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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女力公益信託社會福利基金、財團法人見性社會福利基金會 感謝 



不要問我何時交稿 

先看看我已交了多少 
109 年度內容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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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滿座活動 & 1 線上課程 
& 1 入圍獎項 

專題講座／資訊辨識課程／ 
共同入圍亞洲卓越新聞獎 

位涉獵廣範的 
專業作者 
報導者／研究者／實務工作者 

篇累計報導 
平均每月 22 篇 

筆耕逾 80 萬字 

6 個深度專題＆ 
4 迴響熱烈的專欄 

評析／創新／知識的累積 

篇與主流媒體 
合作文章突破同溫層 

點閱超過 26.3 萬次 

人次點閱 & 
追蹤、訂閱、互動 

每月粉絲數 495+人穩定增長 

15 

259 

10 

15 

51萬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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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案合作與偏鄉報導增加 

2. 嘗試提高報導的時效性（更快速的回應時事） 

3. 兒少的聲音與文字，帶來更多青少年讀者群 

4. 主流媒體內容合作 

5. 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3:18 mins（普遍有認真讀完！） 

  （Google 排名前 10 位的平均停留時間是 3:10） 

重大
改變 



2. 主流媒體 
跨出同溫層合作 

與聯合新聞網鳴人堂 

合作刊出 38 篇文章 

超過 25 萬次點閱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2855


以 2020 總統大選事實查核 

共同入圍亞洲卓越新聞獎 

公共服務大獎 

7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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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平臺異業合作 

推出線上影音課程 

訓練多元思考與資訊辨識 

教學對象 1：鎖定青年與社會新鮮人 

教學對象 2：與企業合作贊助弱勢大學生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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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1. 大環境│長照 

監院糾正衛福部長照 10 

大缺失：ABC 級據點背

離初衷，資源疊加傾斜、

執行效益低 

2. 共學│社工 

堅持十年成為社工，執業 

2 年半畫上句點：「我真

的適合當社工嗎？」 

4. 新興│兒少性剝削 

南韓 N 號房再現網路未成

年性剝削，7 個你必須了

解的犯罪模式與防範重點 

【看見孩子】專題：網路

影像背後，那些真實遭性

虐的孩子 

3. 大環境│貧窮 

【制度傷人 1】全球奇

景「回家投票」，與認

籍不認人的社會安全網 

【制度傷人 2】全世界

最嚴苛的低收入戶審核：

找家之前得先有家、長

期失業卻計入基本薪資？ 

社群瘋傳上萬點閱前 10 大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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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5. 大環境│長照 

