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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律聯盟作為中介型組織，以自律責信為核心

理念，協助建立公益信任環境。近年來以「社會

創新」作為發展策略，整合公益團體與社會企業，

促成公私部門的跨界合作，推廣影響力評估架構，

讓所有參與其中的夥伴皆能理解已發生之影響力、

潛在的負面外部影響和不斷變化的需求，並進而

串聯夥伴資源，以更創新有效率的方式解決社會

問題、與回應社會需求。

今年適逢聯盟邁入成立15週年，聯盟未來將站在

過往累積的基礎上，持續推展公益責信、積極與

大眾溝通、促進跨界對話，成為「好事大平台」

與公益團體及社會企業等重要的合作夥伴，協力

推動各類型的好事在台灣社會各地發展。

自

理事長
鄭信真牧師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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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使命



以提升我國非營利組織之公益形象及社會使命，
增進社會大眾對公益團體的認識及信任為宗旨。

聯盟宗旨＆使命

財務透明 募款誠信 服務效能 良善治理



• 透過舉辦多元責信教育培力課程，

促進組織間經驗交流與學習，提升

組織責信能力建構及公益效能。

推動公益團體交流

• 進行台灣公益團體會計準則編制

初探研究，建構國內公益團體會

計處理準則之藍圖與實踐。

促進公益團體發展相關研究

• 實施大手拉小手-責信輔導方案，協助

公益團體提升專業知能。

• 參與國際責信組織，提升台灣NPO責信

議題的認識。

其他有利於公益團體發展之工作

•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協助非營利

組織落實公益自律精神及行動。

• 建立公益團體責信資訊的平台，成為捐

款者與非營利組織最有效的溝通管道。

建立自律機制
促成公益團體資訊公開

• 台灣公益責信、資源、服務體系以及捐款

人研究，呈現我國公益資源與捐款人意識

之現況樣貌，協助各方實現更佳公益決策。

促進捐款人權益保障

• 掌握公益團體發展，彙整團體意見，

成為法規政策發展之重要諮詢對象。

推動建立適合
公益團體生存之法令環境

自律聯盟任務



109年工作報告
任務/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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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聯盟服務模式



109年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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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信力

影響力 新創力

社會影響力總覽

自律責信

• 透過各式議題及創新呈現，宣廣深化責
信精神

• 國際交流中展現台灣NPO責信及社會
創新能力，分享國外新知推廣自律精

• 透過社群媒體及自媒體，促進多方利害
關係人的參與

• 傳善獎推動台灣NPO公益
創新發展與組織成長

• 運用展示價值工具，協助
組織展現服務成效，發揮
社會影響力

• 打造台灣社企專屬平台，促進
有效跨界合作，對接通路合作，
完善社企整體生態圈

• 經營台北社企大樓3樓交流空
間，推廣身心障礙就業、社企
等多元議題，促進共融對話

• 促進動保團體與社區對話，落
實創新發想

• 盟友財工報揭露，健全整體公益
責信環境

• 充實多元責信教育，增強公益團
體串聯資源與整合能力

• 盤點責信現況，深化公益自律精
神及行動，加強捐款人溝通



共營公益良善環境，凝聚共識推廣責信概念

自律聯盟會務成果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通過108年度財務報表、工作報告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討論社福團體出現信任危機的預防方法

理監事會(召開3次)
支持、監督聯盟達成年度目標與財務健全

會員委員會(召開3次)
審查28家入會申請，通過21家

協助揭露盟友財務及工作報表
至109年底回收246家，完成上架211家

會費繳納情形(265家有效會員)
261家已繳費、餘4家為預計或已退會

*109年度受疫情影響，繳交及查核作業延後，故至109年底前完成回收及檢核之財工報數量為211家。

出席143人

創新力

影響力

責信力



時間：11/19-22 10:00-18:00
地點：松山文創園區(3號倉庫)
觀展人數累計5,000人次。

落實台灣NPO責信特展暨共創公益影響力論壇

透過論壇主題分享及對外展覽，深化公
益環境責信認知，並帶來更多創新能量

時間：11/3 13:00-16:00
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越堂
共計385人出席。

台灣NPO責信暨共創公益影響力論壇暨
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及績優職業團體表揚大會

自律聯盟X點點善共同策展

責信力

落實台灣NPO責信特展



人民團體會務及財務實務運作手冊之研析

協助政府修訂人民團體組織相關法規，以符合現今民主法治之
社會發展；展現民間公益能量，並協助人民團體會務順利

為求人民團體相關法規內容與時俱進

內政部已於109年底完成修訂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手冊內容：
會務書表範例、選舉罷免書表範例、
財務書表範例

