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工作報告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秘書處行政會務 

各項會議 

年度財工報 

常年會費 截至 106 年底共 246家有效會員，238家已繳費、8家未繳。 

 會員大會─ 

I. 通過 105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與 106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

預算表。 

II. 延續責信精神，進階推動非營利組織社會創新，介紹歐盟社會創

新觀點及美國社會創新與公民參與辦公室作法，並討論英國

Nesta 所提出之十大社會創新趨勢。 

III. 邀請朝邦文教基金會引導盟員針對自身組織社會創新的經驗，進

行相關利害關係人需求、社會影響力及未來作法之討論。 

105 年度財務報表、工作報告，已呈送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決

議通過；依規定已送內政部核備 

 會員委員會─ 

106 年共召開三次會議，分別為第四屆第八、九、十次會員暨輔

導委員會，審查申請入會文件共20 家，通過入會共 11 家。 

 理監事會議─ 

106 年共召開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一次理事會，分別為第四屆

第七、九次理監事聯席會，第四屆第八次理事會。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落實台灣 NPO
責信 

 盟友 105年度財工報─ 

一、繳交情形-2017/12 加入聯盟共 246 家 

1. 符合主管機關要求：225家 

2. 不符合主管機關要求：11 家 

3. 尚未繳交：6 家 (3 家 107/02 退會) 

全部共 125 家繳交會計師查核報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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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財務報

表檢核項目，並偕同28名志工，分別於9/19、12/12 檢核

完 230 家盟員報表。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我檢核表─ 

I. 於 5/25 發送 email 請盟友線上填寫自我檢核表。總共回收 194

份問卷，回收率為80.5%。 

II. 施測的結果來看(深色為今年、淺色為去年)，相較於去年，除了

「組織非營利原則」持平以及「募款誠信」略低，其他所有項目

皆有提升，尤其在「財務透明」、「資訊公開」、「服務績效」提升

更為顯著。 

數位教育服務 「2017 非營利組織數位應用工作坊」─ 

 於北、中、南、東區舉行，每區各一堂，共計4 堂課 12 小

時。 

 北區 5/17 邀請泛科學 鄭國威創辦人擔任講師，參與組織共21

家 25人，課程內容以《科學思維》為主軸，分享在理性態度及

科普基礎下，看見數位時代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挑戰，如何因

應以提升組織服務與認同。 

 中區 5/19 邀請 Qsearch 蔡汶成總監擔任講師，參與組織共24

家 33 人，課程內容：以《數據分析》為主軸，分享在各式數位

工具後的數據脈絡，如何分析以及運用。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東區 6/16 、南區6/30 邀請 Accupass 黃柏翰總監擔任講師，

東區共 9 家組織 15 人，南區共 14 家組織 12 人參與，課程內

容：線上活動平台 Accupass 運用，分享歷年策展經驗，如何提

升活動曝光度，以達行銷目的。 

用專業作公益
培力工作坊 

「財會管理培力」工作坊─ 

 6 至 8月於北區辦理，共計8場。邀請資誠會計師位學員授

課以及資深財會人員為學員做經驗分享。另外也將一例一休

的會計準則加入課程，讓學員們在課程中不僅是習得理論，

也能當場應用並且和他人互相討論交流，參與團體共計 51

個，參與人次共計 196 人次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邁向優質 NPO之路」工作坊─ 

 5 至 8月於中南兩區舉辦，安排服務績效與影響力評估課程 

2 堂(小班制)，介紹社會影響力理論與各式評估工具外，並

帶領學員實作。財會管理課程 1 堂，課程內容以預算管理、

內控制度、年度報告討論。共計 6 場。邀請逢甲大學逢甲大

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汪浩主任(中區)、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系

