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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概況
一、設立依據
臺灣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三百萬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成
就，也是國際社會一致讚賞的焦點。為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
績，回饋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支持與協助，同時藉由參與全球民主力
量網絡，提升我國國際地位與國際認同，外交部自2002年起即積極
推動籌設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外交部廣泛蒐整國際上各類似組織的相關資料，加以深入評
析，及彙集我國產、官、學界及民間等各方面相關意見，向立法院提
出經費預算，並獲政黨支持，於 2003 年 1 月通過，且依序推動本會籌
設工作，同年 6 月 17 日依照「外交部主管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
則」規定，正式設立「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作為亞洲地區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
會，旨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發展為非營利、超黨派、永續經營、公
益、透明運作等特質之民主人權議題平台機構，冀有效凝聚政黨、民
間組織及全民之廣大力量，推動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
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力
量接軌，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二、設立目的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
的基本理念是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
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
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力。
（一）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
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有效凝聚世界民主力
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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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
作及聯繫網絡，並致力推動全球民主發展。
（三）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
交流，提升臺灣民主素質，鞏固民主發展。
三、 組織概況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係由政府贊助設立，惟仍屬獨立運作、超
黨派的組織。基金會除保留一部分預算作為各主要政黨申請從事國內、
外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其餘經費則作為推動各項業務之經費。業務
推動範圍包括：
（一）推動與世界各國民主組織建構夥伴關係。
（二）支援國內外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
之活動。
（三）支持國內各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活動。
（四）發掘國內外民主發展問題、研發政策並發行書刊。
（五）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並舉辦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
活動。
（六）其他有助於增進國際民主發展及提升臺灣民主素養與國際能見
度等相關事項。
四、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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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工作計畫或方針
一、業務說明
（一）政黨國會外交及民主交流
本會年度預算得參照立法院通過之決議，配合在年度計畫中
編列預算經費，予取得立法院百分之五以上席次之各政黨及黨團
申請從事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最多以新臺幣三千萬元為限；
該預算需按立法院政黨席次之比例分配使用。

（二）國際合作業務



亞洲民主人權獎
本會為支持亞洲民主發展及提升人權水準，獎勵在亞洲區域
以和平方式促進民主或提倡人權有卓越貢獻之個人或團體，特設
置「亞洲民主人權獎」，每年向國內外公開徵選提名，由本會董
事長及執行長邀請國內外公正人士參與審查，經過初審及決審後
選出一名，提供獎金及獎座乙座，於每年世界人權日 (12 月 10
日)公開頒獎。



協助成立臺灣研究中心
本會為宣揚臺灣民主成就，提升國外學者對臺灣政經發展與
臺灣研究的興趣，主動與外交部合作，先後在東歐與巴爾幹半島
地區等新興民主國家之重點大學，贊助成立臺灣研究中心。透過
中心的舉辦的各種活動與宣傳，增加當地人民對臺灣和臺灣政治
與經濟成就的認識。同時，以此研究中心作為學術交流平台，經
由學者間的交流訪問，拓展臺歐之間的學術機構之聯繫。最後，
本會可透過臺灣研究中心與當地提倡民主的民間組織接觸並進行
合作，進一步提升臺灣在上述地區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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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大陸政經情勢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有助於臺海和平及兩岸關係未來之和諧
發展，因此本會在董事會的共識支持下與歐洲、亞洲、美洲等各
國民主人權團體、國會、政治人物、人權團體組織、學術機構及
媒體，共同協助中國大陸進行實質民主人權改革。
1. 依據董事會決議持續舉辦「兩岸論壇」活動：邀請熟悉兩岸現
勢發展之兩岸學者專家，從不同面向討論兩岸關係發展之各項
問題，以促進各界對於兩岸變遷情勢之了解，並增進本會與國
內外夥伴間對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各項計畫的合作。
2. 持續推動兩岸年度人權觀察報告計畫：出版中英文版「中國大
陸人權觀察」（China Human Rights Report），除提供刊物全文
下載服務，並將刊物寄贈全球主要學術機構供參，以關懷並促
進中國大陸民主化與人權狀況之改善。
3. 持續舉辦《中國大陸人權對話系列講座》：邀請對中國大陸民
主和人權議題有相當瞭解之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人士或學者專
家來臺主講個別議題，以促進臺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現況之瞭
解。主講人來臺期間並會安排拜會行程以及媒體專訪，以促進
其對臺灣民主過程及政治社會現況之瞭解並擴大活動效益。
4. 持續向港、澳及對岸推廣國內選舉觀摩團之參與及開放專訪，
參訪選舉活動及政治參與研究可以帶動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
學進行科際整合，開展臺灣經驗與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或穩定民
主國家經驗精緻的比較研究，對於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有相當
之影響。



亞洲民主化推展活動
本會提供亞洲各國政府代表、民主人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學
術機構與媒體一個交流平台，共同關切亞洲的民主化及人權議
題，並積極參與國際社群間的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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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簡稱 CD)：本會將持續
推動亞洲民主人士參與 CD 部長級大會與相關非政府層次會
議，並主辦 CD 的「亞洲區域論壇」、參與非政府層次的「國
際執委會」等會議。
2. 「世界民主運動」（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簡稱
WMD）
：本會亦將持續參與 WMD 每兩年舉辦之大會以及其他
WMD 所辦理之活動，例如「捍衛公民社會報告國際委員會」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Report on Defending Civil
Society）等。
3. 本會持續連繫亞洲各民主推廣機構，以作為亞洲民主運動之資
訊平台。