11/30完成人民團體會務及財務
實務運作手冊初稿

責信力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度與捐款人意識初探計畫

盤點責信現況，深化非營利組
織之公益自律精神及行動，加
強捐款人溝通

縮短捐款人責信
認知與行為之間

的差距

增進非營利組織
與各式利害關係

人的對話

持續累積研究結
果，探究趨勢

*超過96%的研討會與會者表
示支持定期辦理「公益團體
責信與捐款人意識」調查

未來作法

研究
結果

• 有效問卷211份
• 座談會一場

瞭解捐款人責
信認知及其捐
款行為

匯集國內公
益團體自律
責信之現況

01 02
• 有效問卷1364份
• 捐款人訪談10場次
• 座談會一場

辦理1場研討會，近百人
共襄盛舉

研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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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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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業作公益」培力工作坊

充實多元責信教育，增強公益團體串聯資源與整合能力

「財務管理培力」
工作坊

• 會計講師帶領討論
盟友常見問題

• 共計32家盟友/57
人參與

「社會影響力評估」
工作坊

組織經驗分享

• 協助組織運用評估
工具增進服務效能

• 共計35家盟友/97
人次參與

• 搭配曾使用社會影
響力工具分析服務
成效的單位分享經
驗。

• 8個創新單位分享

公益團體
財務問診室

• 每月一次會計師志
工駐點服務，開放
盟友申請

• 共計7家盟友參與

責信力



金融基礎教育

提供因應12年國教新課綱
之金融基礎教育教學資源

• 製作150件教具並於網路

開放索取使用

• 協助辦理20場教師增能，

6場研習營，1場成果發表

研討會

金融基礎教育推廣

落實金融理財教育
在國小至高中職的
學校課程中

辦理競賽，
提升教師教學動機

• 選出13組教師團隊，提供共

7.7萬獎金進行教案教學

• 選出5所學校，提供共34萬

獎金進行跨班教學

宣廣責信精神，提升12年國教教師金融基礎教育素養

責信力



國際交流

持續參與國際組織及相
關事務，展現台灣NPO
責信及社會創新能力，
同時分享國外新知，提
升台灣整體公益能量

回應並翻譯ICFO國際公益
團體COVID-19 現況報告
ICFO於109年4月14日-5月11日，

針對其會員國20個代表單位，進行

線上問卷調查，了解全球公益團體

在疫情中的現況與挑戰。

線上參與ICFO 全球年會
分享交流各國現況

109年度由於COVID-19

疫情關係，ICFO國際論壇

6/24-25於線上召開，其會議主題： 線上參與ICFO E-Learning討論
分享交流各國經驗

109起，ICFO開始每年舉辦1-2次E-

Learning討論，增加會員國彼此之

間的互動。9/17討論主題為監督方

法論。

• COVID19討論分享

• 如何讓更多捐款人認識監督單位，同時吸引

NGO加入責信行列?分享好壞經驗及面對的

議題等

• 國際趨勢：在你的國家中，可以看到NGO

界有哪些趨勢?

責信力

報告內容



粉專年增加超過300個讚
觸及人數超過20萬

• 臉書粉專平均每週

發布2-3則訊息

• 觸及人數約900人/篇

官網累計瀏覽人數
超過2,992,000人次

• 盟友發布募款消息49則

• 盟友活動宣傳24篇

好事報與4間企業CSR、
11家NPO、8家社企創造連結

• 以社會中的好事、社會創新為報導主軸，

共發出4期電子報，計27篇文章。

• 每期寄送予超過千家企業、社企、媒體、

相關單位等。

推廣自律精神，促進多方利害
關係人的參與，創造對話空間

公民責信理念宣導責信力



01 02 03

傳善獎

推動台灣非營利組織公益創新發展與組織成長

• 訪視16家得獎單位-協助計畫落實、精進。
• 辦理走讀交流會-開發創新眼界，共21人

參與。
• 辦理聯合發表交流-交流執行經驗，共30

人參與。

• 辦理第六屆傳善獎初審，共28家單位
入圍。

• 辦理第六屆傳善獎說明會。
• 辦理複審，共選出8家得獎單位。
• 辦理社會創新工作坊，共27人參加。

• 領導與團隊工作坊，共21名學員。
• 服務設計工作坊
• 價值呈現—社會影響力
• 品牌區隔與市場分析
• 管理案例討論

持續推動第四、五屆傳善獎
獲獎單位責信落實與組織成長

協助第六屆傳善獎創新發想，
永續經營

台灣首創非營利組織CEO MBA課程
－傳善學苑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私董會模式！除了自
我機構的問題釐清之外，提問其他機構、
聆聽大家反饋的想法與建議，都有助於
思緒脈絡的擴建，超棒。
釐清問題後，最後再給建議（不需回應）
的做法非常好，會讓人沒有顧忌的給建
議，有助於集思廣益。

