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手冊 
 
 
 
 
 
 
 
 
 
 
 

104年03月27日 

地點：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四樓大會議室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 號） 

 
 



理事會報告書 

一、 理事會：103年度共召開 2次理監事聯席會、1次理事會、2次 

 常務理事會 

二、 理事會下設委員會 

（一） 會員委員會：103年度共召開 3次會議，通過 29個新會

員。 

（二） 責信標準委員會：103年度共召開 3次會議。 

三、 外部網絡合作 

（一） 民間 

a. PWC資誠會計師事務所、KPMG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b. 企業─台灣大哥大、全家便利商店、全聯、新竹物

流、JPMorgan 摩根證券投資、維他露、Gomaji、國泰

金控

（二） 國際─ICFO(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 

a. 正式會員國：西班牙、 墨西哥、挪威、瑞典、法國、

加拿大、義大利、 美國、德國、台灣、瑞士 

b.支持性會員：盧森堡、奧地利、捷克、中國、日本

c.來賓：立陶宛、匈牙利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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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監察報告書 

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監事會參與理監事聯席會，

了解各項業務決議推行。本聯盟一百零三年度一月至十二月財務報表，經

本監事會審查，尚無不符。 

特此提出報告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第三屆監事會 

  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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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103 年度工作報告 

(一) 行政會務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會員大會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一、通過 102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與

103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二、共識營- 

落實自律及深化台灣公益團體責信環境 

三、會議紀錄已依規定送內政部核備。 

3 月 21 日 

102 年度

財務報告

及工作報

告 

彙整製作 102 年度工作報告、

102 年度決算書 

已呈送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依

規定已送內政部核備。 
1~3 月 

理監事會 

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 

第三屆第九次理事會 

第三屆第十次常務理事會 

第三屆第十一次常務理事會 

第三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已召開完畢。 

02月 19日 

06月 26日 

08月 06日 

10月 07日 

12月 19日 

會籍管理 

收取常年會費 
收取 200 家有效會員，199 家已繳費、1

家未繳費。 
1~12 月 

收取、統計會員團體 102 年度

財務及工作報告，確認無誤後

上網公告 

200 家盟員之財工報繳交進度 

1.符合主管機關要求：190 家 

2.部份符合主管機關要求：10 家 

全部共 84 家繳交會計師查核報告(財簽)，6

家繳交會計師稅務簽證。 

7~12 月 

秘書處 

工作彙報 

每週召開秘書處會議， 

進行工作彙報 
持續進行 全年 

平台維護 徵信平台資料庫更新維護 持續進行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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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人事異動 

02 月 24 日：陳育展專員就職 

06 月 28 日：孫天牧專員就職 

11 月 17 日：陳裕昕副主任就 

職 

12 月 31 日：廖珮君專員離職 

秘書處人員表 

 秘書長：陳琬惠 

 服務推廣部主任：洪怡如 

 服務推廣部副主任：陳裕昕 

 服務推廣部專員：李家安、陳育展、孫天牧、潘奕潔 

 行政會計組專員：張麗雲 

 

(二) 業務推展-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落實自律 

邀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

筱姿會計師及志工群，與自律

聯盟會員委員會之委員共同訂

定財務報表檢核項目。 

後續依據檢核結果提供盟友建

議以精進財務報表 

1.盟員財務報表檢核項目內分為：秘書處檢

核(8 項檢核點)、收支餘絀表(8 項檢核點)、

資產負債表(13 項檢核點)、現金出納表(3

項檢核點)、基金及餘絀變動表(2 項檢核

點)，共計 5 大項，34 點。 

2.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志工群於 6 月 19 日檢

核完畢 180 家盟員 101 年度財務報表。 

3.報表不完善之盟員，將提供大手拉小手培

力服務。 

3~6 月 

推廣台灣

NPO責信

標準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

我檢核表(第三版)」。區分為基

礎項目與進階項目，盟友團體

依組織個別情況進行填寫，並

以此作為提升機構效能之檢核

點。 

1. 經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會，決議通過「台

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我檢核表 (第三

版)」。 

2. 初試發送問卷給全體盟友，回收 143 份。 

3. 開放式問卷填寫：17 家組織回覆。 

4. 依據問卷統計及回饋，修改增進第三版

內容，以更符合國內情形，進而產出「台灣

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我檢核表(第四版)」。 

2~12 月 

出版「邁向優質公益團體-責信 

標準自我檢核手冊」以協助落 

實責信 

依據「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我檢核表

(第三版)」統計結果，進行責信專書會議討

論(自八月起截至目前為止共開七次討論會

議)，且綜觀美國、法國、瑞士、菲律賓等

國外責信標準指標。 

12 月出版「邁向優質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

我檢核手冊」  

3~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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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用專業