所鄭義副教授(南區)以及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帶領

聯盟盟友一同邁向優質 NPO之路。參與團體共計24 個，參

與人次共計43 人次。 

 影響力課程藉由兩堂工作坊精實的帶領，一窺社會影響力評

估工具及其實際操作，包含 SROI、德國 SRS(Social 

Reporting Standard)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提供盟友以更多元

方式呈現組織狀況的能力。 

「服務績效展現與影響力評估」工作坊─ 

 7至 9月於台北舉辦，共計4 場。邀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學系副教授鄭勝分來授課，帶領學員認識多元評估方式，

如 SROI、影響地圖、B-Corp、IRIS（Impact Reporting & 

Investment Standards）等，並著重工具的應用及產出上。參

與團體共計 15個組織，79人次參與。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服務設計移地」培力工作坊─ 

 由 5% Design Action 楊振甫服務設計博士進行課程設計與引

導，並連結當地謝鵬程總幹事及翁振家里長等資源，首度導

入服務設計概念，離開都市進入到服務接收者的環境與情

境，進行培力訓練。計有 7家組織共 11 人參與。 

 第一階段 - 針對服務設計的方案進行「聚焦 Target」確認

問題、訂定行動並進行前期研究以及「募集 Gather」招募參

與夥伴、連結相關利害關係人與整合資源。 

 第二階段 - 上午體驗當地的特色產業，搭船體驗養蚵文化，

下午將第一階段內容與體驗所蒐集到的資訊，進行不設限的

服務創意發想，接著將發想收斂，打造服務原型，並藉由當

地的專家訪談，來驗證設計內容以及修正服務方案，完成一

個符合在地需求的服務內容。 

 第三階段 - 上午進行概念調整與發表準備，將第二階段所選

定的最佳方案進行實體的概念模型打造，透過繪圖、情境

劇、積木等等形式將概念展現，再經講師進行概念調整。下

午則是邀請貴賓與地方的專家，一同參與成果報告，給予回

饋，並探討服務實際再江山里施行的可能性，分享這一系列

課程反思與回饋。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動物保護團體輔導計畫」─ 

 公私協力工作坊：於4/21 台北舉行，特別邀請朝邦基金會引

導師引導學員針對未來動保領域發展做出新的想像。有30

家組織，共46 人參與。 

 專家會議；專家培力輔導委員會會議共四次，針對課程內

容、訪視內容及輔導分配、培力進度及期中執行情況給予建

議；徵案暨專家諮詢委員會共三次，審件書面及面審，並針

對入選之執行狀況進行討論。 

 培力課程說明會：分別 4/21、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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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家組織，共 33
人參與；高雄場有 12家組織，共 14人。 

 106 年培力課程：於 7月，分別於 6/15 非營利組織管理、

7/6 辦理基礎財務處理(二)、7/20 方案撰寫(一)、8/3 方案

撰寫(二)、8/17 公益勸募、9/7 方案評估(一)、9/21 方案

評估(二)、10/5 財務處理(一)、10/19 財務處理(二)、

10/26 志工管理、11/9 募款行銷、11/17 收容所管理。共 19

家組織，128人次參與。此系列課程滿意度達 100%。 

 到點訪視：分別邀請成大王毓正副教授以及兒盟陳雅惠主任

分別對 19家組織進行 2 次訪視，主要是針對提案的計畫內

容、評量方式與架構進行討論，分別於8月及 10 月完成 19

家共 38次的訪視。 

 成果發表會：於 12/4辦理，邀請 18組織(1 家退出)將年度

的方案執行成果進行發表。 

動物保護組織
培力 



 擴大認同 

 

  

社群經營 

社會企業自律
平台 

「社會企業自律平台」─ 

 7/4 辦理社會企業自律機制說明茶會，邀請社會企業家、企

業代表、社企生態相關代表，期望社企能達成資訊揭露及大

眾溝通兩項主要目的。 

 106 年共完成 29家社企之拜訪。並分別於 10/23、11/27

及 12/19 召開社企自律審查會議。 

 107 年度通過共 25家，名單如下： 

幸福果食股份有限公司、慕渴股份有限公司、種籽社會企業

有限公司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繭裹公平貿易有限公司、勝

利廚房（財團法人台北市勝利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點點

善有限公司、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社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慢飛兒社會企業、回甘人生股份有限公司、新生命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艾谷思享創股份有限公司(iGoods 愛物