提供在經費的補助，安定人力資源及方案
執行力，並從企業視角協助機構檢視服。

服務架構、內容及成效，轉化成可見的影
響力，成為連結機構、大眾的橋樑。

透過參與評審過程讓組織內部核心有積極
的討論與凝聚機會。

有一群珍貴的同業夥伴一起支持與成長
非常珍貴，不用再單打獨鬥。

課程太棒了！我已經準備讓單位裡的其
他高階主管來報名第二屆了！

學苑讓我觸發學習魂，決定跨出舒適圈，
報讀研究所！

參與回饋

影響力



社會創新案例製作培訓
協助組織學習對利害關係人
進行更有效溝通之方式
• 初階課程開設三班，共58位學員完成課程。

• 進階班開設兩班，共20位學員完成課程。

社會創新案例製作訓練計畫

運用展示價值(Demonstrating Value)工具，展現組織其服務成效，
持續發揮社會影響力

• 結訓報告通過評選共計60案，授予結訓

證書與獎勵金。

• 成果社創案例分享會由進階班15個單位

發表DV成果，共計97人次參與。

透過組織學習及社
會創新知能培訓，
以適度獎勵機制鼓
勵參與及提升整體
效益，擴散民間團
體之社會影響力。

社會創新分享與獎勵機制，
促進學習參與及經驗傳承

進階班培訓單位臺灣山林復育協會

運用產出DV與受眾進行溝通，並將

其成果展示予理監事與志工分享。

實際運用
案例

影響力



社會企業自律平台

打造台灣社會企業專屬平台，透過培力、育成、支持，連結政府、企業、
NPO、社企、學界等多方資源，促進有效跨界合作，完善社企發展生態圈

持續運作社企
平台，推動社
會影響力

資金導入，成
功推薦1家社企

取得貸款

辦理1場私董會
，解決經營

痛點

辦理1場聚會
，打造支持

網絡

企業媒合，
成功推薦社企

商品

9/2首次辦理私人
董事會，嘗試實際
釐清、解決社企創
辦人經營痛點，總
計5位社企創辦人
+1企業夥伴參與。

協辦「臺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推薦社
會企業申請社企啟
動優惠融資專案實
施計畫」，作為社
企育成單位，推薦
自律平台上社企夥
伴參與(新生命)。

• 共7家社會企業
加入，平台上總
計48家自律社企。

• 年度拜訪共40家
社企，並持續協
助自律社企公益
報告書產出與揭
露。

於5月在板橋銀光
館，辦理社會企業
行動聚會，總計約
50多位社企及企業
夥伴參與。

製作社會企業端午
EDM，成功媒合企
業採購社企商品。

新創力



青年深根計畫
扮演青年與企業的溝通橋樑
加速雙方合作

• 邀請10家在地青年提案，共3

家，藺子、洄遊吧、苗栗青

農聯誼會入選與門市合作。

好鄰居基金會「青年深根計畫」

創造新型態販售社企商品
模式，通路銷售No.1

• 洄遊吧：擴展新客層，成功跨出

花蓮區域往大台北住宅區發展

• 藺子：強化在地連結，成為7-

11苗栗新竹亮點販售商品

對接在地青年與連鎖通路合作，推廣社會企業理念與商品，
觸及更多非同溫層之消費者

邀請已有社區產業
發展經驗的青年團
隊提案，運用7-11
門市空間與網絡，
除了支持經費與資
源外，更結合專業
顧問團隊，一起成
為陪伴青年創業奮
鬥的夥伴，協助在
地產業的發展。

