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募款活動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為籌募「推廣障礙者自立生活」計劃需經費新臺幣伍百萬元整，以辦理各項服務

及推廣活動。 

（一）提供個人助理服務，協助障礙者能於社區中過著自主、有尊嚴的生活。 

（二）運用障礙者同儕間經驗及知識傳承，促使其能獨立自主有效規劃生活。 

（三）透過自立生活服務激發障礙者潛能並建立自信心。 

（四）宣導大眾對身心障礙者有正確的認知。 

（五）透過活動參與，提升身心障礙者自信心及自我覺醒的意識。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97 年 11 月 15 日起至 98 年 11 月 14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97 年 11 月 15 日起至 98 年 11 月 14 日止  

 

三、許可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0970717311 號函同意辦理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97/11/15~98/11/14 (募款活動期間) 

收入 $1,484,606 元+利息$86 元    合計 $1,484,692 元 

 

  

收入 

97/11/15~98/11/14 (募款活動期間)   

募款所得(街頭募款) $263,840 元 

捐款所得 $962,001 元 

義賣所得(T-Shirt 義賣) $258,765 元 

利息收入 $86 元 

合計 $1,484,692 元 

   支出：    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1,484,692 元 

支出 

項目 金額 

人 事 費 (專案人員 12 個月份薪資) $300,000 元 

保險補助費 $18,000 元 

印 刷 費 $76,780 元 

郵 電 費 $10,559 元 

旅 運 費 $156,494 元 

場 地 費 $23,200 元 



住 宿 費 $98,054 元 

文具用品 $540 元 

其他業務費(帽子、活動服、場地佈置) $109,485 元 

購 置 費 $68,000 元 

個人助理服務費 $67,023 元 

合計 $1,484,692 元 

 淨收入$1,484,692 元－支出$1,484,692 元＝餘額 $0 元 

淨收入 

募款所得(街頭募款) $263,840 元 

捐款所得 $962,001 元 

義賣所得(T-Shirt 義賣) $258,765 元 

利息收入 $86 元 

支出 $1,484,692 元 

合計 $0 元 

  

街頭募款總額 
 

場

次 
募款地點 日期 金額 

 1 西門町 1/10 5745 

2 國父紀念館 2/12 14646 

3 華納威秀 2/27 3258 

4 淡水 3/14 12809 

5 士林公有市場 3/20 8880 

6 捷運昆陽站 4/9 7333 

7 忠孝復興 sogo 4/25 3377 

8 台北車站 5/1 3980 

9 木柵動物園 5/2 6391 

10 德明科技大學 5/4-6 7260 

11 市政府松仁路 5/14 6916 

12 台中一中街 5/15 18347 

13 西門町 5/22 5957 

14 捷運昆陽站 5/25 7419 

15 桃園火車站 6/6 13837 

16 淡水 6/7 8546 

17 石牌捷運站 6/16 25724 

18 南勢角捷運站 6/25 10074 

19 高雄中央公園 7/4 17332 



20 高雄旗津 7/5 16702 

21 台中逢甲夜市 7/11 20882 

22 士林公有市場 7/17 6908 

23 市政府松仁路 7/23 4206 

24 板橋捷運站 7/26 2732 

25 石牌捷運站 7/31 8482 

26 樂華夜市 8/5 11022 

27 取消 取消  

28 取消 取消  

29 取消 取消  

30 取消 取消  

目前累計：新台幣 263,840 元 

募款目標：新台幣 300,000 元 

本表更新日期：2009/8/5 

備註：不含街頭募款當日賣出

之 T-Shirt 金額。 

 

 

企業、個人、細項捐款明細表 
捐款人 金額 

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1,000 

蔡抒帆      2,820 
新聯陽實業    116,960 
塚田芳昭            41 
長位鈴子      8,295 
林易其          300 

華固基金會      20,000 
不具名        2,000 
黃慧琴      5,000 
邱宥寧          150 

奧平真砂子          165 
吳瑞璧      1,000 
王念慈          100 
黃金盛      1,000 
莊棋銘          100 

國民黨身障者基金會      10,000 

晨陽保險有限公司        8,500 



朱接枝捐款      2,000 

高雄行前會參與者        2,000 

張金花        1,000 
陳佳玉        2,000 
陳坤助        6,666 
許慶平        2,100 

日本自立生活協會        6,004 

陳宇揚        1,000 

韓國 TRY 籌備會      30,000 

黃俊傑        1,000 
中山扶輪社      10,000 
仰德扶輪社      10,000 

韓國自立生活協會    282,456 

不具名捐款        1,460 

日本自立生活協會    216,884 

日本自立生活協會    110,000 

中華電信基金會      50,000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T-shirt 義賣 258,765 
街頭募款 263,840 

利息 86 
募款活動募得款詳細清單 

總計募款總額 
新台幣 1,484,692 元 

募款目標：新台幣 100 萬元 

t-shirt 義賣目標：1000 件 

T-shirt 目前 共賣出：703 件 

本表最後日期：2009/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