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手冊 

中 華 民 國 1 0 6 年 0 3 年 2 7 日 
地點：台灣大學法律學院霖澤館 國際會議廳 



理事會報告 

一、  理事會：105 年度共召開兩次理監事聯席會及一次理事會。 

理事團體「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原代表人林依瑩執行長，因

故離職，其所擔任之理事職務應立即解任，並由當屆候補理事

依次遞補或另行辦理補選。 

遞補理事(依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結果後補順序)：財團

法人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文卿執行長 

依人民團體法第 23 條第一項及同項第一條規定：人民團體理事、

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事、候補

監事分別依次遞補：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二、 理事會下設委員會 

會員委員會：105 年度共召開 4次會議，通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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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智慧城市辦公室、

人團科、台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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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摩根證券投

資、家樂福

（三） 國際 

A.ICFO（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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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oyota Foundation(日本)、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Work Together Foundation(韓國)、香港賽馬會善

信託基金、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EWF)、台灣社企觀

摩會、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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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會務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常年會費 通知盟友繳交 105 年度會費 105 年底為止共 239 家有效會員，237 家

已繳費、2 家未繳費(2 家欲退會)。  

1-12 月 

會員委員會 第四屆第四次 

第四屆第五次 

第四屆第六次 

第四屆第七次 

會員暨輔導委員會 

4-4 審查 5 家新申請入會、3 家複審，

共 8 家送審；５家通過。 

4-5 審查 12 家新申請入會，共 12 家；

5 家通過，2 家補件後通過。 

4-6 審查２家新申請入會，２家複審，

共４家送審；2 家通過，2 家補件

後通過。 

4-7 審查 6 家新申請入會，，共 6 送

審；3 家通過，2 家補件後通過。 

1 月 

│ 

12 月 

理監事會 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第四屆第五次理事會 

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 

已完成 

2 月 

7 月 

12 月 

秘書處工作彙

報及財務管理 

每兩週召開秘書處會議，進行工

作彙報 
持續中 

全年 

平台維護 徵信平台資料庫更新維護 持續中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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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台灣 NPO

責信 

一、104 年度盟員財工報收取 

二、盟員 104 年度財務報表檢

核 

一、繳交情形-2016/11 加入聯盟共 239 家

1. 符合主管機關要求：225 家

2. 不符合主管機關要求：9 家

3. 尚未繳交：5 家(3 家欲退會)

全部共 131 家繳交會計師查核報告(財
簽)，3 家繳交會計師稅務簽證。 

二、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游淑芬會計師協
助修訂 104 年度財務報表檢核項目，
並偕同 26 名志工，分別於 9/19、
12/23 檢核完 216 家盟員報表。 

7 月 

│ 

12 月 

數位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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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 

4 月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105 年度工作報告

附件二

數共計 101 人次。 

北區 3/11、南區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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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 3/24：邀請「NPOchannel」執行
長分享網絡行銷工具及要素。 

東區 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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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專業作公

益」培力工作坊 

1. 「非營利組織績效管理培力工作

坊」：透過理論架構與實務案例，

以互動討論、實作演練、利害關係

人回饋及經驗分享的方式，了解績

效評估方式及如何應用。因應每堂

課程內容，分別邀請黃秉德老師、

廖文志老師與陳文良來帶領學員。 

一期六堂課(5/10、5/24、6/7、6/14、
7/12、7/26)，每堂課 3 小時：參與課程
共 10 家組織 65 人次。第二堂開始協請組
織分享實作經驗，依序分享組織為紅絲帶
基金會、甘霖基金會、寶貝潛能發展中
心，第四堂課以 world café 形式讓參予者
分成小組討論組織方案、使命及目標策略
等之間邏輯關係。 

․ 績效評估的目的與功能、組織現況與
需求描述 

․ 績效管理方法、策略地圖(一) 
․ 策略地圖(二) 
․ 策略地圖(三)：分享學習 

5 月 

│ 

7 月 

2. 網絡分析課程：邀請到香港大學

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劉康

慧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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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三堂課(4/26、6/28、8/2)，每堂課
3 小時，共 19 家組織 27 人參與課程。 