新創力



109年度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自我倡議培力計畫

提升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程度，建立共融友善生活環境，
促成改變的發生

辦理公民咖啡館
開啟非身障者與身障者對話

「我們的事我們要參與」
提升身心障礙議題能見度

• 辦理2場公民咖啡館，
分別邀請朝邦文教基金
會、 5% Design 
Action擔任引導師。

• 創造跨界交流機會，邀
請社會設計、通用設計
及身障領域之專家、
NPO/社會企業從業者
等擔任桌長。

• 身障參與者26人，非身
障參與者21人，總計共
47人。

整理公民咖啡館討論內容，出版

Let’s Chat「我們的事，我們要
參與」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紀實

開場表演-Eyemusic 樂團

會場茶點

參與記實
成果展覽

• 辦理1場成果發表暨新
書座談會，共計77人參
加。

• 邀請社會企業團隊參與，
展現新創力：

新創力



友善動物
社區共融實作

增加動物友善住處行動，
有效推展友善動物社區共融

• 47組單位申請計畫，最終徵選
10組單位執行友善動物社區共
容實作、8組單位執行友善動物
理念宣廣

強化動物保護觀念紮根計畫

促成提案單位與社區對話，落實創新發想，發揮社會影響力

提案單位深入生活，在日常中
翻轉民眾刻板印象

• 單位藉由與民眾、地方
重要人士合作、宣傳活
動，將友善動物的理念
與行動深入日常所需，
縮短民眾與流浪動物的
距離

提昇我國動物居住
福利，打造同時適
合居民以及動物生
存的環境

新創力



01 02 03

多元型態空間營運，促成身心障礙就業、社會企業等議題
之交流機會，活絡大樓空間。

台北社企館營運

• 進入大樓測量體溫及雙手
酒精消毒

• 實名制列冊管理
• 空間定時漂白水消毒

配合政府政策，
COVID-19防疫徹底落實

運用三樓交流空間提供租借、
導覽服務，並辦理各項工作坊、
記者會、座談會，109年總計
156場，3816人次參與。

多元型態空間營運，
帶動人潮促進交流

邀請臺北市勞動局陳信瑜
局長與4家勞動、就業力
相關之社會企業交流，促
進雙方了解。

促進公私交流，
辦理公部門與社企對談活動

新創力



COVID-19防疫專區

配合政府推動政策，即時整理三倍
券捐贈與兌換之相關說明，回應盟
友及捐款大眾需求，提供有效資訊

• 回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對於全球經

濟及生活帶來的影響，即時整理、並定期

更新政府及民間之各種紓困相關資源及資

訊於自律聯盟官網。

• 為使資訊有效傳播，製作簡單易懂懶人包，

針對捐款人說明三倍券如何做公益、捐贈

效益；針對盟友說明收到三倍券捐贈的處

理流程，並於FB上傳遞懶人包圖文，觸

及人數超過5500。



Text here

攜手合作加速器計畫

ONGOING PROJECTS 
計畫持續進行中

影響力新創力責信力

好事大平台 迷客夏「綠光計劃」

完成研究調查：台灣公益
勸募平台發展與限制－探
討未來平台策略

進度
說明

建置即時透明的統合捐贈
平台，精準募集資源、妥
善分配，建立捐款信任度

計畫
簡介

協助創新解決在地議題團隊的
計畫進行，並予以培力，發展
不同公私協力模式。

完成提案徵選，獲選團隊開始
執行計畫，並針對團隊需求，
結合各領域的業師安排相關培
力內容。

完成公開徵件與評選，第
六屆綠光計劃共徵集84家、
入選4家。

建立徵選機制，邀請兒少NPO
提案，協助入選單位以影響力
呈現捐款運用及其成果。



109年工作報告
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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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聯盟財務成效

108 108

109年度，自律聯盟收入成長約12%，收入支出
各項目大致維持108年度比例，穩健成長。

109 109



營運成效－NPO盟友會員分析

至109年底，全台灣共有265家非營利組織加入自律責信行列，

責信總規模超過249億*($ 24,962,870,894 )。

NPO盟友約4成為社團法人，
6成為財團法人。

組織型態

大多NPO盟友集中在台灣北

區，接序為中、南、東區。

分佈地區

近4成的NPO盟友主管機關地
方政府，其次為內政部、衛
福部。

主管機關分佈

NPO盟友責信總規模超過
247億，1-3千萬約佔3成，
規模1億以上占近2成。

收入規模

*因疫情影響故繳交及查核
作業延後，以下責信揭露
財務規模計算以2020年底
完成的211家為計算基礎。



營運成效－社會企業夥伴分析

至109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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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8家社企加入社企自律平台，其中包含45家公司型、2家NPO型、1家農會。

社企夥伴最常見以食農創新
為議題，其次為就業促進、
醫療照護。

欲解決之社會議題

大多社企夥伴集中在台灣北

區，接序為中、南、東區。

分佈地區

年營業額500萬以下、501-

1千萬以及1001-3千萬之社

企夥伴各占約4分之1。

營業規模

近八成社企夥伴成立年間

為4-10年之間。

成立年間



109年工作報告
組織永續力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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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0.6 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與
金融機構中的決策發言權，以實現
更有效、更可靠、更負責以及更正
當的機構。

