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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宗教非營利組織之財務與規模
案例分析
──以公開於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非營利組織為例

陳悅萱



摘要：
去（105）年內政部民政司將延宕多年的宗教團體法修正部分條文，
希望取得宗教界的共識，完成立法程序，但有關財務公開的規範，引起
部分佛教團體強烈抵制，以致未能排入議程，功虧一簣。非營利組織的
財務責信，無論是對於捐款人的權益，或是非營利組的發展，都舉足輕
重，台灣也跟隨著國際腳步努力建構良好的責信環境，而建立一個具公
信力且參與成員數量足夠的資訊公開平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雖然
起步較晚，但台灣的「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已漸漸擔負起這個重要的
責任。本文將以一個網路瀏覽者的角度，自該網站搜集宗教非營利組織
的財務資料，並建立描述性的統計資料，以了解宗教非營利組織的服務
類別與規模，此外亦將建構可供分析的數據，試圖勾勒出國內宗教非營
利組織的粗略面貌，並據此資料，選擇兩個非營利組織進行個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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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益團體自律聯盟、非營利組織責信、非營利組織財報分析、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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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nancial and Group Size Analysis of
Taiwa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Citing
Examples from Taiwan NPO
Self-Regulation Alliance
Chen, Yueh-shiuan 

ABSTRACT:
Last year,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ubmitted some long-awaited amendments to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Law,
in hopes of complet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s under the consensus of
religious groups. Of these amendments, however, some regulations
regarding “financial transparency” have caused serious protestations in som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nd eventually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agenda. The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of these nonprofits matter a lot in two regards. First,
donators have every right to know about what causes their donation have
gone to. Second, this accountability helps to increase the nonprofits’
development and efficacy in the long run. Hence, Taiwan has followed the
steps of other countries in creating a 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 for nonprofits,
and this requires a highly and widely credible open data platform that gets a
sufficient number of members on board. Recently Taiwan NPO
Self-Regulation Alliance has begun to take on this responsibility albeit a
little later than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he author gathered the financial data from the website of NPO
Self-Regulation Alliance, and then present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o as to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224

法印學報 第九期 2018/12

better understand the service sectors and size of the faith-based nonprofits in
Taiwan. Meanwhile, the author tried to create a set of data for further
analysis, in an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contours of the non-profit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and then selected two nonprofits to conduct case
assessments.
Keywords: Taiwan NPO Self-Regulation Alliance, NPO accountability,
Nonprofit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A Kernel of Whea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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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非營利組織已逐漸發展成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之外，舉足輕重的第
三部門，正因為其規模的成長以及迥異於政府與企業的經營性質，非營
利組織的績效評估與責信，遂成為極重要的議題。我國的非營利組織發
展，近年來亦蓬勃迅速，在非營利組織的規模大小嚴重不均的狀況下，
此一課題是任何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者都不容忽視的。
約十二年以前，30 個公益團體構思籌組「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並於 2005 年 10 月 21 日正式成立，為高自律的非營利組織提供平台，
營造良好的責信空間，同時也保障捐款人的權益。該聯盟成立以來，已
吸引愈來愈多的非營利組織加入，國內知名的、或企業出資成立的非營
利組織團體，幾乎都已加入，相信當成員數量達到相當規模後，該聯盟
努力建構出來的責信環境，必然有助於國內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本文的研究的時間點為 107 年 5 月，研究對象則以聯盟中由宗教團
體或信徒教友所成立的非營利組織為主，試圖以一個具宗教信仰的捐款
者立場，在面對陌生的非營利組織時，是否能從該聯盟網站所公開的資
訊，決定捐款的對象。同時也以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嘗試利用這些資訊，
勾勒出國內宗教非營利組織的粗略面貌。

二、公益團體自律聯盟1
（一）成立緣起與聯盟介紹
「基於保障捐款人權益、強化捐款人對公益團體之信心，協助公益
團體擁有公平合理的生存發展空間，30 個公益團體，構思籌組「台灣公
益團體自律聯盟」，希望藉由推動公益團體自律與他律（立法）的積極
1

