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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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底共 249 家有效會員，245 家已繳費、4 家未繳。 

會員大會 

一、 通過 106 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與 107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 

二、 介紹歐洲社會創新的願景與趨勢，引入社會創新工作的全球視野。並

接續介紹建構組織創新能力的六元素，讓在場盟友組織能反思、應用

在機構的運作上。 

三、 邀請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三組織的案例分享。 

會員委員會 

107 年共召開二次會議，分別為第五屆第一、二次會員暨輔導委員

會，審查申請入會文件共 15 家，通過入會共 8 家。 

理監事會議 

107 年共召開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分別為第四屆第十次，第五屆

第一、二、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106 年度財務報表、工作報告，已呈送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通

過。過；依規定已送內政部核備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落實台灣
NPO 責信 

盟友 106 年度財工報 

一、繳交情形-2018/12 加入聯盟共 249 家 

1. 符合主管機關要求：237 家 

2. 不符合主管機關要求：9 家 

3. 尚未繳交：3 家  

後續持續與盟友溝通修訂。 

二、秘書處檢核完 237 家盟員報表，其中 228 家檢核無誤後上傳

官網，9 家財務報表待補正。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自我檢核表 

於 10 月發送 email 請盟友線上填寫自我檢核表。總共發出 247

份問卷，回收率為 71.1%。 

用專業做公益
培力工作坊 

財會管理培力工作坊 

一、邀請資誠會計師擔任講師為學員授課，分別於北、中、南區

舉行，共計 4 堂課。 

二、協助中高階主管在短期內快速認識、運用財務管理知識與技

能，增進預算掌握、執行績效的能力，亦能有效率地與財會人

員討論財務規劃。 

三、另安排「走讀式課程」，移地至其他組織，透過工作場域的轉

換，以及其他公益夥伴們的交流，激發公益團體的想像，為公

益環境帶來更多的創新能量。 

四、8 月-9 月，辦理 4 堂課共 24 小時，共計 40 個團體／54 人次

參與。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組織治理與創新機構參訪 

一、針對 NPO 的中高階主管開設了組織管理內稽內控培力工作

坊，邀請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張哲熙協理授課，解讀勞動法令

新制，幫助盟友順利因應制度的變動。 

二、參訪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其相關業務與

NPO 間合作之專案內容。 

三、 參與團體共計 20 個組織，25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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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社會影響力評估工作坊 
 

邀請逢甲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 汪浩主任前來帶領課程及實

作 。 工 作 坊 挑 選 「 社 會 投 資 報 酬 率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 簡 稱  SROI) 、「 展 現 價 值 工 具 手 冊 」

(Demonstrating Value Workbook ， 簡 稱 DV) ，以及「 社 

會 報 告 準 則 」 (Social reporting Standard，簡稱 SRS)

三種社會影響力評估工具介紹，並以其中「社會報告準則」為

主要演練方式，協助盟友試作其社會影響力評估。 

12 月辦理 1 堂課。共計 20 個團體／26 人次參與。 

 

 

用專業做公益
培力工作坊 



 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服務方案 

 
 動物保護團體輔導計畫 

一、公私協力工作坊：於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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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家組織，

共 36 人參與。 

二、專家培力輔導委員會會議 3 次： 

 討論培力課程內容及參訪規劃 

 到點輔導訪視進度及期中訪視規劃討論。 

 期中審查成果報告及培力成果。 

三、徵案暨專家諮詢委員會 

四、共 23 件投案。經專案徵件審查組進行書審與面審後，將審查結

果交由專家諮詢委員會進行決議，最終共入選 20 案。 

五、培力課程說明會：分別於 4/20(北區)、4/23(中區)及 4/27(南區)

舉辦徵選說明會，向參與之動保組織說明計畫內容、執行方式與

注意事項。台北場有 27 家組織，共 36 人參與；台中場有 8 家

組織，共 12 人參與；高雄場有 12 家組織，共 12 人。 

   (1)107 年培力課程培力課程 

 7/20 辦理經營管理工作坊 

 7/24 辦理方案設計與評估工作坊 

 8/22 辦理服務績效工作坊 

 9/18 辦理財會管理與公益勸募之工作坊 

 10/23 辦理募款行銷工作坊 

5 場工作坊共計 104 人次 

   (2)期中訪視-共訪視 20 家動保組織。 

 12/10 辦理成果發表會。 

動物保護組織
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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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獎 

