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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慧治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110年度 

壹、 財團法人概況（設立依據、設立目的、組織概況） 

一、設立依據 

本基金會依照民法及財團法人法組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慧治基金會」 

二、設立目的 

本會宗旨以推展有機農業及休閒農業，辦理有機農業推廣教育、農村綠美化、培

養有機農業人才，關懷弱勢族群，從事兒童及青少年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老

人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家庭支持、社會救助、社會工作服務等慈善社

會福利事項，依以上宗旨所辦理各項業務內容如下： 

本會宗旨以推展有機農業及休閒農業，辦理有機農業推廣教育、農村綠美化、培

養有機農業人才，關懷弱勢族群，從事兒童及青少年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老

人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家庭支持、社會救助、社會工作服務等慈善社

會福利事項，依以上宗旨所辦理各項業務內容如下： 

一、推展有機、觀光及休閒農業之規劃設計及經營。

二、推展有機農業教育、有機農業人才之培育。 

三、本有機農業之精神進行農村綠美化之研究、規劃及推展。

四、有機農業資源之開發及其管理。 

五、精緻農業推展及其有關產銷事項。 

六、農畜產品及農業藥物殘留之檢測與管理。 

七、捐贈或贊助社會公益、教育、文化、環保及有機農業推廣有關團體機構或個人之

公益活動，以關懷環境與增進生活品質。 

八、推展兒童及青少年福利服務事項，捐贈或贊助從事弱勢兒童青少年課業輔導及關懷弱

勢家庭之公益團體機構。 

九、推展婦女福利服務事項，捐贈或贊助從事關懷弱勢婦女之公益團體機構。

十、推展老人福利服務事項，捐贈或贊助從事關懷弱勢老人之公益團體機構。 

十一、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事項，捐贈或贊助從事關懷身心障礙者之公益團體機

構。 

十二、推展家庭支持、社會救助、社會工作服務及志願服務工作相關業務事項。 

十三、為推展有機農業、社會公益、關懷弱勢家庭、醫療慈善、國際賑災等社會福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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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得獎助或捐贈「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臺灣基督教門諾會

醫療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佛教慈濟醫療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慈濟學校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慧治教育協會」等公益團體機構，以推廣相關公益活動。 

十四、對慈善、教育、文化、弱勢族群、有機農業之相關事務與活動之規劃、評估、管

理、執行、贊助、人才培訓及成果之推廣。 

十五、有關復育山林之研究、規劃及推展。捐贈或贊助從事復育山林之公益團體機構。 

三、組織概況 

董事會組織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五人組成，本會董事任期四年。

第三屆任期(110.01.01-113.12.31) 

董事名冊 
 

職 稱 姓 名 

董事長 廖群 

董事 張尊國 

董事 高明志 

董事 林松樹 

董事 黃瑩如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年度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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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年度工作報告 
 

       一、業務工作報告                                        單位：新臺幣元 

工作項目 內  容 
實際支用 

達成效益 
金額 

行政管理費 
人事費 

行政管理費 
5,338,716    

捐助辦理 110 年度

慈科大建構農民學

苑推廣有機農業計

畫  

1.建構有機農業推廣中心 

2.建構農產加工試驗中心 

3.建構部落故事行銷中心 

2,516,893  

培育在地有機農業相關產業人才從事在

地服務，包括城鄉教育、產業創新農產

加工與文創行銷，帶動在地部落發展。

跨域產品開發：開發特色農產帶動農業

收益 

110 年度全國原住

民推廣有機農業田

間栽培及肥培管理

講習會 

計畫辦理 8 場全國原住民推廣有機

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會，

邀請有機農業病蟲害專家包括蔡志

濃老師、余志儒老師蔡依真老師、

林立老師、劉威忠老師、耿念慈老

師等，教導有關田間栽培肥培管

理、有機質肥料與生技產業之運

用、微生物肥培管理運用及有機農

業病蟲害管理及資材應用等  

   417,108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

農業發展基金

委辦計畫:  

農委會農糧署 

400,000元，財

團法人慧治基

金會 10,000

元，合計 

410,000元】 

110 年度辦理 10 場講習會，包括信義鄉

望鄉部落、泰安鄉士林部落、大安部

落、花蓮縣大本部落及玉里織羅部落、

拿彌散部落、都旮薾部落等及台東縣豐

濱靜浦部落，使原鄉農友吸收有機農業

新知識、病蟲害管理，有機資材運用，

瞭解目前有機農業的相關環境與政策，

實際操作觀摩朝向有機農業友善耕作的

目標邁進。 

捐助辦理 110 年度

補助弱勢兒少課後

照顧機構  

提供國內辦理偏鄉貧困弱勢家庭之

兒少課後照顧之公益機構相關補助

經費，包括課輔師資費、餐費、教

材費、寒暑期活動費及修繕設備費

等等。符合捐助章程第三條第八項

(機構名稱及捐助金額詳見附件) 