網址：http://www.twnpos.org.tw/home/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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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共同營造良善的公益團體生存發展環境。」

2

以上摘自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官網「認識聯盟」的成立緣起，該區塊
內容尚包括了聯盟的組織架構與章程、自律公約及自 94 年起的歷年工
作報告，可從其中看到聯盟十幾年來的成長軌跡。

（二）公開資料之內容說明
除了聯盟設定的宗旨：「推動公益團體財務透明，募款誠信，服務
效率，良善治理。」之外，聯盟還設定了五個具體目標：推動簽署『公
益團體自律公約』
；成立『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設置『公益團體自律聯
盟』資訊平台；營造適合公益團體健全發展之法律環境；聯盟團體相互
協力、彼此扶植，為了達到聯盟的具體努力目標，其官網的架構設計，
分成兩個專區：
「捐款人專區」及」公益團體專區」
，這兩個專區包含了
共同區塊以及各自獨有的區塊，現簡述如下：

1. 共同區塊包括了：
「認識聯盟」
、
「聯盟成員」
、
「社會企業」、
「加入我們」
其中「認識聯盟」的內容如上述；「加入我們」中說明了成為聯盟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公益團體申請加入會員的程序，另外也涵蓋捐
款人捐贈聯盟的捐款資訊；「社會企業」則是關於社會企業的公開資訊
平台，目前有 25 家企業加入，因為屬於企業性質，其收入來自產品販
售而非捐款，因此並未強制公開財報資訊，只需要提供企業的介紹及公
益報告書。
「聯盟成員」是非營利組織公開財務的最重要區塊，點入後可依不
同分類搜尋聯盟成員，例如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的屬性、地區、服務類
別搜尋，同時也可直接鍵入非營利組織的名稱（關鍵字即可）搜尋，相
2

網址：http://www.twnpos.org.tw/about/about_1.php，2018 年 4 月 28 日線上查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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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便。
加入聯盟的每一個成員，需在其首頁列明聯盟的會員編號、入會日
期、成立日期、立案文號、服務區域、服務對象、服務類別、負責人姓
名、聯繫資訊與官網網址、宗旨、單位簡介、主要服務內容等等基本資
訊，除了昭信，也能供讀者做初步的選擇。
接著是最重要的財務公開資訊，包括已簽署之自律公約、入會後歷
年財務報表與工作報告的連結，捐款人能夠很方便的查閱成員歷年經會
計師簽證的財務報表暨查核報告書，或是至少包括資產負債表與收支表
的財務報表，另外也可以查閱歷年的工作報告書，進一步了解該成員的
服務內容與績效，作為是否捐款的參考。

2. 各自特有的區塊：
（1）僅列於「捐款人專區」的區塊為「相關法規」，為捐款人整
理出已分類的相關法律規定：
「社會團體法規命令」
、
「財團法人設立及監督法規一覽表」
、
「公益
勸募條例」
、
「財團法人草案」
、
「社會團體財務相關法規、細則與資訊」
，
每一類別項下的法律或法規辦法等，都可連結到全國法規資料庫，或是
其他相關專業網站，讓捐款人很容易找到想了解的法規內容。
（2）僅列於「公益團體專區」專有的區塊，係提供非營利組織經
營管理的學習資源，包含：
「享學網」與「網路連結」，前者是一個獨立網站聯結，提供與責
信或財務管理有關的數位課程、線上演講與專業論文，後者則可連結到
國內外相關的非營利組織或相關機構的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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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由以上所述，該聯盟官網所提供的大量財務資料、以及專業學習資
源，必然對維護捐款人權益，以及提升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績效，有
極大助益，而藉此所建構的責信環境，相信也能對國內非營利組織的發
展，產生重大且正面的影響。

