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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團隊簡介

110 年度內容經營 & 社群經營成果

111 年度工作計畫 & 新年度需求

110 年度收支預決算比較 & 111 年度預算

目錄

所有細水長流的贊助者與各種形式的支持者
財團法人 RC 基金會 & 每一個信任我們的專案合作團體感謝



夥伴集結
不只是同事
110 年人數翻倍的夥伴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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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1. 常務理事陳裕昕請辭，在提交正式聲明後請辭，依
110. 09. 07 理監事會議決議，由候補理事林梳雲擔
任理事一職。

2. 因常務理事陳裕昕請辭，依 111. 03. 20 理監事會議
決議，補選常務理事楊仁敘。

組織
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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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成員 1

創辦人 葉靜倫

7 年級生，15 年

出版與媒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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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募資與影響力拓展➢多多益善３大定位與角色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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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4 優質教育：確保有教無類、公平與
高品質的教育，提倡終身學習

Right Plus 的永續核心：
SDG4.7 推動青年成長與終身學習，
包括永續、人權、平等、包容、公益、
資訊辨識與媒體識讀

SDG 10 減少不平等：減少國內及國際間的不平等

Right Plus 的永續核心：
SDG10.2 促進差異群體之融合，包括不同

性別、國籍、經濟地位與身心障礙等
SDG10.3 監督政策、推動倡議、關注社會保障

以減少不平等與制度性歧視

SDG 16 公平、正義與健全的制度：促進和平包容的社會，落實永續發展；
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的階層建立有效、負責且包容的制度

Right Plus 的永續核心：
SDG16.2 關注兒少保護與社會安全網之健全發展
SDG16.7 累積並反映民意，促進公民參與及多方對話
SDG16.10 響應資訊公開，堅持媒體素養，捍衛人民取得資訊之基本自由

三大永續核心

共學
平等
對話

團隊宗旨響應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學習成長&
獲得肯定的一年
110 年度內容經營成果



1. 學習的一年：廣告操作、內部學習、NFT、專題募資

2. 獲得肯定：卓越新聞獎、銀響力新聞獎

3. 夥伴與裝備集結：工作方法與共識凝聚，確立３大定位

3. 網絡連結：橫向（新聞界）& 縱向（公益圈）

4. 更多的內容形式：圖包、研究報告、作者群專題、策展

5. 流量成長 43%（70 萬+）

重大
成長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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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場滿座活動 & 1 個
公益產業重要研究報告
議題桌遊／創新學程／
NPO x 企業跨界合作地圖

6 個駐站作家與
4 迴響熱烈的專欄
報導者／研究者／多多企畫

篇累計報導
平均每月 23 篇
筆耕逾 80 萬字

4 個深度專題＆
2 個議題轉譯包

媒體專業／策展／社會溝通

48 集 Podcast 節目
21 篇主流媒體合作刊登
突破同溫層，點擊超過 15 萬

人次點閱 &
追蹤、訂閱、互動
每月粉絲數 374+ 人穩定增
長

10

269

6

69

71萬

110 年多多量化成果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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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影輯│疫情
【影輯】萬華現場①｜
網絡裡的人：沒有英雄
的抗戰

2. 評論│災禍

臺鐵事故捐款 10.6 億全
數直接發放，遺憾與犧
牲的集體意義究竟在哪
裡？

4. 研究│產業調查
2021 捐款市場與企業公
益合作調查：用地圖找到
彼此，用對話搭起橋樑

3. 共學│社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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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我真的適合當
社工嗎？」續篇：重返
社工界路迢迢，那段履
歷表上難以言說的空白

社群瘋傳上萬點閱前 10 大熱文

5. 經驗者│身障
左邊女孩／沒有隱私的身
心障礙者，與強迫曝光的
赤裸人生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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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群瘋傳上萬點閱前 10 大熱文

