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
九十六年度工作報告
【審查稽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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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暨成果查核報告書 1. 95 年度成果報告書併同 15 週年特刊進行，並就特刊編撰架構提供採訪人選及團 1. 年度報告於 7 月併同 15 週年特刊發
（併同公資部年刊出版
體名單。
行。
計畫）
2. 稽核暨成果查核報告書，已於 9 月底完成，並放置於網頁徵信。
2. 稽核暨成果查核報告書因部分組織
單位未能於期限內(4 月 30 日)繳交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故延誤憑證稽
核進度；另成果查核亦因部分委員
延期回覆查核意見，而延遲議決程
序。
分 配 策 九 十 五 年 度 1. 95 年度各類專案總補助方案數 470 件，補助總金額為新台幣 254,926,955 元整， 1. 完成結報之方案其中 99%之方案同
略暨補 方 案 成 果 查
應辦理憑證結報方案數 464 件，扣除跨年補助案 11 件，95 年度應辦理成果結報
意成果查核及 99%之方案通過憑證
助計畫 核 暨 憑 證 稽
方案數為 453 件。
稽核。
核作業
2. 相關結報資料因應各專案執行期間不同，已分別於 96 年 1 月 1 日至 2 月 6 日及 2. 未來關於組織審查之憑證查核方式
3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 期間收集完成，並由秘書處進行方案成果與支出憑證初核，
僅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籍原始憑證兩
兩項作業查核結果如下說明：
類型，且今年度經組織審查之方案
¾成果查核
已於實施約定書簽定於每年 3 月 30
審查委員會委員於 3 月 1 日至 5 月 16 日進行各案之成果查核，並於 96
日前完成結報(含會計師查核報告
年 8 月 15 日以通訊會議形式進行成果查核決審會議，以確認 95 年度之成果
書)，未來應可改善結報時間延遲的
查核結果，經查總計 450 件通過成果查核，3 件因成果未符方案服務承諾，
狀況。
故決議不予通過成果查核，並決議追款或停止受理申請權利乙年（台北市生 3. 另有關審查委員延遲回覆查核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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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勵關懷協會-已退回款項、嘉義縣智障者家長協會-停權乙年、生命之愛文
一事，經溝通若委員因公務繁忙，
教基金會-停權乙年）。
無法協助審查作業者，擬不續聘為
¾經費稽核
審查委員。
稽核委員會委員於 4 月 2 日召開覆核派案會議，討論初核問題件之後續處理 4. 另為落實經組織審查組織將採事前
及派案查核原則。並於 4 月 2 日至 4 月 13 日依以下種方式進行覆核作業：
審查代替事後稽核，未來將規劃稽
(1) 逐案覆核：依據秘書處初核並經覆核派案會議決議列為問題件者，採逐
核委員採責任制，分別負責數個組
案覆核，共 11 件。
織審查單位，採不定期實地訪視方
(2) 抽查覆核：依據秘書處初核為通過者，由稽核委員約採 1：10 之比例抽
式進行財務稽核作業。
查進行覆核，95 年度需結報方案通過初核計 420 件，抽查 56 件進行覆
核。
(3) 經組織審查組織的方案由稽核委員依據各單位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憑證
資料進行逐案查核，共 42 件。
95 年度方案經稽核委員覆核以及於 6 月 20 日召開之年度稽核會議通過，經
查總計 461 件通過憑證稽核，3 件因憑證或經費執行問題，故依稽核會議決
議追款或停止受理申請權利一~二年（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文化協會-停權乙
年、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老教會力發教會-停權二年、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已退款）。
3. 有關稽核與成果查核報告書已於本會網站刊登。
分 配 策 九 十 六 年 度 1. 96 年度社會福利服務方案審查作業
1. 96 年度社會福利服務方案審查作
略 暨 補 方案審查、補
¾【方案審查、補助】96 年度向本會提出計劃補助申請計 654 件，經三次決審會
業：依進度完成審查作業，並依各
助計畫 助 與 督 導 作
議（含決審會議、申議決審會議、預分配決審會議）決議支持 414 個社會福
類專案規劃實地訪視、書面審查、
業
利組織並支持 528 件社會福利服務方案於台灣地區各地進行，總補助金額達
會議審查等三種型態，並修訂相關
貳億玖仟貳佰肆拾壹萬肆仟陸佰參拾玖元整（292,414,639）。
表件及作業系統。
(1) 一般方案：總計支持 425 件助人計畫，補助金額為 202,177,427 元。
2. 另愛滋議題符合緩起訴處分金使
(2) 經組織審查組織方案：由於本類方案之組織皆已完成「組織審查」
，具申
用用途，96 年支持此類議題方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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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跨年度方案資格；故 96 年度持續支持 95 年度跨年案計 10 件（96 年
補助金額為 9,346,124 元整），96 年度新申請且通過補助案計 41 件，金

(3)

(4)
(5)

(6)