三、公開於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宗教非營利組織
基本資料分析
（一）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個數與類別概況
迄今（107 年 5 月）為止，加入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的 247 個非營利
組織中，屬於宗教團體的計有 63 個，而該聯盟 25 項分類中，宗教非營
組織遍佈了 12 項，其中最多的「人群服務」與「人文藝術與文化」二
類，125 個成員中，計有 39 個是宗教非營利組織，約佔 1/3，次多為「健
康照顧」類的 6 個，幾乎占該類 14 個成員的半數，其餘則分布於「教
育」
、
「公民權利、社會運動與倡導」
、
「就業」
、
「社區改善與能力營造」、
「犯罪與法律相關」
、
「青年發展」
、
「宗教相關」
、
「動物保護」
、
「慈善補
助金基金會（補助型/贊助型基金會」類別中。
未介入其中的為「公共與社會利益」
、
「環境保護」
、
「心理衛生與危
機介入」
、
「醫學研究」
、
「自願性健康學會與醫療學科」
、
「糧食」
、
「農業
與營養」
、
「居住與庇護」
、
「共同與成員利益」
、
「公共安全」
、
「災難準備
與救災」
、
「休閒與運動」
、
「國際」
、
「對外事務與國家安全」
、
「科學與科
技」、「社會科學」等，而這些類別總計也只有 23 個非營利組織參與。
目前除了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並未有宗教團體加入
該聯盟，也沒有由宗教團體所創建的如醫療機構、學校等規模較大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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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組織。3加入聯盟的多係由宗教團體或尤具宗教情操的教友，為了社
區的社會福利工作，或為了服務身心障礙、婦孺、青少年、更生人等，
所創立的非營利組織，其規模遠小於知名宗教團體或由其創辦的醫院與
學校。
此外，加入該聯盟的宗教非營利組織，仍以基督宗教為主，佛教團
體只有四個，分別為「桃園市私立菩提社會福利基金會」
、
「佛教蓮花基
金會」、「桃園佛教無意捨協會」，以及唯一從事動物保護的宗教非營利
組織「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都由佛弟子所成立，且規模均未超過
千萬，與基督宗教相去甚遠。相關之類別如下表：

3

醫療機構與學校，因規模龐大，且性質特殊，多受到主管機關如衛生福利部
與教育部嚴格監理，或許因此而無加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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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非宗教

宗教

人群服務

93

63

30

32.26%

人文藝術與文化

32

23

9

28.13%

健康照顧

14

8

6

42.86%

教育

11

7

4

36.36%

公民權利、社會運動

15

11

4

26.67%

就業

3

1

2

66.67%

社區改善與能力營造

5

3

2

40.00%

犯罪與法律相關

5

3

2

40.00%

青年發展

2

1

1

50.00%

宗教相關

3

2

1

33.33%

動物保護

7

6

1

14.29%

慈善補助金基金會

15

14

1

6.67%

自願性健康學會與醫療學科

19

19

0

0.00%

公共與社會利益

3

3

0

0.00%

環境保護

3

3

0

0.00%

心理衛生與危機介入

5

5

0

0.00%

醫學研究

1

1

0

0.00%

糧食、農業與營養

5

5

0

0.00%

居住與庇護

1

1

0

0.00%

共同與成員利益

1

1

0

0.00%

其他

2

2

0

0.00%

公共安全、災難準備與救災

2

2

0

0.00%

休閒與運動

0

0

0

0.00%

國際、對外事務與國家安全

0

0

0

0.00%

科學與科技

0

0

0

0.00%

社會科學

0

0

0

0.00%

247

184

63

合計

宗教/總計

25.51%

台灣宗教非營利組織之財務與規模案例分析 231

（二）資料取得及建檔說明：
本研究之數據資料取自「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官網，先在「聯盟成
員」項下，點選每一個類別，搜尋該類別下之所有成員，繼而從名稱或
從成員首頁的宗旨與簡介，來判別該成員是否為宗教非營利組織。如係
宗教非營利組織，則繼點選「查看歷年財報」並連結 105 年財報，取得
該年財報資料。
之後針對聯盟每一個宗教非營利組織，鍵入：名稱、成立日期、宗
教（基督宗教、佛教等）
、服務區域（全國或地方）
、服務對象、加入聯
盟日期、是否具會計師查核或簽證、公開報表年度、105 年度支出、104
年度支出、105 年度資產、105 年度負債等資料。建檔完成後計算成立