長照分級的滾動式噩夢

（上）：全臺爭搶 A 級

旗艦店，長照４包錢拿好

拿滿？ 

社群瘋傳上萬點閱前 10 大熱文 

6. 產業動態│回捐 

快訊／晚晴協會回應更新：

回捐是為分攤行政成本、

年底全員資遣、日後將

「處理」汙名化指涉 

7. 共學│社工 

案主說話真真假假，如何

建立信任關係？／一種＿

＿的社工觀點 

8. 評論│精障 

醫者回應「醫學生為何縱

火」：承認精障者的病理

性，才是真正的人道 

9. 時事│社工 

高雄兒福中心人員為隔離

者送餐途中車禍，社會局：

上月底已商議替代方案，

明日起不必再送餐 

10. 政策│心衛 

昂貴的精神健康：付出資

源或付出代價？心理諮商

究竟能否納入健保？ 



讀
者
回
饋 

社工薪資回捐，竟然多

人多年都如此，且視為

當然？ 

「案主說話真真假假，如何建立信任關

係？」這篇我還有分享給別機構的同學，

因為社會對受害者還是有既定的形象期

待，能夠寫出來被大家看到和思考，覺

得是很重要的事：） 

未來想當社工，覺得你

們的文章讓我能了解更

多層面的社會工作，你

們和報導者都是我會定

期閱讀的！ 

醫學生為何縱火這

篇，正視精障者面

臨的困境、盲點與

病理性，寫得深入

用心。 

「堅持十年成為社工，執業兩

年半劃下句點」很真實刻劃助

人工作者的心聲，頗有共鳴。 

11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我真的適合當社工嗎？」這篇，

因爲我想這是屬於從事助人工作專

業，會一直在一路上不斷重新審思、

甚至自我懷疑的過程。 

「我真的適合當社工嗎？」這篇

讓我們更深入的了解這個行業的

另一面，也幫助我們看到很多台

灣社福體系的現況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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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孟勳：財會人的公
益探險 

疫情中的價值存亡：公
益組織自營收入雪崩、
個人捐款預期流失逾一
成、服務風險提升 

一種＿的社工觀點 
 

我可以和服務對象成為
朋友嗎？社工與案主，
那條無形浮動的界線 

12＋的聲音 

並不是兒少不會表達，
而是從來沒有好好的提
供培力與場域，讓他們
用最舒服的樣子發揮。 

創新！不是空話 
THINK GLOBALLY 

成功的企業創新，為何
進了非營利組織變成一
場空？NPO 創新的 3 
個成敗關鍵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
盟：權權之心 

【人權星期三】將孩子
視為對話主體，讓學生
參與公共事務！／認識
兒童權利公約 

洋流視野：全球精選
推薦閱讀 

「創辦人症候群」治療
指南、2019 全球 NGO 
科技使用報告、官網仍
是主要的捐款媒介 

持續更新 7 大名家專欄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王婉諭專欄 

我們有義務
協助相對弱
勢者，讓社
會上所有人
都能有機會
完全且平等
地享有生活
的權利。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d%99%e5%ad%9f%e5%8b%b3%ef%bc%9a%e8%b2%a1%e6%9c%83%e4%ba%ba%e7%9a%84%e5%85%ac%e7%9b%8a%e6%8e%a2%e9%9a%aa/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d%99%e5%ad%9f%e5%8b%b3%ef%bc%9a%e8%b2%a1%e6%9c%83%e4%ba%ba%e7%9a%84%e5%85%ac%e7%9b%8a%e6%8e%a2%e9%9a%aa/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8%80%e7%a8%ae%ef%bc%bf%ef%bc%bf%e7%9a%84%e7%a4%be%e5%b7%a5%e8%a7%80%e9%bb%9e/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12%ef%bc%8b-%e7%9a%84%e8%81%b2%e9%9f%b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12%ef%bc%8b-%e7%9a%84%e8%81%b2%e9%9f%b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5%89%b5%e6%96%b0%ef%bc%81%e4%b8%8d%e6%98%af%e7%a9%ba%e8%a9%b1-think-globally/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5%89%b5%e6%96%b0%ef%bc%81%e4%b8%8d%e6%98%af%e7%a9%ba%e8%a9%b1-think-globally/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5%89%b5%e6%96%b0%ef%bc%81%e4%b8%8d%e6%98%af%e7%a9%ba%e8%a9%b1-think-globally/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a%ba%e6%ac%8a%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7%9b%a3%e7%9d%a3%e8%81%af%e7%9b%9f%ef%bc%9a%e6%ac%8a%e6%ac%8a%e4%b9%8b%e5%bf%8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4%ba%ba%e6%ac%8a%e5%85%ac%e7%b4%84%e6%96%bd%e8%a1%8c%e7%9b%a3%e7%9d%a3%e8%81%af%e7%9b%9f%ef%bc%9a%e6%ac%8a%e6%ac%8a%e4%b9%8b%e5%bf%8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e%80%e7%89%a9/%e6%b4%8b%e6%b5%81%e6%9d%8e%e6%96%af%e7%89%b9%ef%bc%9a%e5%85%a8%e7%90%83%e7%b2%be%e9%81%b8%e6%8e%a8%e8%96%a6%e9%96%b1%e8%ae%80/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8%ae%80%e7%89%a9/%e6%b4%8b%e6%b5%81%e6%9d%8e%e6%96%af%e7%89%b9%ef%bc%9a%e5%85%a8%e7%90%83%e7%b2%be%e9%81%b8%e6%8e%a8%e8%96%a6%e9%96%b1%e8%ae%80/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e4%b8%bb%e9%81%b8%e5%96%ae/%e5%b0%88%e6%ac%84/%e7%8e%8b%e5%a9%89%e8%ab%ad%e5%b0%88%e6%a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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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12+