合處分金作業要點以當年度款項
支付，故以預分配方式使用 96 年
累積之緩起訴處分金，不足款項將
由一般愛心捐款支付。

額為 49,567,670 元整，總計 96 年度本類方案總計 51 件（31 單位），補
助金額總計 58,913,794 元整。另其中 11 件為延續至 97 年度方案，97 年
3. 期中督導作業：依進度完成期中督
度之補助金額為 15,217,800 元整。
導作業。
苗栗地檢署緩起訴處份金專案：總計支持苗栗地區 12 單位 27 件服務方
案，補助總金額為 17,404,190 元整（含 95 年度苗栗地區急難救助專案，
560,000 萬元整）
特殊捐助案（常務理監事會議通過）
：經常務理監事會通過補助 3 案，總
計 3,877,783 元整。
指定捐助案：95 年度捐助支出含 22 件指定捐助案，總計 13,632,716 元
整：
 林仲鋆基金會：指定兒童閱讀方案，計 2 件，220,800 元整。
 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指定資訊相關捐助，計 12 件，1,346,300
元整。
 國際聯勸：國際聯勸透過本會指定捐助於台灣公益團體，計 8 件，
12,065,616 元整。
愛滋服務網絡相關計畫：
 座談會：延續進行 95 年度愛滋暨毒癮社福團體座談會，以季座談會
促進相關組織間工作瞭解交流、資源或服務缺口。並已分別於 3 月 28
日、5 月 24 日以及 9 月 20 日進行服務服務網絡、愛滋服務專業訓練
以及愛滋感染者的居住服務為題之座談會，三次座談會共計有 51 人
次與會。並於座談會後分別拜訪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及勵馨社
會福利事業基金會，溝通後續提供感染者相關服務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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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補助：本議題之方案經費來源為 96 年度緩起訴處分金（預分配）
，
故未列入本會 95 年度捐助支出，方案申請補助歷經兩次決審會議（全
國決審會議及預分配決審會議），96 年度共計支持 22 件（17 單位）

藥癮愛滋服務方案，金額總計 12,470,725 元整。
¾【決審會議其他重要決議】：
(1)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方案】之補助原則：因涉及兒童青少年安全與消防
防護設施之問題，為確保服務對象之人身安全及空間活動，故決議本類
補助方案需要求該組織提出該方案之安檢證明及空間改善計劃，及樓地
板面積需符合安全標準者始同意補助。96 年度起並提醒各相關團體應加
強逃生訓練及注意維繫師資品質。
(2) 社會福利服務組織申請資格：因應近年來台灣公益團體蓬勃發展，本會
面臨許多類型多樣、運作方式複雜的非營利組織提出資格詢問及經費申
請，為釐清本會對於社會福利服務組織之申請資格，故於決審會議中討
論並議決：
 社會福利服務組織申請資格維持原補助辦法所列，以組織性質為審查
依據。
 對於非社會福利服務組織的提案，處理方式：
9 由決審委員先行資格審查，同意者則進入方案審查流程。
9 針對專業組織（如公會、學會、專協、全聯會…等），本會立場為
與之合作來經營夥伴關係，由秘書處主動洽談並朝向「專業組織培
力」的方式。
 「醫院附設或辦理養護中心」等組織之申請資格決議：97 年方案補助
不受理申請；另如有醫院成立之基金會則請秘書處列管，並提醒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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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注意。
(3) 聯勸的資源分配角色：為倡導前導、發現需要及補充，目的在發掘機構
能力，因此補助原則為：
 目標清楚：引導機構清楚本身的核心宗旨及使命
 品質要求：即空間安全、人員資格等原則標準
 經費來源釐清：了解各受助機構財務、經費的來源(如政府的補助比例)
2. 96 年度社會福利服務方案期中督導作業
96 年度方案期中督導，將依專案性質分為不同督導方式：
¾一般方案、苗栗地檢署專案、指定捐款、特殊捐助案、96 年度預分配案（愛滋
藥毒癮）等：實地督導，計 390 個單位 485 件方案，時間為 6 月 6 日至 6 月
27 日。
¾經組織審查組方案：視組織及方案情形，於決審時議決期中督導方式及頻率，
其中 13 個單位需進行實地訪視，另 9 個單位進行書面評量，時間同上。
分配策 九 十 六 年 度
1. 依進度邀請相關團體進行組織審
96 年度組織審查邀請持續以「聯盟型組織」及「愛滋暨藥毒癮組織」為主動邀請對
略暨補 組 織 審 查 作
查，並於 11 月完成審查作業。
象，共計 5 個單位申請：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財團法人台中市私立弘道老人
助計畫 業
2. 另為確立未來組織審查作業模式，
福利基金會、中華民國弘道志工協會、財團法人靖娟兒童安全文教基金會等，並已
已於 97 年度計畫書中規劃審查制
於 11 月前完成，另財團法人台北市婦女救援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因 97 年 1 月組織
度的整體評估調整作業。
運作將有重要改變，故提出暫緩進行組織審查。
分配策
1. 97 年度社會福利服務方案申請及審
1. 97 年度社會福利服務方案審查作業
九十七年度
略暨補
¾分別於北區(8/30、9/3)、東區(8/31)、南區(9/4、9/5) 及中區(9/6、9/7)，進行 7
查作業：依進度受理申請並進行審
方案申請作
助計畫
個場次的說明會。另因應「苗栗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專戶執行計畫」加
查作業，於 97 年 1 月 14 日進行全
業
辦苗栗場次(9/10)說明會。
國決審，計 79.5%方案通過補助。
¾統計參與人數為：方案申請說明會報名人數計 866 人、參加人數計 837 人。回 2. 兩類組織座談會係促進與組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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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8 場次說明會辦理情形，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執行情況，已於 9/14 召開檢
討會議，作為來年度的修正參考。
2. 97 年度社會福利服務方案申請作業
延續方案電子化申請作業，提昇審查程序及審查結果效率，除修正申請程式與
表格外，亦增加資料填寫的檢視與提醒功能，降低資料誤植的機率。
組織座談會
(1) 為促使社福組織瞭解聯合勸募發展網絡服務的想法與提案，特別在每場
申請說明會後辦理「身心障礙服務」及「以家庭為核心服務」兩大類組
織的協力合作座談，邀約組織重要決策者或負責人參與對話。
(2) 「身心障礙服務」組織協力合作座談：分別於北區(8/31)、南區(9/4)、中
區(9/7)進行。
(3) 「以家庭為核心服務」組織協力合作座談：分別於北區(8/30)、東區
(8/31)、南區(9/5)、中區(9/6)及苗栗(9/10)進行。
分 配 策 97 年度社會 3. 審查說明會：為加強與審查委員進行方案審查原則說明與溝通，今年度將分區派
略暨補 福 利 服 務 方
案說明會提前於 10 月底進行，分別於北區(10/22、10/29、10/31)、中區(10/23、
助計畫 案審查作業
10/31)、南區(10/22、10/23、10/31)、東區(10/25)，進行 9 場次的說明會，計 54
位審查委員出席。
4. 97 年度全國共受理 708 件申請案(含各類專案)，總申請金額為 605,294,297 元（不
含跨年方案 98 年之申請經費），初審通過 698 件，婉拒 10 件，其中三件提出申
議，但因組織屬性不符本會補助對象，交付全國決審委員會議決。
5. 另組織審查 96 年跨年方案已核定補助案計 17 件(補助 96-97 年)，97 年度補助金
額為 21,760,950 元整。
6. 複審情形：因應專案性質不同將 97 年度方案審查方式規劃為三類：
「經組織審查
組織方案」
、
「專案小組審查」
、
「個別方案」三類；依各類採「實地審查」
、
「書面
審查」以及「會議審查」等三種審查方式進行。
- 20 -

