上的異同。 

分析結果及建議：經研究後發現：責信平台資料庫中，由於各NPO所屬

之主管機關要求不同，必須繳交財報的格式也不盡相同1，另財報的組合

(如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呈現順序的差異，也可能造成閱讀者的困擾。

財報名稱的差異，例如平衡表(Balance Sheet) 亦等同於資產負債表；報

表名稱的不同，對於不熟悉財報的人，可能就會一頭霧水。針對分析結果

提出建議如下： 

(1)報表的名稱、內容和架構宜有一致性 

以較為相近的格式呈現，亦便於彼此間的分析和比較。由於此一制度性搭

發展，可能涉及主管單位的規範(如社團常見的年度收支決算表)，宜先尋

求建立公益團體間的共識，再與主管單位進行溝通，而能逐漸調整報表的

名稱或有較為相近的格式。 

(2)輔導與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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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加盟進行調整，亦可考慮提供相關的培訓課程，

協助更多團體透過年報2來增加責信的機制。 

 

三、 全年業務評估及效益彙整 

計畫具延續性與發展性：自律聯盟擬定與執行 100 年度業務時，著重與過

去計畫的延續關連性，以及未來可發展的面向；以對各界提供給自律聯盟的

資源展現責信。本年業務執行完畢後聯盟自評各工作項目的延續關連性、效

益與未來可發展面向（表 9）

                                                 
1目前徵信平台資料庫要求的財務報告及工作報告，為「上年度繳交給主管機關之同式報告」。 
2在國外，公益團體的年報通常都會放上財報和成果報告，但國內公益團體並不一定發行年報，且

多半未在年報上刊載相關的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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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自律聯盟2011年業務自評彙整表 

業務項目 概要 延續關連性或本年新開發 效益及未來可發展面向 

問卷設計研究調查整理 

問卷設計研究

調查整理 

對象：社會大

眾 

●具延續關連性 

延續2010年NPO責信度

問卷調查方案（對象：

NPO）。 

●效益 

1. 作為自律聯盟推廣責信議題的資料

庫及擬定未來推動策略之參考。 

2. 透過電話訪問，1000餘名受訪者已對

NPO責信有基本認知並亦對NPO提

出責信要求。 

3. 調查報告上網供閱覽，並於研討會時

摘要報告。 

●可發展面向 

倡議及推廣：綜合2010/2011兩年問卷結

果，製作宣傳文宣或教材，作為未來向各

界倡議NPO責信時的對話材料之一。 

資料庫維護分析 

資料庫維護 

維 護 徵 信 平

台資料庫、調

整 資 料 庫 功

能 

●具延續關連性 

延續2010年徵信平台資

料庫建置方案。 

●可發展面向 

NPO服務與議題趨勢的回應性：隨著自

律聯盟會員數增加，領域及規模均更豐

富，資料庫樣貌亦更具多元性，特別是工

作報告中可歸納出各團體提供之服務與

議題的邏輯性：是服務引領議題？還是議

題帶出服務？未來若透過質化分析資料

庫內容，可觀察NPO服務設定與議題的

相關性。 

解讀NPO財務結構：可藉由財務報表了

解NPO資源配置等財務營運項目。 

資料庫分析 分析資料庫 

議題宣導 

研討會 對象：不限  
●具延續關連性 

2010年責信國際研討會 

●可發展面向 

加強NPO從業人員與關心NPO發展的社

會大眾，對責信議題的更加了解激發公部

門與NPO的更多對話。 

製作宣傳品 對象：不限 本年新開發 

●可發展面向 

配合各式網路活動與演講進行宣傳品的

發送，增加責信議題的能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