資)、壹菜園股份有限公司(厚生市集)、八百金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藍鵲茶 Taiwan BlueMagpie Tea、幸福良食有限公司、

甘樂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鄰鄉

良食股份有限公司 、木人艸股份有限公司 、康福得寶國際

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好漁 )、 窩新生活事業有限

公司、社計行動股份有限公司 、瑞德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大智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1. 粉絲專頁上分享課程、活動消息及成果。至2017 年 12 月累

積 2,852 個讚，以及 2,840 追蹤。 

2. 聯盟官網流量累積已達 1154789人次。 



 擴大認同 

  社會創新 
與跨界合作 

「2017 年社會創新與跨界合作」社會創新研討會─ 

 11/23 辦理，以論壇、體驗活動方式，提供企業 CSR代表、

NPO夥伴及社會企業家在社會創新各式議題上多面向的討論

與體驗，並作為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攜手合作的媒合平台，促

進彼此間的交流與合作，激發更多公益創新行動。共 102 人

次企業、社企 NPO夥伴參與 



 國際交流 

 
 

 

國際會議 
 2017 ICFO 國際論壇及會員大會 

ICFO 國際論壇 06/15 於德國柏林召開，其會議主題：慈善團體發

展的變化(CHANGING SPACES FOR CHARITIES -The Impact on 

Monitoring Agencies) 

PART I─Changing Spaces for Charities: External and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公民社會的定義、角色、內外部的變化 

-以人口統計學看歐洲公民團體的變化 

PART II─監督機制中的新夥伴/新規範 Credibility Alliance 印度、

中國慈善聯合會、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小組(FATF)  

ICFO 會員大會 06/16 於德國柏林舉行，參與會員國：挪威、德

國、瑞士、瑞典、中國、台灣、法國、西班牙、加拿大、美國、

墨西哥、日本、奧地利、盧森堡、捷克；邀請參與國：印度、烏

克蘭、巴西，其會員大會主題： 

1. 會務報告 

2. 與公眾溝通的新方法 

3. 新興責信組織:巴西 Phomenta 

4. 影響力評估準則說明。 

 北京論壇 Beijin Forum 

於 11 月 03-05 日舉行，北京論壇將繼續弘揚“文明的和諧與共

同繁榮”的主旋律，從多學科、多視角出發，聚焦人類社會變化

中的價值與秩序，以此尋找不同文明交流互鑑的新方法，探求人

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新路徑。 



 發展台灣社會企業責信力

社會企業 
責信推廣 

 社企會議 

 社企迎春一盤會於2 月 8日舉辦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社企型公司進階推動計畫」計畫內容調