人、以及組織間之對話機會，以溝
通促進未來組織間之合作以及服務
網絡之建構。

為因應各項專案發展，以及跨組織間
之方案規劃程度，故 97 年度方案審查
作業進行調整，除增加審查說明會場
次，並增加小組審查機制。除可拉近
委員評分之一致性，更能強化審查共
識決之機制，並能與申請組織間進行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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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區決審會議：為確認各區方案審查情形，並確保本會對新興議題或「弱而必要」
服務之社會正義保障功能，分別於北區(12/26)、中區(12/26)、南區(12/25)、東區
(10/27)進行實地審查方案之分區決審會議，計 4 場次 24 位審查委員出席。
8. 全國決審會議：經 97 年 1 月 14 日全國決審會議議決，決議支持 431 個社會福利
組 織 並 支 持 577 件 社 會 福 利 服 務 方 案 於 台 灣 地 區 各 地 進 行 ， 總 補 助 金 額
309,639,877 元整。
9. 「基隆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專戶執行計畫」
：97 年度與基隆地檢署合作，配
合「基隆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專戶執行計畫」將於基隆地區進行資源盤點與
方案審查，以共同促進區域發展。在方案申請部分共受理 17 件方案申請，總申
請金額為 18,418,658 元，初審全數通過，複審則採小組審查方式，共通過 11 件
方案，3,569,000 元。經本會決審會議決議總計 97 年度共計支持基隆地區 10 件
服務方案，補助金額總計 3,153,700 元整。（其中基隆地檢署緩起訴專戶支出為
2,747,012 元整；本會自籌補助 406,688 元整）

指 定 捐 （一）苗栗地 1.
款 、 專 檢署「緩起訴
戶專案 處分金」專戶 2.
執行計畫

「苗栗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專案，依據 94 年資源盤點進行之結果進行分配， 1. 苗檢緩起訴處分金專案分配
分配比例為安全類 60％，關懷類 30％，發展類 10％。
目標：決議各類別之補助方案及經
總計苗栗地區團體所提之 96 年方案計 33 件，申請金額為 35,064,318 元，經小組
費項目、通過補助方案之工
會議複審，邀請機構依方案類別進行簡報說明。經本會決審會議決議總計 96 年
作報告及督導方式
度共計支持苗栗地區 30 件服務方案，補助金額總計 19,661,990 元整。
（其中苗栗
說明：依分配比例為原則決議各類
地檢署緩起訴專戶支出為 16,385,143 元整；本會自籌補助 3,276,847 元整）
方 案 ： 安 全 類 13 件 ，
¾安全類：含「犯罪預防」
、
「更生保護」
、
「被害人補償」
、
「法律宣導」以及「藥
11,365,520 元整；關懷類 16
毒癮防治輔導」、「社區生活營」等方案，總計 13 件，11,365,520 元整。
件，8,177,270 元整；發展類
¾關懷類：其他弱勢族群服務方案，計 16 件，金額為 8,177,270 元整。
1 件 119,200 元。
¾發展類：社區資源網絡建置以及提升當地團體專業督導類方案，96 度計有「苗 2. 苗檢緩起訴處分金專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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栗縣愛加倍社區關懷協會—2007 組織發展外聘督導計畫書」
，總計計畫經費為
目標：工作進度掌握、各項工作完
119,200 元整。
成率 100%
¾苗栗地區急難救助專案：
說明：如期完成各項工作。
1.線上申請機制：為加速申請效率以及避免重複申請，故設置線上登錄機制，以 3. 苗栗地區急難救助專案
供申請團體間查詢登錄。
目標：至多 5%之資源用於該類方案
2.根據 95 年 6-12 月試辦經驗，並蒐集各團體意見，96 年度調低各項目補助上限
之補助
額度，以嘉蕙更多需要民眾。
說明：分配金額為 16385143 元整，
3.經費來源以本專戶當年度累積可分配款百分之五為年度運用上限。
急難救助補助經費至多可
96 年 1-12 月總計申請 46 件，通過 45 件，補助共 680,000 元整，訪視費用為 17500
使用經費為 819257 元整，
元；另，95 年訪視費用 9000 元及二件申請案 50000 元亦由 96 年經費支應之。總
而 96 年補助金額為 756500
計 96 年急難救助補助經費為 756500 元。
元整，未超過補助經費上
限。
指 定 捐 （二）緩起訴 1. 95 年度方案結報作業：本會協助「台中地檢署進行緩起訴處分金專戶支付對象」 為台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運用委託
款 、 專 處分金專案
之成果報告暨憑證結報，由 23 個公益團體提送之書面資料，經審查及稽核委員 審查，96 年度總計影響資源分配達
戶專案 --協助台中地
進行書面查核，提供相關結報資料與查核意見予台中地檢署，以利地檢署進行決 51,749,594 元整
檢署列名審
審。
查
2. 96 年度方案列名審查：本會秘書處受理 40 個團體提出 62 件方案進行初審，申
請金額 96,342,967 元；初審通過 38 個團體 57 件方案；動員 57 人次委員協助進
行書面複審作業，並提出建議支付名單以及支付額度上限，總計 35 團體 50 件
方案，金額為 51,749,594 元整。
3. 96 年度方案期中督導：本會協助台中地檢署針對列名單位進行期中督導，總計
動員 51 人次委員實地訪視，台中地檢署派員隨機參與機構期中督導作業，已於
6/6 至 7/05 至機構進行訪視完成 36 團體 51 件方案(含經本會初審建議婉拒，台中
地檢署決審通過之 1 單位 1 方案)，並提出計畫執行建議。並於 7 月 14 日發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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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署報告期中督導結果。
4. 97 年度方案列名審查申請：本會已於 9 月 5 日協助進行台中地檢署緩起訴處分
金申請說明會，共有 51 個公益團體提出 78 件方案，經過本會初審及實地複審，
建議通過 47 個公益團體暨 72 件方案列名，並建議總補助金額為 78,121,216 元
整。台中地檢署決審小組則於 12 月下旬進行決審公告，總計通過 39 個單位 48
件方案列名，總計核准金額為 48,202,175 元整。
（二）緩起訴 1. 協助高雄地檢署列名審查 96 年度計 12 個團體 36 件方案，經本會初審及複審後， 1. 為高雄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運用委
處分金專案
託審查，96 年度總計協助複審方案
建議通過 12 個公益團體計 27 件方案列名，並建議總補助金額為新台幣 12,524,950
計 27 件。
--高雄地檢署
元整。
列 名 審 查 及 2. 96 年度高雄地檢署已於四月中進行方案決審，決審通過 5 個公益團體計 15 件方 2. 自 97 年度起高雄地檢署將自行進行
執行狀況
審核作業，故 97 年度方案起不再繼
案列名。
續合作。
1. 依進度如期完成 8 件申請案之複
（三）蘋果日 96 年度延續支持以下兩類方案，並已併同本會一般方案進行審查督導相關作業。
審、期中督導。
報 慈 善 基 金 1. 原住民家庭之未成年子女學習成長計畫：共計 8 件申請案，總計補助 5,971,840
會指定捐贈
2. 依進度如期完成 6 件方案之複審、
元。
決審及期中督導。
2. 跨文化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蘋果基金會與本會共同合作支持補助 6 件方案，補
助金額共計 4,875,600 元整，其中 200 萬元為蘋果基金會支持，其餘款項
（2,875,600
成效評量推動計畫（展
能計畫）

