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 

108 年愛無國界全方位照護 

募款活動服務(執行)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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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的全人式社區家庭照顧環境。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 

自 108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自 108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9 年 06 月 30 日止。 

(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使用完畢) 

三、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71364829 號同意辦理。 

四、預定勸募金額： 

    新台幣 56,218,700 元整。 

五、捐款專戶：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 

 銀行：元大銀行南門分行 

 帳號：00108260746612 

六、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108/01/01~108/12/31 (募款活動期間)  

收入 $868,999 元+利息 $298 元 

合計 $ 869,257 元 

 

 



收入 

108/01/01~108/12/31 

(募款活動期間) 
$868,959 元 

108/6/21 利息收入 $104 元 

108/12/21 利息收入 $194 元 

合計 $ 869,257 元 

【註】收入明細詳如捐款人資料之說明。 

 

支出： 

  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0 元 （勸募活動經費支出由本會自行吸收） 

支出項目 日期 傳票號碼 摘要 支出(元) 

婦 

幼 

安 

置 

照 

顧 

服 

務 

108/1/10 20190110001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2/12 20190212007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3/07 20190307002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5/08 20190508003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6/05 20190605002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7/08 20190708004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8/02 20190802001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9/11 20190911002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10/05 20191005005 文山婦幼-醫療費(萬芳醫院) 100,000 

108/9/12 20190912003 手續費 20 

108/11/30 20191130004 手續費 10 

108/12/31 20191231010   手續費 10 

 合計：900,040 

 

  



勸募所得款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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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計 捐 款 金 額 :869,257 元 -手 續 費 40 元

=869,217 元(含利息所得)，因募得款有限，經使用於本會 900,040

元後，尚不足額 30,783 元，則由本會其他業務經費支應。 

本方案經費皆使用於文山婦幼中途之家提供非本國籍孩童及其

母親懷孕生產、產檢及醫療等協助工作。 

【註】支出明細詳如附表之說明。 

淨收入$ 869,257 元－支出$900,040 元＝餘額(不足) $-30,783 元 

 

方案服務成果： 

※高雄關愛家園 

(1) 整年度共安置 10 名嬰幼兒。 

(2) 達成 17 次針對兒童進行衛教，達成 17 次陪伴兒童外出活動。 

(3) 辦理自我保護訓練，陪伴引導 5 位孩童看繪本學習。 

(4)  透過遊戲培養嬰幼兒認知發展、肢體動作發展、手部操作能力及

語言發展。 

(5)  根據兒童不同預防接種時間進行注射疫苗，施打預防針。 

 

※文山婦幼中途之家： 

(1) 整年度共服務 372 人次，提供非本國籍孩童一般生活、教育及

醫療協助等照顧服務。 

(2) 協助 47 人次孩童教育經費。 

(3) 協助 48 位懷孕母親生產等相關服務。 

(4) 達成每季進行一場全院型災害預防演習。 

 

 

 



 

 

 

 

 

 

 

 

 

 

 

本會協助之孩童進行疫苗接種 

 

※成人愛滋感染者照顧 

(1) 北區： 

1. 收容人數：服務共 16,749 人次，平均每日服務約 46 人。 

2. 提供伙食(三餐)次數：實際提供 50,247 餐次。 

3. 協助醫療就醫：實際服務 873 次。 

4. 社工與感染者家庭系統及社會支持會談：每位住民每月至少

會談 1 次。 

5. 穩定服藥：預期穩定服藥之人數可佔總服藥人數之比例達

90%以上，實際為 100%。（不含短期個案） 

6. 透過衛教、生活照顧、醫療協助等，讓案主可以學習到健康

自我管理知識，及確實運用在自我身理健康之維護，依照愛

滋自我照顧量表的評量分數，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上，達標。 

7. 協助返回社區獨立生活計劃：有工作能力感染者提供工作資

訊及轉介服務次數每月 5 次以上。 

8. 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社工員及個管師進行教育訓練 20 小時/

年以上。 



 

(2) 南區： 

1. 服務人數：整年度合計安置人數為 44 名。 

2. 全年度舉辦住民團體課程 7 次，外出活動 5 次，志工服務次

數 17 次，節日慶生活動 5 次，團體活動 70 次。  

3. 個案復健或運動多能依指示與時間進行，可達每人每週 5

次。  

 

 

 

 

 

 

 

 

 

 

本會成人照顧中心一景 

 

※弱勢就業協助：關愛小舖提供庇護性就業，個案服務共計 3 名。 

 

七、董事會審查： 

已依募得款使用計畫全數支出完畢，勸募收入勸募活動辦理之

相關經費由本會自籌，其使用情形已提交本基金會第三屆第五次董事

會議審查。 

八、公開徵信資料： 

1. 開立捐款收據予捐款人，捐款收據上加註本募款核准字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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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各年度公益勸募活動相關工作成果及財務使用狀況，皆已揭露

於公益勸募專屬網頁。 

4. 本會官方網站：https://www.twhh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