國際補助
為促進全球民主化以及人權發展，進而提升民主建構理論與
實踐，本會補助相關國際組織、學術研究機構、智庫等團體，進
行下列活動：
1. 研究：在民主和人權領域進行系統化、解析性及(或)實驗性的
研究。
2. 會議：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團體參與民主及人權等議題的論
壇、研習會或座談。
3. 教育訓練：經由強化組織及個人的訓練計畫，增進對民主與
人權的認識。
4. 倡議計劃：提倡民主及人權理念，鼓勵公民社會發展有效的
國內或國際性合作計劃。
5. 出版計劃：撰寫、編輯及出版與民主及人權理念相關之刊物
及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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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為鼓勵與臺灣民主化有關之比較研究或對提升臺灣民主形
象及素質有所助益之活動。推動民主與人權研究獎學金
(Fellowship Program)相關計劃，持續辦理補助博士論文研究員、
後博士研究員、民主人權實踐訪問學者、國際訪問學者等計劃，
透過這些計劃增進國內外對民主發展理論與實際的了解，並深化
外籍學者對臺灣民主人權之認識，強化與國際民主人權等學術研
究單位的交流與合作，鼓勵研究人員針對新興民主化國家進行比
較研究，促進國際性的民主人權研究合作計畫，並建立活躍的國
際學者網絡。透過世界各地的民主人權相關學術單位或者是有關
民主人權的專業機構，積極宣傳本會的獎助學金，以促進本會成
為培養研究民主人權的國際人才基地。

（三）國內合作業務



補助業務
為深化臺灣民主，本會透過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補助國內民
間團體（包含社區大學、非營利組織、婦女團體、青年團體、弱
勢團體、學校機關、智庫）辦理各項活動，主要包括：研討會議、
學術研究、出版計畫、以及其他擴展民主、人權活動類等，內容
共涵蓋兩大方向與十二大子議題：
1. 民主發展
（1）民主鞏固與深化之研討：辦理與民主深化、民主鞏固、
國家發展等相關議題之學術研討會。
（2）公民社會與校園參與：舉辦各類研習營如青年外交事務
營、民主人權研習營。
（3）審議民主之推動：如舉辦國會助理高階課程訓練、議會
民主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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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憲政改革之研討：舉辦與憲政改造、憲法改革等相關議
題之學術研討會。
（5）選舉活動之觀察：因應國內各項選舉活動，辦理選舉觀
摩團。
（6）媒體識讀教育之推廣：如舉辦媒體識讀研習活動，並鼓
勵媒體人參與相關國際組織之活動，如國際記者年會。
2. 促進人權
（1）整體公民權：如臺灣人權指標調查計劃、辦理人權影展。
（2）婦女人權：如辦理女性影展、辦理「分居制度」草案全
國特定社群焦點論壇、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民
間婦女團體會議。
（3）兒童人權：如舉辦國際兒童人權高峰會與少年人權夏令
營等活動。
（4）原住民權益：如辦理性別與原住民議題國際研討會、與
菲律賓原住民族組織－菲律賓科地埃拉文化行動聯盟
（Dap-ayan ti Kultura iti Kordilyera DKK）－進行交流。
（5）人口販運防制：如出席美國反人口販運自由聯盟會議、
辦理反人口販運影展。
（6）新移民人權關懷：如辦理外籍配偶交流活動及研習成長
營。



辦理民主人權相關活動
為深化臺灣民主，本會與國內相關非政府組織合作，共同辦
理促進民主人權之活動，如：演講會、研討會、辯論比賽、競賽
活動等等，以擴大社會參與，喚起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民主發展的
關心，並共同創造優質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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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現勢與全球民主系列座談
為對於國際情勢有充分之了解，延續 2010 年「國際現勢與
全球民主系列座談」計畫，以掌握全球尤其是亞洲地區民主與人
權之發展現況，清楚民主及人權發展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及阻擾因
素，提升本會決策及增進本會與國內外夥伴間合作，並增廣全民
對於國際現勢脈動與全球民主人權發展影響之正確認識與了
解，以維護並增進國家之最大利益。

(四) 亞太民主資訊中心
1. 管理網路設備與各項網路系統。
2. 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3. 修訂資訊安全工作計畫。
4. 維護與管理數位內容管理系統與電子報系統。
5. 持續提供 Anti-Spam/Anti-Virus 防禦機制與穩定性高效能佳的
Email 服務。
6. 提供本會同仁前瞻資安防護。
7. 宣傳電子報以提升會務推展及增加媒體曝光率。
8. 掌握資訊科技發展趨勢及脈動，規劃更具前瞻性之資訊環境。
9. 協助數位內容規劃及維護。
(五) 民主學術刊物業務
為鼓勵全球民主與人權之學術研究，除持續辦理中文「臺灣
民主季刊」（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及英文「臺灣民主期
刊」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出版業務，並提供刊物全文
下載服務，本會業已與國家圖書館及華藝公司分別進行電子期刊
服務系統合作計畫，可將民主刊物各期全文電子系統化；本會並
已定期將刊物寄贈全球主要學術機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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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 144,72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44,700 千元，增加 25 千元，約 0.02%，主要係資本門減少所致。
(二) 本年度財務收入 1,0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900 千元，增加 100
千元，約 11.11%，主要係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三) 本年度管理費用 34,5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9,800 千元，增加
4,700 千元，約 15.77%，主要係人事費增加所致。
(四) 本年度其他業務支出 110,22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14,700 千元，
減少 4,475 千元，約 3.9%，主要係人事費增加產生排擠效果所致。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1,000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100 千
元，減少 100 千元，約 9.09%，主要係上年度經費刪減所致。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737 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275 千元。其中現金流出合計 5,275 千
元，包括增加捐贈基金 5,000 千元，增加固定資產 275 千元。
(三)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275 千元。其中現金流入合計 5,275 千
元，包括增加基金及公積 5,275 千元。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5,737 千元，係期末現金 77,361 千元，較
期初現金 71,624 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1 億 7,316 萬 4 千元，增加本年度賸餘 1,000 千元，
加計本年度捐贈基金增加數 5,275 千元，期末淨值 1 億 7,943 萬 9 千元。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 決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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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決算數 138,490 千元，較預算數 144,700
元，減少 6,210 千元，約 4.29%，主要係補助經費減少所致。
2、財務收入決算數 893 千元，較預算數 850 千元，增加 43 千元，
約 5.06%，主要係基金孳息增加所致。
3、管理費用決算數 26,275 千元，較預算數 30,000 千元，減少 3,725
千元，約 12.42%，主要係行政節約所致。
4、其他業務支出 116,090 千元，較預算數 114,700 千元，增加 1,390
千元，約 1.21%，主要係邀請外賓與會人數增加所致。
5、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2,982 千元，較預算數 850 千元，
減少 3,832 千元，約 450.82%，主要係資產折舊及攤提所致。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1.

