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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
「103 年愛滋感染者全人照護」
募款活動服務(執行)成果報告書
一、

計畫目標：

(一)聘僱專業人力協助關愛之家管理安置中心及照護個案之工作；同時籌設
正式的兒少福利機構及成人長期照護中心，並向所屬主管機關申請立案
及開辦各項工作，提供愛滋重症病患完善的長期照護環境。
(二)推動愛滋防治教育、生命教育、反毒教育、健康教育、健走及呼吸保健
法等強健身心活動事項。接受校園、社區及民間企業或團體申請或邀約，
舉辦至少 200 場次以上。
(三)開設及經營關愛小舖跳蚤市集庇護商店，聘雇專職人員管理庇護商店、
培訓及提供愛滋個案就業機會，進而輔導個案獨立自主及外展就業。
(四)針對北、中、南、東各區公、私立長照中心護理師及照服員辦理愛滋照
護工作坊，指導及分享關愛之家在愛滋重症照護多年的經驗，期盼各機
構皆能接納愛滋個案，並投入實際長期照護的工作。
(五)結合民間企業或團體合作，對一般社會大眾舉辦公益講座，擴大認識愛
滋、了解愛滋、預防愛滋，共同參與愛滋防治工作並進而認同關愛之家
的服務理念。
(六)透過志工說明會及培訓課程，讓有意願參與愛滋志工服務者更深層了解
自我並發揮專長投入愛滋志願服務相關工作。
(七)積極參與國際愛滋防治、宣導、援助、照護工作及各項交流活動。
(八)與民間企業或團體透過舉辦愛滋相關會議、藝文、講座…等活動，義賣、
義演等宣傳活動，以募集本會經費。

二、

目的：

(一)遵循本會宗旨，不分年齡、性別、種族、國籍與宗教的限制，提供無
依的嬰幼兒、兒童、少年、愛滋感染者及病友一個安全友善的全人是
社區家庭照顧環境。
(二)本會在推動「關愛家園兒少安置機構及關愛家園成人長照中心籌設、
場地協尋、申請立案與營運」、「愛滋、反毒、生命教育及全民深呼吸
健康管理宣導」、「關愛小舖跳蚤市集庇護商店」、「愛滋照護工作坊」、
「公益講座」、「志工訓練」、「海外事務」、「募款活動」…等各項業務
工作執行的過程，更需要社會大眾的協助，才能長久持續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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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關愛基金會期待透過各式媒體、廣告、宣導、DM、海報、網站、
零錢捐、放置募款箱、募款晚會、義賣……等宣傳方式，向社會大眾
進行募款，及和眾人的力量，用愛與行動，關懷愛滋感染者。並藉由
勸募活動及業務計畫落實執行，讓愛滋感染者，可以得到持續且穩定
的長期照護。

三、

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
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20175283 號函同意辦理。

五、

預定勸募金額：
新台幣叁仟捌佰柒拾萬肆仟陸佰柒拾貳元整。
(NT$38,704,672 元)

六、

捐款專戶：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
銀行：聯邦銀行和平分行(803)
帳號：078-108-002-186

七、

勸募成果：

(一)本勸募計畫於勸募活動期間，本會透過各項管道募集本案所需經費，
共募得新台幣 1,325,659 元(含利息所得)，募得款將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依募得款使用計畫支出完畢。
(二)因本次募得款有限，則用於本會關愛家園成人照護中心租金 1,440,000
元，尚不足額 114,341 元，則由本會其他業務經費支應；另外，為執
行本計畫所辦理之勸募活動所需經費支出由本會自行吸收。

八、

公開徵信資料：

(一)開立捐款收據予捐款人，捐款收據上加註本募款核准字號。
(二)個人捐款徵信，已公開於本會官方網站「捐款&徵信」【捐款名冊】，可
供查詢個人捐款記錄。
(三)本會官方網站：https://www.twhhf.org

九、

勸募活動辦理情形：

(一)文宣品勸募：透過 DM、定期刊物，傳播募款訊息給既有及潛在捐款人。
愛與溫暖的世界，開始於我們彼此關懷。
In a Wor ld of Love and War mth,
Let’s Begin to Care about Each Other.

共 4 頁/第 2 頁

2014
103 年度
募款活動服務(執行)
成果報告書

(二)網路宣傳：在本會官網、社群網站(FB 粉絲團)、台灣公益資訊中心發
佈募款活動訊息。
(三)募款活動合作：本會除了受邀參加園遊會義賣活動之外，亦透過企業、
團體、機構、組織或個人合作募款活動，舉辦實體義賣、網路義賣、募
款公益課程講座、公益瑜珈課程…等活動進行募款。
(四)畫展暨慈善募款：本會首次舉辦志工油畫及攝影作品展暨慈善募款活
動。
(五)發行 2015 關愛公益年曆：義賣或贈送捐款人。
(六)利息收入：本會勸募活動期間接受捐款銀行專戶聯邦銀行利息所得。
(七)其他勸募相關活動。

