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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公民影響力 

2011 回顧與展望 
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1.1.12 

 

敬致地球公民之友： 

2012 新年快樂！ 

首先要感謝大家在 2011 年對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支持和協助，今年送給大家的春聯是

「「「「四季平安四季平安四季平安四季平安」」」」，這是和癌症奮鬥五年多的楊博名董事所提的句子，在此祝福他身體健康，

也祝福大家一年四季都平平安安，能夠在生命的逆境中奮進不懈！今年，我花了幾天，寫

了近 1200 張，寫著寫著，彷彿在抄寫經文，感謝有此因緣，得以好好寫這四個字。 

 

首先要向大家報告首先要向大家報告首先要向大家報告首先要向大家報告「人事與組織」。。。。2011 年，基金會的專職成長至 10 人，新聘的專

職是袁袁袁袁庭堯庭堯庭堯庭堯專員（網路、宣傳），以及蔡中岳蔡中岳蔡中岳蔡中岳主任（花東辦公室主任、政策研究員，2011.11

到職），2012 年初再新聘曾雨涵曾雨涵曾雨涵曾雨涵研究員（蘇花改專案），新的一年專職分工如表 1，三位年

輕人的加入，大大的降低了基金會專職的平均年齡。 

另外，地球公民的花東辦公室，暫時設立在專職黃黃黃黃斐悅斐悅斐悅斐悅老家（花蓮吉安鄉）。斐悅家

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老房子，這一年中面臨著道路拓寬徵收的威脅，令人振奮的是，透過

黃家和社會的努力，老房子已被列為暫定古蹟，有機會可以保存下來了，所以地球公民基

金會的花東辦公室，可能就是位於縣定古蹟上了。 

基金會工作伙伴的努力和優異表現大家有目共睹，雖然領的薪水低於全台灣 800 萬受

雇者平均收入，又得常常處理時間緊迫的議題，承受很大的壓力，然而再忙、再累也沒有

怨言。更難得的是，「「「「一人當選一人當選一人當選一人當選、、、、二人服務二人服務二人服務二人服務」」」」，另一半都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有些更成了

常態義工。能為自己的理想、社會公義努力，又能得到家人和眾人支持，我們認為是一種

難得的幸福。 

會務工作，不僅有賴於專職的努力，各種活動和行動更需要義工的參與，在此要特別

感謝已卸任的義工召集人黃裕文老師及所有參與的義工，2012 年的新召集人是十幾年的

資深義工傅志男董事，副召集人則由他的另一半林美杏老師，以及謝明儒老師擔任。 

人生因共同理想而聚合之因緣最為難得！地球公民董監事會、專職、義工以及捐款

人，大都是十幾年互相支持的好朋友，有幸為共同理想成了工作團隊，這樣的因緣，我認

為不僅是地球公民的資產，更是台灣社會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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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專職分工表 

高雄辦公室高雄辦公室高雄辦公室高雄辦公室 台北辦公室台北辦公室台北辦公室台北辦公室 

執行長 李根政 辦公室主任 李怡蒨 

副執行長 王敏玲 研究員（工業．高科技） 呂翊齊 

研究員（山林） 楊俊朗 研究員（蘇花改專案） 曾雨涵 

研究員（工業．水污染） 蔡卉荀 花東辦公室花東辦公室花東辦公室花東辦公室 

研究員（網路、宣傳） 袁庭堯 辦公室主任．國會政策 蔡中岳 

專員（行政與會計）。 蔡姍燁 研究員（花東議題） 黃斐悅 

 

議題發展與行動 

2011 年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初發年。我們的日常工作，含括了研究調查、行動、教