7. 深度│兒少性侵
兒少性侵調查 10 項結
論：男童與原住民受害
事實驚人、校園與機構
是高風險場所、心智障
礙者成最高風險群

8. 專題│社福勞權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一場長達 20 年的「短期
救助」：從公法救濟到
全臺最大派遣公司

【勞動部回應】政府在
跟民間合作培力弱勢、
並非正式就業，臺東地
院不明白方案過渡性

9. 經驗者│心理衛生
傷害自己不代表真的想死：
陪伴自傷者安全抒發，也看
見陪伴者的挫敗

10. 共學│社工
我們準備好結案了嗎？好好
服務，才能好好說再見／一
種＿＿的社工觀點

6. 經驗者培│身障
左邊女孩／月經 X 身障
者，我的血淚生理期經驗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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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昀：遺失名字的人
受苦的四序、當診斷做
為一種救贖性的詮釋、
得先是個好病人，才能
換得好對待

左邊女孩
左邊女孩／暗無天日的
窩居人生：身障者奮力
租屋指引，過來人的４
個重要提醒

12＋的聲音
我們不是只有在兒童節
時，才需要快樂；延畢
焦慮、考照不及、住宿
未定，暑期實習生的迫
切感

地球公民基金會：數
位轉型的日常

團隊數位交流品質怎麼
提升？金山銀山般的組
織資訊怎麼活用？

創新！不是空話
「成為我的眼」APP 媒
合 500 萬線上志工，成
為視障、色盲、老花最
即時的守護

洋流視野：全球精選
推薦閱讀

精彩／新興募款指南、
長者數位落差改善、組
織怎麼面對公關危機？

持續更新 7 大名家專欄

王婉諭專欄

親密關係暴
力、兒少網
路性傷害、
精神障礙、
兒童權利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main/column/missing-name/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main/column/left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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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2%ef%bc%8b-%e7%9a%84%e8%81%b2%e9%9f%b3/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main/column/cet-with-digital-transformation/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main/column/think-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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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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鏡 CSR】企業與
NPO 如何雙贏？

從慈善捐贈到勇敢表態，
企業和 NPO 可以雙贏嗎？

【無家十年】夾縫中的
照顧網

下一個 10 年，我們如何
能夠面對貧窮與無家，不
再束手無策？

【抗疫群象】

疫情中受到衝擊的社福團
體與相關群體述說經驗，
匯聚整理成「疫情中的公
益群象」

【企業 x NPO 跨界合
作地圖】

用地圖找到彼此，用對
話搭起橋樑

7 大深度專題獲熱烈迴響

【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一場長達
20 年的短期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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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main/feature/csr-with-npo/
https://rightplus.org/category/main/feature/homeless-10years/
https://rightplus.org/?s=%E6%8A%97%E7%96%AB%E7%BE%A4%E8%B1%A1
https://rightplus.org/?s=%E6%8A%97%E7%96%AB%E7%BE%A4%E8%B1%A1
https://rightplus.org/?s=%E6%8A%97%E7%96%AB%E7%BE%A4%E8%B1%A1
https://rightplus.org/2021/10/12/npocooperation/


強
推
與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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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障者議題相關報導，讓我在
照顧有自傷傾向女兒的時候，能
夠真正了解和支持她。」精神障礙
者的媽媽／活動參加者

「清楚分享專業工作者的經驗與
觀點。描寫公益組織營運實務的
文章不少，但敘事框架不落俗套
的很稀有。」李仲庭，臺灣公益責信
協會專案經理／Right Plus 常務監事

「很喜歡創學程！希望之後能持續
有更多專題探討的活動！文章真的
寫得很精闢又豐富！」

「喜歡這些相對主流媒體、議題網紅
少見的觀察，願意站在邊緣、碰觸邊
緣故事的多多最最讚❤我的愛送給
你們！我最欣賞的獨立媒體～」



憑實力交朋友
或沒朋友
110 年度社群經營成果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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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擺脫！最大流量來源從 FB 變成 SEO
109 年 51% 流量來自 FB，110 年 41% 來自 SEO（成長 41%）、31% 來自 FB