․ 競合策略與夥伴關係評估的概述 
探討組織網絡的結構及作用、利益相
關者分析 

․ 合作策略分析 
透過具體案例研習、探討模擬案例，
並研究自身組織的網絡定位 

․ 夥伴關係的建立與評估 
掌握關係建立的策略系統，提升組織
溝通與合作，並透過 

4 月 

│ 

8 月 

3.「服務績效展現與影響力評估工

作坊」：透過理論架構與實務案

例，以互動討論、實作演練、經驗

分享及利害關係人回饋的方式，了

解績效評估方式及如何應用。並透

過服務績效評估的過程與結果，讓

NPO 更能掌握如何有效率 

8 至 10 月於台北舉辦，共計 5 場。邀請
吳宗昇、李怡志、黃秉德三位講師，針對
如何展現服務績效以及評估其影響力，做
精彩的授課。除了讓學員們學習 SROI 理
論，也讓學員們實際操作真正了解其內容
和使用方式。 
參與團體共計 11 個，參與人次共計 63 人
次。 

8 月 

│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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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績效與影響力評估國際趨勢介紹
• 服務績效與影響力評估工具概述
• 視覺資訊化
• 討論參與工作坊組織對社會影響力評

估之需求
• 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理論介紹
• 組織對社會影響力評估實作練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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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去年回饋結果，由資誠會計師

事務所講師提供盟友實務導向協

助，並加入座談討論形式搭配各區

經驗豐富的盟友針對財會分享經驗

與看法。 

課程一期四堂課於北部兩場、中南部各一
場，每場次一期四堂課，總共有 76 家組
織，364 人次的參與。 

南區：6/3、6/17、7/1、7/15 
北區 A： 6/15、6/29 、7/20、8/17 
北區 B：6/8、6/22、7/27、8/4 
中區：6/24、7/22、8/5、8/19 

課程進行方式，每次課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會計師講授：以內控制度、捐
款捐物規範、稅務、會計準則
等四項主題，以兩本財會教科
書為輔助，為學員們講解在會
計上學理性質的內容。 

第二階段─資深非營利組織會計人員分
享：組織分享實務經驗，並和
會計師的互動，透過實際的例
子更了解許多財務會計的知
識。北區邀請罕病及愛琳、南
區邀請星星兒及高慈總、中區
邀請甘霖 

第三階段─學員討論：把平時遇到的各式
會計問題提出，不僅只有會計
師和資深業師做回答，更重要
的是學員之間形成的討論圈，
透過彼此的討論，激發出更多
不一樣的思維。 

另，結合 NPO 會計制度一致性規範之研
究，依照去年研究之結論，將常見問題編
列成討論題綱，收集參與工作坊之盟友夥
伴對一致性規範的看法與回饋。 

6 月 

│ 

8 月 

動物保護組織培

力 
動保團體輔導計畫 
1. 動保共識營：為提升動保組織服

務能量及會務創新能力，邀請王
毓正副教授分享德國動保法經
驗，並請朝邦基金會業師帶領動

1. 動保共識營：於 3/10 舉行 World
Cafe 工作坊， 共 23 個組織 30 人參
與。

2. 培力課程說明會：分別 3/29、4/8，在
台北、高雄舉行，並邀請全國有意願參
予本計畫之動保組織。台北場有 20 個

3 月 

│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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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夥伴討論台灣動保領域現況以
為會來展望。 

2. 培力課程說明會

3. 培力課程及成果分享會：
今年分為 1.0 基礎課程與 2.0 進
階課程，基礎課程內容含組織管
理、方案撰寫與募款責信等共六
堂，對象為初次參與培力者；進
階課程內容為方案執行、會計處
理實務、數位力與行銷等共三
堂，另安排優質 NPO 組織參訪
學習機會，對象為去年已參與過
基礎培力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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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動物保護組織專家諮詢委員會：
由我國動物保護領域相關專家與
學者所成立的諮詢委員會，除提
供本計畫推動時提供專業的諮詢
顧問服務外，專家諮詢委員會也
將負責「動物保護領域非政府組
織營運能力提升計畫」徵選會之
後續相關評選與審件流程。

6. 到點訪視並協助組織設立目標：
為協助 1.0 組織邁向良善公益團
體，將透過到點訪視的方式，來
深入了解組織內部運作情況，導
入組織真正需要的資源，並設立
組織目標(如方案產出、人力資
源盤點、報表與捐款芳名錄定期
公開、未來工作計劃調整等
等)。2.0 動保團體因去年已有基
礎能力，故今年培力方式以方案
執行為主，2.0 團體需執行並完
成今年度自己所提之方案。