育，一年中，本會共主辦了 1 場遊行，14 場次的記者會及行動，7 次發表書面聲明，這

些行動取得了相當成果，摘要說明如下，有關本會在人力和財力的配置，請進一步參閱附

件「2011 工作績效概況表」。 

〔阻止國有土地財團化〕，我們成功刪除了「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將國有土地財團

化的條款，阻擋了違反環境社會永續的「原住民地區發展條例」，以及「離島建設條例」

的開發鬆綁條款，這些法案影響範圍廣及台灣所有自然資源最豐富的非都市地區國土，影

響極為重大。 

〔保護森林〕另外，為避免伐木再造林，我們在 2010 年要求林務局增訂「獎勵造林

審查要點」已開始實施，不過徒法不足以自行，經過我們的調查，仍持續有著伐木再造林，

領取政策獎助的案例，正持續追蹤當中。而為保護台灣低海拔天然林免於遭受養菇產業的

伐木威脅，我們要求中央政府制定的「限制伐木補償」辦法，已通過農委會的審查，但是

經建會以每年 14 億的支出太高為由，並未通過此一政策，我們仍將持續努力。 

〔促成畫設 82 公頃溼地公園〕由於本會與茄萣生態文化協會等團體的努力，運用高

雄縣市合併的政治時機，我們成功的促成原本被都市計畫定為住商用地 82 公頃的茄萣

溼地，變更為溼地公園用地。 

〔減少工業廢水毒害〕同時，透過立法院的槓桿，要求環保署於 2011 年公告了「石

化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業放流水標準」，將有助於減少這二個產業對河川水體的污染，

這是遲到超過 40 年的法規。但是，攸關毒性化學物質源頭管理的「化學安全署」、「職

業安全衛生法」等，在立法院的怠惰、特定立委的技術杯葛下並未通過。 

〔反對石化業擴張〕這二年間，地球公民積極參與了反對國光石化在彰化海岸的開發

案，由於社會各階層、社群的集體努力，迫使政府在 422 地球日宣布撤案，這是近幾年

來反石化業擴張的重大勝利。同時，我們在石化業重鎮──高雄的努力也未曾放鬆，我

們持續揭露台塑仁武廠、林園三輕等石化業的污染，支援地方行動，倡議政府兌現後勁

五輕 104 年關廠承諾、大社工業區 107 年改為乙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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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廢鋁渣非法棄置〕高縣鳥松、仁武 6 處倉庫被非法棄置近萬噸廢鋁渣已 2 年

多，地主和居民飽受毒物威脅，經本會聯合台南社大出面要求政府及非法業者出面處置

後，成功移除了近萬噸廢鋁渣至合法掩埋場，然而，台灣有害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情況

仍十分嚴重，極待持續關注，但我們的人力有限。 

〔辦理 430 廢核遊行〕日本發生 311 核災之後，台灣迫切需要匯聚民間社會的力量，

順勢要求政府檢討核能政策。我們在 4 月 30 日辦理一場反核遊行，我們的專職額外承

擔了這項非計畫中的工作，和各社團充分合作，義工們也熱情參與各種行動，最後我們

促成了一場 3,000 人的大遊行，是南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反核遊行。 

 

教育與宣傳 

教育是改變價值觀、促成行動的關鍵。地球

公民透過出版、網路、演講、戶外實查等形式，

致力提昇人民環境意識，連結社會正面力量，壯

大公民社會。 

〔出版〕在總編輯王敏玲及美編何俊彥，及

專職、董監事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出版地球公民

通訊 3 期、簡介及募款袋各一款、T 恤 3 款。 

附圖是新設計的台灣希望樹，我們以綠色和

橘色，搭配「為愛行動」、「為義鬥爭」做成了二

款 T 恤。 

〔網路〕這一年中，除了既有官網的經營外，

在網路義工黃修文、美編義工何俊彥、專職袁庭

堯的努力下，新的官網即將於 2/1 正式開張；Facebook 粉絲也超過 2,800 人，回應和連結

的朋友越來越多；電子報則以 2 週一次頻率定期發送；同時，我們也加強了專題影片的製

作，共發行了 12 支短片；強化了媒體通訊、新聞通知、新聞稿發送的效能。 

〔37 場講座與活動〕2011 年，高雄辦公室承辦了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環保教育

專案，中社與南社共 13 場室內講座，及南社 4 場戶外研習活動，與高海科大合辦 4 場科

普講座、1 場研討會，自辦講座 9 場；台北辦公室則辦理講座 7 場（含國會志工培力）；

籌備在高雄駁二的展覽：『家』─是什麼使今日的生活如此的不同？ 

〔127 場對外演講〕這一年，我們的專職演講行旅遍及全台，李根政執行長演講了

76 場、王敏玲副執行長 21 場、蔡卉荀研究員 11 場、楊俊朗研究員 5 場、黃斐悅研究員

14 場，共計 127 場次。不管人多或少，我們深入小學、中學、大學等各級學校，我們到

社區、社團、工會分享對話，每一場次聽眾人數最少的僅有 7、8 人，最多的一場則達 2,600

人，總計超過一萬人，聽到、看到了地球公民的理念與行動，其中，有部分人士成了我們

的捐款人，以實際的行動支持我們。對外演講是本會目前最重要的教育及募款行動，同時，

來自人們面對面的回饋與肯定，更強化了我們的使命感，成為正向循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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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來捐款】 