至今年數、105 支出佔資產比例、負債佔資產比例、支出成長率
（(105-104)/104）
，接著依照計算結果、105 年度支出、105 年度資
產，分別予以排序，建構一個基本的資料檔。

（三）描述性統計結果：
1、財務報表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或稅務簽證之比例
有關財務報表取得會計師查核報告或稅務簽證之比例，宗教非營利
組織為 56%（35/63）
，略高於聯盟比例 53%（131/247），至於是否具備
會計師查核或簽證，則與組織的資產或支出規模有關。具會計師查核或
簽證之平均資產約 2.7 億元、平均支出規模約為 1 億元4，不具會計師查
核或簽證者，其平均資產約 4 千 2 百萬元、平均支出規模則約為 2 千 2

4

該數字不包括規模最大的屏基醫療屏東基督教醫院，以及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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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差異非常大。

2、據以下圖表5所做之規模分析：

5

由於此 63 個團體中，屏東基督教醫院與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支出分別為 2
億 7 千萬、1 億 8 千萬，資產則在 30 億左右，規模遠大於其他 61 個團體，因
此在計算支出與資產平均數與標準差時加以剔除，以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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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出
聯盟中宗教非營利組織的支出規模平均約 7 千萬元左右，但是標準
差達 9 千萬，表示團體之間的支出規模差異很大，其中規模 1~5 千萬的
居大多數，5 千萬~2 億之間 17 個，70%的團體其支出規模小於平均數。
（2）資產
資產規模平均約 1 億 7 千萬元左右，標準差則更大，是平均數的兩
倍，達 3 億 4 千萬元，其中 9 千萬~5 億之間的佔了 36%，半數低於 5
千萬，另有 3/4 的團體其資產規模小於平均數。
（3）成立至今年數
平均成立期間達 23 年，10 年~20 年的團體有四成以上，30 年以上
的甚至有 18 個，可見加入聯盟的許多是早期便成立的組織，或許因為
經營時間長，累積較多資產，使得財務相形穩建，但如此是否會造成規
模小或較新成立的組織，在募款上的劣勢？或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
題。

四、公開於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 63 個宗教非營利
組織數據評估與個案分析：
（一）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查核或簽證
年度支出規模上億元的非營利組織，財務報表應具會計師查核或簽
證，以取信於捐贈人。105 年度在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平台上計有 13 個宗
教非營利組織的年度支出規模超過一億元，只有 1 個組織的財務報表不
具會計師查核報告，至於支出超過五千萬元的則有 24 個，而其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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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織的財務報表不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比例並不高。
關於資產規模部分，計有 25 個宗教非營利組織的資產超過億元，
而其中有四個非營利組織，只在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的平台上，提供簡單
的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若再參考其他財務資訊，顯示其營運情形並不
足以取信捐贈者。

（二）支出增加率、支出佔資產比例與負債佔資產比例
1、支出增加率及其趨勢
支出增加率以及其增加的趨勢，是一個用來衡量非營利組織營運績
效極有效的指標，若一個非營利組織的支出增加率呈穩定成長，表示其
營運值得信賴。本文建檔資料僅 104、105 兩個年度，未能觀察成員較
長時間的支出增減趨勢，但相較於 104 年度，約 1/3 的組織其支出沒有
成長，另 2/3 支出成長的組織，平均增加率約 20%，其中增加率超過七
成的有三個：
「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協會」、「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
。此外，這些加率超過 20%的組織中，只有
「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的支出超過億元，其他的支出規
模都較小，大部分在 3 千萬以下，甚至有 4 個未超過 1 千萬。