28,182,404  

幫助全台灣 76間機構，提供 2603名兒

童青少年於課後得到陪伴及課後照顧學

習的機會 

辦理 110 年偏鄉口

腔衛教 
預定在新北三芝辦理 315   因疫情暫緩辦理 

捐助辦理 110 年度

英文遠距教學計畫 

1.約 1-6 人一班，分級上課。 

2.每週授課 2次 1.5小時。 

3.實施前後測及學校考試，確認學

生學習狀況。 

4.學前相見歡及暑假營隊活動 5.舉

辦年度成果發表會  

650,000  

發展遠距教學解決偏鄉缺乏專業教師問

題，縮短城鄉差距,提升學生對英文的學

習興趣，透過英文分級學習讓學習更有

效益。110 年共幫助 12間機構 14 班 73

名弱勢兒少。 

捐助辦理 110 年度

情緒管理課程計畫 

中區-大雅場霧峰場竹山場/東區-

台東場/南區-台南場，共12家機構

參加。 

主題: EQ 學園~ 好人氣養成班 

課程目標:帶領孩子觀察自我和他

人的情緒變化，幫助孩子增強人際 

161,991  

協助弱勢兒少情緒管理，減少因衝動發

生憾事，同理他人家人安定心性，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有助於其未來發展 110

年共辦理七場 12 家機構及 128名弱勢兒

少參加。 

110 年慧治一句好

話圖文徵選活動 

1.鼓勵弱勢兒少從『小學生 365 靜

思語』中選擇一句好話圖文創作，

B4 圖畫尺寸可選用各類媒材（ 色

筆、水彩、蠟筆…… ），手動繪

製參加比賽 2. 線上頒獎典禮 

177,441  

推動「一句好話」圖文徵選活動，有 20

家機構 269位學生透過圖文創作研討小

學生 365靜思語的好話一句，學生在創

作時瞭解鼓勵人心的好話是無時無刻陪

伴著自己，是學習與生活中的好伙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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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導師讓弱勢青少年深入好話的意

涵，讓一句好話落實運用於生活中。 

捐助辦理 110 年

『閱讀新視界。健

康心世界』花蓮縣

青少年培力活動計

畫書 

1.教案培訓『健康繪本』故事達人

培訓營活動 

2.偏鄉幼苗閱讀包活動計晝 

3.【反毒大使】志工培訓 

4. 花蓮監獄親子閱讀計畫 

5. 偏鄉弱勢兒少「品格教育」人際

及生活能力訓練輔導 

1,133,845  

培訓講故事志工，協助傳達受刑人預錄

說故事錄音帶給孩子聽，每月定期關懷

受刑人家庭，辦理暑期偏鄉親子講故事

活動、反毒宣傳、性平講座及偏鄉弱勢

兒少品格教育活動。共服務 84位學童參

與者有 141 人次。 

捐助辦理 110 年多

元適性教育培力計

畫  

1.適性平台推廣計畫: 「生涯學習

歷程平台」操作種子志工培育計

畫、「生涯學習歷程平台」推廣計

畫、「東部資安體驗營」活動、平

台獎勵機制辦法適性 

2.多元活動辦理計畫: 技能檢定獎

勵、學習歷程檔案簡報製作研習暨

競賽、科系探索營、生涯探索營、

創新適性教師社群計畫及合心育苗

計畫 

3.適性教育軟體支持推動計畫 

符合捐助章程第三條第十三項 

捐助機構:社團法人慧治教育協會 

6,290,720  

110年從花東擴展到西部共推展到30所學

校，已完成 28 場教師研習，參加學生

5,203人，發表25,881 篇學習歷程。幫助

弱勢後段班青少年透過【e-Peer共學平

台】，以適性引導與智慧科技工具接軌

教育，學習記錄「學習歷程」讓學生平

時就能養成記錄習慣，協助不擅長自主

學習的學生，也能按部就班來學習，引

導發掘及發展自己潛能強項。【合心育

苗計畫】提供教師更多資源，搭配各校

特色的探究與實作課程，讓學生有更多

學習體驗及展能舞台，強化教師的教學

設計，階段性引導學生記錄歷程，協助

學生豐富學習歷程。 

捐助辦理 110 年晨

光品格營 

區域:花東國中小學 

時間:每學期13 周每周45分鐘。 

品格教育課程: 

1.「我真寶貴」~幫助孩子看見自己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保護自己不受

菸酒毒品的傷害； 

2.光明之子」~幫助棄絕負面思想，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3.勇於改變」~在困難當中學習成長

改變自己 

4.人緣高手」~學習與不同的人相

處，擁有美好人際關係； 

5.長大成熟」~教導成為長大成熟的

人需要擁有那些品格； 

6.展翅上騰」~對外發揮良好影響

力，幫助別人成長。從小一至國中

九年級以不同故事、不同課程內

容，。 634,080  

110年花東國小校園生命品格教育共 23 

校131 班，花蓮國中校園生命品格教育: 