作公益」

培力工作

坊 

舉辦「公益理想實踐之路-非營

利組織設立與管理實務」培力

工作坊。以讀書會形式進行，

協助組織財務及稅務更為健

全，有效達成組織使命。 

講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志工 

在北部、中部、南部各舉行一期五堂的課

程，北部因組織眾多依規模大小分為北 A

場及北 B場，中南部則各一場。整體而言，

參與團體共 64 個/412 人次。 

課程帶領者為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共計 6 名，透過書本「公益理想實踐之路

-非營利組織設立與管理實務」針對「財務

管理」及「稅務環境 」為學員進行專業解

說，並帶領實務操作方面的討論。 

4~10 月 

舉辦「非營利組織管理」工作

坊，以自律公約為核心，以資

源開發與行銷達開源、預算編

列與專案管理達節流並以非營

利組織管理與成效評估來做好

服務。 

共計 3 堂課程，參與課程共 38 個組織/150

人次。 

1. 【NPO管理與成效評估】增進 NPO夥

伴對於組織成效評估與管理的認知，以

成效為導向進行組織業務；並進一步提

升公益團體的服務能量。 

2. 【預算編列與專案管理】提供不同規模
與類型的 NPO夥伴預算編列的概念、

類型及方法，依此提升預算編列及專案

上執行之能力。 

3. 【資源開發】由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陳雅惠主任分享成功的募款案例，以

及分享資源通路與開發方法。【行銷策

略】由奧美公關企業公關事業部/鄭淑芬

副總經理提供企業觀點，依目前 NPO

夥伴的行銷方案，進行討論分析，建構

符合 NPO合適的行銷模組。 

8~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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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牽手輔導 

1. 透過訪視，與盟員交流服務

內容，強化互動網絡。 

2. 協助盟員從組織的非營利
原則、組織治理與監督、募

款誠信、服務績效、財務透

明、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等

七大面向，提出組織現階段

發展之需求。 

3. 針對盟友不同需求，提供面
談諮詢、專業講師進行實務

輔導、資源連結，或透過工

作坊提昇組織會計制度建

立管理及組織治理…等。 

1. 全年度共訪視 55 家組織。 

2. 共輔導 19 家小手組織，輔導服務共計

86 次，名單如下： 

北區： 

(1)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建院 
(2)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3)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中區： 
(1)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 
(2)社團法人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 
(3)社團法人苗栗生命線協會 
(4)社團法人中華牧羊人青少年協會 
(5)社團法人台中市開懷協會 
(6)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
心 

南區： 
(1)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
院 
(2)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朝興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3)社團法人台灣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4)社團法人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 
(5)社團法人台灣觸愛協會 
(6)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向陽關懷協會  
(7)社團法人台南市以琳之家關懷協會 

東區： 
(1)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2)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3)社團法人花蓮縣谷若思全人關懷協會 
 

3~12 月 

財報小手：經資誠會計師事務

所專業志工協助盟友 101 年度

財務報表檢核，針對該年度收

支餘絀表不平者，共 10 家組織

進行輔導。 

透過到點專業諮詢輔導、電話及 email 等
方式提供諮詢，協助報表有誤之盟友修正
財務報表。 
 已完成修正：六家 
 預計依聯盟建議，調整 103 年度報表:

兩家 
 已提供諮詢，未修正完畢：兩家 

6~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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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數位教育

服務 

開發責信相關套裝 e-learning

課程，豐富 NPO線上學習平台

「享學網」 

1. 「NPO二代健保法規與實務」課程上

架-二代健保之法規介紹與實務操作知

能。 

2. 「NPO稅務法規之規範與運作」課程

上架-NPO設立、運作、賦稅與行為等

相關規範與設立原則。 

3. 「NPO會計捐物處理實務」課程上架-

針對收到實物捐贈的處理、開立有金額

收據的原則以及擬轉售及有所有權之

捐物等面項進行討論。 

4. 「NPO會計折舊處理實務」課程上架-

固定資產折舊時，剩餘殘值的處理、固

定資產的移轉以及稅法上認列等議題。 

5.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課程上架 

–介紹責信緣起、非營利組織原則、組

織治理與監督、募款誠信、服務績效等

面向，做條規式解析，以利推動 NPO

責信。 

全年 

 

(三) 業務推展-擴大認同服務方案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公益團體

入會邀約 

1. 蒐集彙整 102 年曾申請聯

合勸募之組織、101-102 年

曾申請公益勸募字號之組

織，篩選後寄送邀請入會公

文函。 

2. 以電話、信件方式再次邀請

先前 101 年至 103 年曾申

請入會之組織。 

1. 共蒐集 439 家組織資料，寄出 179 封邀

請入會公文函。 

2. 共聯絡 21 家組織。 

3~9 月 

受理入會審查： 

1~12 月，共有 43 個公益團體

申請入會，秘書處初審後，共

39 件送審。經第三屆第六、

七、八次會員委員會審查。 

共 29 家通過入會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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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民責信