本會再度入選美國賓州大學《2014 年全球智庫索引報告》名
單：
美國賓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計畫」(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所發表之《2014 年全球智庫索引報告》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評鑑全球 182
個國家 6,618 個智庫，在東南亞及太平洋 26 個國家與地區(不
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及韓國)共計 305 個智庫中，本會排名
第 7 名，也是臺灣 52 個接受評比的智庫中，排名第 1 名的機
構。

2.

辦理 104 年度「國家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計畫：
為推動與宣導民主與人權之發展，本會於 104 年 1 月至 12 月
持續辦理「國家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計畫，針對國內外民
主與人權相關議題之發展趨勢，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資料彙整
及舉辦座談會，最後並提出相關參考建議。

3.

辦理「2014 臺灣社會公平正義滿意度」民意調查計畫：
為瞭解民眾對社會公平正義之評價及民主制度之信念，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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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本會所委託執行之相關調查結果作追蹤與比較研究，本
會乃委託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執行電話隨機抽樣調查，執行期
間為 104 年 1 月 5 日至 9 日，調查結果將於本會網站公布，
並成為未來相關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
4.

赴美進行訪問：
本會黃德福執行長、國際合作組包正豪主任與彭士宏研究員
於 104 年 1 月 26 日至 31 日赴美進行訪問。本會人員先行前
往 洛 杉 磯 拜 會 「 南 加 州 大 學 國 際 研 究 中 心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主任
Patrick James 博士，雙方就其向本會提出補助申請之研究計
畫進行討論，包括計畫內容、研究方法、與國內相關學術機
構合作方式、研究團隊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之觀點等議題。
隨後，本會人員赴華府拜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Carl
Gershman 執行長，討論本會參加 104 年 7 月於薩爾瓦多舉辦
的「民主社群」會議事宜，並參加 Journal of Democracy 發行
25 周年慶祝活動。除此之外，1 月 30 日本會英文學術期刊《臺
灣民主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主編鄭敦仁教授
與本會人員於華府會面，討論《臺灣民主期刊》預計於 104
年 7 月假俄羅斯首府莫斯科舉辦之「中亞、高加索地區與鄰
近區域之民主化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期刊編務相關事宜。

5.

出版中英文版《2014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本會於 104 年 3 月與 5 月分別出版《2014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中、英文版，由報告撰寫人龐建國、劉佩怡、劉孔中、徐東
海、楊開煌及周志杰等六位學者專家分別從社會、政治、司
法、經濟與環境、教育與文化及臺商人權等六大面向，分別
說明對中國大陸人權現狀之觀察，並邀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
學系主任辛翠玲教授撰寫總論。期盼藉由本報告之發表，讓
臺灣及國際社會更加瞭解中國大陸人權現況，並促成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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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重視人權與達成最終民主化之目標。
6.

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五十九屆大會：
本會楊黃美幸副執行長同時擔任「國際自由婦女聯盟」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Liberal Women, INLW)亞洲區副主
席，於 104 年 3 月 9 日至 16 日赴紐約聯合國總部參加聯合國
「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第五十九屆大會，今年適逢《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實施二十周年，會
議主要焦點在檢視《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實施中所面臨的
挑戰，並探討其在實現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的成果。

7.

參加「亞洲民主網絡」執行委員會會議與「強化亞洲民主：
參與、包容、權利」國際研討會：
「亞洲民主網絡」(Asia Democracy Network, ADN)係以亞洲各
國非政府組織為主所建立之推動民主與人權之網絡。本會游
清鑫副執行長與國際合作組包正豪主任於 104 年 3 月 21 日至
26 日赴印度新德里參加「亞洲民主網絡」執行委員會會議。
另亦參加由印度「社會科學研究院」、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會」、「世界民主運動」、「亞洲民主網絡」共同舉辦之「強化
亞洲民主：參與、包容、權利」(Strengthening Democracy in Asia:
Participation, Inclusion, and Rights)國際研討會，討論亞洲民主
人權之推廣及亞洲民主合作平臺之建立等相關議題。

8.

參加「歐洲臺灣研究學會」第十二屆年會：
「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 於 104 年 4 月 8 日 至 10 日 假 波 蘭 亞 捷 隆 大 學
(Jagiellonian University)舉辦第十二屆年會，本次會議主題為
“(In)Visible Taiwan”。本會由蔡瑋副執行長率團，偕國際合
作組魏德榮(Mark Weatherall)研究員及臺灣相關學者共同與
會。本會亦於該年會中舉辦「東亞區域經濟互賴與政治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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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的 歧 異 」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East Asia) 研討會，邀
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顧長永教授、政治大
學外交學系盧業中副教授、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國際關係理論
與應用研究所研究員 Bann Seng Tan 博士、澳洲阿得雷德大
學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資深講師 Czeslaw Tubilewicz 博士等
學者共同參與。
9.

辦理「深化臺灣民主：地方治理的經驗與傳承」系列講座：
為傳承與紀錄臺灣地方治理的經驗，並深化臺灣民主，本會
於 104 年辦理「深化臺灣民主：地方治理的經驗與傳承」系
列講座，邀請深耕臺灣基層之地方行政首長，回顧與展望臺
灣地方治理與民主化發展，並提出相關建言。此系列活動於
104 年 4 月 25 日，邀請前臺中市市長胡志強博士主講「傾聽
臺中的心跳」
，分享從事臺灣地方治理與深耕的寶貴經驗；104
年 5 月 23 日，邀請花蓮縣縣長傅崐萁先生主講「突破困境，
迎向陽光」，分享經營城市與創新公共服務策略；104 年 6 月
13 日，邀請前雲林縣縣長蘇治芬女士主講「下一個雲林，城
鄉翻轉力」
；104 年 7 月 25 日，邀請高雄市市長陳菊女士主講
「高雄款 高雄 style」
；104 年 9 月 19 日，邀請臺東縣縣長黃
健庭先生主講「臺東崛起，從貧困偏鄉到幸福城市」；104 年
10 月 31 日，邀請前嘉義市市長黃敏惠女士主講「做對的事，
走對的路：從減少 70%公共債務的財政奇蹟談起」
；104 年 11
月 21 日，邀請宜蘭縣縣長林聰賢先生主講「永續宜蘭，適居
城市」。

10.

