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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理事長 馮燕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社會面臨的環境多元，過去仰賴第一部門 (公

部門 )、第二部門 (私部門 )而無法解決的問題，隨著第三部門 (非營利組織部門 )

的茁壯及發展，展開更具創意及多元的解決方式。而台灣的非營利組織自解嚴

以來發展蓬勃，兼具本土特色，同時與國際接軌，近十年來更可見到許多過去

的小型民間團體，在時代的歷練中發展成為有規模的指標性團體。

自 2008年起，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以下簡稱本聯盟 )觀察到全

球社會對非營利組織責信意識的重視，積極加入以歐美國家公益團體為主

的國際募款組織委員會（ICFO，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1，以促進我國與國際責信組織的發展交流。ICFO的宗旨在藉

由治理層級的負責任、公益目標的實現、財務控制、管理和報告、募款活動及

訊息的公開等治理標準，訂定出一套公益團體的行為準則，以確保各利害關係

人間（大眾、捐款者及獲捐對象），均能獲得充足的訊息，以進行正確、明智

的判斷。本聯盟亦期待在我國透過責信標準的制定和推行，讓台灣非營利組織

部門的發展更為健全，提升大眾對非營利組織的認識及信任。

本聯盟各會員組織於加入之初，皆已簽署公益團體自律公約，內容涵蓋七

大面向。為進一步凝聚各界責信自律共識，且產生共通語言，於 2013年起，

本聯盟蒐集國內外責信定義及作法，並透過「責信標準專家小組」及盟友們的

協力，產出「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並於本手冊中，從組織的非營利原則、

組織治理與監督、募款誠信、服務績效、財務透明、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等公

約項目，輔以 ICFO國際募款組織成員的經驗，更清楚地定義並說明非營利組

織責信的內涵。

1　國際募款組織委員會 (ICFO，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成立宗
旨為：幫助各國致力於公益事業的組織，其治理與效能能獲得社會大眾支持的信心；1990 年於荷
蘭正式成立後，提出 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協調認證與標準程序，為一倡議 NPO治理的
國際性公益團體。更多資訊請見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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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社會各界對公益團體的期待，不僅要重視治理、管理及服務效能，更要能

做到透明揭露。非常感謝本聯盟之盟友皆能秉持及珍視自律精神，以實際作為

來實踐責信精神。本手冊有幸付梓，也仰賴盟友們的協助，除參與討論外，更

不吝提出實務上的見解，讓此責信標準符合台灣在地化精神且具實用性。同時

感謝「責信標準專家小組」委員們，這兩年來，提供制訂方向且務實的依盟友

們建議審閱修正指標。在各方大力協助下，期待本手冊的出現，能推動台灣公

益團體，落實公益自律精神，共同朝「邁向優質公益團體」之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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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序 /自律與責信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許崇源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於 2005年 10月 21日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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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動公益團體之「財務透明、募款誠信、服務效率、良善治理」。

2014年 10 月底共有 200個會員，所有會員皆應簽署公益團體自律公約，遵

守公益團體自律規範，按時繳交呈報主管機關之前一年度財務報告、業務工作

報告，並同意公布於自律聯盟網站。為建立聯盟之形象與自律之商標，資訊公

開與責任信用為所有會員之基本義務，而如何進一步作到提供攸關與忠實表述

的資訊，以及善盡責任，有效率與有效果的達成公益團體的願景、使命與目標，

則為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適逢自律聯盟出版責信標準自我檢核手冊，協助所

有成員或其他非營利組織邁向優質公益團體，樂於為之序。

責信標準自我檢核手冊是將會員公約項目具體化，包括了自我檢核項目

及說明，有助於所有會員與非會員了解與運用，建立本身合適的財務與管理制

度，以達成本身的願景與目標。會員自律公約的第一條為公益團體堅持組織不

分配結餘給予組織運作相關人員，此為非營利組織之基本原則，也是非營利

組織免稅之前提。但給予員工合理的待遇是組織良善經營所必需，如何取得平

衡，避免違反此原則，乃組織負責人抉擇之必要考量，掌握此原則的基本精神，

才能有效落實。其中，超然獨立之利益迴避原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心

理與實質作為的超然獨立非常重要，但外觀與形式上的超然獨立也不可或缺，

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為避免欠缺外觀與形式上之超然獨立，利用制度管理有

其必要。因此，組織應訂定負責人之迴避條款，如理 (董 )監事之利益迴避條款，

在決策時與執行時妥為遵循，涉及交易之員工亦應利益迴避。

資訊公開與溝通非常重要，從消極面而言，資訊公開可以防止舞弊，取信

於人，交代募款資金來源與去路，才能永續經營；從積極面而言，可以邀集活

動所需之財源與人員，讓活動所需資金有所投入，也讓活動所需之人員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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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序

可以朝向組織共同理念與目標而分工與合作，可讓被服務對象獲得資訊，了解

組織之努力與提供之服務，達成組織之目標與使命。

除了財務透明與募款誠信外，公益團體之良善治理與服務效能也非常重

要。一個好的組織必須確定責任與改善績效。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指出，創造企業經營績效是企業的「首要」責任，沒有經營績效，

組織不能履行其他責任。營利事業如此，非營利組織也不能例外。非營利組織

要能展現良好績效，其使命一定要明確、透明。一個界定明確的使命有助於激

發組織成員之創意，一個小構想的落實對未來的社會改變可能非常重大，電影

「看見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基於使命、訂定策略、擬訂計畫、善用資

源、提升員工與良好管理，組織績效才能展現，使命才能達成。其中利用預

算制度，將組織之計畫具體化為預算，有助於計畫之規劃、溝通、執行與控

管。預算制度可以溝通相關部門與人員，可以有效配置資源，了解需要籌措資

金之情況，對外溝通尋求參與者及相關資源。預算也是計畫執行時，重要的

時程與支出之重要控制制度，實際支出超過預算或預算未能充分執行 (如未達

80%)，由負責單位說明原因，並告知董事會與執行長以為因應，都是達成預

期的重要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主管機關會要求非營利組織於年度開始前或

年初申報預算資訊。

台灣很多非營利組織是積卑、積小而來，結合眾人之力以成就目標，董

(理 )監事與管理階層之規劃與領導，所有相關人員之投入與參與很重要，而

良好治理制度更是控制風險與達成績效所不可或缺者。有好的規劃與策略才會

有好的績效，有好的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才能減少錯誤，因應風險與非預期

事項，遵行法規與保障資產，及時產出可靠之財務與非財務資訊，確保效率與

效果的達成。我們常忽略內部控制的效益，一個可以減少溫床、規範權力、減

少錯誤的制度，看起來「曲突徙薪無恩澤」，但相對於濫權、怠惰、錯誤、無

效率而造成「焦頭爛額為上客」，顯示成本與效益之衡量必須謹慎。制度有助

於規範與遵循，有其效益面，也有其成本，組織應依其大小、業務、資源與環

境審慎決定，妥善分工。但唯有聚焦於組織之核心價值，內部信息有效溝通，

分工間才能相互合作，共同達成組織之使命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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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加入自律聯盟的組織，簽有自律公約，用高標準來自我要求，公開

資訊，展現責信。效率與效果的提升有助於使命與目標的達成，影響力的發揮。

美國 BBB Wise Giving Alliance, GuideStar USA, and Independent Sector等

基金會發展了一個呈現影響力的平台 Charting Impact，以供各非營利組織提

供其報告，該報告要求基金會在其報告中回答五個問題，包括您的組織期望達

成的目標是什麼 ?組織達成目標的策略是什麼 ?組織達成目標的能力為何 ?如

何辨識組織達成目標的進度及截至目前已完成與未完成之事項。藉由報告自我

檢討、互相學習、合作與爭取各界之認同與資源之投入，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也是自律聯盟會員年度工作報告與平日工作應思考的方向。

美國非營利部門對美國經濟之貢獻約占美國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

5.5%，聘僱員工約 1370萬員工，約占美國工作人數 10%，在 2000年至

2010年間成長達 18%，非營利部門在現代經濟中所扮演角色越來越重要。台

灣自 1980年代以來，非營利組織日益增多，規模日趨擴大，在台灣社會扮演

重要角色。近幾年來台灣有 1/4民眾發揮愛心從事公益捐款，一年捐款超過

400億元，亟需良善法規與公共認證機構，以保障捐款人權益，協助良善公益

團體的生存與發展。為保障捐款人權益、強化捐款人對公益團體之信心，協助

公益團體擁有公平合理的生存發展空間，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出版一系列提

升公益團體自律與責信書籍，希望藉由推動公益團體自律與他律 (立法 )的積

極作為，共同營造良善的公益團體生存發展環境，同時有助於這些公益組織有

效運用資源，用心嚴謹做公益。期望此書「邁向優質公益團體 - 責信標準自我

檢核手冊」有助於所有會員與非會員的了解與運用，建立本身合適的財務與管

理制度，達成其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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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編輯說明 /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秘書處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以下稱為本聯盟 )為提升台灣公益責信環境，特

出版「邁向優質公益團體 -責信標準自我檢核手冊」，以自律為基礎作為台灣

非營利組織的自我檢核依據，並增加捐款人的責信認知。

責信議題在歐美各國醞釀發展多年，本聯盟自 2008年成為國際募款組織

委員會 (ICFO)亞洲唯一的正式會員後，深感台灣非營利組織責信研究正在萌

芽且能見度有限，故持續深耕此領域，先後編譯出版「募款監督」及「非政府

組織責信辨析」二書，期望透過對於國際非營利責信經驗的了解，累積責信議

題的認識，進而具備分析台灣目前責信情況的能力。

為進一步落實責信自律精神，本聯盟於 2012年開始著手發展「台灣公益

團體責信標準」，多方邀請學者、財務專家、資深 NPO管理者組成「責信標

準專家小組」，廣泛參考國內相關標準，及 ICFO會員國制定之責信內容，制

訂出「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 -第一版」。於 2013年初，本聯盟會員大會上，

依上述版本進行分組逐項討論，以融入台灣在地 NPO責信環境及實務經驗，

彙整成為「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 -第二版」。爾後，「責信標準專家小組」

召開多次會議，持續修訂內容，進階改版為「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 -第三

版」。今年度 (2014年 )邀請本聯盟之會員，進行大規模試填，並給予建議。

此次試填結果，顯示台灣非營利組織的責信發展，讓「責信標準專家小組」最

終擬定了本手冊具有國際視野且在地化的責信標準。

本手冊中的「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包含 7面向、15項、55點，為能

廣泛適用於國內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工作小組在蒐集各方意見，尤其是經本聯

盟會員大會全面討論過後，特將所有責信標準，依組織的規模和發展階級，

在檢核表上分成「基礎項目」和「進階增加項目」，以後者作為各小型的新組

織自行研議策進之用。全手冊在符合台灣在地性的基礎上發展，並輔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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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O各成員國的國際經驗。本手冊共有七章，每一章說明一面向。每一章內