共3校17班，約1650位學生。 

協助花東偏鄉地區國中小學校學生學習正

確價值觀、人際關係，正確溝通方式及

積極正面思考及行為模式。讓孩子在人

格成長最重要的階段，培養正確的價值

觀、思考模式、學習面對困難、在困難

當中學習成長改變自己，也學習如何與人

立界線，學習付出給予，學習與不同的人

相處。 

交大教育研發捐贈

案 

捐贈購買 三軸轉台Rate table 是

所有航太系統在進行航電次系統模

擬、校正與測試的基本儀器，也是

國際航太研究上的基本設備  

4,042,500  

捐贈交大研發教材以利提升科技產業教

育有鑑於航太科技日益蓬勃，如能在學

校端即開始培育學生熟悉此設備，將來

更能幫助他們無縫接軌進入產業界 

實際金額小計 49,546,0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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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運用計畫報告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項目 執行內容 實際支用金額 達成效益 

定存 定存一年期 9,900,000元 基金孶息運用於業務工作 

定存 定存一年期 9,900,000元 基金孶息運用於業務工作 

定存 定存一年期 200,000元 基金孶息運用於業務工作 

實際金額小計 20,000,000元 

 

 

 
 

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110年收入 8,743,141元， 支出 49,546,013元，餘絀 -40,802,872元。 

 
 

二、現金流量實況 

110 年期初現金 74,971,941元，期末現金 34,555,550元。 

 
 

三、淨值變動實況 

創立基金 30,000,000，110年累積餘絀 34,860,850元，                                     

淨值總額64,860,850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110年資產合計 65,440,500元，負債合計 579,650元， 

淨值 64,860,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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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財團法人慧治基金會 

收 支 營 運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1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決算

數 
科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明 金額 % 

(1) (2) (3)=(2)-(1) (4)=(3)/(1)*100 

     70,706,540  收入     52,415,000       8,743,141  (43,671,859) (83.32) 

 使

用 108 

& 109

年度

之結

餘經

費 

     70,212,000    業務收入      52,200,000       8,559,635  (43,640,365) (83.60) 

     70,212,000      受贈收入      52,200,000       8,559,635  (43,640,365) (83.60) 

        494,540    業務外收入        215,000         183,506  (31,494) (14.65) 

        194,340      財務收入        215,000         183,506  (31,494) (14.65) 

        300,200      其他業務外收入 - - - - 

            

            

     41,613,932  支出     52,381,070  49,546,013 (2,835,057) (5.41) 

     41,613,932    業務支出      52,381,070  49,546,013 (2,835,057) (5.41) 

      4,318,896      管理費用  5,327,300 5,338,716 11,416  0.21  

     37,295,036      勞務成本 47,053,770 44,207,297 (2,846,473) (6.05) 

            

     29,092,608  本期賸餘（短絀） 33,930  (40,802,872) (40,836,802) (120,3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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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財團法人慧治基金會 

現 金 流 量 決 算 表 
中華民國 11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年度 本年度 說明 

預算數 決算數 金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短絀)       33,930  (40,802,872) (40,836,802) (120,356.03) 

  利息股利之調整         

    利息收入          -    (183,506) (183,506)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賸餘(短絀)          -    (40,986,378) (41,020,308)   

  調整非現金項目：         

    折舊及攤銷          -    220,000  220,000    

    預付費用增加          -    (64,950) (64,950)   

    應付款項增加          -    213,791  213,791    

    代收款增加          -    17,640  17,640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    (40,599,897) (40,599,897)   

  收取之利息          -    183,506  183,506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3,930  (40,416,391) (40,450,321) (119,216.9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             -             -    0.0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             -             -    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33,930  (40,416,391) (40,450,321) (119,216.9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4,971,941  74,971,941           -    0.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5,005,871  34,555,550  (40,450,321) (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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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財團法人慧治基金會 

淨 值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11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年度期初餘額 
本 年 度 

本年度期末餘額 說 明 
增 加 減 少 

基金           

  創立基金 30,000,000     30,000,000   

            

            

            

            

            

公積 0     0   

            

            

            

            

累積餘絀            

累積賸餘  75,663,722    40,802,872 34,860,850    

            

            

            

            

            

淨值其他項目 0   0  0   

            

            

            

合 計 105,663,722   40,802,872 64,86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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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財團法人慧治基金會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110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明 金額 % 

(1) (2) (3)=(2)-(1) (4)=(3)/(1)*100 

   資     產        

  

流動資產        

  現金 25,000  25,000  0  0.00  

  銀行存款 34,530,550  74,946,941  40,416,391  117.05  

  預付費用 114,950  50,000  (64,950) (56.50) 

投資、長期應收款 

貸款及準備金 

  準備金 

 

 

30,000,000  

 

 

30,000,000  

 

 

0  

 

 

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770,000  990,000  220,000  28.57  

  資 產 合 計 65,440,500  106,011,941  40,571,441  62.00  

   負     債        

流動負債         

  應付費用 540,864  327,073  (213,791) (39.53) 

  代收款 38,786  21,146  (17,640) (45.48) 

  負 債 合 計 579,650  348,219  (231,431) (39.93) 

   淨    值        

基金        

創立基金 30,000,000  30,000,000  0  0.00  

累積餘絀 34,860,850  75,663,722  40,802,872  117.04  

         

淨 值 合 計 64,860,850  105,663,722  40,802,872  62.91  

負債及淨值合計 65,440,500  106,011,941  40,571,441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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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會 計：顏素呈

董 事 長 ：廖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