參加「民主發展：臺灣與多瑙河地區新興民主國家之比較」
學術研討會：
「斯臺友好協會」(Slovenia—Taiw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斯洛維尼亞「新雜誌—人文研究院」(Nova Revija—Institute of
- 13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Humanist Studies)、「民主與科技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與 克 羅 埃 西 亞 「 歐 洲 與 全 球 化 研 究 院 」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Globalization Studies)等單位於 104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假克羅埃西亞首府札格瑞布共同舉辦「民
主發展：臺灣與多瑙河地區新興民主國家之比較」學術研討
會。本會由黃德福執行長率團，偕同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陳永福講座教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宋鎮照教授、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蘇子喬兼任助理教授、本會游清鑫副執
行長、國際合作組包正豪主任、彭士宏研究員共同與會。本
次會議主題為探討臺灣與多瑙河地區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發
展、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當地的公共管理與人權、社會文
化宗教及安全等議題。除我國學者外，斯洛維尼亞、克羅埃
西亞、波士尼亞、塞爾維亞等國之學者專家亦出席此一會議，
總計發表 18 篇論文。
11.

拜會匈牙利中歐大學：
為增進本會與中、東歐新興民主國家之學術交流，本會由黃
德福執行長率團，偕同游清鑫副執行長、國際合作組彭士宏
研究員，於 104 年 4 月 30 日赴匈牙利布達佩斯拜會中歐大學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並由該校主管社會科學與人文
事務之副校長 Laszlo Kontler 教授負責接待。除 Kontler 副校
長外，本會訪團並與該校公共政策、司法人權、政治學與國
際合作部門等學者進行意見交流，對於開啟本會與該校未來
之合作，有頗多助益。

12.

與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合辦「中華人文社會科學講
座」：
為加強與香港之學術交流，並推廣臺灣民主化經驗，本會持
續與香港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中華人文社會科
學講座」
，於 104 年 4 月至 5 月，分別邀請淡江大學國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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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院長王高成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周愚文教授、
土地銀行前董事長暨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兼任副教授王耀
興先生等學者專家前往香港擔任講座主講人；於 104 年 6 月
至 12 月，分別邀請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黃煥榮
副教授、臺灣金融研訓院前董事長許嘉棟教授、高雄大學政
治法律學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廖義銘博士等學者專家前往香
港擔任講座主講人。本會與香港珠海大學的交流合作經驗，
除宣揚臺灣民主轉型之珍貴成果外，並有助於香港社會之民
主化與多元化的發展。
13.

赴墨西哥觀察國會大選：
本會應墨西哥國家選舉委員會之邀，由蔡瑋副執行長率團，
偕同中央選舉委員會陳文生副主任委員、靜宜大學西班牙語
文學系何國世副教授、本會國際合作組連虹雅助理研究員等
共 4 人，於 104 年 6 月 2 至 10 日赴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市觀察
該國國會大選。本次國會大選結合數州地方選舉，於 6 月 7
日進行投票，主要選出 500 位國會議員，其中 300 位為單一
選區制，另外 200 個名額由比例代表制分配產生。國家選舉
委員會為負責選務之機關，其前身為聯邦選舉委員會，於 103
年 4 月更為現名，並改組擴大選務管轄權限。選舉制度於 103
年亦有多項改革，例如原終身不得連任的國會議員，於 107
年起得至多連任四屆，但總統與州長等職位依然不得連任。
本次觀選行程，墨國選委會舉辦數場論壇，讓各國觀察員瞭
解墨國與其他國家選舉制度之差異性及選制改革等相關議
題，也安排該國數位政黨代表與各國觀察員對談，另亦安排
參訪投票所與計票中心等行程。此行順利圓滿，對於本會與
墨國未來之合作與交流有很大的助益。

14.

參加「國際自由聯盟」第 194 屆執行委員會會議：
「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 LI)於 104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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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4 日假瑞士蘇黎世舉辦第 194 屆執行委員會會議，本次
會議主題為「Liberalism: Visions for Our Future」
。本會由楊黃
美幸副執行長應邀出席，除參與專題討論，並就臺灣民主議
題與其他各國代表進行交流。
15.

參與科技部舉辦之「2015 科技臺灣探索」計畫(候鳥計畫)：
為使國外第二代臺裔青年瞭解臺灣民主及人權發展的經驗，
本會參與 104 年 6 月 21 日至 8 月 15 日科技部所主辦之「2015
科技臺灣探索」計畫(候鳥計畫)。104 年錄取 5 名學員，實際
4 名學員報到參與本會提供之實習機會。活動內容包括：(1)
參加科技部安排之參訪活動；(2)參加本會安排之相關講座及
參訪行程，讓學員認識臺灣的民主、外交現況及兩岸關係發
展並瞭解臺灣在人權努力的成果；(3)將學員分別分配到國內
相關社會福利之非政府組織實習，實習學員可瞭解並學習國
內非政府組織之運作，並可協助該非政府組織業務之國際化。

16.

赴歐洲參訪非政府組織與智庫：
本會蔡政文董事偕同賴家賢助理研究員於 104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赴法國與比利時進行參訪，分別拜會「歐亞關係研究
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EIAS)、
「歐洲民主基
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EFD)、
「國際人權
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法國
「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RI)等單
位，針對歐洲人權現況、歐洲政治情勢、歐洲與東亞關係及
兩岸關係等議題交換意見，藉以促進本會與歐洲民主、人權
機構之交流，並對未來外交政策與方針提供建議。

17.

辦理「2015 臺灣民主治理績效評價」民意調查計畫：
為瞭解臺灣民眾對民主生活與治理績效的感受與評價，並與
過去本會所委託執行之相關調查結果作追蹤與比較研究，本
會由黃德福執行長擔任召集人，邀集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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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吳親恩副研究員、中正大學政治學系陳光輝副教授、中華
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廖益興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童涵
浦助理教授、本會游清鑫副執行長、國內推展組張佑宗主任
等學者專家組成問卷設計研究小組，就課責、政治參與、政
府表現、法治化程度及貪腐控制等指標進行調查，並委託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電話隨機抽樣調查。執行期間為 104
年 7 月 6 日至 12 日，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
年滿 20 歲以上成年人，共完成 1,073 個有效樣本，抽樣誤差
在正負 3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結果將於本會網站公布，並成
為未來相關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
18.

