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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報告 

一、  理事會：104 年度共召開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二、 理事會下設委員會 

會員委員會：104 年度共召開 3次會議，通過 22 個新會員。 

三、 外部網絡合作 

（一） 政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衛生福利部、內政部、外交

部、勞動部、農委會 

（二） 民間 

A.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安侯會計師事務所 

B.企業-台灣大哥大、YAHOO 奇摩、全家便利商店、全

聯、太平洋崇光百貨、花旗銀行、國泰金控、

新竹物流、震旦集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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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B.支持性會員國：盧森堡、奧地利、捷克、日本 

附件一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104年度工作報告 

A.  行政會務 

項目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間 

年度工作

報告及財

務報表 

彙整製作 104年度工作報告及

年度決算書 

已呈送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依規

定已送內政部核備。 
1-2月 

會籍管理 

收取 104年度常年會費 收取 219家有效會員，已全數繳交繳費。 1-3月 

收取、統計會員團體 103年度

財務及工作報告 

219家會員之財工報繳交情形： 

1. 符合主管機關要求：192家

2. 部分符合主管機關要求：15家

3. 尚未繳交財報：2家

4. 全部共 111 家繳交會計師查核報告(財簽)、9

家繳交會計師稅務簽證。

7-12月 

會員大會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共識

營）暨理監事選舉 

1. 通過 103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與 104 年度

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2.共識營─運用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方針落實

3. 完成第四屆理監事選舉

4. 會議記錄已依規定送內政部核備。

3月 

理監事會 

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第四節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已召開完畢 
4、9、12

月 

會員委員

會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委員會 

第四節第二次會員委員會 

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委員會 

1.入會送審 5家、複審 3家，共計 6家通過

2.入會初審 15家、複審 2家，共計 11家通過

3.入會送審 8家、複審 3家，共計 5家通過

3、9、12

月 

平台維護 徵信平台資料庫更新維護 持續中 全年 

秘書處工

作彙報 

每兩週召開秘書處會議，進

行工作彙報 
持續中 全年 

人事異動 

3 月 30 日：陳裕昕副主任離

職 

5 月 11 日：許鳳雅主任就職 

6 月 28 日：潘奕潔專員離職 

秘書處人員表 

秘書長：陳琬惠 

執行秘書：洪怡如 

服務推廣部主任：許鳳雅 

服務推廣部專員：李家安、陳育展、孫天牧、張麗雲 

附件二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104年度工作報告 

B.  業務推展＿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 

項目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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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盟

員 102 年度財務報表。後續依

據檢核結果提供盟友建 

議以精進財務報表 

1. 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筱姿會計師修定

102 年度財務報表檢核項目，並偕同 26 名志

工檢閱盟員財務報表。 

2. 盟員財務報表檢核項目內分為：收支餘絀表(9

項檢核點)、資產負債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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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項，25點。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志工群於 6 月 29 日檢核完

畢 199家盟員 102年度財務報表。 

6月 

推廣台灣

NPO 

責信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我

檢核表(第四版)」，區分為基礎

項目與進階項目，盟友團體依

組織個別情況進行線上填寫。 

1. 以公文及 EMAIL 發送給全體盟友 219家，請

其線上填寫方式。 

2. 總共回收 156份問卷，回收率為 71.23% 

10-12月 

寄送「邁向優質公益團體責信

自我檢和手冊」 

針對社工(社福)、聯盟會員、企業 CSR 寄送發

放，總計數量 623本 
全年 

數位教育 

舉辦「縮短非營利組織數位落

差計畫─以數位力提升責信

力」工作坊，分享台灣公益團

體以數位科技展現責信之優秀

案例． 

 針對組織需求之社群行銷、公益 APP、雲端應

用三大主題開設課程，減少非營利組織數位學

習負擔，逐步提升組織數位應用能力。 

 課程於北中南東各舉辦一場課程，每次 3小

時，共計四場/12小時，參與人數共計 92人 

北區 5/19、南區 6/16：邀請「讚點子數位行銷」

執行長分享 Facebook社群行銷（粉絲團）經營

要點、實例分享，以及如何有效和粉絲互動。 

中區 6/4、東區 6/30：邀請「天長互動創意」創

意總監分享創意行銷實例、行銷策略要點、社群

工具運用等。 

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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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業作

公益」 

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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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1. 公益勸募條例及施行細則實務討論 

2. 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管理(1) 

3. 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管理(2) 