整：茲因近期全球資訊安全以及個人資料保護之隱憂，自律聯

盟配合將官網中有關社企登錄揭露網頁關閉。 

 社會企業訪視：完成35家社會企業拜訪 

 社企展售活動─ 

I. 中區於 10/20~22 舉辦，參與社企共 15家；預估參訪人次

1500 人，包含政府相關部門代表、中介型組織代表及一般

社會大眾、網路觸及人數 18760 人；平面/電子媒體/廣播

報導數共4 篇。 

II. 南區於 11/18 舉辦，參與社企共 7家，實際參與人數共80

人，網路觸及人次9677人

III. Buying Power 活動：體驗活動 3 家社企；好物市集 11 家社

企；攝影展 33 家社企，總計共38家社企參與，預估

12/13 當日參訪人次 250 人，包含政府相關部門代表、中

介型組織代表、社會企業代表及一般社會大眾

IV. 社創良品【美好生活大晉級全民採購運動】：線上直播放送

Buying Power 頒獎典禮一場；訪問 7位社會創新企業家；

介紹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推廣Making Good Visible 攝影

展，採購 22 家社企商品，直播當日觀看次數超過 1000 次



 社會創新 

  金融基礎教育 
「金融基礎教育推廣合作計畫」 

I. 金融基礎教育推廣工作組會議：共召開二次，5/31 聯席會議

(移地會議)」以推廣溝通平台及年度各項工作推動之參考；當

天活動參與人次 16 人。11/20 第二次會議。 

II. 「金融基礎教育推廣諮詢輔導會議」：共召開三次 7/26、

9/27、11/20 召開檢核修訂「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研

討如何深化教學現場課程，發展明確金融及處教育學習內容。 

III. 「金融基礎教育教學行動方案」徵選：廣宣「金融基礎教育教

學行動方案」，發送對象為全台灣國中小、高中職學校、各縣

市教育輔導團、Facebook 教育群組粉絲團；「金融基礎教育

教學行動方案」收件截止日為 10/11，實際收件86 組。 

IV. 「中小學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產出型工作坊」於 7/24、

11/15、11/17 分別辦理 

V. 「教師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研習營」分別於8/2、8/9、

8/15、8/17 辦理 

VI. 「金融基礎教育推廣論壇」成果發表研討會於 11/24 辦理 

VII. 製作「教師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研習影片」。 

VIII. 輔導「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及精進推廣

計畫」之執行，已輔導及關懷 10 縣市。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 
實作案例 

106 年度「協助中小企業社會創新計畫」─ 

I. 社會創新提案平台說明會：於 5/11 舉辦宜蘭場參與人數29

人、5/18 台南場參與人數 50 人；了解國內外地方產業創新

趨勢；發想臺灣地方產業創新可能。 

II. 城鄉發展與創新專家座談會：6/23 舉辦，邀請科技、觀光、

環境生態、銀髮、社區等產官學專家，一同討論具體的創新

解方；當天共 14 人參與。 

III. 社會創新．全民解題論壇暨提案競賽：共 16 組團隊申請提

案，共 10 組團隊通過書面審查，於 6/30 舉行提案競賽，當

日有9組團隊進行提案報告，經由評審委員審核最終共3 組

團隊獲選。活動當天邀請部會長官與社企、NPO夥伴共襄盛

舉共88人與會。 

IV. 入選3 案的資源導入以及計劃評估與調整。 

A. 5 場企業體驗推廣會。 

B. 預計每場次參與人數 40

人，共 200 人次。 

C. 預計每場次 3 家企業或機構

參與，共 15 家企業或機構參

與體驗。 

D. 另外，弘道基金會為持續以

市場化提供銀髮服務，使資

金不受限政府補助與捐款，

規劃於 106 年底成立社會企

業，彭祖心身活為社企服務

 

A. 串聯 11 個 755 沿線主要景

點，規劃 21 個體驗活動。 

B. 串聯 755 公車與 OBike、

iBusApp 宜蘭勁好行。 

C. 建立一 QR code 行動資料

庫，打造行動旅遊地圖。 

D. 規劃 2條低碳主題遊程。 

E. 執行一採線團共計 12人參

與。 

F. 媒體曝光:藥師吉米部落格、

尚海旅行社總經理個人臉

書、日本部落客 Karube 

 

A. 辦理教育工作坊 2場 

B. 辦理遊學團 2團 

C. 辦理台北發表會一場 

D. 2場工作坊共計 74 人參與，

共 6 機構參與辦理工作坊。 

E. 2團遊學團共計 17 人參與，

共 13 機構單位參與辦理遊學

團。 

F. 工作坊與遊學團總計 91 人參

與(不包含台北發表會)，19

機構參與辦理。 



 社會創新 

社會影響力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SROI)社會投資報酬率 

 Demonstrating Value 價值展示 

透過相關文獻的翻譯與案例的分析，展現價值工具手冊，目前已

完成翻譯並選定加拿大的三個案例。 

1 •研讀SROI理論

2 •閱讀國內外SROI報告

3
•尋找有意願計算的機構

4 •選定案例執行

5 •訪問案例利害關係人

6 •製作影響力地圖

7 •撰寫SROI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