辦理「中亞、高加索與巴爾幹地區之政治動能比較」國際學
術研討會：
為增加國際宣傳及開拓稿源，本會英文學術刊物《臺灣民主
期刊》(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與位於俄羅斯之「卡內基
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合作，於 104 年 7 月
13 日假俄羅斯首府莫斯科共同舉辦「中亞、高加索與巴爾幹
地區之政治動 能比較 」 (Comparative Regime Dynamics in
Central Asia, the Caucasus, and the Balkans)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會由黃德福執行長、
《臺灣民主期刊》主編鄭敦仁教授、國
際合作組彭士宏研究員代表出席。此會議並邀請 Henry Hale、
John Ishiyama、Danijela Dolenec、Muzaffar Olimov 與崔琳等
美洲、歐洲與亞洲著名學者與會，會中總計發表 5 篇論文。

19.

參加「民主社群」第八屆部長級會議：
本會應「民主社群」(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D)之邀
請，於 104 年 7 月 20 日至 27 日赴薩爾瓦多首府聖薩爾瓦多
參加第八屆「民主社群」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
本會代表團由黃德福執行長率團，偕同本會高英茂資深研究
員、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廖達琪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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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莊文忠主任、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李柏諭
副教授、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蔡志偉副教授、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創辦人張正先生、本會游清鑫
副執行長、國際合作組包正豪主任以及連虹雅助理研究員等
共 10 人與會。我外交部亦組團與會，外交部長暨本會副董事
長林永樂先生於會中以「臺灣民主發展之經驗」為題發表演
說，闡述臺灣民主轉型經驗，獲得在場各國出席代表熱烈迴
響。黃德福執行長亦於「民主社群」秘書長雷斯娜大使所主
持的專題演說中，針對民主深化與鞏固發表演說；廖達琪教
授於人民的政治參與議題中介紹我國的電子化民主發展；游
清鑫副執行長於民主教育深化議題中發表演說並參與討論。
本會除參加公民社會論壇活動，亦於會場佈置展示檯，向各
國與會代表介紹我民主化進程及本會的工作目標與業務執行
情形等。
20.

辦理「2015 地方治理：比較觀點下的臺灣與中國」國際研討
會：
本會與美國夏威夷「東西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於 104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假夏威夷檀香山共同舉辦「2015 地方治理：
比較觀點下的臺灣與中國」(2015 Local Governance: Taiwan
and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國際研討會。本會由黃德
福執行長率團，偕同中央選舉委員會劉義周主任委員、
《臺灣
民主期刊》主編鄭敦仁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陳
敦源教授、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簡旭伸副教授、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林子倫副教授、本會國內推展組張佑宗主任、
張育瑄助理研究員等共 8 人共同出席，劉義周主任委員並於
大會開幕式中致詞。本次會議亦邀請來自臺灣、美國及中國
大陸之著名學者與會，並發表論文，從「社會變遷」、「公私
協力」與「公眾參與」等三個層面，以理論及實務來觀察兩
岸在地方治理的政策及所遭遇之挑戰，並提出對未來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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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辦理第二屆「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研習營」：
為強調健全公民社會的重要性，本會於 103 年開始舉辦「亞
洲青年民主領袖研習營」(Asia Young Leaders for Democracy
Program)。活動主要目的在於鼓勵從事民主與人權運動之亞
洲青年領袖能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認識民主、人權、良
好治理的核心價值所在，並瞭解民主深化過程中可能面臨的
機會與挑戰。本會於 104 年 8 月 9 日至 22 日假臺北舉辦第二
屆「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研習營」
，共有來自印度、印尼、菲律
賓、馬來西亞、越南、緬甸、柬埔寨、蒙古、尼泊爾、巴基
斯坦、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泰國、黎巴嫩、巴勒斯坦、伊
朗、孟加拉等 17 國之 20 位學員參與本研習營。本會分別邀
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張茂桂研究員、
「國際終止童妓協
會」研究與政策部主任 Mark Capaldi 先生、突尼西亞「政治
改革及民主轉型委員會」委員 Amor Boubakri 博士、國際非
政府組織專業諮詢顧問褚士瑩先生、英國社會企業
Desolenator 公司企業發展部主任 Gal Moore 先生、馬來西亞
「乾淨公平選舉聯盟」(BERSIH)財務長 Masjaliza Hamzah 女
士、美國威廉瑪麗學院政府學系鄭敦仁教授、菲律賓「人權
受害者賠償委員會」董事 Jose Luis Martin “Chito” Gascon
先生等 8 位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課程講座。本研
習營亦安排學員拜會立法院、外交部、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並參訪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故宮博物院、世界宗
教博物館、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從多元面向進一步認
識臺灣。

22.

辦理「2015 年臺灣—緬甸『提升民主品質』調查成果發表會」
：
本會於 103 年與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合作
，將緬甸
辦理「2014 年臺灣—緬甸『提升民主品質』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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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調查結果業於 104 年完成，為
世界首例緬甸全國性政治態度調查，共計完成 1,620 份面訪調
查。為使調查結果順利發表，本會與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
亞民主研究中心延續合作，辦理「2015 年臺灣—緬甸『提升
民主品質』調查成果發表會」，由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率
團，偕同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Bridget
Welsh 資深研究員、黃凱苹博士後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黃旻華副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張傳賢助研究員、
吳文欽助研究員、本會國內推展組張佑宗主任、賴家賢助理
研究員於 104 年 8 月 23 日至 28 日赴緬甸仰光舉辦調查成果
發表會及記者會。本次調查成果分別向「少數民族政黨聯盟」
(United Nationalities Alliance, UNA)、仰光大學(University of
Yangon)、勃固省政府(Bago Regional Government)、歐盟駐緬
甸代表團(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Myanmar)等單
位發表，並舉行記者會，邀請公民團體、媒體及一般民眾共
同參與。調查成果發表會受到當地及國際媒體關注，並獲廣
泛討論及諸多好評，有助推動緬甸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並
促進臺緬雙方未來的合作與交流。
23.