皆有三個部分，首先是每一面向之簡介，其次是自律公約項目及其說明，第三

是各國經驗之分享，最後則視章節附有常見問答。

「邁向優質公益團體 -責信標準自我檢核手冊」期盼能供機構自我檢視，

並以此作為提升台灣公益團體責信能力的要點，同時也作為捐款者了解捐助組

織責信的參考，共同為台灣公益責信環境盡一份心力。

本聯盟感謝所有協助催生此手冊的朋友及夥伴。

特別感謝「責信標準專家小組」（以下依照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召集人

馮燕／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本會理事長 )

委員

江明修／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周筱姿／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洪錦芳／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秘書長（本會監事）

陳文良／國際聯合勸募組織網絡發展總監　

陸宛蘋／海棠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本會理事）　

師豫玲／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本會常務理事）　

許崇源／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本會專家顧問）　

舒靜嫻／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本會常務理事）　

黃瓊億／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本會專家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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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表

公約標準

面向
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我檢核項目

組織的非

營利原則
1.1

本組織願意堅持不分配

結餘給予組織運作相關

人員。

基

礎

項

目

1.組織不分配收支結餘給予組織運作相關
人員。

組織治理

與監督
2.1

本組織願意建立符合組

織發展的決策機制及管

理制度。

基

礎

項

目

1.組織決策及運作遵循章程及主管機關相
關規定。

2.明確界定組織使命及願景，依其承諾引
導工作方向。

3.依組織使命規劃方案或行動。

4.進行各種對外合作時，均符合組織的使
命與宗旨。

5.尊重捐款者的公益初衷。

6.提供員工合乎相關法規的待遇及勞動環
境。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7.訂定人力資源發展相關制度及管理規範。

8.評估組織整體績效或行動進展情形。

9.運作架構權責分明，並訂有管控流程。

10.內部各單位間有良好的決策溝通與聯繫
機制。

11.代表組織參與策略聯盟者，皆獲明確授
權。

12.發展夥伴關係與網絡連結。

13.領導者可發揮有效的協調能力，在解決
問題時擔任核心角色。 

14.提供大眾社會參與的機會，並讓參與者
了解服務的意義。

台灣公益團體責信標準 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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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標準

面向
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我檢核項目

組織治理

與監督
2.2

本組織之理 (董 )監事
會承諾負責監督組織管

理及財務預算，發揮治

理監督功能。

基

礎

項

目

1.理 (董 )監事會依主管機關及章程規定行
使治理監督權。

2.會計處理程序明確。

3.付款流程訂有複核機制，以利管控。

4.理 (董 )事會善盡職責，支持、監督以促
成組織達成使命。

5.理 (董 )監事會按時審查年度計畫、工作
成果和財務預、決算，並依規定繳交主管

機關。

6. 會計年度預算，列出主要業務、募款、
行政費用等重要項目。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7. 經費來自多元管道，且維持收入的多樣
性以避免風險。

8. 組織對外之資金移轉，有明確協定以保
障組織權益。

9. 資金調度程序明確，確保組織財務結構
健全。

10.組織訂有內部控制制度。

11.理 (董 )監事會負責監督行政費用之適
當性，符合公益團體的倫理。

12.財務健全，確保組織的永續發展。

募款誠信

3.1

本組織承諾在募款活動

中所提供的相關資訊為

真實、可靠、不誤導他

人，並與組織使命一

致。
基

礎

項

目

1.公開募款活動均經申請，相關資訊真實、
可靠且不致誤導。

2.募款文件清楚明列組織使命及目標。

3.募款內容說明簡單易懂，包括：募款目的、
時程、方式、金額及用途。

3.2
本組織承諾將募款成本

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
1.募款成本符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

3.3

本組織承諾對於募得款

項之捐款資料辦理徵

信，但對捐款人個人資

料嚴加保密。

1.募款徵信遵循個資保護相關法規並於募款
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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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表

公約標準

面向
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我檢核項目

募款誠信

3.4
本組織願意公布所募得

捐款額度及其使用流

向。

基

礎

項

目

1.依「公益勸募條例」公布實際募得額度及
其使用流向。

2.定期公布所受捐款額度及使用流向。

3.5
本組織願意公布捐款使

用成果。

1.向捐款者提出有關該捐款使用成果之報告
並定期公告。

服務績效

4.1
本組織承諾達成工作目

標，展現服務績效。

基

礎

項

目

1.針對使命提出具有改變效果的目標。

2.針對相關課題發展核心能力，並提出具體
解決方案 (目的、計畫、活動方法等 )。

3.業務活動和所陳述的公共利益使命一致。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4.透過相關會議、訓練，達成利害關係人對
使命的共識。

5.執行策略規劃，檢討、修訂組織目標，以
回應社會需求。

6.具有解決服務對象問題、回應社會實際需
求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等核心能力。

7.連結外部資源以達成工作目標。

4.2

本組織願意訂定具體服

務目標，並提出適切的

評估方法，展現服務效

益。

基

礎

項

目

1.年度計畫中各方案均明訂具體目標及評估
機制。

2.年度報告中揭露具體目標之達成程度。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3.建立方案評估機制，定期評估組織表現、
效能及達成使命之作為。

財務透明

5.1

本組織願意每年公布年

度收入與支出，提供正

確、及時的財務報告，

並接受監督和諮詢。

基

礎

項

目

1.按時公布年度財務計畫及年度財務報告。

2.依據財務計畫精確記載收支，並做分類統
計，以利決策。

5.2
本組織願意定期公開組

織經費流向。

1.定期編制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並每年至 
少公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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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標準

面向
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我檢核項目

資訊公開

6.1
本組織願意主動將業務

相關資訊以社會大眾容

易取得的方式公告之。

基

礎

項

目

1.年度報告明述組織提供的業務 (服務 )、
會務 (董監事會組成、會議決策、人資發展
機制等 )。

2.定期對大眾公布組織活動及成果資訊，並
易於取得。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3.大眾易於取得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6.2

本組織願意對於社會大

眾針對組織運作 (諸如
募款行為、經費流向、

服務績效 )等議題的詢
問，積極且正確的回

應，以尊重大眾知的權

益。

基

礎

項

目

1.對於捐款人的抱怨立即回應並處理。

2.公布資訊清楚明白且以簡單易懂的形式呈
現。

3.積極回應社會大眾對組織運作相關詢問。

利益迴避 7.1

本組織承諾與組織運作

相關人員均主動迴避任

何組織與個人之利益輸

送。

基

礎

項

目

1.理 (董 )監事或員工主動避免有實質利益
輸送之關係或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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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非營利原則1

第一章　組織的非營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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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非營利原則1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1.1 
本組織願意堅持不

分配結餘給予組織

運作相關人員。

基
礎
項
目

1. 組織不分配收支結
餘給予組織運作相關人

員。

1. 非 營 利 組 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 NPO，是以公
益為目的之組織。

2.組織之收入扣除支出即為結
餘。結餘基於公益目的，回饋於

組織之運作，完全不分配給予個

人。

第一章	組織的非營利原則

關於組織的非營利原則

非營利組織係指「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應保持其公共性。非營利組

織將其收入用在與目的事業相關的服務上，結餘款不分配給組織相關人員，讓

組織能持續為達成公益使命努力。所以非營利組織具有獨立、公共及民間等特

性，亦稱為第三部門，彌補政府公部門的第一部門及企業界私部門的第二部門

的不足，成為第三種影響社會的力量，共同為成就健全社會盡一份力。

公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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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

1.組織無私管理 2

 ■�法國

            法國 CC3組織成員致力於遵守下列原則：

 ● 理 (董 )事 4無薪酬，除非特殊情況及委員會所規定的條件下。

 ● 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利益分配。

 ● 沒有任何資產分配予組織成員及其法定受益人。

 ● 禁止會員自身和他們的領導人或中間人私自協議，以免該協議

      可能妨害無私管理原則。

 ■�盧森堡

    盧森堡DCL5於2011年1月18日通過使用公眾樂捐的組織之行為守則，

    此守則適用於非營利協會、基金會和其他盧森堡合法之公益團體，其行

   為守則定義所有組織成員應遵守無私管理，規定入會組織需承諾：

 ● 理 (董 )事不支領薪酬。

 ● 無直接或間接地分配利潤。

 ● 不分配資產予該組織之熱心支持人士和其法定受益人。

 ● 入會組織之受薪僱員對於該組織之法定機構無權投票亦無權當

      選。 

2　無私管理譯自法文 Une gestion désintéressée。

3　CC(Comité de la Charte)為法國憲章委員會，是一於 1989年，由法國 18家協會及基金會所
      成立的私人監督機構。以下簡稱 CC。

4　為使台灣讀者閱讀上易於理解，以下理事會及董事會皆統稱理 (董 )事會，為組織中治理監督
     之單位。

5　DCL(Don en Confiance Luxembourg a.s.b.l.)為信賴捐贈非營利組織，於 2011年成立，是一
     非營利組織，其成員性質皆為受政府認可的非營利組織。以下簡稱 D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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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非營利原則1
F AQ

Q1：組織員工之獎金及福利是否屬分配結餘之範疇？

A1：總體薪酬泛指組織提供給員工的一切有價事物，用以換取員工對組

織的付出，並激勵員工使其有更高的績效。包括基本薪資 (base salary)、獎金

(incentive pay)、及福利等。

Q2：組織常見收入有哪些 ? 