自律聯盟SDG盤點

10.6 優化社會創新經營能量，發掘多元
社會創新模式，建構社會企業友善生態
圈，協助解決社會問題。

16.6 持續推動公共政策網路參與，並擴
大提升平臺知名度及效能，以增進民眾
使用與附議。

16.6 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
且透明的制度。

SDG 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
永續願景

17.17 依據合作經驗與資源策略，鼓勵及
促進有效的第一、第二部門以及公民社
會的合作。

SDG16：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
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
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自律聯盟核心任務對應
至SDG10/16/17，以及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10/16，
接軌國際趨勢，同時落
實在地指標。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指標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聯合國指標

聯合國指標

(無對應之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自律聯盟員工分析

0 5 10

20-29歲

30-39歲

40歲以上

性別比例及數量 年齡比例及數量

女性

87%

男性

13%

31%

50%

19%

專業能力及背景

社工/社會學/
心理學/教育

工商管理

行銷/廣告

會內在職訓練

認識公益自律－
責信定義、內涵
與實踐

109年12月在職人數16人

彈性工時8人正職8人

社會影響力評估
工具&概念

財團法人法基礎
研習



自律聯盟理監事背景分析

職 別 姓 名 現任本職

理事長 鄭信真 (社)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馮 燕 (財)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董事

常務理事 陳俋潓 (財)海棠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常務理事 張耀娥 (財)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常務理事 陳麗如 (財)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理事 舒靜嫻 (財)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理事 王怡雯 (財)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副執行長

理事 林文賓 (財)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理事 陳文卿 (財)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理事 楊琇雁 (財)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副執行長

理事 林慧華 (財)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處長

理事 蔡麗娟 (財)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

理事 張正中 (社)中華救助總會常務理事

理事 朱貽莊 (財)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副執行長

理事 李若綺 (財)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職 別 姓 名 現任本職

常務監事 高正吉 (財)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董事長

監事 洪錦芳 (社)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秘書長

監事 蔡尚志 (財)廣青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監事 廖華芳 (社)台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常務理事

監事 胡斐雯 (財)建弘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人文藝術
10% 老人

5%

身心障礙
20%

兒童
20%

青少年
10%

疾病患者
15%

婦女
5%

新移民
5%

綜合
10%

理監事團體
多元面向



利害關係人盤點

自律
聯盟

NPO
盟友

社企
夥伴

政府

企業

捐款
人

友好
夥伴

專家
學者

理監
事/員
工

265家盟友，透過Email、電
話、會員大會、培力課程、電子
報及Facebook溝通

48家社企，透過Email、
電話、聚會、Line群組及
電子報溝通

合作部會包含衛福部、勞
動部、內政部、台北市政
府重建處/產發局、農委
會等，主要透過Email、
電話及公文溝通

合作企業包含資誠、家樂
福、好鄰居基金會、迷克
夏等，主要透過Email、
電話溝通

透過定期理監事會、工作
會議、Line群組及Email
溝通

透過不同方案及計畫合
作，主要透過Email、電
話以及課程溝通

透過不同方案及計畫合作
或策略支持，主要透過
Email、電話溝通

主要為關心台灣捐款環境的捐款人
(非自律聯盟捐款人)，透過自律聯盟
官網、Facebook及電子報溝通



自律聯盟網絡連結

邀集產官學以實際行動認同自律聯盟理念，
給予盟友及社企實質回饋和支持



明年度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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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重點發展面向

未來一年，
自律聯盟將持續努力成為最值得信任的平台，
增進社會大眾社會公益的認識及信任，
建構具自律責信的台灣公益環境。

1. 好事大平台－建立一站式公益資源整合站，並導入區塊

鏈技術，降低資源錯置、提升責信透明，回應捐款人及

捐款企業的期待。

2. 自律聯盟15週年－展現深耕公益責信15年之成果。

3. 公眾對話－積極與社會大眾、(潛在)捐款人溝通自律責

信理念精神，建立信任環境。

4. 社會影響力－推動社會影響力評估，協助NPO盟友及社

企夥伴明確說明利害關係人的改變。

5. 多方創新串聯－持續開發創新議題，並積極與產官學研

各界資源串聯、策略合作，創造社會共好。



109年度優化年度報告 Version 1

感謝各位的支持，
下個年度持續一起攜手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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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下一年度(版本)影響力報告書改善

增加利害關係人的描述與訪談，瞭解其改變

增加組織未來風險與機會預測

重新排版美化報告書，精簡頁面，增加閱讀性

增加今年度總結(是否有達成組織目標、
目標達成率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