與「上海東亞研究所」合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研討會」：
為持續推動兩岸關係之和平發展，並落實本會董事暨監察人
聯席會議之決議，以建立本會研究兩岸關係議題之權威性，
本會與「上海東亞研究所」於 104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假
臺北共同舉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研討會」
。本次會議議題包
括「沒有『各表』的九二共識之兩岸關係，行？不行？」及
「從亞投行的籌組看臺灣的國際參與」
，本會由葉金鳳常務監
察人、蔡政文董事、陳繼盛監察人、李永然監察人、黃淑玲
監察人、黃德福執行長、游清鑫副執行長、秘書組黃仁德主
任、國內推展組張佑宗主任、國際合作組彭士宏主任代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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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上海東亞研究所」由胡凌煒副所長率團共 7 人來臺與會。
會中邀請兩岸學者專家計 30 人與會並發表論文報告，會議成
果豐碩。
24.

辦理「東亞民主論壇」2015 年大會：
本會於 103 年 9 月 13 日聯合東亞地區之公民團體，假臺北召
開「東亞民主論壇」(East Asia Democracy Forum, EADF)成立
大會，該論壇為一提供會員交換意見、分享經驗及舉辦會議
之多功能平臺。為延續成立大會之成功經驗，本會與日本「亞
細亞經濟文化交流促進協會」於 104 年 9 月 11 日假日本石川
縣金澤市共同舉辦「東亞民主論壇」2015 年大會。本會由黃
德福執行長率團，偕同游清鑫副執行長、國際合作組彭士宏
主任、王宏忠研究員、周依蓁研究助理、秘書組蘇美珍副主
任，以及國內從事相關議題之學者專家與非政府組織代表與
會。本次會議主題包括「移民政策與民主發展」、「移民、移
工與區域安全」
、
「多元文化、原住民及人權」
，會議期間與會
者針對相關議題彼此交換意見。

25.

參加「民主社群」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
「 民 主 社 群 」 國 際 執 行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ISC)於 104 年 9 月 28 日假美國紐約舉辦會議，本
會資深研究員高英茂大使以委員身分應邀出席，與會成員於
會中對 ISC 未來兩年工作計畫進行討論與交流。

26.

辦理「104 年度國內補助業務」實地訪查：
為落實並提升本會國內受補助單位之業務執行，本會於 104
年 10 月 6 日至 20 日循例抽樣訪查 4 個國內受補助單位，以
瞭解其實際業務推動情形、組織架構、財務來源及計畫執行
狀況，受訪單位亦可針對本會國內補助業務提出建議。104
年度本會分別訪查「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宜蘭縣領袖發
展協會」、「社團法人世界和平婦女會臺灣總會」以及「異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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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27.

邀請學者赴克羅埃西亞札格瑞布大學講學：
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於 104 年 9 月 14 日再度與克羅埃西亞札
格瑞布大學(University of Zagreb)政治學院簽署學術備忘錄，
將中華民國講座納入該學院正式課程，並委由本會邀請兩位
學者前往該校教授臺灣經濟與政治等相關課程。本會邀請國
家安全會議劉大年副秘書長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赴該
校講授臺灣經濟課程，另邀請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所何思因教授於 11 月 23 日至 27 日赴該校講授臺灣政治課程。

28.

參加「世界民主運動」第八屆大會：
「世界民主運動」(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MD) 是
一集結民主人士的全球性網絡，為全球各地提倡民主與人權
運動者所參與之重要平臺。本會自第三屆大會起，皆派代表
團與會。
「世界民主運動」第八屆大會於 104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假韓國首府首爾舉行。本會由盧業中副執行長率團，偕同
國內從事相關議題工作及研究之非政府組織婦女代表與學
者，包括臺灣女科技人學會宋順蓮常務監事、財團法人宜蘭
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黃淑鈴執行長、財團法人拓凱教育基金
會許雅惠執行長、社團法人臺灣防暴聯盟廖書雯秘書長、
LIMA 臺灣原住民青年團洪簡廷卉創辦人、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李長晏副院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蔣麗君教授、臺南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馬群傑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沈有忠副教
授、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宏銘副教授等，及本會國際合
作組彭士宏主任、周依蓁研究助理共同與會。本次大會計有
約 400 位來自全球政界、學界及公民社會之領袖與代表出席，
並對公民社會、民主推動、自由和人權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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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赴緬甸觀察國會大選：
緬甸近年來在政治、經濟、人權方面進行各項改革開放措施
且頗具成效，並於 104 年 11 月 8 日舉行國會大選。為進一步
瞭解該國民主政治發展現況，本會於 11 月 3 日至 9 日由葉金
鳳常務監察人率團，偕同葉毓蘭董事、高英茂資深研究員、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傅恆德教授、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顧長永所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吳重禮研究員、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陳佩修特聘教授、政治大學國際關
係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孫采薇助理研究員、本會游清
鑫副執行長、國際合作組吳品璁研究員等人組團赴該國觀察
其國會大選。緬甸國會(Pyidaungsu Hluttaw)為兩院制，由民
族院(Amyotha Hluttaw, House of Nationalities，即參議院或上
議 院 ， 共 224 席 ) 及 人 民 院 (Pyithu Hluttaw,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即眾議院或下議院，共 440 席)組成，議員任
期 5 年。此次觀選行程由國合會駐緬甸辦事處安排，除於 11
月 8 日投票日當天赴投票所進行觀察外，訪團亦拜會緬甸國
會、聯邦選舉委員會、翁山蘇姬女士所屬政黨「全國民主聯
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仰光大學、歐盟
駐緬甸代表團、國際選制基金會(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 IFES)等單位，並與緬甸臺商總會會長及幹部
餐敘，使訪團對於緬甸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情勢有更
進一步的瞭解，並有助於臺緬雙方未來的合作與交流。

30.

赴中國大陸進行拜會：
本會盧業中副執行長於 104 年 11 月 15 日至 21 日前往中國大
陸上海及北京分別拜會「上海東亞研究所」、「上海臺灣研究
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及「全國臺灣研究會」。
本會與「上海東亞研究所」訂有交流計畫，本次盧副執行長
之拜會由該所章念馳所長接待，並與胡凌煒副所長、李惟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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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及該所同仁商討後續雙方合作事宜。另拜會「上海臺
灣研究所」
，由該所倪永杰常務副所長接待，雙方就臺灣民主
發展之經驗進行交流。盧副執行長後轉赴北京，拜會「中國
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及「全國臺灣研究會」
，由「中國社
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所長、
「全國臺灣研究會」執行副會長
兼秘書長周志懷先生，及該所朱衛東副所長接待，雙方就臺
灣民主轉型、地方治理之經驗及中國大陸內部發展等議題進
行交流。盧副執行長此行促進了中國大陸對我國民主發展之
瞭解，而本會超黨派之運作方式，亦有助於持續扮演促進兩
岸相互理解與認識之平臺角色。
31.