A2：常見收入可分為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

業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1.捐助收入                   　　   1.利息收入

2.補助收入                  　　    2.投資收入

3.入會收入                   　　   3.存貨盤盈

4.常年會費收入              　　 4.兌換盈溢

5.委辦計劃服務收入         　  5.其他業務外收入

6.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7.作業組織收入

8.其他收入

Q3：附屬事業單位之營收是否屬分配結餘之範疇？

A3：附屬事業單位若有與委託單位簽訂合約，應依合約規範執行。若無

合約，附屬單位的結餘都屬原單位，不能作任何盈餘分配，因沒有優先請求盈

餘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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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治理與監督2

第二章　組織治理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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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治理與監督2

國際新思維

AIDS Ride的創辦人 Dan Pallotta指出，或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目前對

於公益慈善的想像。Pallotta表示，把公益團體的日常行政開支降到最

低作為圭臬，並無法創造出我們所希望看到，如同營利事業帶給人類生

活巨大影響一般的改變。

一封由三名美國慈善界重要人士寫給所有捐款人的聯名公開信 (註 )也

提到，當精力全放在行政開支的高低而忽略其他關鍵面向，如透明度、

治理層面、領導及成果時，對於組織來說，是弊大於利的。公開信中甚

至直言，為了增進組織的工作成果並造福其所服務之對象，組織應該投

入更多行政費用在訓練、計劃及評估上。

Pallota對於公益發展的投資亦提出相似的看法，他認為聘請專業人才是

一種投資，聘請最好的人才進入 NGO領域，帶來創新的能力，其可獲

得和他們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相符的薪酬，這將是對員工和組織兩者服務

和價值的正面肯定。畢竟，如同 Pallotta所說，公益團體存在的價值不

在於「把慈善開支保持在最低」，而是實踐「我們改變了世界」的願景。

註： 此 公 開 信 由 BBB Wise Giving Alliance 主 席 兼 執 行 長 Art Taylor、
GuideStar主席兼執行長 Jacob Harold及 Charity Navigator主席兼執行長 Ken 
Berger共同發表。以上三組織為提供捐款訊息的美國三大主要機構，每一機構
每年皆提供服務予上百萬捐款者。

第二章	組織治理與監督

關於組織治理與監督

組織治理與監督是檢視非營利組織為追求組織穩定運作並健全發展的項

目，分別從「人」與「制度」面進行檢視。組織負有治理及監督責任的相關人

包括理事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組織管理者，應對組織會務、財務以及業務等

建立制度，並依制度對組織運作善盡管理及監督之職責，以達組織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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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2.1 

本組織願意建

立符合組織發

展的決策機制

及管理制度。

基
礎
項
目

1.組織決策及運作遵循章
程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依組織章程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執行組織業務。

2.明確界定組織使命及願
景，依其承諾引導工作方

向。

章程明確說明願景及服務項目，

訂定中長程目標且形諸於文字，

每年之工作計劃明確，並條列式

說明工作計劃之具體目標。

3.依組織使命規劃方案或
行動。

組織之方案與行動應依組織章程

規劃、執行。

4.進行各種對外合作時，
均符合組織的使命與宗

旨。

對於非由組織所單獨發起之服務

或活動，均仍需符合組織使命和

宗旨。

5.尊重捐款者的公益初
衷。

若捐款者指定用途，會計應有紀

錄，且組織應依其指定項目實踐

辦理。

6.提供員工合乎相關法規
的待遇及勞動環境。

訂定人事制度與管理規範，提供

符合法規的勞動環境。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7.訂定人力資源發展相關
制度及管理規範。

人力資源發展依人力資源管理之

「選、訓、用、留」四面向，訂

定相關規範。

8.評估組織整體績效或行
動進展情形。

組織整體績效應包括組織運作之

相關方案與行動進展。

9.運作架構權責分明，並
訂有管控流程。

1.組織結構中各種職務或職位，
其權責分際應明確。

2.依其權責應訂定管控流程。

10.內部各單位間有良好
的決策溝通與聯繫機制。

應建立組織內部成員互相聯繫的

機制，定期聯繫 (如開會 )以增
進彼此信任與了解，有效判斷本

身行為與活動狀態，以互相協調

與維持行動一致性，來達到組織

內部擬定的目標。

公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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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2.1 

本組織願意建

立符合組織發

展的決策機制

及管理制度。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11.代表組織參與策略聯
盟者，皆獲明確授權。

組織參與外部策略聯盟者，應經

理 (董 )事會同意。

12.發展夥伴關係與網絡
連結。

發展夥伴關係與建置網路連結，

有助於組織發展及服務體制更為

健全。

13.領導者可發揮有效的
協調能力，在解決問題時

擔任核心角色。

1.領導者是組織中那些有影響力
的人員，他們可以是組織中擁有

職位的、對各類管理活動具有決

定權的主管。

2.領導是管理的基本職能，它貫
穿於管理活動的整個過程。其目

的是使組織成員自覺地與領導者

一同去實現組織目標。

14.提供大眾社會參與的
機會，並讓參與者了解服

務的意義。

參考日本案例說明 (P.32)。

2.2

本 組 織 之 理

(董 )監事會承
諾負責監督組

織管理及財務

預算，發揮治

理監督功能。

基
礎
項
目

1.理 (董 )監事會依主管
機關及章程規定行使治理

監督權。

依主管機關及組織章程之規定。

2.會計處理程序明確。

年度預決算時，理 (董 )監事會
議運作情形：

1.應於每年度開始前 3個月內召
開年度預算理 (董 )監事會議，
審議下年度業務計劃書、經費預

算書等議案。

2.應於每年 5月底前召開年度決
算理 (董 )監事會議，審議前 1
年度執行業務報告書。

3.付款流程訂有複核機
制，以利管控。

印鑑章分別由不同單位負責人員

自行保管及核章，以符內部複核

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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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2.2

本 組 織 之 理

(董 )監事會承
諾負責監督組

織管理及財務

預算，發揮治

理監督功能。

基
礎
項
目

4.理 (董 )監事會善盡職
責，支持、監督以促成組

織達成使命。

1.各組織於創立之初，應明訂治
理架構及理 (董 )監事會職責，
相關辦法可見內政部人民團體全

球資訊網，或各部會的財團法人

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NGO法人
組織或捐助章程。

2. 參考美國案例說明 (P.29) 及
FAQ1(P.35)。

5.理 (董 )監事會按時審
查年度計劃、工作成果和

財務預、決算，並依規定

繳交主管機關。

6.會計年度預算，列出主
要業務、募款、行政費用

等重要項目。

公益團體應在每年年度開始前，

釐清組織業務規模、資源運用方

向以及資金的來源，構成理 (董 )
監事會都同意的經費執行計劃，

並在試圖達到目標的過程中，說

明計劃是可行的。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7.經費來自多元管道，且
維持收入的多樣性以避免

風險。

1.非營利組織主要的收入來源包
括捐贈收入、補助收入、業務收

入及其他收入。因此組織應確保

收入多樣性，以降低資源過度集

中的風險。

2.參考西班牙案例說明 (P.34)。

8.組織對外之資金移轉，
有明確協定以保障組織權

益。

1.資金對外移轉為組織資產的移
出或移入，例如：借貸、投資等。

資金對外之移轉應簽訂合約以保

障組織權益。

2.參考 FAQ2(P.35)。

9.資金調度程序明確，確
保組織財務結構健全。

為確保組織財務健全，當有資金

調度需求時，應設有評估辦法、

簽辦內部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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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

1.何謂理 (董 )事會善盡職責？

 ■�美國

美國 BBB6的慈善機構責信標準內指出，理 (董 )事會成員須能妥適地監

督慈善機構之運作及其員工。足夠的監督指示包括但不限於：對於執行長績效

之定期性考核、費用支出管控之證明 (例如理 (董 )事會對於預算核准之決議 )、

勸募作業、利益衝突政策之建立，以及足以保障慈善機構財務狀況之會計流程

的建立。

6　BBB(BBB Wise Giving Alliance)為 BBB明智捐贈聯盟，於 1920年代成立，歷經多次更名，
     自 2001年起為 BBB明智捐贈聯盟。以下簡稱 BBB。

自律聯盟公約項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2.2

本 組 織 之 理

(董 )監事會承
諾負責監督組

織管理及財務

預算，發揮治

理監督功能。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10.組織訂有內部控制制
度。

1.組織建置整體管理制度以分層
管理，如財務上管錢不管帳、管

帳不管錢，訂定採購、請款流程

並定期檢核。

2.參考加拿大及瑞典案例說明
(P.30-31)。

11. 理 ( 董 ) 監事會負責
監督行政費用之適當性，

符合公益團體的倫理。

1.理 (董 )監事會應依組織章程，
定期檢視組織內行政費用支出之

合理性。

2.參考瑞典案例說明 (P.31)。

12.財務健全，確保組織
的永續發展。

財務狀況足以確保組織的順利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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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加拿大 CCCC7表示，理 (董 )事會應成立稽核評估委員會，至少包含 3

名委員，其中至少有 3名須為理 (董 )事。理 (董 )事會也可委任非理 (董 )事

為委員，但前提為超過半數委員為理 (董 )事。委員彼此之間不應有利害關係。

稽核委員會每年至少須召開一次會議：

 ● 檢視內部管控與財務政策

 ● 檢視稽核人員的稽核計劃

 ● 檢視年度財務報表，並與稽核員討論報表。

 ● 撰寫書面建議予理 (董 )事會，內容包含報表內容與稽核服務

           費用。

 ● 將會議記錄呈報予理 (董 )事會，以茲證明完成委任工作。

 ■�德國 

德國 DZI8的作法是通過相應的管理和監督機制，明確規定誰有權作出決

定和代表中心，兩個部門都承擔其職能並避免利益衝突。組織的管理部門或最

高管理層的每個成員須公開其與管理部門的其他成員間、與監管部門間或其他

特殊監管部門間的利益衝突。如果管理部門或領導層的某個成員與其個人持股

或其親屬持股的公司之間有法律行為存在，則該法律行為之合約簽訂通常須要

事先徵得監督管理部門的監管部門之同意。

 ■�法國

法國 CC規範，所有募款活動都由理 (董 )事會負責執行，且每年一次更

新生效有關募款、訊息及申請補助頻率的作法。理 (董 )事會必須審查檢驗募

款的整體成本、效率及募款總額和組織的全部開銷之間是否呈現合理的比例。 

7　CCCC (Canadi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arities)為加拿大基督教慈善會議，獨立於政府及監
     管機構，是一於 1972年成立的專業慈善協會。以下簡稱 CCCC。

8　DZI(Deutsches Zentralinstitut für soziale Fragen)為德國社會議題研究中心，是一獨立的科學
     資訊和文獻中心。以下簡稱 DZI。



31

組織治理與監督2
除此之外，理 (董 )事會還必須確保有書面程序，特別是關於：募集資金的入

庫收據、實物捐贈的監測和管理、稅收發行及基金分配的可追溯性。

 ■�瑞典

瑞典募集控管協會 90帳戶 9管理準則中明確說明理 (董 )事會行政管理的

責任。理 (董 )事會應負責確保組織的運作良好，且推廣其勸募目的時不產生

非必要成本。理 (董 )事會必須檢查組織的營運是否與目的相符，資金的會計

與行政管理是否令人滿意，勸募和行政管理的成本是否太高、資產是否受到保

護、瑞典勸募監督組織的準則及指示是否被遵守，以及可適用的法規是否被遵

循。理 (董 )事會必須監督帳戶持有人的財務是否健全，並檢查營運財務狀況

是否符合預算。如股本產生赤字，理 (董 )事會必須制訂如何消除赤字的計劃。

理 (董 )事會必須確保帳戶持有人有便利的內外部監督制度。為了讓監督

制度的運作令人滿意，理 (董 )事會必須找出內部和外部有哪些風險，並加以

評估。這可能涉及營運風險、財務風險、組織風險、貪腐風險，或破壞信用的

風險。這些風險必須透過良好的內部監督來控制。監督檢查制度可能包括理

(董 )事會制訂達到特定目標的指導方針和程序，並確保營運受到成功且有效

的管理。 

理 (董 )事必須確保內部和外部的資訊傳達是有效的。再者，理 (董 )事

會必須監督並追蹤理 (董 )事會的決議是否受到遵守。理 (董 )事會要負責確

保為特定目的勸募來的資金必須用於該目的，且不產生不合理的成本。因此，

監督過程也必須包含外部的事業合作夥伴，如資金是分好幾個階段轉交，理

(董 )事會必須追蹤並監督後續所有階段的資金處理。 

9　瑞典募集控管協會 (Svensk Insamlingskontroll)於 1980年成立。90帳戶為瑞典基金會及非營
      利組織作為公共募款之用途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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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民參與的意義