第四屆傳善獎 

一、於 3/30 辦理傳善獎說明會，共 58 個單位報名成功。當天邀請

朝邦基金會引導與會者進一步了解七類優質 NPO 指標之重要意

涵，促進彼此分享與探討自己機構未來三年可能的改變，以助於

各機構準備第一階段審查文件。 

二、於 4 至 7 月進行初複審作業，完成實地拜訪後，最終選出 12 家

並交由震旦集團陳永泰公益信託進行最終 8 家決選。 

三、10/26 辦理第四屆傳善獎社會創新工作坊，邀請 5%design 

action 帶領工作坊，同時邀請針對各計畫內容相對應的業師提

供諮詢與指導。 

四、 於 11/22 辦理頒獎典禮，現場超過 300 位社福機構代表與關

心公益事務的民眾與會。 



 

 擴大認同 

 
公民責信理念

宣導 

新會員入會 

持續擴大邀請各領域 NPO 加入聯盟，107 年共計 8 家組織成為

新盟友。新入會盟友中，包含 2 家大型組織(一億以上)、1 家中

型組織(三千萬至一億)及 5 家小型組織(三千萬以下)。 

推廣責信理念 

除了原有的盟友網絡，今年度本聯盟更透過主動出擊之方式，與

學校、公益團體、公家單位等合作，透過參與各單位原有之社會

工作增能訓練及相關活動，結合說明責信之理念及作法，提供過

去較少接觸到相關訊息之利害關係人了解責信之機會，並進而願

意推廣相關理念，或加入自律聯盟。同時透過此機會，擴大原有

之聯盟網絡，涵納更多利害關係人，產生更綿密的責信服務網

絡。講座總共辦理 14 場，合作單位有 NPO 夥伴、社企家、政

治大學社科院學生、動保團體、全台財團法人組織、各地方協會

等。 

媒體宣傳 

一、好事報 :以社會中的好事、社會創新為報導主軸，今年三月

至今已發出五期電子報，每期寄送予超過 1000 家企業、社

企、媒體及相關單位等，並邀訪了 14 家非營利組織、3 位

縣市首長、5 家社企、4 家企業 CSR 發表文章報導，主題

含括公益創新、社會創新、國際趨勢及國內 CSR 趨勢等。 

 

二、整體官網自上線後流量人數為 1,697,936 人次，FB 粉絲頁

按讚數累積 3,106 個讚，以及 3,110 追蹤，與去年相比成

長 18% 

會員入會邀請 



 擴大認同 

  企業認同 
企業認同 

一、受邀出席 E 東扶輪社會議，進行專題演講 

二、擔任 JTI 公益先鋒培育計畫課程、東海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任健全責信‧實踐公益研討會、師大社教系專題-社會投資初

階工具 DV 講師 

三、擔任勞動部及各分署、台北市產發局、農委會水保局、衛福

部委員 

四、擔任家樂福真食獎、鴻海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評審及好鄰居基

金會顧問 

五、受邀出席燃點公民平台主辦的數據大揭祕記者會及由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主辦「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第一屆成果發表會

暨第二屆徵件記者會，第二屆邀請聯盟成為協辦單位 

六、 擔任第 14 屆<遠見>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評審 



 

 國際交流 

  國際會議 

ICFO 國際論壇及會員大會 

一、ICFO 國際論壇 05/18 於墨西哥召開，其會議主題： 

 捐款人的信任與捐款－美國經驗 

 墨西哥及拉丁美洲的公益信任挑戰 

 西班牙評估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經驗 

 德國 DZI 成功經驗 

 瑞典、加拿大及法國的經驗分享 

 資訊揭露公民參與的挑戰。 

二、ICFO 會員大會 05/19 舉行，參與會員國：台灣、西班牙、

墨西哥、荷蘭、瑞典、法國、加拿大、美國、德國、瑞士、

捷克、巴西、印度、日本、烏克蘭、智利，其會員大會主

題： 

 荷蘭－區塊鍊 

 台灣－影響力評估 

 ICFO 會員年度報告資訊蒐集 

 印度、巴西、烏克蘭正式成為支持性會員國 

 

第五屆兩岸暨港澳論壇 

8/26-30，第五屆兩岸暨港澳論壇於內蒙古舉行，自律聯盟與中

港澳等單位共同聯合主辦，主題為【中華新慈善，慈善新作

為】。 

北京論壇 Beijin Forum 

參與於北京舉辦之第十一次中華慈善百人論壇。 

 