的聲音~新生

代有想法 

12+的聲音，因為本身就是兒少，

透過每一篇的文章都可以帶給我不

同的觀點，讓我看一個議題可以有

更多面向的思考！ 

最喜歡「12＋的聲音」。感嘆於成長

過程中那些受壓抑的曾經，現在卻能

見著那些聲音得以發出以及被看見，

是多麼難能可貴且至臻重要的事。希

望往後的日常，兒童的聲音都能被看

見，每位大人都能用溫柔的眼光看著

每一位孩子。 

12＋的聲音 加油 背後

分析的事件非常專業 

最喜歡12+的

聲音 
13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創新專欄和 12+ 

最喜歡「12+的聲音」

專欄，在現在的社會

環境下，12-18 歲青

少年的聲音往往是最

容易被忽略的，很高

興有人願意為我們青

少年發聲！ 

12+的聲音真的很棒，

充分表達了兒少代表在

公共參與中的困境與心

聲。 

12+的聲音與我本身

工作相關，提供了很

多引發更深入思考的

觀點，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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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青，總是讓人同理，

陳述事實令人感動卻又

不矯情。 

立青最棒 *･゜ﾟ･*:.｡..｡.:*･

'(*ﾟ▽ﾟ*)'･*:.｡. .｡.:*･゜ﾟ･* 

我愛立青大叔！ 

最喜歡財會人

公益冒險覺得

非常棒的理念 

14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林立青，能夠傾聽

庶民的聲音 

孟勳專欄，因為完全不是自己

能理解的領域，有超級專業人

士願意＂翻譯翻譯＂讓愚鈍如

我也能略為涉獵財會專業，甚

幸！ 

我是 SIMON 的粉絲，從讀社工系

讀他的文至今   by 26-30 讀者 

喜歡林立青：庶民時代，

以接地氣的本土作家視

角，瞭解更多日常的社

會觀察，非常的純粹、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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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___社工的

聲音。謝謝妳

（你）讓社會變

得更友善！ 

社工的聲音和王琬瑜的專欄～ 下次

有沒有可能找到鄭麗君來寫有關台

灣的美感教育／多元文化性的東西 

一種_社工的聲音 

最喜歡 

王婉諭專欄 

王婉諭專欄近期文章

蠻多心理精神制度層

面探討，引發不同思

考 

15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喜歡洋流視野可

以了解更多全球

的消息 

我自己本身滿喜歡看

「創新不是空話」的

專欄，常常當作新知

收穫！ 

王婉諭，講話講的快

又有邏輯真的很難得

啊～ 

喜歡 

權權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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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傷人】一場臺
灣限定的生存遊戲 

全球奇景「回家投票」，
與認籍不認人的社會安
全網 

【街頭巷尾與無家者】
貧窮人的臺北 

有人有一萬元過一個月；
有人要 2、3 萬才夠，
到底怎樣才是貧窮？ 

【南迴不難回】接上
救命最後一哩路 

南迴人出不了大山、看
不了醫生的困境，一舉
得到救贖。 

【看見孩子】網路影
像背後，那些真實遭

性虐的孩子 

陽光、沙灘與性虐待，
如何守護網路世代的
孩子？ 

【好好玩】整個城市
都是我的遊戲場！ 

遊戲為孩子製造童年，
也為大人們喚醒童年，
更創造世代間的連結。 

【孩子的書屋與陳爸
的遺愛】專題追蹤 

陳彥翰：「老爸，你留
下的絕不會枉然，但我
們能完成的必定不同」 

7 大深度專題獲熱烈迴響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多元就業
開發方案】
一場長達 20 
年的「短期
救助」2021 