7. 民營動物收容所諮詢輔導委員
會：將協助輔導有意設立民營動
物收容處之非政府組織，提供關
於收容處設立之相關諮詢服務。

組織，共 22 人參與；高雄場有 13 個
組織，共 16 人參與 

3. 1.0 基礎課程一期六堂課，每堂 3 小時
(6/2、6/23、7/14、8/11、9/8、10/6)：
共 15 家組織參與
2.0 進階課程一期三堂課，每堂 3 小時
(6/16、7/28、9/1)：共 14 家組織參與

4. 動物保護組織專家培力輔導委員會：
05/19 第一次會議討論 1.0 與 2.0 課程
內容、到點訪視方式及輔導組織分配。
07/06 第二次會議討論 2.0 課程內容、
期中訪視進度規劃討論。
08/30 討論 1.0 課程調整，與訪視進度
11/23 討論培力組織目標達成進度、成
果確認，與成果分享會規劃內容討論。

5. 動物保護組織專家諮詢委員會：
05/09 審查 105 年度培力計畫報名組織
10/07 審查 2.0 團體第二期補助款，以
及剩餘經費後續規劃
11/30 評選 105 年度 1.0 培力計畫優勝
團體，以及 2.0 團體第三期款撥款事宜

6. 「動物保護領域非政府組織營運能力培
力計畫」成果分享：於 12/08 舉行，邀
請參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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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個單位參與本次頒獎
典禮暨成果分享會共 38 人次出席。

7. 動保組織訪視：依訪視組織的需求，針
對組織治理及財務管理、方案管理及預
算編列、方案撰寫與評估、募款及資源
開發，以及法律等面向，安排不同領域
專長之專家學者給予寶貴意見。
於九月底前完成參與 2.0 課程組織之訪
視，共 14 家 ；於十月底前完成參與
1.0 課程組織之兩次訪視，共 15 家。

8. 民營動物收容所諮詢輔導委員會：
08/23 擬訂培力團體民營動物收容所未
來培力目標與輔導方向，以及針對培力
團體收容現況進行階段性輔導改善方向
之討論。
12/12 擬訂 106 年培力團體民營動物收
容所，未來培力目標與輔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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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推展-擴大認同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企業認同

1. 企業媒合：以企業需求媒合適

合之組織

花旗志工日：以企業設立條件為主，從
會員中選取較合適之名單，提供給花旗
作為志工日之參考。 

國泰減重捐助方案：提供促進老人運動
議題相關的 NGO 或社會企業，依其需
求聯繫較合適之組織。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員工訓練：協助規劃
企業 CSR 體驗，提供食農創新實做。 

4 月 

│ 

12 月 

2. 社會創新暨企業 CSR 交流：邀

集對公益創新以及 CSR 議題有

興趣之公益團體及企業 CSR 代

表前來參與，期待透過台灣企

業 CSR 現況之分享，以及公益

創新案例成果發表，進行跨界

之意見交流，並進而促成跨界

合作之可能。

(1)社會創新工作坊：依照各
地之區域特色與需求，分
別於北、中、南辦理社會
創新工作坊，激發創新討
論與行動方案。 

(2) 「台灣企業 CSR 現況與公
益資源應用研討會」 

1. 社會創新輔導規劃：依照各地之區域
特色與需求，分別於北、中、南辦理
社會創新工作坊，激發創新討論與行
動方案。

北區─食農教育：透過引導方式，
認識作物到食物，運用當地食材時
作到用餐的過程提供食物、產地、
時節及環境和用餐禮儀等知識介紹
(1) 台灣永續城鄉關懷協會-小草書

屋：7/1、7/11、7/22 
(2) 大湖國小：9/9、10/14 

中區─族群議題、城鄉差距-6/15
透過中部地區公益夥伴的議題討論
與聚焦，鎖定以族群(新移民、移
工)與城鄉差距(偏鄉醫療)為重要工
作目標，分別於 8/16、8/24 召開
工作坊，邀請相關單位依同激發創
新可能性。