接近年底（12/19）時，住在高雄鳳山的蔡阿公

（是一位老鞋匠）到地球公民辦公室對面的博正

骨科就診，特地叫兩個女兒推他過馬路、上 9

樓，親手將 4張 500元鈔票塞進根政手裡。阿

公一直對我們呵呵微笑、充滿慈愛地鼓勵，那滿

是皺紋的臉上散發冬日的溫暖，我們心裡想著：

要更努力，替阿公守護這片土地。 

 

募款與財務 

 

一份捐款代表一分力量，捐款無分大小。多年來我們持續鼓吹每個月捐出 1％所得，

是希望每個人在能力範圍內做出貢獻，讓更多人歡喜、無負擔的盡一份心。 

2011 年地球公民的捐款人數為 1,419人（比 2010年增加 405人）；其中定期捐款人

468人（比 2010年增 139人），捐款人分布於全台各地（如附圖）。 

2011 年基金會收入約為 789 萬，其中約 83 萬是來自地球公民協會預留準備金的捐贈，

因此，今年度的實質收入總額約為實質收入總額約為實質收入總額約為實質收入總額約為 706 萬萬萬萬；基金會的支出約為 597 萬，加上協會 1-6 月人

事、業務費支出約 104 萬（詳如表 2、3、4），所以實質支出約為實質支出約為實質支出約為實質支出約為 701 萬萬萬萬，因此，2011 年

的收支接近平衡。 

在此感謝所有捐款、捐物資、捐人力、捐心意的好朋友們，地球公民基金會如果能做

出一些有益於這塊土地、社會的事，都要感謝您的支持，當我們的靠山！新的一年，請您

繼續支持，並且爭取更多親朋好友的加入！ 

 

2012 年人力與財務新增需求 

〔新增人力規劃〕經過多次的內部會議討論，我們回顧了過去的工作項目，考量台灣

社會的需求，將基金會關注的工作區分為：氣候變遷與能源、山林水土（含守護花東）、

工業污染、生活與環境、國會與政策、教育推廣等六大項，希望每個工作項目都有專人長

期關注。 

因此，去年底我們增聘了蔡中岳先生，負責國會與花東事務，原國會工作專職李怡蒨

就改為關注氣候變遷與能源，預估 1 年新增人事、業務費約為 50 萬元。 

另，由於山林水土、教育推廣、行動與募款統籌等業務繁重，也希望能夠在今年度各

增聘一名專職，預估 2 位專職、業務費約為 100 萬元。但目前尚無經費支持，將視募款情

形召募新人。 

〔家 環境藝術展〕 多年來，我們深刻感受高雄嚴重的工業污染，值得台灣社會省

思，所以我們和幾位藝術家策劃了一場在高雄駁二的展覽，「「「「家家家家．．．．環境藝術展環境藝術展環境藝術展環境藝術展」」」」──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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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今日的生活如此的不同使得今日的生活如此的不同使得今日的生活如此的不同使得今日的生活如此的不同？？？？展期從 3/10～4/29，長達 50 天，預計將有數萬人前來參觀，

這是全台首創的環境藝術展，除了靜態的展出，我們也將安排「室內講座」、「戶外環境考

察」、「出版教育手冊」，這段期間可以說是 2012 年最密集的宣傳教育活動。預估這項展覽

需募款約 70 萬元。 

總計，2012 的新增人力的募款需求約為 50～150 萬元，專案募款約 70 萬元，合計約

120-220 萬元，總預算數約為 900 萬元左右，這是 2012 年的募款目標。 

 

世界紛亂，一睜眼處處是災難、不公不義，我們的存在不僅是在守護當代及後代子孫

的生態環境，更是為世間保有善良、無私的遠見，愛鄉愛土、為子孫負責的人性，持續為

台灣增長良善的文化基因。 

 

守護家園守護家園守護家園守護家園，，，，需要持續的關注需要持續的關注需要持續的關注需要持續的關注！！！！ 

 

地球公民基金會需要您的支持地球公民基金會需要您的支持地球公民基金會需要您的支持地球公民基金會需要您的支持！！！！ 

 

 

廖本全董事長 

蘇振輝、楊博名、杜文苓、詹順貴、黃煥彰、傅志男等全體董事 

陳銘彬、董美里、劉思龍等全體監事 

執行長．李根政暨全體同仁上 

2012.1.12 

 

 