缺乏培力的想
像，也不見照
顧的心意，這
樣的方案內容，
實際上要如何
實現濟弱扶貧
的目的？ 



專題內容很棒，提供不同於大眾直覺式

的觀點。我有時很難將自己的想法論述

與他人討論，會參考專題文章，希望自

己的文筆也能和你們一樣好！ 

專題很好看， 

內容很充實！ 

專題好好看、希望多辦活動 

17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喜歡你們的專題 

專題超認真！希望我

未來一定可以抽出時

間看（自我期許！） 

很喜歡你們做的專題！不像一

般速食新聞一樣只看見事情的

表面，而是能夠有深度的做報

導與探討！ 

專題質量超高！謝謝你們

勞心勞力的編輯文本！ 

讀
者
回
饋 



制
度
傷
人 
、
貧
北 

制度傷人，「嚇

歪，原來是這樣

的！」的感覺 

制度傷人專題，目

前台灣再社政領域

的進步空間還很大 

18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貧窮人的台北很有

反思與教育價值 

貧窮人的台北，讀完讓人深

入了解很多貧窮人身邊的人

的工作型態與貧窮人的關係 

遊戲場，以為自己長大

了不需要遊戲，但說起

來竟然也很有共感 

制度傷人那系列印象深刻，

因為沒有讀都不知道有這

麼多詭異制度存在。 

制度傷人。因為文章

精闢且觀點深刻！ 喜歡制度傷人專題，

有機會讓大家反省各

種現行法制優缺點 



看
見
孩
子
、
好
好
玩 

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發生南韓 N 號房事

件，還有聾啞學校性侵事件等等，所以

對於「看見孩子」系列很有感覺，這系

列講述遭性虐的報導與專題文章印象深

刻，痛心。 

看見孩子。很震撼。 

19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看見孩子，深感年輕世代熟

悉網路的便利與立即性卻又

輕忽威脅危險的近身距離 

看見孩子。其實整個內容都很令人

震撼，但震撼的同時也為那些困境

中德群體難過，考上社工系的我，

也在看過文章後回想起這些文章，

會記得是因為在乎 

〈看見孩子〉是

台灣必須要被重

視的議題 

N 號房事件，裡面的事令人無法苟同。對

可能跟本人類似年齡的小孩卻發生這種事

情，猶如埋上一層厚厚的陰影，希望未來

更多人關注此議題，讓事件不要再次重演。 

看見孩子：網路影像背後，

那些真實遭性虐的孩子。

覺得問題比想像的嚴重且

就在身邊。 

遊戲場，以為自己長大

了不需要遊戲，但說起

來竟然也很有共感 



20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1. 在採訪過程中，讓工作者更知道個案的另一面與自己組織

裡的人在想什麼（南迴、臺東書屋、大水溝） 

2. 南迴專題後，其中的新化村得到了交通車，交通部也修法 

交通部去年 11 月修正「汽車運輸業管理條例及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放

寬社團或個人投入偏鄉運輸服務。當汽車客運業、計程車業者沒有意願經營

時，可輔導社團、個人成立市區客運業。 

1. 高雄社工防疫中送便當的專業定位討論 

2. 多元就業方案專題後，各方追題與勞動部的積極回應 

其他
影響 



憑實力交朋友 

或沒朋友 
109 年度社群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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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大流量來源：51% Facebook（手機 42%） 

2. 次大來源：28% SEO，近 5 個月與去一年同期成長 6-8 倍 

3. 其餘來源：18% Direct、3% Other（Referral，含鳴人堂 1%） 

4. 電子報：開信率 32% 

5. Podocast：Apple 高峰 

臺灣新聞類 #172-#46／社會文化 #154／全球新聞類 #594 

整體
數據 

https://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1008/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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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 

