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爲關心社會的圈客 Changemaker
支持良善的公益團體是我們的責任

改變世界從你我開始，每個人都可以是社會
的Changemaker，讓我們用實際行動促成
社會改變，產生一場溫和的善循環！

www.twnpos.org.tw    02-87890203www.twnpos.org.tw

搜尋欲捐款之公益團體相關資訊，並認同
其組織理念

檢閱公益團體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表

捐款完成，索取捐款收據，成爲公益圈客

Be a  
 Changemaker

圈客指南公益圈客看過來

Step1

Step2

Step3

FACEBOOK粉絲頁

想了解更多「民眾對於社會參與意願之調查」內容，
請掃描下方QR碼

近8成的民眾認為，公開財務報表以及工作報
告書相當重要，公開透明與否，將會對組織的
認同有影響。

6成5以上的民眾相信透過捐款可以幫助更多
人，也有6成以上是因認同組織理念而捐款。

資料來源︰「民眾對於社會參與意願之調查」
調查時間︰2016/8/1 -201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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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原因（複選）

相信捐款可以幫助更多人

認同理念

交由專業處理

沒有時間參與志工

可以抵稅

宗教信仰

自我肯定，表現自己

被他人說服

其他  



人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中華文化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
中華電信基金會
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天主教失智老人社會福利基金會
天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自閉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私立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
台北市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基督徒救世會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灣早產兒基金會
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台灣省私立台灣盲人重建院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台灣國際奧比斯防盲救盲基金會
台灣痲瘋救濟基金會
台灣癌症基金會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台灣關愛基金會

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中 區南 區東 區

兆豐慈善基金會
成長文教基金會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佛教蓮花基金會
私立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罕見疾病基金會
育田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乳癌防治基金會
亞太心理腫瘤學交流基金會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建弘文教基金會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桃園市私立仁友愛心家園
桃園市私立安康啟智教養院

桃園市私立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

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桃園市私立菩提社會福利基金會
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桃園縣私立康福智能發展中心

桃園縣私立路得啟智學園

桃園縣私立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桃園縣美好社會福利基金會

海棠文教基金會

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基督教更生團契

基督教芥菜種會
基督教聖道兒少福利基金會
崔媽媽基金會
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

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愛盲基金會

愛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新北市私立樂山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附設樂山教養院

中華民國生活調適愛心會
中華民國合家歡協會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原殘盟)
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中華民國愛加倍社會福利關懷協會
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中華民國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
中華民國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

十方啟智文教基金會
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台中市私立
慈愛智能發展中心
台中市私立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中市私立甘霖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台中市私立康善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台中市私立張秀菊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老五老基金會
林業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苗栗縣私立幼安教養院
苗栗縣私立新苗發展中心
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愚人之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彰化縣私立秀和慈善事業基金會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私立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
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協會
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中華牧羊人青少年關懷協會
台中市開懷協會
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
台灣基地協會
台灣彩虹雙福協會
台灣陽光婦女協會
南投縣麻煩小天使協會
苗栗縣生命線協會
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
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會
臺中市義愛文化培育協會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台南市私立朝興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南市樂扶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灣省私立心德慈化教養院
台灣省私立鴻佳啟能庇護中心
地球公民基金會
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屏東縣私立迦南身心障礙養護院
屏東縣私立畢嘉士社會福利基金會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高雄市私立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鉅明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私立嘉惠教養院
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濟興長青基金會

中華民國向陽關懷協會
中華民國肌萎縮症病友協會
台南市慈光身障協會
台灣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台灣觸愛協會
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
高雄市心理復健協會
高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會
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高雄市聲暉協會
臺南市以琳之家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善牧中心
仰山文教基金會
金花教育基金會
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阿寶教育基金會
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
慈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東縣私立家立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中華民國無犯罪促進會
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
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花蓮縣谷若思全人關懷協會
臺東縣關懷生命協會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中華民國寵物友善協會
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
中華安得烈慈善協會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中華青少年純潔運動協會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中華救助總會
中華組織發展協會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世界和平會
台北市八頭里仁協會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台北市希望社會服務協會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台灣失智症協會
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
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兒童少年希望協會

台灣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協會

台灣室內樂藝術推廣協會

台灣原聲教育協會
台灣展翅協會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台灣露德協會

恩物社會服務推廣協會

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

桃園佛教無意捨協會

桃園縣愛與祥和公益聯盟總會

桃園縣蘆竹鄉實踐禪心協會
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
新竹縣愛鄰社區關懷協會

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新竹市私立天主教仁愛啟智中心
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
聖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董氏基金會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漢慈公益基金會
臺北市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
臺北市私立愛愛院
臺北市喜樂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北市華書慈善基金會
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廣青文教基金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癌症希望基金會

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

2016年11月，以下分布在台灣各處的237家公益團體
均已簽署公益團體自律公約，承諾財務透明、募款誠信
、服務效率、良善治理。

本名單陸續更新，請詳見官網
北 區

身爲一位公益圈客，改變從這裡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