南部：生態復育-與成功大學文創
中心合作，以台江國家公園的友善
養殖與黑面琵鷺復育為主體，培力
當地漁民發展永續的模式。
於 5/24 、 6/4 、 6/27 、 7/10 、
7/16、10/13、11/10 召開討論會
議。
並在聯盟的連結下，將所產出的虱
目魚捐贈給甘霖基金會，擴大其產
品效益。

2. 「2016 台灣企業 CSR 現況與公益資
源應用」社會創新研討會：於 11/10
孫運璿人文‧科技紀念館舉行，依照工
作坊所執行面向以及快速發展的議
題，如：環境永續、教育、銀髮樂
活、社區/社群等，透過不同領域的夥

4 月 

│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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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分享，以及提供實作體驗，讓所有
與會者更能了解其中。 

參訪走讀 協助安排企業、國際團體參訪走

讀台灣公益團體和社會企業 
1. 蒐集並分類中南部之社區發展組織，

從中挑選較具特色組織，實地察看、
了解 其組 織運 作模 式， 介紹 聯盟理
念，並邀請適合組織加入聯盟。安排
了中南部走讀查訪，共訪視 8 家組
織，分別如下：

․ 中部：苗栗縣火炎山苑裡沖積扇平
原生態人文發展協會(稻鴨庄)、台
灣藺草學會、原住民學院促進會 

․ 南部：台南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
會、仕安社區發展協會、嘉義縣板
陶窯文化發展協會、雲林縣口湖鄉
金湖休閒農業發展協會、高雄市大
樹瓦窯文化協會 

2. 協助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學系 5/3-5/8
參訪台灣非營利組織及社會企業之安
排與聯繫。

4 月 

│ 

5 月 

公民責信理念

宣導 

1. 宣傳聯盟活動與工作過程、成

果之記錄

2. 責信推廣 DM 設計及印刷

 將聯盟的工作過程與成果加以記錄，
並廣宣聯盟活動，每個禮拜平均兩
篇。如：培力課程、公益團體拜訪、
聯盟會議、社會議題與動態…等等。

FB 社群： 2016 年已發 97 篇發文，累
積 2,397 個讚，以及 2,351 追蹤。 
官網：2016 年度累積 220487 瀏覽人
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止) 

 12 月完成年度責信推廣 DM 設計及印
刷，預計與台灣大車隊合作放置。

4 月 

│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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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務推展-國際交流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國際會議 

1. 參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Nonprofit Sectors (ICANS)

國際會議

2. 參與 20216 ICFO 國際研討

會及會員大會

3. 協辦與參與 2016 兩岸暨港

澳論壇

4. 參 與 「 慈 善 共 創 都 市 聚

焦」國際慈善論壇

5. 參與社會企業世界論壇，並

策畫 SEWF 台灣參訪行程

6. 參與後認證時期中國社會企

業 能 力 建 設 高 級 研 修 工 作

坊、北京論壇社會企業分論

壇,

1. 參加 Toyota Foundation 1/21 至
1/22 日在東京舉辦的 Internation
Conference on Asia Nonprofit
Sectors(ICANS)，其主題於了解亞
洲非營利部門當前的現況。

2. 5/27-5/30 於挪威奧斯陸舉行，今
年研討會主題以信任為主軸，分享
信任的價值、從外部觀點看全球人
道救援組織、倫理準則與高效率監
督機制、如何避免詐騙、現場訪視
的重要性等。並於年度 AGM 分享
日本、西班牙等會員國新年度的發
展；及 ICFO 未來發展，希望能讓
ICFO 的標準更遍及更多會員國轄下
的非營利組織，及更多影響力的著
墨。

3. 7/4~7/7 2016 兩岸暨港澳論壇於香
港舉行， 聯盟與中國、香港、台
灣、澳門等六家組織為共同主辦，
其會議主要目標：達成互信、分享
經驗、建立平台，此次聯盟特邀弘
道基金會前去分享組織如何創新發
展。

4. 9/22-9/23 「慈善共創都市聚焦」
國際慈善論壇於香港會議中心舉
行，為期兩日的論壇期中討論城市
急速發展後引發的各項社會問題，
以及基金會和慈善機構在解決問題
上所扮演的角色，共同探討解決方
法。

5. 9/25-927 SEWF 社會企業世界論壇
於香港舉行，除參與論壇外，更協
助主辦單位規劃 9/28 ~9/30 台灣
社會企業參訪行程，帶領參訪者一
探台灣社企生態圈具有代表性的社
企議題與型態，包含社企主要聚集
地、身心障礙者就業議題、農業型
社企之生態茶園、合作社型社企，
與社區發展/文化保存議題等等。