推出 Podcast，每週陪你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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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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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TOP1【後臺人生 Beta 盲粉版 EP1】貧窮人的臺北（上）不中聽的話，忍耐聽下去就對了！ 

TOP2【眾聲相 EP1】王婉諭：身為立委，那些我迫切想完成的事 

TOP3【眾聲相 EP4】不回家過年又怎樣？有愛的地方才是家！ 

TOP4【後臺人生EP3】晚晴回捐案吵什麼？親愛的「夥伴」：我不想捐，可以嗎？ 

TOP4【眾聲相 EP3】121 街頭尾牙：送一道菜到北車，暖心又暖胃 

TOP5【後臺人生 EP5】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遊戲場！ 

Podcast 排行榜 

1. 目前推出：16 集（3 系列：眾聲相、後臺人生、小時常讀書） 

2. Apple 臺灣（87%）／新聞類 #46-#172；全球新聞類 #594  

3. 目的：開拓第二媒介、搭配文章讓報導更完整  



萬華大水溝二手屋，這次的分

享聽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再搭

配文章更覺得裡面提到的故事

人物歷歷在目 

每一集都還蠻

喜歡的 
萬華大水溝二手屋，萬物

皆有可用，有一據點可以

交易再利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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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深刻應該是吃

電怪獸，跳脫實務

的框架，增加想像

真的挺棒 

講的真人故事，是在邊緣努力生存、

萬華大水溝二手屋沈後山講其中一

個小故事就是說我的現在困境人生

故事 

貧窮人的台北 

好喜翻～ 

 

萬華大水溝二手屋。因為本

身對於社區實踐協會有所了

解，對於微型社會安全網的

理念很嚮往。 

 

無家者尾牙，

寒冬送暖 

讀
者
回
饋 



兒少代表來說話。

欣賞年輕人有獨立

思想及見解 

兒少代表來說話

啦！內容很真實 

兒少代表，很難得能夠聽見青

少年真實的參與分享，期待未

來有更多 

28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可多多將報導透過尚盡天良出版，工作

忙碌又有小孩需照顧，真的沒多少時間

能好好讀完，多是透過零碎時間慢慢追，

但做成 podcast 就能用交通、洗澡或睡

前的時間消化、不錯過 

聽你們正好講到工作內

幕、不為人知的層面或

辛酸時會特別覺得有興

趣 

王婉諭，對於委員和莎拉對社福現

況與困境聊若指掌深感汗顏，也覺

得收穫良多，覺得適合社工人補充

鉅視一點的福利觀點。 

有愛的地方就是

家 兒少議題 

對兒少代表的文章

最深刻因為我也是

兒少代表 

讀
者
回
饋 



在成為 

一個組織之後 
109 年度組織經營 & 會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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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工作：內容編務、社群經營、組織發展 

2. 核心成員：拓展到 6+1 人（2 正職，1 兼職，4 實習） 

3. 外部連結：資訊工程、廣告操作、視覺設計、財務諮詢等 

4. 積極培力實習生 & 公益作者 

5. 9/29 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 

6. 財務知能成長 

重大
改變 



讀
者
推
薦 

文章的觀點很多都具有啟發性甚

至會進而去思考議題、與他人分

享或討論，促成一次次很棒的溝

通及想法的交流 

不論是勞權、貧窮甚至是社安

網等不同的議題跟觀點可以被

社會大眾看見，很謝謝你們願

意做這類型的議題 

多多益善真的是很優秀的獨立

媒體，每次看報導、聽podcast 

都有新收穫，也開拓了社福領

域的視野，非常感謝你們！！ 

覺得很平均,看到文章感

覺都跟自身很有關聯~ 

31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我覺得文章並不會艱澀，

其實都很有料！ 

一直有在 fb 看到你們的文

章，覺得有這樣的媒體很

重要，也很想支持。 

「感謝你們挖掘出

少見且深入的議題

報導，真的是多多益

善」 

謝謝你們的努力，你

們的努力會被看見。 
喜歡多元風格，多

面向瞭解社會 

每篇文章都是重

質又重量！ 



讀
者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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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網路資訊大爆炸的時代，隨波逐流的