1. Google 搜尋 10 大關鍵字
社工、多多益善、舊鞋救命爭議、聯合勸募爭議、邱和順、五寶爸、吞藥自殺、

方荷生、right plus、中低收入戶很難申請（Googld Ads：精神與心理疾病、SDG、

社工、教育、住宅與租）

1. Google Ads 廣告點擊率 8.2%-9.5%
一般為 3%-4%，甚至贏過約會交友網 6%！上網交友不如上多多！

1. 電子報開信率 27%（優等生！）

整體
數據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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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演講

3.27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NPO 社群經營

4.21 國家人權委員會 NGO 聯繫會議－兒少權益

8.4    展翅協會論壇－數位時代女孩培力媒體行動

9.17  雲嘉南分署勞動力發展學院－資訊辨識與媒體識讀

10.15 新竹社工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社群經營與媒體關係

11.29 CCSA 青少年講師培訓：Podcast 傳播特性與企畫

６場演講、２次小型培力、２次媒體訪問

媒體訪問

4.19 公視有話好說－臺鐵善款

11.15 公視臺語臺製作人訪問

ＮPO 社群經營小型工作坊

9.14 善牧基金會

12.3 杜華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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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斷線但被聽眾接住的）

Podcast，每週陪你聊公益！



27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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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P１【眾聲相 EP9】非營利職場的眾生百態：進 NGO 只能領低薪、販賣熱情嗎？

TOP２【眾聲相 EP10】我在育幼院的那些年：從生存邁向生活，追求選擇權的日子

TOP３【眾聲相 EP12】月入 40 萬的貧窮家庭，發生了什麼事？

TOP４【眾聲相 EP5】社工做社區，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TOP５【眾聲相 EP17】走向「零體罰」教育改革之路：不打不成器？越打才越疏離！

TOP６【眾聲相 EP20】年末轉職潮，跨域行銷人的 NPO 大冒險 feat. Danny

TOP7 【後臺人生 EP19】年捐千億做公益？跨界合作前必聽的真心話

Podcast 排行榜
1. 推出 48 集（眾聲相 18 集、後臺人生 19 集、小時常讀書 11 集）

2. 開發 #公益職涯 系列大受好評，突破同溫層，累積下載數 9.5 萬

3. 技術上的提升受到肯定（金鐘節目製作人是我們的後製！）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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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最喜歡小時常讀書系列，可

以聽到非營利媒體經營背後的

甘苦談，覺得很有意思！」

「因議題很廣、很深，有時讀文字
過於沉重，這也開啟另一扇門給沒
那麼多心力、但也想了解的我。」

「印象最深刻藻礁那一集，感謝你們
訪問重要關鍵人物，清楚的說明爭議，
且主持人超級棒，都能夠適時發問，
讓聽眾有的疑惑也可以一併解答、達
到一同思考的效果！」

「喜歡用聲音的方式，和看報導
有不一樣的效果，加了來賓後，
有些話題會很有畫面跟立體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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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益主體的回饋：許多精神病人與家人表示受到協助與理解

2. 促進社會理解高難度議題：監護處分修法推進 354 人連署

3. 公益研究報告：開啟 NFT 和企業理解公益（環資列為必讀＋交心得）

4. 節目突破溫層：忠實的出版與媒體聽眾（還成為網絡科技 & 網二必聽）

其他
影響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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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多的合作：來自企業多元合作、媒體內容訪問交換與 NGO 專題

6. 專題後續：多元就業方案獲勞動部回應、NPO 捨棄方案改為群募

7. 兒少專欄受高度關注：許多地方政府邀請兒少作者演講大增

8. 被引用次數：議題報導（社福系教材）、社工專欄（青少年社工必讀）

其他
影響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當我們
邁向第３年
仍需改進 & 111 年度工作計畫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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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響力不足：需開發多元的曝光與合作，找出很大群的小眾