4. 非營利組織稅務實務討論 

課程於北兩場，中、南部，共計四場；每場次四

堂課，共計 16堂，77組織，388人次 

1.北區 A：5/6、6/02、7/01、8/05。 

 參與團體/人數：24家/29人 

2.北區 B：5/13、6/09、7/08、8/12。 

 參與團體/人數：29家/36人 

3.中區：5/15、6/12、7/31、8/14。 

 參與團體/人數：11家/21人 

4.南區：5/29、6/26、7/24、8/21。 

 參與團體/人數：13家/20人 

5-8月 

「年度計畫與成效評估」工作

坊，以組織(部門、議題)現況

及需求為例，相互討論與實作

練習． 

課程由陳淑蘭老師帶領，其內容包含：組織現況

掃描、提出策略地圖、進行成效評估、發展細部

計畫及預算，並進行成果檢視。一期六堂課，每

堂課 3 小時。課程時間：6/24、7/15、7/29、

8/19、9/09、9/30；參與團體／人數：11 家/75

人次 

6-9月 

「多元培力-方案管理實務」工

作坊，以小班教學的方式，協

助提升組織方案撰寫與評估的

能力，並聚焦於各別組織的相

關問題。 

於 3 區進行，一期三堂課【方案規畫、成效評估

與管理、方案預算】，每堂課 3 小時，中、南區由

黃瑋瑩老師/高雄醫學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帶領，東區由黃韻如助理教授/慈濟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帶領。每堂課先作課程引導，授予學員基本

概念，下半堂則請學員們實務操作。 

1. 南區：8/07、9/04、10/02，參與團體/人數：

5家／20人次 

2. 中區：8/26、9/21、10/16，參與團體/人數：

5家／18人次 

3. 東區：8/31、9/21、11/16參與團體/人數：２

家／10人次 

8-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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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組

織培力 

「動物保護領域非政府組織輔

導培力計畫」，以徵選及輔導

培力方式，協助動保組織提升

組織整體營運能力。 

1. 培力輔導課程及成果分享

會：一系列六堂專業組織及

財務管理、方案撰寫、成效

評估及募款誠信等課程，提

升組織永續經營能力。 

2. 動物保護組織專家培力輔導

委員會：邀請動物保護、組

織治理、財務管理等面向的

專家與學者，一同擬定及檢

視相關培力方針。 

3. 到點訪視輔導，與組織各別

討論課堂結束後之 KPI，依

組織需求導入專業資源。 

1. 「動保組織專家輔導團隊」專家會議：5/12、

6/30、09/07、10/27 

2. 「動保領域非政府組織營運能力提升計畫」徵

選說明會：5/29 

3. 參與動保收容所座談會：8/27 

4. 培力輔導課程：一期六堂課，每堂 3小時，共

18小時，參與組織 16家，六堂培力課程共

130人次參與． 

課程時間：7/16、7/30、8/13、9/10、10/8、

11/5。 

5. 「動物保護領域非政府組織營運能力培力計

畫」成果分享：於 12/03舉行，邀請參與 104

年度動物保護領域非政府組織營運能力培力計

畫組織分享今年度培力成果。總計 29個單位參

與本次頒獎典禮暨成果分享會共 37人次出席。 

6. 動物保護組織專家培力輔導委員會第三、第四

次會議： 

到點訪視輔導動保組織共計 16家／33次 

南投縣流浪狗照護協會、南投縣關懷動物協

會、中華民國台灣上善動物保育家園協會、苗

栗縣愛貓保護協會、新竹市保護動物協會、社

團法人臺南市關懷動物生命協會、慈愛動物福

利基金會、台東關懷生命協會、嘉義市動物守

護協會、台灣同伴動物扶助協會、新北市流浪

動物保護協會、台灣照顧生命協會中華民國寵

物友善協會、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台北市動物

生命教育推廣協會社團法人嘉義市正德謢生慈

善會 

7-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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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業務推展＿擴大認同服務方案 

項目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間 

企業認同與 

跨界合作 

【CSR 行動平台】 

CSR 行動平台將邁入第二年度

運作，除本年度九堂公益創新

工作坊課程已規劃完成，亦佐

以一系列 CSR 相關之探討行動

(含:焦點團體、問卷調查、深

度訪談)，期能聯結更多企業端

資源，使此平台運作更加完

善。 

 

1. 「企業焦點團體座談會」 

2. 「公益創新工作坊」 

3. 「NPO 與企業 CSR 創新對

話座談會」 

4. 企業媒合 

5. 企業ＣＳＲ交流拜訪 

6. 「台灣企業 CSR 現況與公

益資源應用研討會」 

1. 企業焦點團體座談會：透過聚焦性討論，初探我

國企業投入 CSR 之考量、目的與期待，初步規

那我國 CSR實際執行現況。 

CSR 行動平台運作諮詢會議：於 3/17拜訪企業 

企業焦點團體座談會-3/19、3/20 各舉辦一場，

共邀請 16家企業 

2. 公益創新工作坊 1.0： 

由黃秉德老師的帶領，經由六次公益創新輔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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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堂課，每