網路文章比比皆是，能有像貴專頁一樣讓

讀者擁有批判性獨立思考的文章屈指可數，

所以希望你們永保初心，繼續寫出如此

有深度的文字內容。 



今年也要繼續 

奮發圖強 
110 年工作規畫 



改
進
與
期
待 

權權之心的標題好長，一開始

不知道才什麼意思，人權星期

三好像比較好懂 

我想對自己許願今年能夠

長進一點，有勇氣跟有耐

心一些好好看完報導 

34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Podcast 有時單集

時間太長會有點怕

聽不完的壓力 

覺得可以有一些簡單

短篇的內容，可以快

速消化 

可以在臉書限動收集

意見，瞭解民眾有興

趣的主題 

宣傳不夠,不知

有 Podcast  
希望多宣傳、更

普及 

希望粉專曝光率up 

up up，也可以考慮

將之前的文章或專欄

集結成書 



改
進
與
期
待 

聽不同社福機構、團體或社群的想

法及聲音。縣市首長來談社福發展

及規劃（社安網、長照、軟硬體規

劃及創新服務）。 

希望多一點探討

ngo生態的東東 

我想看更多社會（公益）創新

的報導或文章。以及關注婦女

幼性侵性虐救援與改變社會的

專題 

線上與實體講座多辦理~ 

能比較互相瞭對方的需要 

私心很想看到性騷擾議題，是個至今仍

然非常值得討論的東西；最近剛好跟朋

友在陪伴童年性侵的倖存者，這方面資

料網路上好像除了「不再沈默」就找不

到其他的了，幫朋友許願也許可以做這

類的主題 

35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希望多辦活動 希望推出影像

類的節目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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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專題 > 深度報導 > 時事與知識 

性別、兒少、社工、貧窮、環境、勞動、人權、教育、障礙、長照 

目標 1：流量衝刺 目標 2：募款衝刺 目標 3：活動衝刺 

1. 內容：新專欄 x 2、專題 x 5、時效性↑ 

2. 流量：專業廣告代操（FB／Google） 

3. 社群：共計辦理 4 場活動（會員優先！優惠！） 

4. 資源：每月廣告、專案行銷（定期定額 300 人，150000 月） 

5. 組織：持續培力、招募記者 



非營利媒體的 

錢都花去哪 
109 年度收支預決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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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 7 成收入來自捐款，  

     達到媒體獨立性…… 

2. 會費還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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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贊助改以專案模式合作 

2. 沒有足夠能量開發更多專案 

3. 其餘收入大致符合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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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沒有全薪人力之下，半數支出

花在稿費、差旅、調研等內容製作 

2. 即使如此兼職薪資還是近 20% 

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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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事：收入未達預算暫緩聘雇 

2. 內容：預算低估、增加內容產製 

3. 行銷：隨內容增加而提升 

4. 專案：前期列在內容與人事費中 

5. 辦公：追加網站設計與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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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109 年度收支決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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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1. 資產負債表：至 109 年底總計為 83037 

2. 理事長初始投入 18 萬，另有 12 月的稿費薪資等 91152 在新年度支付 

4. 去年協會收入不如預期且內容擴大發展，餘絀因此為 -188115 

109 年度資產負債表 



今年也需要 

很多乾爹乾媽 
110 年預算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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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捐款衝刺成長 123% 

2. 企業贊助改以專案合作 

3. 明怡基金會為大筆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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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正職支領七成薪 

2. 辦公庶務增加 

3. 前期內容預算低估 

4. 流量與募款衝刺 

5. 專案視明怡基金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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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年收支經費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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