 ■�日本

2010年日本「市民會議」所提案的「優質 NPO」評選基準是以滿足社會

變革性、公民性及經營安定型為基本條件。「優質 NPO的評選標準」10一書

的作者「日本言論 NPO」代表理事工藤泰志 (Kudo Yasushi)表示，優質 NPO

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公民性，「所謂的公民性，指的是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廣

泛地在公民之間舉辦、提供民眾參加的機會，並藉由參加活動，提高每位公民

本身的公民意識，並獲得自我成長及發展。」各組織必須要讓內部工作人員、

志工、捐款者等組織活動有所關聯的利害關係人都有機會透過組織活動意識到

社會議題，過程中參與者擴展自己對社會的了解、或因獲得問題解決的能力而

得到成長的喜悅，其中非營利組織就是扮演著聯結公民及社會的媒介及舞台。

3.資金支出的控制

 ■�法國

法國 CC在財務管理方面，提醒其組織會員不應過度偏執於追求豐厚的結

餘。然而，仍舊應當努力建立準備金，以便能夠確實履行承諾。金融投資、借

款、擔保和保證金等相關事宜，組織應定期了解其管理方式和風險承擔，其中，

短期現金臨時結餘之投資原則以安全為上。

 ■�西班牙

西班牙 FL11表示，就財務投資的方面來說，組織務必以謹慎為原則，必須

遵照理 (董 )事會批准的投資規範，不可將組織資金置於風險當中。假使投資

非上市公司，組織必須證明所持有股權和其使命相關。此組織將尊重出資者的

意願，特定基金的監督系統也將到位以做驗證。

10　「優質的 NPO評選標準」一書由日本言論 NPO(Genron NPO)於 2010年出版，其後台灣公 
         益團體自律聯盟獲得授權翻譯，於 2011年出版中文版本。

11　FL(Fundación Lealtad)為忠誠基金會，係一獨立的基金會，於 2001年所創建。以下簡稱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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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謂財務永續發展 ?

 ■�財務永續包含四大支柱 (León，2001)：

 ● 財務及策略計劃：募款時，組織必須清楚明瞭達成組織目標

           及其所衍生的行政費用所需的最低金額。策略計劃是協助釐清  

           組織使命、目標，及排列行動計劃優先順序的機制。而財務計

           劃則是將上述策略計劃中的行動轉化成數字，包含預計支出以

           及組織支付此花費的募款來源。

 ● 收入多元化：收入多元化為財務可持續性的第二大支柱，意指

     其資金來自多元管道，一組織之總預算的 60%需有五種不同

      的資源來源。

 ● 健全的行政和財務：就財務永續而言，知道如何管理資源和善

       於募款一樣重要。具有效率的行政及財務程序來自於制度政策

     ，這有助於組織充分利用資源，並確保財政管理的透明度。會

       計行政程序需符合組織需求。 

 ● 自籌能力：自籌款是組織的多元收入來源之一，在此討論的自

       籌款為不受限制的收入，也就是組織可自行決定用途的收入。

      自籌方式有以下幾種：

 ◆ 信託或留本基金的捐款

 ◆ 組織建構或運轉的募款

 ◆ 來自公眾捐款的收入

 ◆ 來自販賣商品及 /或服務的收入

 ◆ 建立某一特定使命業務的收入

 ◆ 來自財務管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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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費來自多元管道

 ■�西班牙

西班牙 FL「透明度和最佳實踐的九項指標」中的第六項指出，為了保證

組織的獨立性與持續發展，其資金來源必須多樣化。組織將從各種可以確保活

動永續性的外部資金獲益。任何單一資金來源都不可以超過以往組織兩年內的

總收入之 50%。在任何情況下，自籌經費不得少於總收入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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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Q

理事會的職責 董事會的職責 監事會的職責

1.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
之資格。

2.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長。

3.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
理事長之辭職。

4.聘免工作人員。

5.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
告及預算、決算。

6.其他應執行事項 (視章
程中規範 )。

1.經費之籌措及財產之管
理運用。

2.董事之選聘及解聘；董
事長之推選及解職。

3.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4.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
行。

5.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
審定。

6.捐助章程修正之擬議。
7.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與
決議，例如：財產、會址

變更登記事項。

監察人原則上可以單獨行

使下列職權，但仍須依捐

助章程而定：

1.隨時調查財團法人業務
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

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提出

報告。

2.董事會執行業務有違反
法令、章程之行為，應即

通知董事會停止其行為，

並知會主管機關。

Q1：理 (董 )監事會之職責包含哪些？

A1：「公益理想實踐之路—非營利組織之設立與管理實務」一書中的第

二章「建立公眾信任—正視非營利組織的治理」詳列常見理 (董 )監事會之職

責如下：

Q2：組織對外之資金移轉，有明確協定以保障組織權益，明確協定應包

含什麼呢？

A2：組織對外之資金移轉，應經理 (董 )事會同意。其明確協定，就借貸

而言，應註明借貸金額、還款方式、借貸雙方權利義務等等；若有投資，應經

理 (董 )事會事前同意並符合主管機關及法規之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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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誠信3

第三章　募款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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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誠信3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3.1 

本組織承諾在募款

活動中所提供的相

關資訊為真實、可

靠、不誤導他人，

並與組織使命一

致。

基
礎
項
目

1.公開募款活動均經申
請，相關資訊真實、可

靠且不致誤導。

1.公開勸募應依公益勸募條例
向主管機關申請。

2.秉持誠信原則，募款相關資
訊之提供應真實、一致並不致誤

導。

2.募款文件清楚明列組
織使命及目標。

募款活動應符合組織使命及目

標，並於募款文件清楚明列。

3.募款內容說明簡單易
懂，包括：募款目的、

時程、方式、金額及用

途。

募款內容資訊應簡單易懂，使社

會大眾能清楚了解募款目的、時

程、方式、金額及用途，展現誠

信。

第三章　募款誠信

關於募款誠信

非營利組織對外募款，「誠信」是珍惜社會大眾愛心的表現。募款應符合

組織使命，募款資訊應真實明確可靠，募款成本應控制得宜、做好徵信工作，

使捐款者能充分了解相關資訊，並取得其信任，讓善舉持續滾動。

公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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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3.2
本組織承諾將募款

成本控制在合理的

範圍內。

基
礎
項
目

1.募款成本符合「公益
勸募條例」規範。

根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17條，勸
募團體辦理勸募活動之必要支

出，得於下列範圍內，由勸募活

動所得支應：

1.勸募活動所得在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者，為 15%。

2. 勸募活動所得超過新臺幣
一千萬元未逾新臺幣一億元者，

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加超過

新臺幣一千萬元部分之 8%。

3. 勸募活動所得超過新臺幣
一億元者，為新臺幣八百七十萬

元加超過新臺幣一億元部分之

1%。

前項勸募所得為金錢以外之物

品者，應依捐贈時之時價折算

之。

3.3

本組織承諾對於募

得款項之捐款資料

辦理徵信，但對捐

款人個人資料嚴加

保密。

基
礎
項
目

1.募款徵信遵循個資保
護相關法規並於募款時

公告。

1.捐贈財物之徵信情形：

組織應有完備之受贈財物徵信

辦法。

2.捐款人之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

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

3.組織對捐款人個人資料負有
管理及保密之責，須嚴防外洩。

4.參考盧森堡案例說明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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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誠信3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3.4
本組織願意公布所

募得捐款額度及其

使用流向。

基
礎
項
目

1. 依「公益勸募條例」
公布實際募得額度及其

使用流向。

1.根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18條，
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

翌日起三十日內，將捐贈人捐贈

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

公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2.非勸募專案募得之捐款亦應
秉持誠信原則，公告使用流向。

2. 定期公布所受捐款
額度及使用流向。

3.5
本組織願意公布捐

款使用成果。

基
礎
項
目

1. 向捐款者提出有關
該捐款使用成果之報告

並定期公告。

1.根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20條，
將其使用情形提經理事會或董

事會通過後公告及公開徵信，連

同成果報告、支出明細及相關證

明文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2.非勸募專案之業務執行亦應
秉持誠信原則，公告成果報告、

支出明細及相關證明文件。

國際經驗

1.募款誠信基本規定及作法

 ■�加拿大

加拿大 CCCC表示，組織應指導並協助盡託管職分之人員。為達此一目

的，組織應提供託管代表與顧問充足的訓練。組織應制定政策，清楚說明：

 ● 託管代表與顧問的薪酬不應來自捐助者的捐款。

 ● 當捐獻行為會嚴重影響捐助者的收入，或與家人的關係時，組

      織鼓勵並建議捐助者在捐獻前，應尋求專家的意見。

 ● 組織將提供捐助者完整的組織現況。

 ● 捐助款項若有特別註明用途，或經組織許可僅適用於特定計劃

      ，則該款向僅限該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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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經組織許可的計劃，組織不接受針對該計劃的捐款。

 ● 組織應在所有募款的資料上，清楚列出其捐款運用的政策。

 ● 組織應維護捐助者的隱私，確保個人資料與郵件地址不會外流。

      捐助者或有意願捐助者的資料將視為組織的機密，不應外流、

      租借，或與其他組織分享。

 ■�盧森堡

盧森堡 DCL要求入會組織承諾無瑕疵的籌募基金行動：

 ● 籌募基金務必以尊重捐助者之方式進行。

 ● 若基金籌募行動係由領有酬勞之第三方策畫，則遵照書面協議

      規定該基金之用途，並向大眾公佈有關訊息。

 ● 不得直接或間接將募得之基金依比例分配利益給任何協助募款

      的人。

 ● 僅以正當手法取得所需之資金，並合理公正支配開銷。

 ● 不出售、不出租、不分享或不交換捐贈者名單。

2.費用之比例

 ■�美國

美國 BBB要求不得花費超過 35%的相關捐獻在勸募活動上。相關捐獻包

括因勸募所收受之捐贈、遺產及其他禮品。

 ■�德國

德國 DZI擁有完整的程序來保證善款使用方面的計劃、執行和監督工作。

善款只用於所宣示之目的，以及與此相關之必要宣傳和管理支出。善款的使用

遵守三大基本原則：經濟、節約、高效。

 ● 廣告宣傳費用和管理費用最多只能占每年總支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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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誠信3

國　家 台　灣 美國 BBB 德國 DZI

活動費用

(分子 )

單一勸募活動之

必要支出
年度總勸募費用支出

年度廣宣費用和

管理費用支出

費用來源

(分母 )
單一募款方案總額 年度募款總額 年度支出總額

費用比例 15%12以下 35%以下 30%以下

 ● 廣告及一般公眾關係活動的支出 (廣告費 )最多只能占每年多

     募集到的善款的 30%。如果高於這個標準，則須考核該例外情

      況是否符合經濟節省使用善款的基本原則。

另一方面，有關公益機構員工的報酬薪資，應依各員工的資歷條件及其

職責範圍，執行行業普遍薪酬標準，惟募集善款工作之績效獎金發放必須符合

特別規定條件。員工績效薪酬的高低除了須與其工作成績相當之外，亦禁止以

100%績效薪酬的形式僱用員工，其中績效薪酬中績效掛鉤部份的比例不得超

過 50%。另外，面對捐款人部分，應於捐款人做捐助決定之前說明績效薪酬

性質，且一經要求，需能立即且真實地回答有關其績效薪酬的形式和金額的問

題。

費用比例整理表：台灣公益勸募條例、美國 BBB、德國 DZI

3.要公布甚麼 ?