理念宣導 

與 7-11 合作，鋪放推廣責信議
題 DM 

規劃並印製「每日生活實踐」DM，並於 9
月份鋪放至全國 7-11 之公益 DM 架。 

7~9 月 

捐款人權益宣導影音動畫 

捐款人權益宣導影音動畫《每日生活實踐--
珍惜愛心篇》製作完成並於聯盟學習平台-
享學網及 YouTube 上架，分享怎麼找、怎
麼選、怎麼看三步驟，讓大眾知道如何珍惜
愛心不浪費。 

11~12 月 

企業認同 

台灣大哥大「5180 即時捐」 持續中 全年 

YAHOO奇摩「公益平台」 持續中 全年 

「CSR 行動平台」 

1. 藉由公益創新工作坊產出成果，連結企業
CSR 挹注資源(資誠、台灣大哥大、全家、

新竹物流、全聯、維他露、Gomaji、國泰

金控) 

2. JPMorgan 資源連結，聯盟提供多個盟友組

織供 JPMorgan 參考，其預計拜訪之組織

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台灣婦女

團體全國聯合會、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 

3~12 月 

多元資源 

愛心碼：發送電子發票行動捐

贈機 

1. 第一波平板電腦申請 199 家，已 166 家

盟友領取。 

2. 第二波平板電腦申請 44 家，已 41 家領

取。 

3. 總領取數量為 373 台 

全年 

異康股份有限公司-X 卡 

持續協助盟友與異康股份有限公司及萬泰
銀行簽約，加入 X 卡行動支付愛心捐款平
台，目前共計 36 家盟友加入 X 卡行動支付
愛心捐款平台。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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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益創新 

舉辦「公益創新輔導工作坊」，

經由工作坊的培力訓練，及引

介外部企業資源的挹注，協助

參與團體進行創新發想與執

行。 

講師：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黃秉德教授 

1.3~6 月份，辦理專家諮詢討論會議及公益

創新推動說明會。 

2.6~10 月份止，共辦理六堂公益創新輔導

工作坊課程，邀請輔導參與團體共 14 家，

課程透過期初、期中及期末分享，讓專業學

者、NPO、企業 CSR代表提供專業意見讓

學員產出創新個案成果。 

3.11/19 舉辦「2014公益創新暨企業 CSR

研討會，邀請各非營利組織及企業代表一同

參與成果分享與創新對話。 

3~11 月 

 

(四) 業務推展-國際交流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ICFO 

會員大會 

參與年會行前資料準備及匯整 

1. 撰寫 2013 年責信工作報告 

2. 製作年會報告 PPT、翻譯台灣公益團

體責信標準 

3. 安排參與年會前各項行政工作 

2~5 月 

參與2014年 ICFO會員大會及

國際研討會系列活動 

1.  5/23 國 際 研 討 會 ， 主 題 ─ The 

Changing Generosity Landscape : 

Which Challenges For The 

Monitoring  

2. 5/24 會員大會，共計與來自歐、亞、美

洲 19 個國家進行交流，不僅分享台灣

的發展進程，也掌握國際在責信議題上

的潮流脈動。 

5 月 22 日

至 

5 月 25 日 

 

(五) 業務推展-社會議題參與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研究發展 社會企業自律資料蒐集 

為了解社會企業，蒐集香港、新加坡、韓

國、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社會企業相

關規定，作為研究參考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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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NPO 責信相關議題資料蒐集

與發布 

5/12 第 一 期 英 國 公 益 創 新 計 劃 ─
Innovation in Giving Fund 

5/13 第二期  公益團體募資新鮮事 

10/24 第三期  NPO二代健保法規與實務 

11/05 第四期  NPO基礎財務會計處理實
務 

12/29 第五期  NPO 會計折舊處理實務數
位課程 

12/29 第六期  NPO 會計捐物處理實務數
位課程 

5~12 月 

NPO會計準則 
參與公益平台「中小型 NPO 會計實務手

冊」 
5~12 月 

「動物保護團體」自律研究 
針對動物保護團體，作組織發展等相關研

究。 
11~12 月 

政策法規

參與 

衛生福利部勸募責信管理與績

效分享 
陳琬惠秘書長受邀擔任講師 6 月 23 日 

103 年高雄市公益勸募研習課

程 
陳琬惠秘書長受邀擔任講師 8 月 15 日 

103 年台南市公益勸募研習課

程 
陳琬惠秘書長受邀擔任講師 11 月 4 日 

社會議題

參與 

民間組織參與災害防救服務聯

繫會報 
陳琬惠秘書長受邀參與 

5 月 29 日 

7 月 21 日 

7 月 30 日 

8 月 6 日 

8 月 7 日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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