6. 11/2-11/6 後認證時期中國社會企
業能力建設高級研修工作坊，受邀
於論壇上分享台灣社會企業登陸情
形。

1 月 

│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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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業務推展-政策倡議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跨領域平台合作 

1. 民間組織參與災害防救服務聯

繫

2. 學術單位交流

3. 各界交流

1. 3/22 召開 105 年度第一次民間組織參
與災害防救服務聯繫會報

2. 05/04 教育部講座分享「NPO 財務則
信的重要性」
8/30 挖掘社會企業潛力單位研討交流
會受邀擔任講師
9/24「新創思維翻轉 NPO」受邀擔任
講師
11/28「兩岸 NPO 公益組織發展交
流」來訪聯盟
1-6 月接受平電媒體採訪 5 則

3. 擔任勞動部、經濟部、教育部，以及
萬海基金會等單位專案委員。

1 月 

│ 

12 月 

研究發展 

台灣 NPO 會計制度一致性規範 

本計畫之目標在於研討台灣公益

團體編制會計制度一制性規範之

研擬與實踐之初探，其發展之基

底為延續去年「台灣公益團體會

計準則編製初探」計畫，並邀請

政大許崇源教授為主持人，發展

針對目前公益團體之財會現況之

一致性規範。本研究主要透過專

家會議、焦點團體、座談會方式

執行。 

4. 專家會議：
邀請許崇源教授及周筱姿會計師辦理專
家 會 議 (3/3 、 3/15 、 3/30 、 4/12 、
4/22 、 4/29 、 7/12 、 7/25 、 7/29 、
8/8 、 8/12 、 8/17 、 9/6 、 9/15 、
9/20、10/2、10/4、10/26、11/2、
11/16、11/22)延續去年計畫，著手討
論明年度會計準則規劃，藉由這幾年聯
盟資料收集與整合進行討論，會計制度
一致性規範擬編意見徵詢與修訂，以及
焦點團體規劃討論，並分別於 6/14、
6/30 請聯盟委外會計陳俞均以及海棠文
教基金會陳俋潓執行長協助修正。

5. 焦點團體：
9/6 以非營利組織為主，了解非營利組
織在第一線實際接觸與運用目前財會相
關規定的看法與建議。
9/20 以專家學者與會計師為主，了解會
計師在幫公益團體簽證時所發現之現
象，以及專家學者國內外收集到的知識
與文獻，就會計制度現況來提供觀點與
想法。
12/2 針對會計制度一致性規範，明年度
試行的各項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6. 11/4 舉行「台灣公益團體編製快計準則
初探座談會」，邀請相關部會主管機
關、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塊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以及聯盟盟友，透過聚焦性
的討論，初探我國會計制度一致性規範

3 月 

│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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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且對會計制度一至話的外來
執行方針進行討論。 

台灣公益資源與服務體系現況
初探 

此研究案的目標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整合聯盟盟員既有
卻零散的收入與服務成果等數
據，包含財報資料、公彩申請
金額與實際金額、公益勸募預
募金額以及實募金額。另外，
利用問卷調查及深入訪談方式
了解一般大眾對於公民參與的
態度以及意願 

第 二 階 段 ： 分 析 整 合 好 的 數
據，發覺其中的寶貴價值，找
出其中各種可能的關聯性。包
含：依單位組織了解近年其財
務上的變化、依服務類型分類
了解其近年財務變化、依服務
對 象 分 類 了 解 其 近 年 財 務 變
化。 

第三階段：將分析後的客觀數
據，透過網頁、傳單、研討會
方式，提供給社會大眾、各公
益團體、政府組織等，幫助其
實踐更佳的決策，促進跨界交
流，提升公益體系整體發展。
讓政府、組織、民眾都能獲得
需 要 的 資 訊 ， 達 成 三 贏 的 效
果。 