堂 3小時 

課程日期：04/23、05/22、06/18、07/23、

08/20、9/24 

公益創新工作坊 2.0課程日期：07/09 

3. 「NPO 與企業 CSR 創新對話座談會」：8/20

邀請企業代表給予建議與回饋，讓公益組織能有

嶄新的探討面向與發展視野與會企業，共有 4 家

企業蒞臨． 

4. 企業媒合： 

․ 協助安排企業拜訪 5家組織。 

․ 針對青少年議題，媒合 2家組織 

5. 企業ＣＳＲ交流拜訪：協助公益團體進一步了解

企業在投入企業社會責任(CSR)所關注的重點，

聯盟前往企業拜會進行訪談：共拜訪 7 家企業 

6. 「台灣企業 CSR 現況與公益資源應用研討

會」：於 11/27 舉行，由 12 家非營利組織及社

會企業分成四組不同類別，以論壇型式進行分

享，並邀請 8 家企業代表給予建議與回饋，讓各

組織能有嶄新的探討面向與發展視野與會企業。 

當日與會者(含與談貴賓 36 名、企業代表 32 名、

參與公益創新輔導工作坊代表及自律聯盟盟友 49

名及非盟友 12名)共 129名。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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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資源 多元資源募集管道 

1. 微善公益團隊接洽，經雙方多次之討論及確

認，將此資源訊息轉發予相關地區及服務類別

之盟友組織。 

2. 已發送 9 位新入會會員平板電腦，共計 18

台。自 102/10 開放索取，至 104/12 月，已

發送 421台。 

全年 

公民責信

理念宣導 

1.盟友資料分析前導計畫 

2.捐款人權益宣導影音動畫 

1. 盟員資料分析前導計畫會議-1/12 前往政治大

學拜訪張奕華教授，另以電話及郵件向中研院

陳昇瑋博士、元智大學黃瓊億教授諮詢請益。 

2. 捐款人權益宣導影音動畫《每日生活實踐-愛

心實踐篇》製作完成，並於聯盟學習平台-享

學網及 YouTube上架。 

1-2 月 

2.公益團體資訊交流平台 

1. 重新規劃建置聯盟網站，並依據使用者的不同

提供更為合適的瀏覽內容，網站建置已完成前

後台製作，目前秘書處正在進行網站最後頁面

調整與網站功能確認，預計明年二月底正式改

版上線。 

持續中 

1. 完成與 7-11 合作之責信推廣 DM 設計及印

刷，九月鋪放於 7-11 全台 5170 家門市，共

發送 10萬份。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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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業務推展＿發展台灣社會企業責信力 

項目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間 

社會企業登

錄機制建立

與發展 

建置社企型公司網絡平台-以社

會企業為對象，發展社會企業

登錄機制平台，倡導並執行資

訊透明揭露，逐步達成友善社

會企業生態，同時強化社會企

業經營體質。 

為期使登錄機制試行順暢以四大策略進行： 

一、研擬社企登錄機制：於 103 年底著手研究國

際各國社會企業發展情形，包含英國、美國、加

拿大、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六國。二、登錄機

制溝通：(1)舉辦登錄機制溝通會議凝聚共識：

4/10，邀請產、官、學代表 25 人凝聚共識；(2)

逐一拜訪社會企業家了解其創見初衷及登錄想

法，拜訪 70 家社企，共計 98 次，逐家溝通社企

登錄機制規劃；(3)組成社企登錄諮詢委員，並辦

理社企諮詢委員會議，進行登錄機制及登錄名單

溝通．社企登錄諮詢委員會由學者、長期投身公

益慈善之賢達、社企專家、具名聲之社會企業從

業者及企業經營管理整等 14 人組成。社企登錄諮

詢委員共召開會議：6/8、9/18、10/19 

三、建置登錄平台：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正式上

線，共 101家單位登錄成功： 

進階登錄 20 家（需繳交公益報告書）一般

登錄 40家、各部會推薦 41家 

3-12月 

社企交流 

09/03 中小企業通廣播錄音 

09/17 SROI 會議 

09/19 【2015社會企業國際分享會】 

09/23 「社企聚落進駐會議」 

10/06 社企媒合會議 

10/28 企業總會臺南社企小聚 

11/01~11/04 2015社企民間高峰會(香港) 

11/06 香港社會企業認證總會 

11/27 「社會企業與資產脫貧-平民銀行實驗方

案」研討會 

12/02 「精進中小企業經營法制環境」會議 

12/04 社會企業與資產脫貧研討會 

12/07~12/13 SOGO 農社企周 

12/24 社會創新會議 

9-12月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104年度工作報告 

E.  業務推展＿國際交流 

項目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間 

國際交流 

2015 ICFO 國際研討會&會員

大會 

 