 ■�法國

法國 CC要求其會員組織每年出版一項文件，其文件需包含：

 ● 文件目標：有關組織一整年度清楚綜合的訊息，包括組織簡介，

     以及受社會捐贈和公眾資源之後的作為。至於年度重要紀事則

12　詳見公約項目 3.2.1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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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該組織的高階管理人員準備，由理 (董 )事會或其正式授權

      的代表批准。

 ● 格式：自由，用來介紹每個組織重要且特定之訊息。建議尺寸

      相當於 4張 A4頁面。

 ● 內容： 

                  A.   組織簡報

                 •     《非營利專案》或《基礎專案》：組織的使命、其業務、             

                        行動、受益者和價值。

                 •      一年的主要成就，記錄在社會使命一欄

                 •     《社會經濟模式》：

 ◆ 財務原則和活動實踐原則

 ◆ 社會使命的任務中，資源和開支的主要類型和各自的

         權重、募資成本和經營成本。

 ◆ 由志工舉辦的活動或其他福利及實物捐贈 (如適用 )。

 ◆ 組織成員若於法國境外雇用顯著數量的員工，應明確

       說明在法國境外的運作方式，尤其如果該組織是以獨

         立實體的方式，自主地執行專案，或者 /而且該組織為

        某一網絡之成員，並在另一種法律性質下。

                 B.    組織的整體資金運用表

                 C.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

                 D.    組織的準備金政策和目前儲備狀況的分析及其來源，若數

                        字出現有重大分歧的情況，則與上年度相比較。為了便於

                         理解，必須附有解釋性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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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誠信3
F AQ

Q1：募款徵信的刊登處及內容？

A1：根據公益勸募條例第6條，募款徵信應刊登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

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至少每六個月應刊登捐贈人之

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前項基本資料，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財物及捐

贈年月，有指定用途者應予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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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績效4

第四章　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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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績效4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4.1 
本組織承諾達成工

作目標，展現服務

績效。

基
礎
項
目

1.針對使命提出具體目
標。

組織依其使命所進行之服務，經

方案服務後對象產生正向之改

變。

2.針對相關課題發展核
心能力，並提出具體解

決方案 (目的、計劃、
活動方法等 )。

為檢核服務效能，組織應依目標

提出具體可行之策略規劃。

3.業務活動執行結果和
組織目標一致。

組織於活動結束後，應檢視執行

結果是否符合組織設定之目標。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4. 透過相關會議、訓
練，達成利害關係人對

使命的共識。

組織利害關係人藉由會議、訓

練，對其服務宗旨及使命產生共

識，以利達成工作目標，展現績

效。

第四章				服務績效

關於服務績效

績效評估的概念來自企業管理，指組織試圖達成某項目標、如何達成目標

與是否達成目標的系統化過程 (丘昌泰，2002)。非營利組織為了展現對於社

會資源與善款的充份運用，重視組織服務績效是重要的課題。組織應關注服務

的產出 (output)、結果與成效 (outcome)以及因其服務所產生的影響與改變。

經評估機制產生的結果與資訊，是越來越多國際企業及政府於協助非營利組織

發展時所關心的，所以組織應力求透明且以易於理解之方式向相關關係人揭露

服務成效，這亦是落實責信的一環。

公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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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4.1 
本組織承諾達成工

作目標，展現服務

績效。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5. 執行策略規劃，檢
討、修訂組織目標，以

回應社會需求。

1.組織目標應逐年審視服務績
效，依執行狀況及社會環境呈滾

動式改變。

2.參考荷蘭案例說明 (P.51)。

6.具有解決服務對象問
題、回應社會實際需求

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等核

心能力。

為達工作目標及服務績效，組織

員工應不斷精進專業知能及技

術。組織也應提供員工在職進修

之機會。

7.連結外部資源以達成
工作目標。

連結及整合外部資源，有助於組

織專注於核心服務能力，提升服

務效能，擴大服務價值。

4.2

本組織願意訂定具

體服務目標，並提

出適切的評估方

法，展現服務效益。

基
礎
項
目

1.年度計劃中各方案均
明訂具體目標及評估機

制。

1.年度計劃中各方案應依年度
所訂定之具體目標建立過程評估

(process evaluation)、結果評
估 (outcome evaluation)及影響
評估 (impact evaluation)機制，
以利追蹤方案或行動進展情形。

2.參考 FAQ1(P.54)。

2.年度報告中揭露具體
目標之達成程度。

年度報告除了提供會務、業務及

財務報告外，因包括業務目標達

成進度、財務收支狀況、預算達

成率等訊息，依此展現服務進度

及效益。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3.建立方案評估機制，
定期評估組織表現、效

能及達成使命之作為。

1.組織內部應訂定方案評估機
制，定期審視服務效能並作成紀

錄。

2.參考美國案例說明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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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績效4
國際經驗

1.服務績效基本規定及作法

 ■�西班牙

西班牙 FL指出，非政府組織有能力以書面方式展示其目標為何，以及計

劃如何達成這些目標是非常重要的。此原則暗指組織需經內部評估、品質評價

流程、以及受益人的正式監督。這些書面文件是用來幫助量化和質化非政府組

織對社會影響之重要工具。理 (董 )事會參與這些流程的籌畫和批准、為準則

作出定義以及為專案與相關單位作出決定。

 ● 必須有籠括整個組織的策略或年度計劃，包含量化的目標、里

      程碑，以及每項目標的負責人。與活動專案相關的目標要能被

      一般大眾取得。

 ● 活動計劃必須經理 (董 )事會批准。

 ● 活動計劃須為已遵行至少三年以上的特定行動方針。

 ● 組織正式地定義控制系統與活動 /受益人內部追蹤系統，且這

      些都必須經理 (董 )事會批准。

 ● 說明並呈現活動專案的後續追蹤和最後報告，且這些都要能被

      捐款者取得。

 ● 此組織有一套經理 (董 )事會批准的專案挑選流程與標準。

2.年度計劃

 ■�荷蘭

荷蘭 CBF13在活動延續性方面的政策上，認為理 (董 )事會需要制定一個

跨年度政策計劃，為期至少三年，並搭配跨年財政計劃。此跨年度政策須包含

13　CBF(Stichting Centraal Bureau Fondsenwerving)為中央籌款事務基金會，於 1925年成立。
       該組織主要業務為募款組織的認證及募款機構相關訊息集散等等。以下簡稱 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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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衡量的目標。為了規劃此跨年度政策計劃，組織須擬定情勢分析，將各界的

機會和威脅與其他事項皆納入考量；實施政策計劃的評估報告也將作為參考。

3.績效評估機制

 ■�美國

美國 BBB明確指出慈善機構應定期評估其達成目標之有效性，機構應訂

有可定義、可評估之目的及目標，並訂有已定義之流程，評估該計劃之成效及

影響，以達成該機構之目的及目標。機構應制訂理 (董 )事會評估政策，至少

每二年評估機構表現、績效、決定，以及為達成宗旨所必須採取之行動。該政

策並不一定要使用「表現」及 /或「績效」之字眼，但應清楚載明慈善機構有

意正式地評估其達成宗旨、目的及目標之完成度及影響力。

此外，機構應撰寫一書面報告，報告內容應包括概述前述表現及績效之評

估結論，與未來行動之建議。報告內容原則上應包含下列項目：

 ● 可評估目的及目標之定義。在各慈善機構間，以及不同時間點

      下，這些目標之數字及本質均將有所不同。一個慈善機構可設

      定可量化目標，例如自該慈善機構受惠之人；或者影響性目標

      ，例如影響特定議題之公共政策或是改善特定團體或個人之健

       康狀況；以及財務目標，例如為醫療研究目的籌募一定金額。

 ● 考量定義之目的及目標有多符合慈善機構之宗旨。

 ● 敘述慈善機構在過去二年內進行那些活動來達成這些目標。

 ● 如有適用，評估自慈善機構計劃受惠之受益人的滿意度。

 ● 慈善機構之活動達成其聲明宗旨、目的及目標之績效分析。

 ● 根據前述評估之結果，建議慈善機構未來可採取之活動。例

      如，如果未達成目的及目標，能採取哪些活動來改善績效呢 ? 

      如果成功地達成目的及目標，還有哪些未來目的及目標可能可

      以推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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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績效4
國際新思維

組織為了要達成工作目標，展現服務績效，執行策略的規劃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2014年夏季的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提醒我們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應變策略 (Emergent 

strategy)的重要性。應變策略是當意圖的策略 (Intended strategy)和現

實發生衝突時，一種適應環境產生調整所演化而成的策略；也就是說，

組織一邊執行策略，同時也在此過程中學習改進。儘管應變策略非常強

調彈性，同時也認知到某些結果是無法預測的，但此策略仍舊需要清楚

的策略意圖引導。應變策略需要因應環境的改變作出反應，因此具有一

個彈性、而非單面向線性的框架是必備的。更進一步來說，組織需要從

具有繪製地圖的能力，進階到具有指南針的功能：地圖所代表的是已有

前人探路，而指南針則是無論前方的路有多無法預測、充滿荊棘，始終

為人確定方向，前進目標。

另一方面，應變策略需要持續不斷地偵測環境，以確保資源用在最有機

會的地方。由於環境中包含了不同單位和群體，策略的產生需納入他人，

共同發展創造。此外，在持續變動的環境中，一個敏感的偵測機制能即

時發現環境中可以利用或需加以抑止的機會動能。應變策略的重點是強

化能夠產出解決辦法的系統上，而非建構出這些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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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Q

Q1：該如何建立有效之評估機制呢？

A1：具體目標及評估機制之設立與建置，可參考下列書目： 

1.社會服務機構： 行政管理與實踐，梁偉康，1990。

2.公益部門邁向成功之路 -公共與非營利組織的策略規劃指南，喜馬拉雅

    基金會，2003。

3.表現衡量和管理全新攻略 - 香港仁愛堂，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務中

    心，2006。

4.非營利組織的評估：理論與實務， 官有垣、陸宛蘋、陳錦棠 /主編，

    2008。

5.非營利機構的評估與質量改進︰效果導向質量管理之基礎 ，Reinhard 

    Stockmann，2008(簡 )。

6. 成效導向的方案規劃與評估，聯合勸募協會，鄭怡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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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透明5