2011.9.25 董監事與專職伙伴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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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12 月月月月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捐款 專案計劃 利息 活動 其他 總計 

金額 7,014,551 789,858 22,128 14,000 52,900 7,893,437 

占比 90% 9% 0% 0% 1% 100% 

活動收入, $14,000,

0%

利息收入, $22,128,

0%

其他收入, $52,900,

1%

專案計劃收入,

$789,858, 10%

捐款收入,

$7,014,551, 89%

專案計劃收入

其他收入

捐款收入

利息收入

活動收入

 

 

表表表表 3、、、、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12 月月月月支出支出支出支出（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人事費 辦公費 業務費 購置費 社會捐贈 專案/活動 雜項 進修 總計 

金額 3,442,474 963,712 476,661 190,330 139,325  691,104  60,500 6,000 5,970,106 

占比 58% 16% 8% 3% 2% 12% 1% 0% 100% 

進修支出進修支出進修支出進修支出, , , , 6666 ,,,,000 000 000 000 , , , , 0000 %%%%

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  $,  $,  $,  $ 3333 ,,,,442442442442 ,,,,474  474  474  474  ,,,,

58%58%58%58%

雜項支出雜項支出雜項支出雜項支出, , , , 60606060 ,,,,500  500  500  500  , , , , 1111%%%%

專案計劃專案計劃專案計劃專案計劃//// 活動支出活動支出活動支出活動支出,,,,

691,104 , 12%691,104 , 12%691,104 , 12%691,104 , 12%

社會捐贈支出社會捐贈支出社會捐贈支出社會捐贈支出, , , , 139139139139 ,,,,325325325325

, 2%, 2%, 2%, 2%

購置費購置費購置費購置費, , , , 190190190190 ,,,,330 330 330 330 , , , , 3333%%%%

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 , , , 476476476476 ,,,,661 661 661 661 , , , , 8888 %%%%

辦公費辦公費辦公費辦公費, , , , 963963963963 ,,,,712 712 712 712 , , , , 16161616 %%%%

人事費

辦公費

業務費

購置費

社會捐贈支出

專案計劃/活動支出

雜項支出

進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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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協會 201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6 月月月月收收收收支支支支（單位：新台幣．元） 

1~6 月總收支 1~6 月各項支出 

總收入 243,414  人事費 辦公費 業務費 專案/活動 雜項支出 捐贈支出 

總支出 1,868,519 859,197  151,938   16,000  9,679    847   830,858  

說明：本會財務收支每月經本會常務監事審核，並委託林宥彤會計師記帳(考試院及格證書（94）專普帳字第

004792 號、記帳士證書（95）台財稅證字第 00383 號、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執業字號南區國稅登字第 s028

號記帳)。財務報告及捐款名單於每年 3、7、11 月，刊載於《地球公民通訊》。 

 

地球公民捐款人分布圖 2011.12  

 

    

說明： 

1.截至 2011.12.31為止，地球公民

總捐款人為 1,419人（比 2010增

加 405人），其中定期捐款人 468

人。 

2.數字顯示例：高雄市（238/782）

表示有 782位捐款人，其中的 238

位為定期捐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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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地球公民基金會工作績效概況表 

說明：這是首度嘗試結合我們的工作和經費支出，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希望有助於呈現我們一年中的各種工作績效，以及人力和物力的配比。經費支出

是以 2011 年基金會的支出（5,970,106）為基礎，不包括 1-6 月協會未解散階段的支出。由於要把質性的工作量化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把分散經費支出明

確規於特定項目，也不一定能做得很精確，所以這是一個提供參考的概況表。 

A.議題部分，占所有人力和經費約 48％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011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進度進度進度進度／／／／社會分工社會分工社會分工社會分工 2011 人力人力人力人力＋＋＋＋經費概估經費概估經費概估經費概估 2012 工作規劃工作規劃工作規劃工作規劃 
2012 人力人力人力人力與募款需與募款需與募款需與募款需

求求求求 
氣候變氣候變氣候變氣候變遷與能源遷與能源遷與能源遷與能源（（（（3.5％）％）％）％）  

一一一一.反核與能源反核與能源反核與能源反核與能源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1.辦理高雄 430 廢核遊行，為高雄有史首場反核大遊行，