2、支出佔資產比例與負債佔資產比例
支出佔資產比例則可以衡量非營利組織對於資產的使用效率，聯盟
中有 25 個成員的支出超過資產，而且平均支出佔資產的比例也超過
100%，由於支出規模對應於收入規模，本文之建檔資料尚未包括收支表
的詳細數據，因此以觀察負債佔資產的比例，作為進一步的參考。此 25
個支出超過資產的成員中，有 20 個負債比例低於三成，另 5 個非營利
組織的負債比例則超過五成，比例最高的 3 個組織，其負債甚至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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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下文則將針對比例異常的團體，擇一進行深入分析。

3、小結
由上述，該比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能針對支出佔資產比例低的成
員，進一步觀察其是否擁有龐大資產，但服務規模卻有限？該支出佔資
產比例低於 3 成的成員有 12 個，除了「新北市私立樂山園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樂山教養院」的負債比例達 37%之外，其餘幾乎都不
到 10%，平均比例只有 6%，而支出增加率也都幾乎都在 5%以下，甚
至還大幅衰退，可知這些團體的運作幾乎停頓，其中一個較共通之處，
是成立期間長（平均 25.67 年）
，這或許是原因之一。不過還有 3 個基金
會成立只有七年左右，值得逐一深入探討原因。

（三）個案分析
1、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該基金會係台東基督教醫院呂信雄院長有感於後山的長輩，除了醫
療外還需要各種生活上的照顧服務，遂於於 2002/11/19 籌劃成立，至今
已超過 15 年，期望能效法宣教士服務的精神，故以聖經「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之意
而命名。6
該基金會公開之財務報表，附有普賢會計師事務所的查核報告，105
年度支出規模超過 2 億，在聯盟的宗教非營利組織中排名第 7，較去年
的 15.7 億，增加了 33%，支出佔產七成，資產 3 億，負債 3 千萬，歷年

6

摘自聯盟網站「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之簡介，網址：
http://www. twnpos.org.tw/team/team_detail.php?Key=63，2018 年 4 月 28 日線
上查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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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累積餘絀達 1 億 6 千萬，經營上非常穩健。
從公開之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可得如下之結論：a.收入以專案收
入（63%）及捐贈收入（35%）為主，支出則以專案支出（68%）為主，
人事費用與營運費用僅分別佔 4%與 6%。b.現金與應收帳款等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專案收入與專案支出、人事費用、營運費用，以及關係人交
易事項，都有非常完整的細目說明。c.工作報告中有清楚的服務項目歸
類（如老人、身心殘障、兒童與青少年、行政）
、實施內容以及數量化
之成效，此外，更針對各服務項目，分別羅列出預算金額與執行金額，
可說是非常完整的公開資訊。

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協會
該協會以重塑家庭價值為其理念，成立已 11 年半，其支出規模低
於千萬元，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其收支表顯示支出幅度大幅率退，
且支出金額達資產的 6.75 倍（資產只有 52 萬元）
，而負債比例也高達六
成，這些透露出來的財務資訊值得深究。
仔細探討其公開支財務報表，可發現如下事實：a.支出不穩定，係
因 104 年有一項政府的補助款，但該款項非用於活動或實質服務，而是
直接發放補助。b. 收入主要來自捐贈，約兩百多萬，政府補助非經常性
收入。c.105 年度的人事費用佔支出近七成，且較 104 年暴增四成。d.104
年資產 165 萬，相較於 105 年的 52 萬，減少了 3 倍，係因為 105 年虧
損了約 74 萬，侵蝕了 77%的累積餘絀，虧損的原因在於暴增的人事支
出，該年度收入的九成都用來支付人事費用。e.該協會 105 年度的工作
報告，類似活動花絮，非常簡略，不足以說明人事費用支出的合理性。