第五章　財務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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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透明5
第五章　財務透明

關於財務透明

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來源管道多元，為使社會大眾瞭解組織的運作狀況，財

務資訊定期公開是組織對捐款人負責任的表現。

國際研究

歐洲勸募協會 (European Fundraising Association, EFA)於 2014年 3

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其 17個會員國 (包含 1471個勸募機構及 8793

個勸募者 )認為，在2013年對募款造成負面影響的三個因素依序分別是：

 ●� 公眾缺乏對慈善公益團體的信心 47%

 ●� 經濟不景氣 40%

 ●� 缺乏募款技巧 40%

 ●� 企業及政府資金的縮減 33%

 ●� 非營利組織缺乏透明性 20%

而這 17個會員國預測，在 2014年對募款造成負面影響的三個因素依序

將會是：

 ● 經濟不景氣 47%

 ● 缺乏募款技巧 41%

 ● 公眾缺乏對慈善公益團體的信心 41%

 ● 非營利組織缺乏透明性 29%

 ● 組織間的競爭 24%

由預測的數據可見，有越來越多組織及個人認為，組織是否具有透明性

是影響募款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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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項目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5.1 

本組織願意每年公

布年度收入與支出，

提供正確、及時的

財務報告，並接受

監督和諮詢。

基
礎
項
目

1.按時公布年度財務計
劃及年度財務報告。 

年度財務計劃及年度財務報告應

依主管機關要求提供資訊，根據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及各業務

主管單位之財團法人財務作業要

點等規定，其常見之公佈內容應

包括：

1.收支決算表 (含預算及說明 )；
2.現金出納表；3.資產負債表；
4.財產目錄；5.基金異動表。

2. 依據財務計劃精確
記載收支，並做分類統

計，以利決策。

1.財務計劃應明確，並依其方案，
個別記載項目收支。

2. 參考美國案例說明 (P.60) 及
FAQ1(P.61)。

5.2
本組織願意定期公

開組織經費流向。

基
礎
項
目

1.定期編制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並每年至少

公告一次。

組織應定期編制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告，並至少每年公告一次，以

昭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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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透明5
國際經驗

1.財務透明基本規定及作法

 ■�西班牙

西班牙 FL表示，社會大眾對於非政府組織最關切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們

是如何以及被誰資助。同時，符合法律規定，保護資助者提供的個人資料也是

非常重要的。為了建立與其他公司及私營單位的合作，非政府組織必須遵行理

(董 )事會所批准的標準與挑選流程，並且公佈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他們的標

誌。

 ● 和私人與公共出資者相關的募款活動，其成本以及每年運作方  

式 (捐贈、會員、以及其他合作方式 )都必須是公開的。

 ● 資金來源，包括私人或公開之主要捐助者相關的細節，以及其

捐助金額，都要一併公開。

 ● 以募款資金所分配的每年活動，必須適當以文件紀錄，並且公

諸於眾。

 ● 如果組織尋求任何個人資料數據，該組織將一併提供符合現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宣傳資料；並且必須先在資料保護機構註冊

相關文件以及為特定出資者完成登記手續。 

 ● 此組織有一套經理 (董 )事會批准與其他公司及單位合作的挑

選流程與標準。

 ● 單位標誌提交給公司或機構使用的相關合約必須書面化，這些

條款不涉及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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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服務 A 計劃服務 B

醫療研究 建康教育 勸　募 行政作業 總費用

薪資 60,000 30,000 47,000 69,000 206,000

租金 10,000 8,000 6,000 5,000 29,000

捐贈 210,500 210,500

差旅費 1,000 2,000 2,000 5,000

電話費 2,000 1,000 3,000 750 6,750

郵資 3,000 2,000 4,500 1,500 11,000

辦公室雜支 2,500 500 500 750 4,250

 ■�盧森堡

盧森堡 DCL要求入會組織承諾面對捐助者財務透明：

 ● 定期記帳，製作年度帳目，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附錄，

並在公司會計年度期末時，編列下一個會計年度之臨時預算。

 ● 由主管的法定機構聘任一位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師，以進行查

核年度帳目。

 ● 有關年度帳目、管理報告及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之報告，所有

捐款者均可向組織總部查詢。

2.財務計劃分類統計

 ■�美國

美國 BBB提出各機構需於財務報表中分列出各項費用分類 (例如：薪資、

差旅、郵資等等 )，並將這些費用按比例分錄至計劃、勸募及行政作業。如果

慈善機構有超過一個以上的主要計劃分類，報表應再細分至各計劃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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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透明5
Q1：依據財務計劃精確記載收支，並做分類統計，以利決策。所謂的分

類統計該如何分類？

A1：財務收支分類可參考衛生財團法人之功能別費用表，其功能費用表

如下 (若為預計功能別費用表，則將金額欄改為預算數 )：

F AQ

費用性質

合

計

作業服務費用 後勤行政費用

作業

服務

A

作業

服務

B

作業

服務

C

作業

服務

D

小

計

管理

費用

募款

費用

小

計

銷貨成本

　銷貨成本

用人成本服務費用

　薪資

　加班費

　獎金

材料及用品消耗

租金費用

折舊及攤銷

稅捐、規費及會費

捐 (補 )助費

獎勵及慰問費

訓練費用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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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6

第六章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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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6
第六章	資訊公開

關於資訊公開

資訊公開為非營利組織尊重社會大眾知的權利及落實責信之展現。資訊內

容應包括會務、業務和財務資訊，藉此展現組織運作狀況，同時公開之資訊應

符合時效性、完整性、可讀性及易取得性。因此組織應將相關資訊公佈於易於

取得之管道，如官方網站、相關出版物等等，並注重資訊的完整性，且持續更

新內容。近年來許多已發展國家，在募款時所呈現給捐款人之資訊，皆自制於

不濫用及突顯服務對象苦難的形象，且更趨強調問題解決之成果。

公約項目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6.1

本組織願意主動將

業務相關資訊以社

會大眾容易取得的

方式公告之。

基
礎
項
目

1.年度報告明述組織提
供的業務 (服務 )、會
務 (董監事會組成、會
議決策、人資發展機制

等 )。

1.年度報告中業務及會務分別包
含：

   1.1會務：包括團體基本資料之  
   處理、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及
   理 (董 )事、監事會議之召開及
   財務處理。

   1.2業務：包括依章程所辦理之
   會員服務、專業推展服務。

2.參考盧森堡案例說明 (P.68)。

2.定期對大眾公布組織
活動及成果資訊，並易

於取得。

1.組織主動定期對外發布活動訊
息及執行成果，以利大眾參與及

了解。

2.參考西班牙案例說明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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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6.1

本組織願意主動將

業務相關資訊以社

會大眾容易取得的

方式公告之。

進
階
增
加
項
目

3.大眾易於取得年度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告。

1.常見公開管道可為：

   1.1組織發行之刊物或相關出版 
    品。

   1.2組織官網或其他公眾線上查
   閱系統。

   1.3報紙，其他外部發行出版  
   品。

公開之管道應確保易於搜尋及易

於取得。

2.參考德國案例說明 (P.67)。

6.2

本組織願意對於社

會大眾針對組織運

作 (諸如募款行為、
經費流向、服務績

效 )等議題的詢問，
積極且正確的回應，

以尊重大眾知的權

益。

基
礎
項
目

1.對於捐款人的抱怨立
即回應並處理。

1.對於捐款人之問題、建議、回
饋，應積極回應，且應將內容予

以記錄，成為組織修正、精進之

依據。

參考荷蘭案例說明 (P.68)。

2. 公布資訊清楚明白
且以簡單易懂的形式呈

現。

公布之訊息應避免艱深之詞彙，

並以表格或條列方式呈現為佳。

3.積極回應社會大眾對
組織運作相關詢問。

對於組織之運作應提供透明清楚

之資訊，以精確且積極之態度回

應民眾之詢問。

國際經驗

1.資訊公開基本規定及管道

 ■�美國

美國 ECFA14表示，一經書面要求，每個組織應提供一份載有目前財務報

14　ECFA(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為福音教派財務責信組織，於 1979
       年成立，致力於協助基督教教會贏得大眾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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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6
表的文件，以及其他揭露事項，其中包括含有任何已經募得、或正在尋求捐贈

品之特殊專案的財務報表。

 ■�西班牙

西班牙 FL認為所有非政府組織必須要有與社會大眾溝通的特定管道，而

且必須尋求各種獲得回應的方法。此準則是用來衡量組織與社會以及大眾需求

溝通的能力，最清楚的指標之一。因此，發佈給社會大眾的資訊之準確性和各

種細節，可反映出此非政府組織是否用透明且負責的方式舉辦活動。此外，組

織有必要架設網頁，以提供其完整且最新的資訊。

 ● 廣告活動、募款、對大眾發佈之消息，都準確地反映出此組織 

      的目標和本質，絕不能誤導社會。

 ● 每年至少要知會捐款者和協辦人一次有關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             為了達成有效率的交流，此組織將設立機構專用的電子郵件帳

                  號以及網頁，公開所有活動，並且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 一經要求，此組織要能夠提供年度報告和財務報表。此機構網

      站必須放置年度報告、財務報表、以及財務稽核報告。

 ■�德國

德國 DZI就組織透明性提出，勸募機構須公開完整地報告其工作、架構和

財務狀況，及時並真實答覆詢問和抱怨。勸募機構須有自己的網頁，並在年度

結束後，最遲 12個月內在網頁上發佈年度報告。網頁和年度報告須清楚合理，

內容須與該機構的組織複雜程度相當。組織須在其網頁上以簡便易尋的位置發

佈其最新的主要資訊，包括年度結算報告、章程、領導部門和監管部門的人員

組成，勸募機構認證標準規定的最新財務報告以及主要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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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森堡

盧森堡 DCL表示，捐助者有權：

 ● 要求完整資訊以便了解其捐贈相關情況。

 ● 要求其捐贈之正式證明單據，應在合理期限內送達。

 ● 限制其捐贈之分配用途。

 ● 要求其查詢獲得快速且誠實之回覆。

 ● 要求其投訴獲得適當且迅速之回應。

同時要求其入會組織承諾：

 ● 提供公眾和捐助者可靠、誠實、準確、客觀之訊息。

 ● 尊重受益人的尊嚴；不得濫用人類苦難的形象或縱容任何形式

      的歧視或煽動暴力。

 ● 提供捐助者一份全年度活動報告，尤其包括募款活動已募得基

      金之總額及其分派用途。

2.投訴的過程

 ■�荷蘭

荷蘭 CBF認為募款機構須有一個接受投訴及考慮採納投訴的過程。募款

機構訂定之相關法規必須在每一位利害關係人請求時提供。接受投訴及建議

時，必須保存紀錄。



69

利益迴避7

第七章　利益迴避





71

利益迴避7
第七章	利益迴避

關於利益迴避

為發揮「公益」精神，當有利益輸送或商業行為等情事前，組織運作相關

人員應主動迴避。

公約項目

國際經驗

1.利益迴避

 ■�美國

美國 BBB指出，理 (董 )監事會成員或員工不應因任何關係或商業聯營

而與慈善機構有利益衝突，也不應有任何交易行為。無論交易是否構成利益衝

突，下列因素 (但不限於 )易被認定構成利益衝突：

自 律 聯 盟 公 約 項 目
階
段

自 我 檢 核 項 目 說 明

7.1

本組織承諾與組織

運作相關人員均主

動迴避任何組織與

個人之利益輸送

基
礎
項
目

1.理 (董 )監事或員工
主動避免有實質利益輸

送之關係或商業行為。

1.迴避任何可能與組織最佳利益
相互衝突的行為，尤其涉及合作

廠商、補助機構或競爭對手相關

的活動與利益。

2.確認經費是在符合組織使命的
基礎上使用，而非為了個人利益。

3.不得主動對外要求餽贈、謝酬
或招待，且應委婉拒絕在執行組

織職務過程中獲得的任何恩惠。

4.於選用人事或合作廠商時，避
免任用親屬、個人朋友或是可能

影響組織公正性的人事或廠商，

以免破壞選用之公平性。

5.參考美國案例說明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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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慈善機構所設立之任何公平交易程序。