元整）則由本會支持。
如前專案報告

1. 一般物資：
依原訂計劃，接受不定期企業物資
捐贈，配合企業捐贈及團體需求，
台北木柵劍湖山兒 1. 台北木柵劍湖山兒童玩國（網址：http://www.kiddyland.com.tw）與本會合作，將
Hello Kitty 毛毯

1. 贈一批印有 Hello Kitty 圖案的毯子 450 條。
2. 協助調查機構需求篩選受贈單位，並於 96/2/2 建議名單提供給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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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捐贈物資。
以本會補助之社福團體中以兒童為服務對象之機構為優先捐贈對象，開放於 96
2. 微軟捐贈：
年 3～6 月及 9～12 月等期間之每週一、二、四，免費招待團體參觀園區。
依原訂計劃及企業要求，完成 96 年
物
2. 本會通知機構，並請其主動與劍湖山聯繫。
度 120 家社福團體之軟體捐贈審核。
資 台灣新思科技有限 受贈單位為台南腦麻、台東智協、苗栗聲暉、苗栗生命線、彰化志願服務協會。
捐 公司捐贈 5 台二手
贈 手提電腦
童玩國免費園區參
觀專案

台電公司愛心白米 台電內部員工自動發起「小小善念、大大溫暖」活動，轉捐股東會贈品，透過本會
分配捐贈財團法人基督教救世軍、財團法人中國青年和平團、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三個單位共計 434 包 651 斤白米。
國家音樂廳免費票 國家音樂廳二十週年歡慶系列捐出，經本會調查機構需求後，共計捐贈財團法人台
卷
北市基督教勵友中心、中華民國更生少年關懷協會、財團法人台北市基督教校園福
音團契飛颺青少年成長中心等單位
好事多股份有限公 共計捐贈 14 個單位 1500 組愛心背包。
司愛心背包（內含
物 文具組）
資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 共計捐贈 12 個單位 100 台筆記型電腦。
捐 務所二手筆記型電
贈 腦
微軟軟體捐贈

96 年軟體捐贈：
A.申請核定 120 家，於八月八日開放申請，惟學校、政府、政黨、宗教、私人基金
會不能申請。
B.於八月十七日進行申請決審，目前後續捐贈系統填寫及安裝辦法，台灣微軟公司

軍委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協助 120 家獲贈團體。
小猪圓圓玩偶捐贈 共計捐贈 3 個單位 482 隻小猪圓圓予機構轉贈服務案主聖誕節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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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生日卡
查
稽
核
委
員
會

為加強與委員間聯繫，每月寄發生日卡與當月生日之委員。

由於部分委員(計 23 人)未提供個人出
生月份，僅就提供之委員計 148 人寄
送生日卡，達成率 86.5%。

審 網站委員專區
查
稽
核
委
員
會

為整合委員網路審查機制，加強委員交流及溝通，於本會網站設置常態性「委員專 已建置完成，配合審查稽核作業各項
區」，目前仍持續豐富化網頁內容及不定期更新資訊。
資訊皆適時更新，並紀錄個別委員登
錄時間與次數。