 

 社會企業自律機制 

  社會企業自律
揭露平台 

一、秉持良善治理、公開透明、莫忘初衷及社會目的付諸實現等概

念，建置民間版社會企業自律平台，透過辨識及揭露，達到對

外溝通，展現社企樣態及影響力。目前共計 35 家社會企業加

入此平台。 

 

二、輔導公益報告書，及協助社企對外揭露內容，如:公司宗旨、營

運模式、公司治理、勞動力結構到社會影響力等。 

 

三、於 03/13、05/09、07/25、10/12 共計辦理四場社企小聚，

介紹國際最新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發展，並挖掘

台灣社會創新團隊。 

 

四、 6/26-6/30 協辦【社創之星大賽】，帶領台灣團隊四隊出征，

由瑞德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繭裹公平貿易公司奪得兩面

金獎；窩新生活事業有限公司、Impact Hub Taipei 奪得兩

面銅牌。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 
平台 

搭建社會創新平台 

於 12/11 辦理社會創新研討會，以企業 CSR、影響力、銀髮長照、

地方創生以及環境永續為各階段主題，邀請各領域的專家來進行

分享交流，並邀請唐鳳政委、余宛如立委等擔任論壇主持，同時辦

理 CSR 創新工作坊，讓與會來賓以及邀請的企業代表搭建合作的

橋梁。共 100 人共襄盛舉。 

社會影響力案例評估 

一、 依來自於加拿大之價值展示工作手冊(Demonstratin Value)

完成台灣三個案例之撰寫。 

二、 完成鮮乳坊 SROI 報告 ”The SROI report of Let’s save 

our own milk” 獲得國際 SVI 認證。 



 社會創新 

金融基礎教育 
金融基礎教育推廣合作計畫 

一、 分別於 5/22、9/17 召開會議。討論內容為: 研習營課程規劃及

教學分享重點、各教育階段編修教材架構、重點討論、「金融基

礎教育推廣論壇」規劃說明與討論、 討論金融基礎教育創新推

廣作法。 

二、 分別於 6/1、9/27 召開 2 場會議。會議內容主要為與各試辦縣市

討論目前推動之工作。 

三、 於 11 月 28 日金管會舉行金融基礎教育論壇，討論金融基礎教育

之往年推動過程與未來可策進之作為，並產出推廣策略。 

四、 分別於 7/12、7/13、7/18 舉辦 4 場研習營，說明金融教育核心

素養及教案設計。邀請國小到高中教師參與，總計參加 143 人。 

五、 分別於 8/28、9/3、9/4 配合直轄(縣)市課程與教育輔導人才培育

會議辦理 3 場次推廣活動。分享金融教育之基本素養、教學能

力、規劃執行等內涵之課程，並協助培訓課程之進行以達增能參

與之教師、領域輔導團之目的。 

六、 行動方案徵選邀請對象：(1)全國各高中、高職、國中及國小教

師。(2)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之縣市團隊投稿，共計徵選 72 件優

秀的國小至高中金融教育行動方案。 

七、 透過電話、EMAIL、線上通訊軟體，即時回應各試辦縣市疑問。

並配合試辦縣市辦理 17 場增能研習營。 

八、 籌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諮詢組，於 9/27 召開

會議進行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檢核，出席人員共 13 人。 

九、 完成修訂後之金融基礎教育教材學生手冊-國小篇、國中篇、高中

職篇各一份、「理財智慧王教具」教師手冊及活動掛圖各一份。教

師手冊依據學生手冊內容進行延伸與擴充，完成教師手冊-國小

篇、國中篇、高中職篇各一份。 

十、 於 11/28 辦理成果發表會，參與人數 73 人。 

 

 



 

 政策倡議 

  

 

 

政策法規參與 
一、 公益勸募條例修文修正 

二、 公司法修正 

三、 社團法人法 

聯盟針對社會團體法草案、社團法人法、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企業會計準則)、一例一休、公益公司法草

案、公司法修正等。這些與公益息息相關的法規進

行掃描與研究，將成果加以彙整，再透過工作坊課

程，與盟友進行持續的雙向交流，助其因法規的轉

變。 

 跨領域平台 
合作 民間組織參與災害防治救助服務聯繫會報 

參與賑災基金會聯繫會報，由震災基金會所支持的

各專案行程過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