1. 專家會議：
․ 3/28 邀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黃瓊億

博士、中央研究算資訊科學研究
所陳昇瑋博士， 一同探討關於數
據取得之分析以及運用。 

․ 9/8  針對回收問卷的結果和盟有
繳交織財報資料，討論後續之資
料分析與呈現 

․ 9/29 針對前次會議所提及之資料
編碼化，以及後續分析的討論 

2. 問卷調查：8/15 至 9/15 提供線上
問卷，協請一般民眾填寫，總共回
收 581 份，除請專家分析問卷結果
外，並製作調查結果推廣網頁。

3. 焦點團體訪談：12/5 於洪健全敏農
講堂舉行，邀請兒福聯盟 陳雅惠主
任擔任主持人，與與會者盟有針對
研究結果給予建議，並分享各自想
法，交流組織現況，連結未來可能
之合作及資源共享。

4. 「公益資源與服務體係研討會」：
10/20 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
際文教會館 14 樓舉行，除分享調查
結果外，更邀請政府部門、企業組
織、非營利組織等不同領域的組織
於現場相互交流認識，並透過與會
來賓的經驗分享，為與會者展開不
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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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業務推展-發展台灣社會企業責信力 

類別 工作內容 內容說明 時程 

社會企業登錄機

制建立與發展 

延續 104 年度社會企業登錄計劃成

果，今年持續營運社企登錄平台，

且由拜訪當中檢視其社企經營模式

及社會影響力，並透過展售或相關

活動協助社企展現多元面貌，更為

大眾所知。 

1. 拜訪社會企業

2. 召開諮詢委員會

3. 社企聯合活動-SOGO 農社企周、

青禾巳月、圈客召集令

4. 定位社企

5. 公益公司法公聽會

1. 延續 104 年度社會企業登錄，拜訪社會企
業，了解其：
 發展之初衷及歷程
 業務內容
 解決之社會問題
 營運模式
 社會影響力
 對登錄機制的想法

等六面向。另外，針對 104 年度登錄之社會
企業，了解其去年度營運狀況、產生之社會影
響力，今年度之改變，以及對於登錄機制的想
法與建議。已拜訪 146 家(截至 11/30 止) 

2. 6/22 第一次「105 社企登錄諮詢委員會」
10/6 第二次「105 社企登錄諮詢委員會」
11/24 第三次「105 社企登錄諮詢委員會」
105 年度登錄社企共 140 家：進階登錄 31
家，來自經濟部；一般登錄 109 家，包含
69 家來自經濟部、26 家來自勞動部、8 家
來自農委會、6 家來自內政部。

3. 透過辦理展售活動，協助社會企業之產品提
升知名度。
 農社企聯合展售，共 7 家社企(光原、友

聚生機、鄰鄉良食、幸福良食、幸福果
食、八百金、喜願行)47 項商品於 4/20-
4/27 SOGO 忠孝館 B2 現場銷售 ，預估
流量 5000 人次，網路觸及人數 5995 人

 青禾巳月於 5/14-5/16 於社企聚落/青創
基地，以展演的方式，讓大眾認識社企
及其產品「公平」、「尊重」之理念，
參與社企共 23 家，預估參訪人次 600
人，包含政府相關部門代表、立法委
員、企業界代表及一般社會大眾，網路
觸及人數 11292 人，平面/電子媒體報
導數共 18 篇。

 圈客召集令 11/25-11/26 於信義區
Att4Fun 廣場，透過現場小遊戲、開
講、社企贈品發送等，籲請你我皆可成
為有責任的圈客，為改變世界盡一份
力，首日邀請 86 家社企參與記者會、開
講/展演，86 家社企 LOGO 露出，實際
參與社企共 44 家，現場人流約 80000
人次，網路觸及人次 11754 人，平面/
電子媒體報導數共 3 篇。

4. 參與 7/1 公益公司法公聽會，12/2 公司法修
法社企篇焦點座談了解各界對於社會企業立法
的想法，並表達聯盟社企登錄平台之立場。

3 月 

│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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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31 為止



未滿五百萬 14%

五百萬至一千萬 14%

一千萬至三千萬 30%

三千萬至五千萬 11%

五千萬至一億 16%

一億至五億 14%

五億~十億 0.5% 十億~三十億 0.1%

未滿五佰萬 30 家 五佰萬~一千萬 37 家
一千萬~三千萬 63 家 三千萬~五千萬 35 家
五千萬~一億 37 家 一億~五億 31 家
五億~十億 4 家 十億~三十億 1 家

盟友104年度收入約 174億4513萬 (單位：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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