參加「國家與國家能力、民主及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捷克查理士大學政治學系與我駐捷克代表處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共同舉辦「國家與國家能力、民主及發展」(State and State
Capacitie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國際學術研討會，本
會特邀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盛杏湲主任代表本會前往捷克布
拉格與會，並以「國會與政治發展：臺灣的個案分析」為題
發表演講，闡述我國國會與政治發展的過程，讓與會者瞭解
社會的多元化與創意是我國民主的重要內涵，對於得來不易
的民主成就必須珍惜。

32.

辦理「少數族群、社區營造與民主人權」國際研討會：
為增進臺灣與日本非政府組織團體之交流，本會與日本「NPO
法人京都景觀論壇」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假日本京都
共同舉辦「少數族群、社區營造與民主人權」國際研討會。
本會由黃德福執行長率團，偕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陳張
培倫副主任委員、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陳永峰主任、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副教授、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
管理學系蔡志偉副教授、宜蘭縣泰雅族部落史編撰計畫委員
廖朝明博士、至善基金會達卡努瓦工作站阿布娪‧卡斐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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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長、至善基金會新竹工作站亞弼‧達利主任、新香蘭長老
教會戴明雄牧師、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鍾文觀校長、本
會秘書組蘇美珍副主任、國際合作組蕭嘉倫助理研究員、周
依蓁研究助理等共 13 人與會。會中與會者就臺日雙方少數族
群在各自社會上所面臨的議題進行熱烈討論與交流，透過臺
日的比較，強化雙方的自我認同，並經由藝術文化的交流，
豐富雙方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會議期間訪團亦參訪「在日
朝鮮人」與「部落民」居住社區，以加深對當地少數族群與
社區營造的瞭解。
33.

辦理第十屆「亞洲民主人權獎」：
本會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舉辦第十屆「亞洲民主
人權獎」頒獎典禮，邀請馬英九總統頒發獎座給尼泊爾的桑
妮塔．達努瓦(Sunita Danuwar)女士，王金平董事長頒發美金
壹拾萬元獎助金，以示肯定。達努瓦女士在尼泊爾是聲望極
高的女權運動者，她曾是人口販運受害者，後來成為防制人
口販運倡議者以及受害女孩與婦人的輔導者，目前為非政府
組織「夏克提．薩穆哈」(Shakti Samuha)的創始會員暨執行長，
致力於組織和賦權給人口販賣的受害者。達努瓦女士勇敢面
對社會訴說自己的遭遇，以喚醒社會大眾對於防制人口販運
之意識，並表示相當榮幸獲頒本屆亞洲民主人權獎，不僅是
對她長期投入婦女救援工作的肯定，亦是對所有人口販運受
害者之支持，此獎項代表來自國際社會的奧援。達努瓦女士
表示，目前世界各地仍有許多孩童與少女的基本人權遭到剝
奪、生命受到威脅，在在顯示救援工作是條漫漫長路，但她
堅信藉由持續地宣導與推動防制人口販運工作，並在國際社
會通力合作下，此一願景終將達成。

34.

持續辦理出版中英文版《2015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本會 104 年持續辦理出版中英文版《2015 中國人權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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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邀請國內學者專家龐建國、童涵浦、王文杰、辛翠玲、
楊開煌及魏艾等 6 人，分別從社會、政治、司法、經濟與環
境、教育與文化及臺商人權等六大面向，對中國大陸人權現
況進行多面向評估研究並提出報告，同時邀請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科學院趙建民院長撰寫總論，以供各界研究參考之用。
為落實本會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中，董事暨
監察人所提報告發行前應設立把關機制之意見，本會特別安
排期中內部討論會議及期末報告發表會議，並邀請本會董事
暨監察人共同參與，針對稿件內容提出修正意見，使報告更
臻完善。104 年 12 月 21 日期末報告發表會議出席之董事暨監
察人包括葉毓蘭董事、陳繼盛監察人及黃淑玲監察人於會中
均提出寶貴意見，稿件內容並依評論人、董事暨監察人所提
意見進行增修，再送學者專家進行審查，作者依審查意見做
最後修正以完成出版程序。本會預計於 105 年 3 月與 5 月分
別出版中文版與英文版《2015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一) 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執行數 60,180 千元，與預計數同。
(二) 財務收入執行數 289 千元，較預計數 360 千元，減少 71 千元，約
19.72%，主要係基金定存孳息多集中於下半年度所致。
(三) 管理費用執行數 10,651 千元，較預計數 11,920 千元，減少 1,269
千元，約 10.65%，主要係折舊尚未提列所致。
(四) 其他業務支出執行數 15,015 千元，較預計數 45,880 千元，減少
30,865 千元，約 67.27%，主要係自辦案及補助案尚未核結所致。
(五)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34,803 千元，較預計數 2,740 千元，
增加 32,063 千元，約 1,170.18%，主要係自辦案及補助案尚未核結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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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前年度決算數
金額
%

科

目

139,384 100.00% 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
金額
%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145,725 100.00% 145,600 100.00%

125

0.09%

業務收入

138,491

99.36%

政府補助基本營
144,725
運收入

99.31% 144,700

99.38%

25

0.62%

100

預算1.5億元，減
除挹注基金5,000
0.02%
千元、資本門275
千元。

業務外收入
893

0.64%

財務收入

142,366 102.14% 支出

1,000

144,725

0.69%

900

99.31% 144,500

99.24%

225

23.67%

20.47%

4,700

11.11% 基金孳息。

預算1.5億元，減
除挹注基金5,000
0.16%
千元、資本門275
千元。

業務支出
26,275

18.85%

管理費用

116,091

83.29%

其他業務支出

( 2,982)

-2.14% 本期賸餘(短絀－)