2. 內容難度高：需要更接地氣、更多曝光串聯與創新／多元的敘事

3. 議題受限：限於組織開發作者和做題的能量，障礙主題比重太高

4. 追不上的題：內容的深度和媒體的即時性，難以求取平衡

5. 深度報導比例不足：限於組織做題能量，內容多集中在作者寫作

努力
改進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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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流量衝刺 目標 2：募款衝刺 目標 3：活動衝刺

1. 內容：提高原生深度報導比例、開發專欄與經驗書寫（公益責信、山椒魚、照顧者）

2. 社群：開發 NFT 線上社群、持續策畫 Podcast 選題

3. 募款：１個定期定額募資 &１個 NFT 集資案、捐款人限定季刊、企業拜訪、

多元捐款管道開通（生日捐、臺哥大簡碼等）

1. 專題：社區精神衛生、社會金融實驗、家庭照顧者全責照顧、社會住宅等

2. 專案：明怡基金會研究案、監察院 CRPD、菱傳媒、崔媽媽與勵馨基金會

3. 活動：至少１場（無障礙體驗活動）

111 年預定工作計畫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110 年

目標 1：募款衝刺 目標２：原生內容111 年 目標 3：社群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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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第三案追認
111 年度工作計畫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非營利媒體的
錢都花去哪
110 年度收支預決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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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協會決算收入

1. 單以協會來看，４成以上收
入來自個人捐款

2. 很謝謝蘆葦女力贊助，但我
們還是辦了收費活動，希望專
業有價能成為普遍性的價值觀

3. 專案包括蘆葦女力、卓新基
金會、關鍵評論、明怡基金會

110 年協會
決算收入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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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訂的募資專案因疫情而延至 111 年
2. 明怡基金會專案提早終止出現預算落差
3. 感謝 RC 基金會捐款支持！
4. ５個人未繳會費
5. 活動辦了收費後剛好打平開支
6. 其他：利息收入、前期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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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協會決算支出

1. 增聘１兼職編輯＋２社群
編輯，其餘掛在橋事文化

2. 專案：記者改認人事費，
且專案提早終束

3. 共舉辦４場活動：議題桌
遊和３場創學程

110 年協會
決算支出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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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量微幅成長，其餘人力投入專案
2. 社群含 Podcast，廣告投放學習中
3. 辦公費前期預算低估會議成本
4. 活動超支以活動收入支應
5. 明怡專案提早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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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橋事專案包括：109 年屏東專題撥款、
110 年文策院 CSR 專題、三明治工合作報
導、宜蘭縣環保局、Taiwan Aid、芒草心

2. 其他：經濟部紓困補助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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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事異動：調升１主管、延用１正職（原方案
人力）、增加１兼職編輯、２兼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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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案第二案：110 年度收支決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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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案第二案：110 年度資產負債表



今年也需要
很多乾爹乾媽
111 年預算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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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
需求

1. 多多的最後一年？！真的要沒錢了！多多需要你！
你可以參與支持多多的行動：

A. 捐款救多多：中樂透時懇請迴向

B. 口碑救多多：幫我們連結新（富）朋（爸）友（媽）

C. 大力幫集氣：３月底開始的募資案，懇請幫忙大力分享

D. 生日吸金：多多提供個人化的生日捐募款頁讓你吸金

E. 買東西捐發票：愛心碼 8813（發發益善）

2. 自我照顧：打造更身心健康的友善職場

讓世界不限於眼前，讓內容不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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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定期定額募資案＋NFT 集資案
2. 專案：監察院、明怡基金會、崔媽
媽＋勵馨基金會、菱傳媒
3. 企業贊助：向宇宙許願！
4. 交了會費才能離開。
5. 常態合作：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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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減少：人力投入專案並已聘專職記者
2. 社群常態性廣告投放支出轉到募資專案廣告
3. 專案人力開支改認列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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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案第四案：111 年收支經費預算案



50把好事做對，把對的事做好

提案
列表



51

4 提案第一案：組織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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