 ● 交易價值相當於慈善機構之費用。

 ● 利益關係人是否參與該交易之理 (董 )監事會決策投票。

 ● 是否可預見具競爭性之投標以及交易是否為一次性、經常性或

      正在進行。

美國 ECFA則表示，組織應避免利益衝突，與相關單位的交易行為只有在

實踐以下列舉事項的情況下才可以執行：

 ● 物品交易在組織的財務報表中要完全揭露。

 ● 相關單位不可以涉及與此交易相關的討論和批准流程。

 ● 涉及競標或競爭力的評估。

 ● 組織的理 (董 )事會親自執行並證明此交易是以組織利益的前

       提之下執行。



73

國際募款組織委員會

國際募款組織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 (I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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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募款組織委員會

							國際募款組織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 (ICFO)

緣起

大多數國家都有公益組織，以良善的因素 (通常是幫助貧困、殘疾或弱勢 )

成立。有些服務人民、有些保護動物福利、有些側重環境保護。這樣的團體被

歸類於「非營利組織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或「慈善機構 (charities)」，

因為他們大量倚靠志工以及致力於公共利益的服務，在大多數國家中這樣的團

體可享有特殊的稅制優惠。可惜的是，像這樣的團體並非皆如此真誠，全世界

都有肆無忌憚的團體，在剝削人們的善良本性與樂於奉獻的慈善心。為幫助名

副其實的公益團體，以及使公眾安心、提昇捐款信心，許多國家發展了國家認

證機構，來審查公益團體。如果他們符合廉潔與健全的高標準，將授予公共認

證來證明該組織為運作良好且值得支持團體。

IC FO

越來越多以全球為基礎的募款行為發生，許多慈善工作也跨越了國界，

此時對國際募款單位的真誠與支持擁有信心，對不同國家的人民更顯得格外重

要。這是為何各國監督審查單位，於 1958年一起加入 ICFO的原因。

ICFO是一個於 1990年 9月在荷蘭正式立案的法人組織—一個非營利組

織。ICFO有兩種會員：一般會員是監督募款的單位，以及支持性會員，參與

會議及資訊交流。

ICFO工作核心在於協調鑑定程序與標準，以及舉行討論與辯論以認證議

題為主的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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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FO 組織章程

本組織章程是由原始荷文版本所翻譯而來，原始版本是基於

No.40537031(2004年4月21日 )之檔案向阿姆斯特丹商務部 (Handelsregister 

van de Kamer van Koophandel en Fabrieken voor Amsterdam)登記的，本

原始組織章程於 1989年建立，ICFO例行年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AGM)分別在 1995、1999、2001、2002、2006及 2011年通過了本組織章程

的修正案。

國 際 勸 募 委 員 會 組 織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ICFO) 之組織章程：

條款一：名稱與所在地

1.本協會之全名應為： 國際勸募委員會組織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s，ICFO)，副名稱為：國家監督機構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monitoring agencies)。

2.本協會於阿姆斯特丹註冊。

條款二：目標

為了讓捐款人對其捐款的使用皆按當初他們捐贈時指定的目的一事感到信

賴，ICFO(以下簡稱為本協會 )的目標應為：

1.在歐盟及其他世界各國中，提升那些由捐款人資助的非政府慈善性組織

    活動的透明度及誠實性。

2.從各會員及其他管道收集相關資訊，並將資訊分享給所有會員。

3.在國際間形成非政府慈善性組織的工作行事準則。

4.在歐盟及其他世界各國推廣慈善監督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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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三：會員資格

1.本協會有一般會員及支持性會員兩種由委員會所承認的會員資格。

2. 一般會員為追求與本協會目標相似的法人機構 (組織形式 )；包括為非

    政府慈善組織建立與本協會一致的標準，並且透過監督及信任非政府慈 

    善團體來強化這些標準。

3.支持性會員為自然人及法人機構 (個人或組織形式 )準備透過志工行動

    或專業活動來支持本協會的目標。

條款四：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1.本協會的資源僅使用於推廣合乎組織章程的目的，沒有任一會員應該從

    任何的金錢、交易所得，或是提供服務獲得不相對稱的報酬而獲益。

2.會員須受到組織章程的法律約束，並有義務支持本協會以達成它的目

    標。

3.會員須繳付年費或是其他由會員大會所評估認同的支付款項或實物。

4.會員不得洩露透過本協會所給予的機密資訊。

條款五：會員資格的期間

1.當會員嚴重傷害本協會的利益或未能如期繳付年費時，本協會有權終止

    會員資格。

2.當有下列情況發生時，委員會可以終止會員資格：

    a.會員資格的解除

    b.會員申請的終止退出

    c.前述第一項的情況下終止

3.會員可以以書面的方式，在收到中止資格通知的三個月內提出反對，而



78

    此一反對聲明將會在下一次的會員大會提交，要推翻會員資格的終止決

    議需投票並取得多數決始可。

4.會員可放棄他們的會員資格，但須在三個月前以書面的方式優先通知委

    員會。

條款六：組織架構

1.本協會由以下部份所組織而成：

    a.年度例行會員大會

    b.理 (董 )事會

    c.在各地理區域中代表 ICFO的分支機構，或是會員的次團體，而這些

       單位皆需隨時接受委員會的評核。

2.在例行年會中，大會決議可由出席會員的多數通過。在兩次會員大會

    間，需要會員們批准的議題則可藉由舉行書面投票來處理。

3.委員會需要多數會員的最低法定人數代表，當達到法定出席人數時，要

    通過委員會決議需要以絕對多數投票表決，選舉如果遇到正反票相同

    時，委員會主席應有決定性投票權。

條款七：年度例行會員大會

1.年度例行會員大會應遵守以下義務：

   a.選舉出有擔任會員組織管理職或曾擔任過管理職的人士擔任委員會

        的成員；或者如有必要，也可以令當中任一人解職。

    b.考慮、並當認為合適時；批准由委員會提出的年度報告以及委員會

        所草擬的次年度帳戶及預算支出情況。

    c.批准委員會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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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發佈會費免除及同意其他由會員提供的支付款項或實物的規則。

    e.針對會員資格終止一事進行投票表決 (詳見條款五 )。

2.年度例行常會應由委員會來召開，所有的會員應於會議舉行前三週被告

    知該會議的時間及議題。年度例行常會應在每年的頭六個月內舉行。委

    員會可視需要召開其他會議，或者根據 40%的一般會員的書面聲請要

    求來召開。

3.理事長或是該人不克出席，副理事長應該接替來主持會員大會。若是兩

    者都不克出席，應由出席的會員們中選出一人來主持會員大會。

4.每一個一般會員都應有一位行使投票權的代表出席會議，或者給予大會

    秘書長或其他會員委託代理書代表出席，支持性會員具有發言權但無投

    票權。

5.以絕對多數的一般會員來組成年度例行常會的最低法定出席人數，姑且

    不論會議的通知，決議案需有 2/3以上的投票數始得通過，但若決議很

    明確違反組織章程時，仍會有例外情況存在。

6. 會員大會應準確紀錄所有決議案，會議記錄應由理事長 (或者主持會議

    者 )和秘書長 (或者會議紀錄者 )簽署。 

條款八：理事會

1.理事會應管理及代表本協會，並依組織章程執行其他功能。理事會應每

    年至少召開兩次會議。

2.理事會應至少由五人所組成，包含：

    a.理事長

    b.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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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秘書長

    d.財政秘書

    e.其他會員

所有職位應由選舉產生，任期四年，並可連任一屆。如於第二任末未出現

替代者，其可連選連任，直到出現替代者。

3.理事會成員任職理事會期間內，若解除原組織之職務，得繼續行使理事

    之職權，直至理事會改選。反之，理事會成員任職理事會期間內，若解

    除理事會之職務，其會員組織可提名一替代人選，直至下屆年度例行會

    員大會。

4.理事長可指派一或多個理事會成員代表協會，此指派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5.理事長可指派其所認為適當之成員作為提名委員會，理事會的提名應於

    年度例行會員大會時提交給會員。

6.理事會候選人應由理事會及會員提名，理事會成員以個人身分，而非所

    有成員的代表。

條款九：組織章程修訂

1.組織章程的修訂唯有透過在正式召開且明確通知會議原因的會議中會員

    所達成的決議。須起草一份組織章程修訂的公證文件。理事會成員有權

    起草此文件。

2.擬議修訂的文字文本需交予會員審閱，直至該決議已表決。

3.組織章程的修訂決議案需有 2/3以上的投票數始得通過。投票可個人或

    書面投票，書面投票須於會議五天前交予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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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十：解散及清盤

1.本協會得於任何會員大會中解散，惟會員人數須達法定人數的 3/4，且

    其中 2/3贊成此決議。

2.條款九第 2.3項應同步適用。

3.如在解散協會的決議中未指定清算人，清盤則由理事會進行。

4.在協會解散的情況下，協會淨資產應轉給選定的非政府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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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O 組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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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FO 組織簡介

CENTRAAL BURE AU
FONDSENWERVING

	 	 	 I CFO 組織簡介

�              AVPO (Association of Public Benefit Organizations)15 

                AVPO為捷克公益組織協會，於 2010年成立，協會使命為提            

                     升公益組織的專業度、可靠性、透明性及其發展。AVPO的工作內

               容包含提供教育與資訊服務、倡議、各項計劃、國際合作以及與

               跨部門協會的合作。該協會獲得歐盟補助，用來建立一可靠的非

               營利組織評估系統，該計劃於 2013年 9月開始，將於 2015                   

                     年 6月結束。

          �   BBB(BBB Wise Giving Alliance)16

                    BBB為 BBB明智捐贈聯盟，於 1920年代成立，歷經多次更名，

                自 2001年起為 BBB明智捐贈聯盟。該聯盟主要目標為協助捐款

                者作出明智的捐款決定，其主要活動為根據 BBB慈善組織責信

                     標準，評估各慈善機構。此評估不收取任何費用，而其報告可供廣

                    大市民取閱。BBB的資金來源為 73%認證費用、27%捐獻補助，

                     以及 1%其他。

          �      CBF(Stichting Centraal Bureau Fondsenwerving)17

                    CBF為荷蘭中央籌款事務基金會，於1925年成立。該組織主要業

                   務為募款組織的認證及募款機構相關訊息集散等等。荷蘭目前擁

                     有 257個受 CBF認證的大型慈善機構和 106個的小型慈善機構                               

                                   (收入 50萬歐元以下 )。CBF的資金來源近 62%為認證費用、 22                      

                      %來自中央政府補助、12%來自地方政府補助，以及 4%其他 。          

                         