急難救助專戶

因應不定時之天災造成社福團體之設
因應今年度接連而來的颱風所帶來的損害，本會常理會經過臨時通訊會議緊急決
備設施損害，提供急難救助金協助團
議，通過動用急難救助金（額度以 1000 萬元為限）以支持社福組織相關受損之設
體重建，儘快恢復助人工作之進行。
備設施修繕購置復原等費用，總計在 96 年度幾次的風災中，已經支持了 25 個團體
（26 件），7,156,397元整的重建經費，各次颱風申請補助情形如下：

六月豪雨

急
難

於 6 月 15-29 日開放申請（開放範圍：中區-竹、苗、中、彰、投、南區-雲、嘉、
南、高、屏）
，共計受理 7 件申請案（中區 5 家，南區 2 家）
，申請金額總計 3,093,918
元整，經 7 月審查委員會決審會議（7 月 20-27 日）後，通過 7 件補助案，補助款
計2,794,497元整。

聖帕颱風

於 8 月 22-9 月 7 日開放申請（開放範圍：中區-竹、苗、中、彰、投、南區-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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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助
專
戶

南、高、屏、東區-宜、花、東）
，共計受理 13 件申請案（中區 1 家，南區 9 家、東
區 3 家）
，申請金額總計 3,026,857 元整，經 10 月審查委員會決審會議（10 月 18-26
日）後，通過 12 件補助案，補助款計2,580,958元整。
柯羅莎颱風

十月份強烈颱風柯羅莎從再次來襲影響台灣地區，亦造成社福機構之建物、設施損
壞；故於 10 月 9-23 日再度開放申請（開放範圍：台灣北區-基、北、桃、竹、東區
-宜、花、及中南部山區-含苗栗山區、南投仁愛鄉、嘉義竹崎鄉…等社福單位為優
先），計有 7 個社福團裡提出 7 件申請案，申請金額總計 2,153,930 元整，經 12 月
審查委員會決審會議（12 月 11-20 日）後，通過 7 件補助案，補助款計1,780,942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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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暨資源發展】
1. 本年度持續積極開拓與企業合作機會，配合企業商品及特色發展

多元化公益活動，

九十六年度一至十二月共 46 家廠商、企業或團體與本會以協辦、受贈方式辦理公益活
動。包括:太平洋 SOGO”一錶心意 愛讓家完整”活動,募得 2,196,608 元;以及勤業眾信會
計師事務所於舉辦愛心義賣活動 201 萬元。
2. 與 7-11 全國 4000 多家門市進行「因為有愛就業無礙」一~六月共二季募款活動，門市
全面配合海報、募款箱、活動 DM 上架，並由賀軍翔代言公益廣告於各電子媒體密集曝
光，零錢捐累計 49,579,580 元。外加其他捐款方式總金額達 55,101,903 元；另外邀請台
灣大哥大協辦活動，全國 My Phone 門市形象區放置 DM，及播放公益廣告，台哥大與
中國時報合作策劃報導。
3. 96 年一日捐文宣主軸為：
『您的一日捐 讓愛發光，照亮許多弱勢團體』
，公益廣告計有：
報紙 13 則、雜誌 16 則、電台 9 家，廣告效益 4,361,000 元; 截至 12 月份募款金額為
4,961,985 元；參與人次 4,436 人。
4. 花旗銀行與本會攜手勸募今年邁向第 13 年，為期 3 個月的「花旗聯合募款活動」於 11
月 1 日正式起跑, 以「愛的故事 由你開始」做為今年的募款主軸。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
26,878 人次參與，募得 71,569,187 元。
5. 96 年各地檢署處分金共 1,596 筆、計 40,710,000 元；其中苗栗地檢署專戶 14,632,000
元、基隆專戶 5,849,000 元、台中 7,458,000 元;本會六月已針對檢察官發行緩起訴專刊、
並陸續拜訪多家地檢署。
6. 96 年再度與家總、智總、康盟、殘盟、台灣失智症協會、老盟等團體參與家庭照顧者
關懷聯盟，於 10/29～11/30 規劃網路留言及宣傳活動，爭取媒體及企業合作機會，包括
與聯合新聞網、PCHOME 策略合作；及請各大網站提供公益宣傳資源。於活動期發送
聯合電子報, 並透過 PPS 進行病毒行銷，共獲得近千分網路留言。
7. 公開勸募專案
¾ 九十六年度「聯合勸募獻愛系列活動」辦理期間：96 年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內政部許可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0960702841 號，為籌募九十七年度不分類型社會福
利服務方案經費。共 11948 人次響應，募得 34,484,876 元整。依據公益勸募條例第
十七條規定使用募款成本 3,458,790 元，扣除法定募款成本後餘 31,032,234 元整。
（含
利息 6,148 元）
聯合勸募協會九十六年度「聯合勸募獻愛系列活動」收支餘絀表
日期

項目

96.07.01-96.12.31

捐款收入

96.12.21

利息收入

96.07.01-96.12.31

廣告費

96.07.01-96.12.31
96.07.01-96.12.31

收入

支出

餘額

34,484,876

34,484,876
34,491,024

6,148
2,,984,918

31,506,106

文具印刷

89,947

31,416,159

郵電費

41,065

31,37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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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7.01-96.12.31
合

運費

342,860

計

34,491,024

31,032,234

3,458,790

*依據公益勸募條例辦法第十七條標準支出：
10,000,000*15%=1,500,000
(34,484,876-10,000,000)*8%=1,958,790
1,500,000+1,958,790=3,458,790(依法可支應之活動募款成本)
¾ 依公益勸募條例第二十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十五條規定，應於計畫執行完竣將使用情
形提經理事會通過。上述募款所得經審核部門執行審查分配，並於九十七年二月底
撥款完畢，分配成果明細請參考議案四附件。
一.合作活動
1月

1. 1/1 崑山會館入厝活動，禮金轉贈本會，募得 135,200 元（一月進帳 45,200 元、
3/16 進帳 90,000 元）

2.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86 筆：80,900 元
3. IBON 捐款:捐款 200 人, 捐款金額 86,205 元
2月