十、

執行成果：

(一)103 年度為本會第二次辦理勸募活動，其成果仍有限，故本次勸募所得
以服務專案之工作優先支出，主要用於關愛家園成人照護中心房租為主，
其募得款仍不足以支應該項服務的總支出。而本會年度日常營運行政包
括人事費、辦公費、業務費、雜費相關費用，及志工培訓、參加研習會
與國際愛滋會議、在校園與社區舉辦關懷愛滋生命教育及毒品防制健康
教育、愛滋照護工作坊…等專案工作項目經費，扣除業務主管機關方案
補助後與總支出不足額的部分，則全部由本會另行籌措支應。
(二)關愛之家原信義成人中途之家搬遷至新北市中和區之後，其場地面積比
信義成人中心原址寬敞，環境與採光明亮通風良好，也改善了關愛之家
北部地區對中、重度愛滋病人的安置與照護條件。儘管該處房舍因地目
隸屬風景區，按法令規定尚無法變更使用登記，難以符合向主管機關申
請安置、安養機構立案標準。現況雖只能維持中途之家模式繼續提供服
務，本會董事會除了予以支持外，並期許必須將該中心建置為關愛之家
北區愛滋照護示範點。惟因本會經費有限，關愛家園成人照護中心遷入
前後即採以分期建置，除房舍租金成為常年必要開銷之外，配何安置數
量的需求，103 年度仍必須開展第二期建置工作，方能紓解床位嚴重不
足之現況。而該項工作之經費除了房屋租金部分由本次勸募所得款支出，
不足額及其他相關業務支出皆由本會另行籌措支應。
(三)本會於 102 年 2 月向高雄市社會局提出附設高雄關愛家園兒少中心立案
申請，經主管機關社會局會同衛生、消防、建管…等相關局處現場會勘，
本會遵按社會局之會勘意見進行房舍相關設施設備改善與維護，最後仍
因社會局仍有疑義，致使本會未能在期限內完成申設，故暫予以退件處
理。本會於 103 年度即按主管機關的意見，全力進行房舍拆建與修繕工
程，以符合高雄市社會局社會福利兒少安置機構之標準。而本項工作所
需經費因 103 年度勸募所得不足以支應，亦由本會另行籌措之。
(四)在校園與社區舉辦關懷愛滋生命教育及毒品防制健康教育方面，自 102
年度開始由協會轉銜至基金會統籌辦理後，除了持續向主管機關申請方
案經費補助之外，其餘不足款的部分皆為本會自籌因應，未由 103 年度
勸募所得支應。其年度執行成果，受益人數目標為 900 人，實際為 20,728
人次，達成率為 2303%。
(五)在愛滋照護工作坊方面，103 年度本會在北、中、南、東各舉辦一場，
共計四場；預計目標人數 200 人，總參加人數為 335 人，達成率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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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七成為護理人員，兩成為社工及其他助人作者，一成為其他職業。
而該項工作除了向主管機關方案經費補助之外，其餘不足額的部分皆由
本會另行籌措支應。

十一、 結語：
(一)本會於 100 年 11 月正式成立之後，因人力有限，初期以規劃及籌辦各
項業務為主，102 年度首次向內政部社會司申請勸募活動計畫，因經
驗不足，其募款成果有限。103 年度持續向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
工司申請勸募活動計畫，成果總結雖與首次辦理時略有進步，惟整體
成效仍不夠張顯，募得款總額亦不足以支應本會因業務量年年增加之
下所需越來越龐的經費支出，故本會未來在執行勸募活動時，還有許
多可以調整的空間。
(二)本會「103 年愛滋感染者全人照護」勸募活動目標新台幣 38,704,672
元，評估整體方案勸募成效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僅達 3.43%，共募
得新台幣 1,325,659 元(含利息所得)，勸募所得僅能以服務專案的工
作為優先。故 103 年度勸募所得款主要運用在關愛家園成人照護中心
房屋租金，共支出 1,440,000 元，尚不足額 114,341 元，則由本會其
他業務經費勻支。就目前社會大眾對於愛滋感染者仍帶有歧視與偏見，
愛滋關懷社團及感染者依舊處於弱勢，關愛之家的服務工作困難重重，
再加上目前安置、安養機構普遍仍以各種理由排拒感染愛滋的嬰兒、
幼童、青少年、婦女、成人及長者入住，致使在愛滋社群及其他弱勢
族群服務所需合適的安置及安養場所的尋找及經費的募集上更加艱
難。
(三)從本會 103 年度勸募所得 1,325,659 元與 102 年度勸募所得 927,731
元兩個年度的比較，已有明顯成長 42.89%。概因 103 年度本會除了透
過傳統方式宣傳本會相關勸募活動訊息之外，也舉辦了本會國際志工
菲律賓女青年畫家李哈拿「被遺忘的人群‧愛的一瞥」畫展暨慈善募
款活動；同時在年度內也多次與企業、團體、機關、組織或個人合作
舉辦實體或網路義賣、公益募款講座課程及公益瑜珈…等募款活動，
雖皆為首次嚐試，仍有不錯的績效展現。
(四)本會期待下一年度持續藉由「愛滋感染者全人照護」勸募活動計畫執
行的同時，除了加強本會的使命任務「社區及學校推展愛滋、反毒及
生命教育宣導與健康教育」
，盼能扭轉社會大眾對愛滋感染者刻板印象；
進一步向一般社會大眾及企業募款時，能有比 103 年度更好的績效之
外，仍會繼續致力於受愛滋影響兒童、愛滋重症與年長患者的長期照
護工作，提供更完善的長期照護場所與專業的照護能力，為愛滋患者
及其他弱勢族群帶來更完整服務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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