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 

團體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麥子園愛慈協會 

活動名稱 讓愛溫暖我們的心 

*備查方式 線上申請  

目的 

為籌募課後陪讀班 之膳費、講師費、交通費費用等，結合善心人士推動

祥和社會，激發社會大眾愛心幫助弱勢家庭之孩童，蔚為愛人助人之中華

傳統美德。  

* 活動代號 108020002    

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8/02/15 至 109/02/14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8/02/15 至 109/02/14 止  

許可文號 新北府社團字第 1080226095 號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 

*109/02/14 勸募所得 70,157 元  

*109/02/14 利息收入 18 元  

合計 70,175 元  

::募款活動期間支出::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本會自籌支應 合計 

必要支出-交通費  100x3x12=3600 0 元  0 元 0 元 

必要支出-業務費  5000 0 元  0 元 0 元 

志工交通費及誤餐費  100 元×24 次(20 人) 0 元  48,000 元 48,000 元 

膳費  50 元×5 天×44 週(30 人) 70,175 元  259,825 元 330,000 元 

講師鐘點費  800 元×2 小時×7 次(10 人) 0 元  112,000 元 112,000 元 

保險費  5 次×100 元(30 人) 0 元  15,000 元 15,000 元 

 

合計 
 70,175 元   434,825 元   505,000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70,157 元 

利息收入 18 元 

支出 70,175 元 

合計 0 元   

本案已自籌支應金額 434,825 元 

申請日期 109/03/10  

最後補件日期 109/03/10  



::募得款使用情形報告:: 

團體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麥子園愛慈協會 

活動名稱 讓愛溫暖我們的心 

備查方式 線上申請  

目的 

為籌募課後陪讀班 之膳費、講師費、交通費費用等，結合善心人士推動祥

和社會，激發社會大眾愛心幫助弱勢家庭之孩童，蔚為愛人助人之中華傳

統美德。  

* 活動代號 108020002  

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8/02/15 至 109/02/14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8/02/15 至 109/02/14 止  

許可文號 新北府社團字第 1080226095 號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 

*109/02/14 勸募所得 70,157 元  

*109/02/14 利息收入 18 元  

合計 70,175 元  

::募款活動期間支出::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本會自籌支應 合計 

必要支出-交通費 100x3x12=3600 0 元  0 元 0 元 

必要支出-業務費 5000 0 元  0 元 0 元 

志工交通費及誤餐費 100 元×24 次(20 人) 0 元  48,000 元 48,000 元 

膳費 50 元×5 天×44 週(30 人) 70,175 元  259,825 元 330,000 元 

講師鐘點費 800 元×2 小時×7 次(10 人) 0 元  112,000 元 112,000 元 

保險費 5 次×100 元(30 人) 0 元  15,000 元 15,000 元 

合計  70,175 元  434,825 元 505,000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70,157 元 

利息收入 18 元 

支出 70,175 元 

合計 0 元 

本案已自籌支應金額 434,825 元 

申請日期  109/03/18  

最後補件日期  109/03/31  



公益勸募捐款明細表 

公益勸募字號 :1080226095 號 期間:1080215-1090214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1080215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218 周欣欣 2,000 

1080227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313 巖玉惠 10,000 

1080319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326 鄭健敏 1,000 

1080326 林純社青團契 1,000 

1080411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423 鄭健敏 1,000 

1080513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517 曾秀玉 1,000 

1080530 鄭健敏 1,000 

1080620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703 鄭健敏 1,000 

1080711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808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829 鄭健敏 1,000 

1080923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0930 鄭健敏 1,000 

1081017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81101 鄭健敏 1,000 

1081211 李輝刷信用卡 1,000 

1081211 鄭健敏 1,000 

1090113 李輝刷信用卡 500 

1090120 鄭健敏 1,000 

1080304 蔡俊楠 1,000 

1080227 2/27 公益勸募 詹孟瑜 1,500 

1080228 2/28 公益勸募 黃俊泓 2,400 

1080228 2/28 公益勸募 黃康婷 2,400 

1080228 2/28 公益勸募 謝素蘭 1,500 

1080303 0303 陳慈德 5,000 

1080310 0310 通通設計 5,000 

1080310 0310 可椅裝修 8,000 

1080310 0310 宙侖有限 8,200 

1080327 0327 謝素蘭 1,500 

1080331 3/31 陳燦杰 王紫緹 1,957 

1080331 0331 廖小磊 200 

1081112 11/12 蕭素妝捐款 2,000 

合計  70,157 

 





































社團法人中華麥子園愛慈協會協會 

募款活動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勸募活動名稱： 

 讓愛溫暖我們的心 

 

二、目的： 

    執行高關懷兒童陪伴教育計畫，培訓並安排志工利用上課及暑假期間給予偏差兒童心靈與

實質陪伴。 

  

三、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08年 2月 15日起至 109年 2月 14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08年 2月 15日起至 109年 2月 14日止 

 

四、許可文號： 

  北府社團字第 1080226095號函同意辦理。 

  

五、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70，157元+利息$18元 

    合計 $70,175元 

收入 

108/2/15-109/2/14 $70，157元 

108/6/21+108/12/21利息收入 $18元 

    

合計 $70,175元 

支出： 

    募款相關支出金額 $0元（勸募活動經費及手續費支出由本院自行吸收） 

支出 

項目 募款金額+自籌金額=合計 

志工交通費及誤餐費 $0+48000=48000元 

膳費 $70175+259825=330000元 

講師鐘點費 $0+112000=112000元 



保險費 $0+15000=15000元 

合計 $70175+434825=505000元 

  

淨收入$70,175元－支出$70175+自籌 12322元＝餘額 $0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自籌 $70,157元+12322 

利息收入 $18元 

勸募支出 $82497元 

    

合計 $0元 

  

六、相關照片(請註明時間、地點、內容) 

  

 時間 學員回饋 

親子才藝活動:草頭寶寶 

地點:麥子園陪讀班 

1081109 親手用泥巴做可愛的玩偶，期待長出頭髮 

 



  

活動名稱 時間 學員回饋 

休閒活動:親子同樂會 

地點:板橋活動中心 

1080720 看到西瓜哥哥在台上和我們一起玩，好開心 

  

活動名稱 時間 學員回饋 

陪讀班平日生活 

地點:麥子園陪讀班 

1081213 感謝志工老師煮的飯菜，好好吃感恩 

 



  

活動名稱 時間 學員回饋 

不一樣獎學金 

地點:新莊五工二路 

1090111 學習與自己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