1. SOGO 百貨 復興館舉辦「公益福袋活動」，大年初一販售公益福袋共募得新
台幣$409,000 元，參與人次 409 位。(單次福袋售價 1,000 元整，全額捐贈)

2. 宏碁年度員工募款，總募款金額為新台幣 193,500 元，共 95 人次
3. IBON 捐款:捐款 117 人,捐款金額 139,798 元
4.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91 筆：104,100 元
3月

1. 3/9 微軟聯勸日活動，總募款金額為新台幣 311,800 元，共 52 人次，邀請愛心
大使李文儀主播出席參與活動
2. 鳳凰科技第 1 季捐款 88,950 元
3. IBON 捐款: 捐款 130 人,捐款金額 146,693 元
4.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498 筆：162,200 元

4月

1. 加入永豐信用卡「紅利點數換愛心活動」
，活動年度 96 年 4 月份~97 年 3 月底(每
2500 點捐 150 元)
2. 4/16 收到聯電燭光社一日捐金額(1/26~31)，167,700 元，參與 217 人次，算入
95 一日捐
3. IBON 捐款: 捐款 108 人,捐款金額 65,561
4. 內科郵票：於四月底將餘款結清 623,498 元 （4/18）
5.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304 筆：104,300 元

5月

1.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50 筆：57,300 元
2. 5/30「豆豆假期」電影首映會共募得台幣 246,351 元
3. 台大 5/19~5/20 日「青年理想節」活動合作，募款金額為 24,143 元
4. IBON 捐款: 捐款 136 筆,共 42,916 元

6月

1.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24 筆：55,500 元，累積 1-6 月共 1,453 筆、募得 564,300
元
2. 鳳凰科技第二季捐款 67,200 元
3. IBON 捐款:捐款 198 筆, 共 116,7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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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 7/6 益新(永新)鐘錶有限公司於國華高球場舉辦主顧客球敘活動，並捐出 100
萬元予本會

2. 7/15 台灣山葉機車 JULIN 安全帽義賣募得台幣 30,000 元
3. 華僑銀行信用卡「種植愛心的種子」活動截至 7 月統計業績共 50 人參與，(每
月定期捐款 11,150 元，單筆捐款 32,200 元)
4. 7/6 台北三縣鎮李先生預立遺囑捐贈遺產給本會,由本會理事林美倫代為當面說
明,遺囑正本目前放在保險箱裡

5. 七月份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51 筆：59,500 元
6. IBON 捐款:捐款 188 筆,共 129,425 元
8月

1. .8/11、12 友達光電慈善義賣活動，募得 24,010 元
2. 華僑銀行信用卡「種植愛心的種子」活動截止，共 95 人參與，共募得包含: 每
月定期捐款 15,950 元、單筆捐款 63,700 元、僑銀捐款 1,900 元
3. . "台大 DoSth 青年理想節"活動募款，8/15 台大學生會會長親至協會捐贈 24,143
元
4. Ibon 捐款:捐款 185 筆, 共 156,082 元
5. 八月份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97 筆：29,800 元

9月

1. 太平洋 SOGO”一錶心意 愛讓家完整”活動,自 9 月 4 日起至 10 月底止，單筆捐
款達 3500 元，SOGO 贈送捐款人一只 SWATCH 捷運悠遊錶; 共有 503 筆捐款
金額 2,196,608 元
2.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於 9 月 20 日、21 日兩日，舉辦愛心義賣活動, 義賣連
同捐贈所得為 201 萬元。除義賣所得捐贈本會外，為響應教育部縮短城鄉差距
的計畫，今年勤業眾信亦將 100 台 IBM 筆記型二手電腦捐贈本會, 分配給 12
家電腦缺乏的機構。
3. Ibon 捐款:捐款共 147 筆, 共 120,800 元
4. 九月份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39 筆：52,900 元
5. 9/17 台中金典酒店舉辦凱文科恩來台演出歡迎晚宴，共捐出 32000 元
6. 9/17 美國堪薩斯聯勸大額捐款人訪台接待茶會，由聯勸大使朱衛茵主

持，會後媒體庫余總經理捐 1 萬美金(當日捐款共計 395,820 元)，美國聯
勸捐款人 Benny Lee 預計 96 年度捐贈 1 萬美金
7. 9/17 克緹文教基金會捐贈總裁父親奠儀 120 萬，指定捐助兒童服務方案
10 月 1. 2008 年 Costco 員工募款專案籌備
2. 10/24 反貪倒扁總部捐款，共 3,150,725 元
3. 林仲鋆基金會指定捐款 20 萬元,延續性支持 97 年「一粒麥子」及「彩虹原住民」
二個機構的閱讀計劃
4. 鳳凰科技第三季捐款 110,150 元
5. Ibon 捐款: 捐款共 144 筆, 共 87,896 元
6. 十月份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24 筆：44,900 元
7. 聯合報世間人合作專案: 藉由報紙深入專題報導,將使聯勸與協力社福機構解
決社會問題的效益被看見;10/8~12/24 每週一刊出,每週一次刊登,共十二次報導;
機構的迴響熱烈
11 月 1. 11/3 政大舉辦包種茶節, 聯勸提供平面文宣
2. 11/4 中壢青工會「登高公益活動」
，募得 1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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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11/8 宏碁員工募款共 167 人次，募得 323,500 元
11/22 昆盈企業指定捐款 600,000 元
11/24 商業司 GSP 星光再現活動，義賣 38 項產品，募得 59,100 元
Ibon 捐款: 捐款共 156 筆, 共 126,161 元
十一月份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33 筆：63,300 元