34,500

110,225

1,000

29,800

75.64% 114,70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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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78.78% ( 4,475)

0.76% (

100)

15.77%

-3.90%

-9.09%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項

目預

算

數說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1,000

本期賸餘(短絀－)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費用

4,737

應收款項

-

預付款項

-

應付款項

5,737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捐贈基金

(

5,000) 挹注基金

增加固定資產

(

275) 資本門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5,27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5,275

增加基金及公積

5,275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737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1,62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7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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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目 上 年 度 餘 額 本 年 度 增 ( 減 － ) 數 截至本年度餘額 說

科

明

基金
30,000

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

30,000

87,850

5,275

挹注基金5,000千
93,125 元、資本門275
千元

55,314

1,000

56,314

173,164

6,275

179,439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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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業務收入

138,491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144,725

預算1.5億元，減
除挹注基金5,000
144,700
千元、資本門275
千元。

業務外收入

893 利息收入

139,384 總

1,000

計

14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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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26,275 管理費用

34,500

29,800

11,871

17,280

11,980 25名員額
36 依人事作業要點核實計算8.5千元*12月

85

薪資支出
加班費

1,354

年終獎金

606

考核獎金

832
1,250
55
154
111
353
1,637
1,271
3,876
181
37
184
810
268
1,340

102
1,416

1,450 年終11,328千元/12*1.5月
550 依人事作業要點考核獎金

856

退休金準備金

1,236

保險費

1,710

784 以勞工局薪資投保級距7%計算103千元*12月
1,200 雇主負擔之員工勞健保費142.5千元*12月

63

職工福利

50 文康活動費等2,500元*25人

租金支出
文具用品
旅費
郵電費
修繕維護費
水電費
折舊
會議費
燃料費
勞務費
清潔費
印刷費
其他費用

150
150
400
2,100
1,500
4,387
250
50
300
900
400
1,250

150
150
400
2,300
1,800
5,400
250
50
700
900
400
1,250

116,091 其他業務支出

110,225

114,700

70,778
625

補助款支出

70,325

倉庫租金每月42,500元，103年起已無租用
紙張文具、印刷、印表機用碳粉及墨水匣等
派赴國內公務出差之差旅費
電話、傳真、簡訊通信及無線網路費
房屋、設備、車輛修繕及植栽等維護費
水費及電費
行政設備之折舊費用
舉辦董、監事會議等費用
公務車用油
會計師、代書及各項委託公費
會所環境清潔每月75千元*12月
簡介、年報等相關出版物印刷
書報雜誌及非屬上列之行政費用

74,400 國內外及政黨補助

委辦業務

1,800

1,800

3,625

兼職費

3,000

3,700 一般公務所需兼職人員之費用

1,308

保險費

1,400

1,100 財產保險及保全費

544
1,413
19,402
1,320
877

臨時人員酬金

700

700 短期或特定工作計畫所需遴用之臨時人員

租金支出

1,900

1,900 網站異地備援、資安及網路設備、影印機租用等

旅費

9,800

9,800 邀請國內、外學者及外賓之機票、食宿等差旅費

郵電費

2,000

2,000 郵寄費、網路服務費

修繕維護費

600

600 軟硬體設施及、網域維護費

-

廣告費

500

500 業務推廣之廣告支出

-

折舊

350

350 資訊中心設備之折舊費用

9,454

會議費

8,000

8,000 各項會議之場地、佈置、餐費等

1,728

勞務費

3,500

3,500 業務委託專業費用

1,107

印刷費

1,500

1,500 業務出版品印刷費用

1,111

稿費

1,500

1,500 業務撰稿費用

1,169

活動費

1,500

1,500 舉辦活動之相關佈置、攝影等活動費

385

禮品費

1,245
142,366 總

明

500

500 贈訪賓禮品

1,350

其他費用
計

144,725

1,350 會員費及非屬上列之業務費用
1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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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本

年

度

預

算

數說

租賃權益改良

-

交通及運輸設備

275 伺 服 器 設 備 、 儲 存 裝 置

機械及設備
什項設備

-

無形資產

-

總

明

275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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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預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4 年 ( 前 年 )
科
12月31日實際數

34,097
383
2,258
36,738

目

106 年 12 月 31 日 105年(上年)12月31日
比較增(減－)數
預
計
數預
計
數

產
資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
流動資產小計

75,000 基金

(

(

(

固定資產
13,659
租賃權益改良
85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6,769
機械及設備
20,717
什項設備
52,000 固定資產小計
31,870) 減：累計折舊
(
20,130 固定資產淨額
無形資產
1,361
無形資產(軟體)
1,361) 減：累計攤銷
- 無形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
2,799
什項資產(陳飾品)
134,667 資 產 合 計
負
債
流動負債
10,673
應付款項
17,868
預(代)收款項
28,541
負 債 合 計
淨
值
基金
30,000
創立基金
83,631
捐贈基金
累積餘絀(－)
7,505) 累積賸餘
106,126
淨 值 合 計
134,667 負債及淨值合計

77,361
400
1,500
79,261

71,624
400
1,500
73,524

5,737
5,737

85,000

80,000

5,000

15,367
899
17,444
28,938
62,648
49,396) (
13,252

15,367
899
17,169
28,938
62,373
44,659) (
17,714 (

275
275
4,737)
4,462)

-

-

-

2,542
180,055

2,542
173,780

6,275

616
616

616
616

-

30,000
93,125

30,000
87,850

5,275

56,314
179,439

55,314
173,164

1,000
6,275

180,055

173,780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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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人
職

類

（

稱

）

本 年 度 員 額 預 計 數說

執行長

1

副執行長

3 1位正職、2位兼職

資深研究員

1 兼職人員

主任

6 4位正職、2位兼職

副主任

1

研究員

2

副研究員

4

助理研究員

5

專員

2

組員

3

辦事員

2

總

3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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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本 年 度 預 算 數說

明

17,280 25名員額

薪資支出

102 依人事作業要點核實計算8.5千元*12月

加班費

年終獎金

1,416 年終11,328千元/12*1.5月

考核獎金

856 依人事作業要點考核獎金

退休金準備金

1,236 以勞工局薪資投保級距7%計算103千元*12月

保險費

1,710 雇主負擔之員工勞健保費142.5千元*12月

總

計

2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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