            

15　AVPO為 ICFO支持性會員，資料來源為 AVPO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16　BBB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

17　CBF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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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omité de la Charte)18

                   CC為法國憲章委員會，是一於 1989年，由法國 18家協會及

              基金會所成立的私人監督機構。其目的是完成道德守則，提供

                認證，並要求其成員實施守則。直至 2005年，CC的申請及會

             員資格限於每年五十萬歐元以上來自私人捐款的人道及社會領

                   域組織；如今，CC開放給所有具有公共利益性質、且於全國募

                 款的組織，包含醫院和大專院校。CC目前擁有 78個成員，其

                  資金來源 82% 來自成員會費，18%為公共補助金。

                  CCCC(Canadi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arities)19

                   CCCC為加拿大基督教慈善會議，由一壽險代理人、一會計師及

                  五名來自加拿大主要基督教慈善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於1972年

               共同成立。CCCC獨立於政府及監管機構，是一協助其他慈善

               機構的專業慈善協會。CCCC要求其認證成員每年繳交政府

                    信息申報、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審計委員會成員名單、理 (董 )事

                    會成員名單等。

                   CCIC(China Charity Information Centre)20 

              CCIC為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於 2007年成立，該組織提供

                研究、諮詢及其他服務予當地政府、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致

                力於公益團體財務透明，執行募款典範實務，並促進中國第三部

                門的發展。2013年，CCIC收入的 60.16%來自其所提供給非政

                府組織的服務，包含研究、諮詢及培訓等方案；23 .38%來自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約服務，其餘收入則來自公眾捐款。

18　CC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19　CCCC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20　CCIC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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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ío(Construyendo Organizaciones Civiles Transparentes)21  

               Confío為墨西哥透明建構民間組織，於 2010年成立，該組

               織的主要目標為提供透明性分析，透過專業檢視，建立一透明

                   及責信的環境，驅使各種形式的合作，並增加捐款者及社會大眾

               對慈善捐贈的信心。2013年 Confío最主要的工作內容為提倡非

               營利組織「透明及優良實踐的九個標準」。至 2014年五月，

                    Confío有 28個認證會員。

                   DCL(Don en Confiance Luxembourg a.s.b.l.)22 

               DCL為信賴捐贈非營利組織，於 2011年成立，是一盧森堡非營

               利組織，其成員皆為受盧森堡政府認可具有公共利益性質的非營

               利組織，亦皆簽署願良善治理，該組織的目的是確保其成員組

                   織的理 (董 )事都知道他們的個人責任，以尊重其承諾。DCL之

               成員需向 DCL揭露其經審計的年度財務報表，包括管理建議書

                    和活動報告。DCL目前擁有 25個成員，其資金來源為成員會費。

                    Donorinfo23

                   Donorinfo為比利時捐助訊息基金會，於 2005年成立，旨在提升

                  組織透明性，並對於在 Donorinfo網站上公佈之組織的可靠性提

               供保證。該組織所重視之價值除了財務透明和訊息的客觀性之

                  外，還包含囊括各式組織，展現多元化和多樣性，以及和其他單

                    位有系統地合作。至 2014年，Donorinfo有 248個成員。             

21　Confio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

22　DCL為 ICFO支持性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

23　Donorinfo為 ICFO支持性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及其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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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I(Deutsches Zentralinstitut für soziale Fragen) 24

                    DZI為德國社會議題研究中心，於 1893年成立，起先係一位於

                   柏林的福利機構資訊辦公室，而後迅速擴展。DZI是一獨立的科學

                   資訊和文獻中心，研究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並提供捐助諮詢

                   服務、圖書館和文獻資料庫，以及月刊雜誌。DZI有雙重的監控過

               程，其一為接受年收入超過 2.5萬歐元的免稅慈善組織申請 DZI

                    認證，其二為提供對於未申請認證的組織資訊及看法。                  

                    ECFA(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25 

                    ECFA為福音教派財務責信組織，於 1979年成立，致力於協助基

                   督教事工透過「身負重任之管理組織的七個指標」贏得大眾的信

                   賴。該指標包含董理 (董 )事會治理、財務透明、募款一致以及

                 適當使用慈善資源。ECFA提供認證給符合其指標的基督教教會

                   非營利組織。其成員包含基督教事工、教派、教會、教育機構及

                    某些依政府規範免稅的機構。

 �          FL(Fundación Lealtad)26

                    FL為西班牙忠誠基金會，由一群想要增加慈善機構公眾信任

                 度的商務人士於 2001年所創建。FL致力於協助捐助者對於尋求

                   他們支持的慈善機構作出明智判斷，並利用「透明度和最佳實踐

                   的九項指標」的評估及分析，增加公眾對於慈善機構的信任。該             

                    準涵蓋理 (董 )事會治理，財務責信，募集資金的作法，以及志願

                    服務的推廣。

24　DZI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25　ECFA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

26　FL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89

I CFO 組織簡介

�          IID (Istituto Italian della Donazione) 27

               IID為義大利捐贈協會，是一註冊的非政府協會，於 2004年

               由義大利數個組織共同創立。IID的主要目標包含促進和培育

                   非營利組織的卓越、透明、誠信、公平管理實踐及道德操守；驗

                   證及監控以上行為，尤其在募款過程及善款流向上；並透過此充             

                   滿信任及透明的環境，提高捐款量。至 2013年底，66家組織獲

                    得 IID認證，認證候選單位則是 7家。

                 IK (Stiftelsen Innsamlingskontrollen i Nroge)  201328

                    IK為挪威募款控制委員會，在官方認可下於1991年成立，該組織

                   的主要目標為維護公眾利益，確保勸募的公益組織建立並遵循一

                    套令人滿意的標準，使善款的使用在監控之下。2009年 7月 1日

                   挪威募款註冊 (The Fundraising Registry)的法律正式生效，挪威

                    政府文化部指定 IK為募款註冊的註冊單位，目前已有 106家組織

                    向 IK註冊，幾乎囊括挪威所有主要組織。

                 The Nippon Foundation29

                   日本的 The Nippon Foundation (日文：日本財團 )於 2014年在

              法國巴黎舉行的 ICFO大會中，正式成為 ICFO支持性會員。

               The Nippon Foundation目前正致力於發展一 NPO團體認證

                    系統，目前所規劃出組織要取得認證的三步驟為：1. 將組織的資                    

                    訊交給認證單位 2. 認證單位確認組織的真實性 3. 認證組織會帶

                    著相關領域的專家實地拜訪機構進行監督。 

27　IID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

28　IK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3報告 (country report)。

29　資料來源為 The Nipp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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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GS(Österreichisches Spendengütesiegel)30

                   OSGS為奧地利捐款認證組織，欲獲得認證的組織須具備組織存

               在三年以上、符合奧地利 /歐盟法律、經註冊會計師或稅務顧問

               的審閱及認可等等資格。至 2014年，奧地利前五十大公益團體

                    中已有 90%獲得 OSGS認證，共計 236個認證會員。

                 Svensk Insamlingskontroll31

               Svensk Insamlingskontroll為瑞典募集控管協會，於 1980年由

                   瑞典勞動力市場中數個組織協會所成立。該組織的主要目的為確

                   保人道、慈善、文化及其他公眾利益的公共募款受到控制、募款

                  中沒有不合理的費用、在募款上有完善的行銷方法，以及發展適

                 當的方法來控制募款。在瑞典，90帳戶 (以 90開頭的帳戶 ，從

               900-000c 至 909-999c)為瑞典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作為公共募

                   款之用途的帳戶。使用該帳戶之機構組織需經過瑞典募集控管協

                    會的認證。

                 ZEWO(Zewo Foundation)32 

                   瑞士 ZEWO基金會於 1934年創立之初為一提供捐款者慈善團體

                   相關訊息的資訊平台；如今，該基金會是一提升慈善團體透明及

               誠信誠度的獨立監測機構。ZEWO的使命為提高捐款者的信

                   任，並增強瑞士整體社會對慈善活動的信心。ZEWO所設立之標

                 準包含非營利組織公益性質、非政府組織的良善治理、報告透明

                 性、資金運用的有效性以及募款溝通倫理。凡是申請被監控並符

                    合 ZEWO標準的團體可獲頒發 ZEWO認證。

30　OSGS為 ICFO支持性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組織簡報。

31　Svensk Insamlingskontroll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32　ZEWO為 ICFO正式會員，資料來源為其交予 ICFO的 2014報告 (countr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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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盟成為負責任的公益團體

簽署自律公約，將財務與工作報表交由聯盟上網公告，是自律最基本的要

求。結合國際經驗、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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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募款誠信、財務透明、服務效率、組織治理」

等公約精神，成為民眾可以信任支持的公益團體。

     入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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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行動

• 推動簽署「公益團體自律公約」

2005年 7月由國內 30個發展較成熟的公益團體，自發成立公益團體自律

聯盟。2005年 10月 21日本聯盟正式召開成立大會。至 2014年 10月，已有

200個會員團體，且仍在陸續增加中。

• 責信平台

提供公益團體責信資訊的平台扮演資訊提供及整合的角色，將本聯盟會員

團體繳交之財務報表及業務工作報告上網公布，使民眾了解捐款流向、公益團

體的收支狀況以及工作內容，以維護捐款人「知的權益」。

• 國際交流

成為 ICFO會員團體 - ICFO為累積 50年以上責信機制的研究與發展之國

際組織。本聯盟於 2008年加入成為會員，每年攜回各國年度研究報告，豐富

台灣相關研究的資料庫。

舉辦國際研討會 -舉辦公益團體責信議題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與

公益團體參與。

• NPO責信培力

本聯盟自 2005起推動 NPO責信工作，雖有越來越來越多的組織加入聯

盟落實責信工作，然NPO團體之規模不一，在資源使用 (如人力、物力與財力 )

上亦有差異，在落實責信相關工作時有其難處，也使得執行程度上不一致。

故本聯盟開辦公益團體輔導及教育培訓活動、邀請各界專家提供諮詢服

務，聚焦深化台灣責信環境，提供專業培力工作坊，大手拉小手責信輔導、

線上學習課程及持續引進國際責信資源，推廣台灣在地化責信標準，讓台灣

NPO的責信意識更為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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