12 月 1. 2008 年 Costco 員工募款，募得 2,365,838 元(員工捐款 1,668,538 元、相對捐
700,000 元)
2. 12/25 台中弘光科技大學舉辦 40 週年校慶愛心義賣捐贈儀式,捐贈本會 3 萬元,
3. 蘋果基金會指定捐款 700 萬元;其中原住民未成年子女為 500 萬元;新移民家庭
為 200 萬元
4. 鳳凰科技第四季捐款 155,940 元
5. Ibon 捐款: 捐款共 203 筆, 共 145,578 元
6. 十二月份 台哥大手機捐款共 107 筆：44,000 元，累計 1-12 月共計 2213 筆捐
款，總計募得 859,900 元。
二.緩起訴
1月

1. 新列名申請：新竹、士林、花蓮、台南、板橋
2. 高雄、板橋要呈報執行成果

2月

1. 2 月完成其他 12 家地檢署列名申請
2. 3 月/15 前與審查合作緩起訴處分金成果報告書，公資部負責前言及四類服務八
個案故事整理，審查負責成果分析及結語

3月

1. 3/19 受新竹地檢署邀請，說明處分金執行狀況
2. 3/20 提送 95 年緩起訴專戶執行憑證正本予士林地檢署
3. 3/29 參加撥交儀式行前會議

4月

1. 4/9 苗栗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協助泰安鄉公所托兒所購買交通車撥交儀式，共
聯合、中時二媒體進行報導。
2. 4/17 檢送 95 年緩起訴專戶執行憑證影本予板橋、雲林、彰化、高雄、台南、
屏東、桃園、基隆八家地檢署
3. 專刊製作

5月

1. 5/10 接待台北地檢署政風室楊科員，並協助填寫問卷
2. 5/17 回覆士林地檢署問卷
3. 完成 95 年度緩起訴專刊排版印刷，預計 6 月初郵寄各地檢署。

6月

1. 6/5 參加士林地檢署處分金運作績效會議，會議要求各機構於 6 月底前提出支
用明細，運作績效
2. 6/6 到基隆地檢署政風室填寫問卷
3. 6/7 桃園地檢署政風室來訪(問卷)
4. 6/12 板橋地檢署政風室來訪(問卷)
5. 6/15 回覆彰化地檢署政風室問卷
6. 6/25 回覆屏東地檢署政風室來訪問卷

7月

1. 7/2 針對 19 個地檢署及檢察司寄出 96 年 1-6 月運作報告

8月

1. 8/8 與秘書長.審查同仁參加基隆地檢署檢察官會議，會後與檢察長討論處分金
使用，1-7 月 470 萬將分三年使用，今年度外加八月至年底累計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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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9 參加士林地檢署第五次緩起訴會議，並簽合作契約；會中決議所有款項要
轉至士林專用專戶，核銷憑證須檢附整個專案的憑證影本，並標列出地檢署補
助部份。
3. 8/30 與彰化地檢署簽訂合作契約
9月

1. 9/5 與秘書長及審查同仁拜訪台中地檢署新任檢察長，協助當天中午補助說明
會發布新聞稿
2. 9/29 出席板橋地檢署處分金查核會議
3. 9/21 提供彰化、桃園、士林、高雄、基隆、雲林地檢署 95 年處分金第二期執
行憑證影本

10 月 1.
2.
3.
4.

10/3 提供板橋地檢署 1-6 月專戶執行憑證影本
10/15 出席板橋地檢署處分金行政作業說明
10/22 與審查合作完成板檢 1-6 月成果並以新表格檢具資料
10/4 提供屏東地檢署 95 年處分金第二期執行憑證影本、10/17 提供台南地檢署
95 年處分金第二期執行憑證影本
5. 1-10 月各地檢署處分金共計 38,350,000 元

11 月 1. 11/28 與會計出席彰化地檢署緩起訴處分金申請會議
12 月 1. 召開緩起訴結報會議，並討論明年度申請重點
2. 1-12 月各地檢署處分金共 1,596 筆、計 40,710,000 元；其中苗栗地檢署專戶
14,632,000 元、基隆專戶 5,849,000 元、台中 7,458,000 元。
三、文宣＆網站
2月

2/26 發送農曆年電子賀卡

3月

1. 3/15 發送 96 年分配成果電子報
2. 召開 15 週年特刊會議並確定企劃方向

4月

1. 更新 YAHOO 聯勸部落格、TBS 部落格網誌更新。
2. 聯勸無名部落格貼紙上線。

5月

1. 發送電影豆豆先生義賣電子報
2. 發送母親節電子賀卡

7月

1. 完成 15 週年特刊,特刊以專業、教育、溝通、先趨等聯勸之四大能力，陳述聯
勸從開始到優秀、邁入卓越的歷程,並寄送給所有的理監事及會員、圖書館、社
福科系及大額捐款人
2. 進行 15 週年特刊英文版

8月

發送父親節電子卡

9月

1. 9/3 發一日捐 edm
2. 9/11 發勤業義賣活動 edm
3. 聯勸部落改版

10 月 完成第 37 期會訊，並寄送給捐款人、理監事、會員。
11 月 1.
2.
3.
4.