6/11~6/14 於美國華盛頓舉行，此次受美國主辦

單位 BBB 明智捐贈聯盟（BBB Wise Giving 

Alliance）邀請，聯盟以演講者的身分參與與會者

論壇，和其他會員國夥伴分享台灣慈善組織信任

和募款策略的現況及分析，並和其他國家的經驗

聯結比較，讓國際間的公益團體有更多的交流與

經驗學習。國際討論主題： 

1. 捐款人對慈善組織資料安全性及隱私性的信任 

2. 文化差異對於募款策略及組織信任的影響 

3. 贏得新世代捐款者的信任 

4. 展現慈善組織價值和贏得信任 

6月中 

1. 慈善論壇參與 
6/1~6/2 2015海峽兩岸暨港澳慈善論壇協辦及參

與 
6 月 

2. 西班牙 DUCI 來訪 

西 班 牙 顧 問 公 司 Daryl Upsall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DUCI)為歐洲知名針對 NPO 的顧問

公司，欲了解台灣 NPO 及捐款整體情況，自律聯

盟於 10/1 接受其顧問 Emily Barcken 訪問。

DUCI 訪問問題著重於台灣募款市場、募款工具、

募款法規、捐款人分佈及台灣國際 NPO 運作情

形。 

10月 

3.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合會為友邦及友好國家中負責非營利組織發展

策略制定與管理之中高階政府官員、研訓單位人

員，或與政府共同執行合作計畫之非營利組織人

員，辦理「臺灣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發展研習

班」特邀聯盟擔任 10/28「非營利組織治理與責

信」一課之講師。 

10月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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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業務推展＿研究發展 
項目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間 

社會議題 

參與 

1NPO 年會參與 1. NGO 望年會協助辦理及參與-1/30 1 月 

2. 學術單位交流 

1. 參與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韓意慈教授主持

「網路時代的公民社會─倡議聯盟與電子化倡

議的研究」(科技部研究計畫)之研究訪談。 

2. 4/7 政治大學財法公益課程採訪 

3. 5/5 宗教財團法人公眾信任之建立 

4. 5/30公益勸募活動研習訓練課程 

5. 6/2 吳尊賢基金會「善款之勸募與責信」座談

會 

6. 7/14 網路星期二演講 

7. 3~8 月接受電視媒體採訪共 6 則，平面媒體採

訪 5則。 

3-8 月 

3. 各界交流 

1. 09/09 GIVE543贈物網來訪 

2. 09/21政大 MBA 課程 

3. 10/01、10/19、10/20、11/12、11/19 台大

國企所「企業倫理」課程 

4. 10/19 上海映綠公益事業中心來訪 

5. 12/29 CSR 創新論壇 

 

研究調查 1. NPO會計準則研究 

為了解編制國內 NPO 會計準則之必要性，由政治

大學許崇源教授及周筱姿會計師，協助掃描國內

各部會主管機關以及地方政府之財務處理相關規

範。 

財會處理模式與執行現況專家會議：第八次及第

九次會議 10/15、11/19 

辦理會計準則焦點團體主軸：第二次 9/22 邀請公

益團體之代表與專家學者，參與人數共計 13人。 

辦理台灣公益團體編製會計準則初探座談會：於

12/04 邀請公益團體之代表與專家學者，參與人

數共 50人。 

9-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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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業務推展＿研究發展 

2. 身障團體網絡研究與課程 

由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劉康慧

博士，針對身心障礙團體以組織的網絡定位以及

夥伴關係為切入之面向，來探討創新發展模式的

決策與評估，藉由審視組織的網絡應用及合作模

式來提升組織的服務績效並加以評估。 

以問卷進行組織關鍵關係的分析，並分組討論，

以實際的案例分享以及課堂實做來了解組織的網

絡架構。對象：北區身心障礙團體，共舉辦三

場：8/20、10/20、12/22，參與人數共計 30 人

次。 

8-12 月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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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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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地區分佈圖 

最新會員分析 

 
統計會員數：225家(截至 2016/02) 

 

 

 

 

地區分布圖 

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有 161家，佔 72% 

中部(苗栗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有 28家，佔 12% 

南部(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有 25家，佔 11% 

東部(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有 11家，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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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員服務類別分析：分為社福、文教、環保、媒體、藝術、醫療及其他七類。 

 

 

設立性質（財團、社團）比例：屬於財團法人的會員共有 139 家，佔 62%；

屬於社團法人的會員共 86家，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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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員所屬機關(中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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