從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的探討，該協會雖已成立超過 11 年，
但專業度似乎不足，既沒有預算，也沒有清楚的業務說明，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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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趨勢也顯示出種種疑慮，因此該協會應當認真檢討改進，否
則恐失去捐款者的信任，危及往後的經營。

（四）捐贈者如何利用公開資料抉擇受贈單位？
1、如捐贈者已有潛在捐贈之對象
如捐贈者已有欲捐贈之對象，則可運用上述評估財務報表的
方式，來決定是否值得捐贈，諸如：收入與支出的成長趨勢是否
穩定？收支是否能維持平衡（觀察累積餘絀的變動）？是否有效
運用既有資源？工作報告是否詳盡列明服務內容與數據化績效？
如果該單位財務報表附有會計師查核報告，而又能針對不同服務
類別，分別列出支出金額，則必然是值得信賴與捐贈的組織。
2、如捐贈者欲藉聯盟平台選擇捐贈對象
如欲藉此聯盟平台選擇捐贈對象，首先須要設定基本條件以縮小選
取範圍，例如是否限為宗教非營利組織？服務對象是老人或青少年或身
心障礙？歷史悠久或新近成立？大規模或小資？服務範為全國性或地
區性等，依此選定群組對象後，再逐一檢查其歷年財務報表，並針對各
項數據排序，此外，亦可繼續查閱歷年的工作報告，作為最後決定之參
考。

五、結語
據內政部統計，台灣總計有 88,535 個非營利組織，59,468 個屬社會
團體、11,896 個為寺廟團體，職業團體與合作社場計有 11,189 個，餘者
5,982 個分屬法人教會、農會、漁會、工會及社區發展協會。其中以社
會團體佔 67%為最多，但公益團體自律聯盟之成員僅 247，比例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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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具宗教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外，國內知名、歷史悠久且具規模的
團體，幾乎都以加入，若以規模來計，比例應該不低，因此該平台之資
料仍具相當之價值。
對於捐贈者來說，如已經有欲捐贈的單位，可藉由其是否於公開財
務資訊？規模較大者之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以及最關鍵
的財務報表與工作報告，來加以判斷該團體是否值得捐贈。雖然也可以
從該單位的官網，搜尋更詳盡資料，但各官網提供之資訊，多為服務內
容，較少提供財務資料，此外，若其加入聯盟簽署自律公約，亦可強化
捐贈者的信賴。
如無特定捐贈對象，亦可據聯盟網站的服務類別、服務對象，乃至
宗教屬性、全國性或地區性、成立時間長短等，選擇多個符合自己理念
的非營利組織，再一一檢閱財務報表或工作報表，決定捐贈單位。
對於研究者來說，聯盟能提供大量具分析價值的數據資料，惟資料
以 pdf 檔格式呈現，無法直接下載數據，必須逐項鍵入，以致分析範圍
受限。本文僅針對 63 個宗教非營利組織，以 105 年的財務報表為基礎，
作簡單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例如：財務報表附會計師查核報告或稅務簽
證的比例、105 年度支出與資產規模的分佈、成立期間分佈等，此外，
亦可自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各項建檔數據的比例與排序，解讀出相關
訊息，並尋找出特定團體，繼續深入評。
國內的佛教團體在公開財務資訊的觀念與落實上，不如基督教教團
體，聯盟裡只有四個佛教團體加入，且規模均未超過千萬，這對未來的
發展或許將造成隱憂。雖然我國的法律目前尚未強制規定非營利組織必
須公開財務，但隨著民眾觀念的進步，不願公開財務的團體，在捐贈收
入上將逐漸失去競爭力。若未來加入聯盟的成員持續快速增加，那麼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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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其形成一種「不公開就有問題」的壓力，甚至可能因此失去捐贈者
選擇的機會。時代不斷在改變，佛教團體是否能長久維持如今這種獨領
風騷的局面？如果遭遇到其他宗教團體，乃至非營利組織的挑戰時，又
放棄這塊財務公開的護身符，那麼是否會對佛教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
值得佛弟子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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