製作「支持家庭照顧者 把愛告訴ㄊㄚ」電子報，供家庭照顧者聯盟成員使用
本會網站獲得” 網際營活獎” 網站熱力獎
11/7 發花旗 edm
11/14 發勤業 edm

12 月 1. 年度萬用卡(生日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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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8 期會訊製作
四、物資捐贈:已完成物資網路捐物平台後台機制設置及測試;相關分配報告見審查稽核部
所列

【研究發展與國際交流】
各 項 業 務 規 1. 協助召集研發委員會召集人魏永篤先生、公關委員會召集人陳飛鵬先
劃、評估與調
生討論理事會提案，並探討聯勸品牌重塑。
查分析
2. 初步英文網頁上線並持續增加內容。
3. 4/21 完成員工春令營訓練，及後續的問卷整理。
4. 十五週年研討會及慶祝茶會於 7/21、7/22 完成。
5. 10/15 辦理秋令營前置策略規劃課程；10/20-21 辦理秋令營（含策略規
劃、議題產出）。
6. 期中、暑期實習生實習申請，行政庶務與督導事宜。
7. 知識管理系統規劃、建置、試辦，並編制訓練手冊，著手規劃訓練進
行。
8. 倫理守則任務研擬小組於 6/25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修訂後，於 9/6 公
告，10/9 回收意見修改，11/9 日召開倫理守則研擬小組第二次會議完
成守則草稿。
9. 安排 11/20 廣東省義務工作者協會參訪。
10. 更新聯勸英文簡介簡報，並協助接待瑞士銀行慈善事業部門執行董事
Mr. Terry Farrisc 和董事董黎瀅小姐來訪。
11. 辦理 3/26 身心障礙議題演講-台北勝利張英樹主任。
跨部門合作

與公共事務暨資源發展部門合作事宜
1. 整理 E-ICP2006 年調查結果。
2. 整理 2006 年花旗聯合勸募活動款項分析、以及審查補助資料分類，作
為花旗活動結束新聞考參考資料。
3. 完成鳳凰科技公司所需議題中翻英。
4. 2006 年花旗活動成果報告，並參與 2007 年花旗活動提案。
5. 整理並更新一日捐公部門及營業單位。
6. 協辦美國堪薩斯聯勸大額捐款人來台接待茶會。
7. 2008 年 7-11 身心障礙議題合作討論，協助公關:：
(1) 整理國際對身心障礙觀點與國內身心障礙者生活樣態資料；
(2) 配合新聞稿進行成年身心障礙者休閒活動與社交生活調查；
(3) 與 YAHOO!共同辦理一般大眾休閒與社交網路問卷調查。
8. 整理相關募款資料，參與 YAHOO 年終慈善捐款意願大調查記者會。
與審查稽核部門合作事宜
1. 完成審查決審所需議題報告與公部門資源釐清-外籍配偶與課輔、身心
障礙者就業服務、愛滋藥毒癮及智障者雙重老化。
2. 組織審查制度評估討論。
3. 參與身心障礙團體座談會規劃討論。
4. 參與展能計畫初階訓練課程-南區二、花蓮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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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參與各場次方案申請說明會與座談會
6. 參與複審之小組審查。
國際交流

1. 接待國際聯勸以及韓國公益金講者參訪立心慈善基金會與喜憨兒餐
廳。
2. 聯繫、辦理參與 2007 年國際聯勸亞太會議事務。
3. 外交部補助辦理十五週年國際研討會與本會參與亞太會議共十五萬元
整。
4. 協助公關及審查部門進行亞太會議資料導讀。

會議參與

1. 協同審查同仁，參與教育部國教司舉辦之「國小課後照顧說明會」
2. 參與愛慈基金會舉辦之「如何預防青少年藥癮愛滋研討會」。
3. 參與晨曦會舉辦之「藥癮愛滋研習會」。
4. 參與審查主辦之藥癮愛滋第一、二、三季機構座談會。
5. 參與展能計畫焦點團體及展能計畫各項會議。
6. 參與審查部會，了解審查部門工作並討論各項議題。
7. 參與 97 年度方案審查說明會議
8. 參與「公益伴行—創造倍數社會價值的公益投資計畫研討會」」
9. 參與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舉辦「NPO 發展條例」論壇。
10. 參與 wiki2007 年會，便於知識系統規劃。
11. 參與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舉辦「公益團體的募款與公共責信」論壇。
12. 參與晨曦會主辦之藥癮愛滋實務工作坊，了解藥癮愛滋議題。
13. 參與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舉辦之「中高齡智障者服務與對策」進
階工作坊。
14. 參與【東方線上】消費者當家---2008 台灣消費者生活型態行銷研討會。
15. 參與「2007 圓夢計畫－社福領袖高峰會」，聽取勞委會及內政部說明
就業及社會福利等相關政策。

【資訊】
一、 聯勸網站經營與管理
(一) 新增網站導覽
(二) 網頁最新變動資料更新
1. 96 年機構方案網路查詢更新
2. 徵信資料：稽核報告書、查核報告書、每月捐款資料更新、緩起訴專區資料
(三) 審查/稽核委員專區新增委員資料修改
(四) 英文網站設計
(五) 配合公關活動網站內容修改與網頁製作
1. 「把愛找回來活動」相關網頁
2. 台灣交響樂團贈票線上申請網頁
3. 微軟軟體申請網頁
4. 永豐金控內部問卷協助放置聯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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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機構互動網頁
1. 期中報告摘要表線上回覆
2. 領據列印網頁
3. 物資調查、公關意願調查網頁
4. 說明會、座談會報名
5. 一般方案方案線上申請網頁修改
6. 台中地檢署方案線上申請網頁製作
7. 結報作業線上回覆
二、 捐款者、機構、理監事關係維繫
(一) 電子報：
1.主題電子報與賀卡寄發,包括新年電子賀卡、母親節電子賀卡、父親節電子
賀卡
2.活動訊息電子報：配合公關活動發行各類電子報
(二) 理監事月訊
(三) 倫理守則閱讀回覆網頁

【會務行政】
一、 96 年度會議召開進程
(一) 96 年 3 月 15 日「第五屆第四次監事會議」
(二) 96 年 3 月 22 日「第五屆第二次臨時常務理事會議」
(三) 96 年 3 月 22 日「第五屆第四次理事會議」
(四) 96 年 4 月 14 日「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五) 96 年 6 月 12 日「第三次常務理事會通訊會議」
(六) 96 年 9 月 3 日「第五屆第三次臨時常務理事會議」
(七) 96 年 11 月 30 日「第五屆第五次理監事會議」
(八) 97 年 1 月 25 日「第五屆第六次常務理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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