計有約 3,000 人參與／本會主辦，友團協辦。 
2.辦理講座 3 場、電影放映及座談 1 場／本會主辦。 

人力：蔡卉荀 0.15 人（王敏

玲支援） 
人事費 66,962 元 
業務費：廢核遊行 145,175
元 
合計：212,137 元 

議題人才培養階段，關注溫室氣體減量

法、能源稅法等能源政策。 

人力：新增 1 人，由原

國會工作專職李怡蒨改

任。 
募款需求：增 50 萬人

事、業務費。（尚待募

款） 

山林水土山林水土山林水土山林水土（（（（16％）％）％）％） 

二二二二.全國森林全國森林全國森林全國森林、、、、

南部水資源及南部水資源及南部水資源及南部水資源及

國土國土國土國土 

1.林務局增訂「獎勵造林審查要點」，避免伐木再造林／本

會主導。 
2.推動中央政府「限制伐木補償」政策／已送出農委會，進

行中／本會主導。 
3.保護 700 公頃良田、水資源，持續阻擋「吉洋人工湖」

／進行中／本會與美濃愛鄉協會等地方社團共同推動。 
4.茄萣溼地 A 區 82 公頃住商用地，已變更為溼地公園用地

／本會與茄萣生態文化協會共同推動。 
5.墾丁後灣京棧飯店開發案／進行中／配合、支援友團。 
6.阿朗壹古道(台 26 公路)案／進行中／配合、支援友團。 
7.國道七號案／進行中／本會與高雄市野鳥學會共同推動。 
8.再生衛生紙推廣／進行中／本會主導。 
9.山林濫墾調查。 

人力：楊俊朗 0.9 人，人事

費 401,771 
業務費：差旅 27,140 元 
合計：428,911 元 

1.監測審查要點是否確實落實；2.繼續與

中央政府對話，尋找切入點；3.與社區串

連，參與環評會；4.與高市府對話，尋找

切入點；5、6、8.開發更多團體認識此

議題；7.與社區串連，參與環評會。 
9.加強山林濫墾調查及行動。 
 

人力：預計增專職 1 人。 
募款需求：增 50 萬元人

事、業務費。（尚待募

款） 

三三三三、、、、守護守護守護守護花東花東花東花東 

1.阻止「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將國有土地財團化／本會主導

與友團合作。 
2.萬里、鹿鳴水力電廠／進行中／與友團共同推動。 
3.關注山海開發案／進行中／與友團共同推動。 

人力：黃斐悅 0.8 人，人事

費 318,970 
業務費：差旅 40,366+專案

183,943=224,309 元 

1.持續關注花東發展條例後續經費運用。 
2.持續關注萬里、水力電廠的進度。 
3.監督蘇花改工程的生態破壞。 
4.持續關注山海開發個案，進行開發案盤

人力：已增兼職 1 人．

蔡中岳、專職 1 人．曾

雨涵（蘇花改）。 
募款需求：增 50 萬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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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543,279 元 點。 事、業務費（已有捐款

人） 

工業污染工業污染工業污染工業污染（（（（18％）％）％）％） 

四四四四、、、、高雄工業污高雄工業污高雄工業污高雄工業污

染染染染 

1.反對石化業擴張（國光石化撤案）／配合、支援友團。 
2.揭露石化污染（台塑仁武廠、林園三輕）／進行中／本會

主導。 
3.倡議政府兌現後勁五輕 104 年關廠承諾、大社工業區 107

年改為乙種工業區／進行中／支援地方行動。 
4.推動環保署公告「石化業放流水標準」／本會主導。 
5.高雄廢鋁渣案結案／本會主導。 

人力：王敏玲 0.55 人＋蔡卉

荀 0.7 人， 
人事費 567,618 元 
業務費：差旅 32,636 元 
合計：600,254 元 

1.推動空污總量管制。 
2.阻擋石化業擴張。 
3.揭露灌溉水污染行動。 

人 力 、 募 款 需 求 ： 同

2011 年。 

五五五五、、、、責任科技責任科技責任科技責任科技 

1.推動環保署公告「晶圓半導體業放流水標準」／本會主導。 
2.推動成立「化學安全署」，落實毒化物源頭管理／進行中

／本會主導。 
3. 追蹤中科三、四期及竹科、宵裡溪污染／支持地方行動。 

人力：呂翊齊 1 人 
人事費：446,412 元 
業務費：25,915 元 
合計：472,327 元 

1、毒管法修法（Reach 源頭管理與資訊

公開） 
2、強化放流水末端管制。 
3、特定毒化物調查（PFCs）與重點個

案持續追蹤。 
4、「挑戰晶片」出版及相關推廣活動。 

人 力 、 募 款 需 求 ： 同

2011 年。 

國會國會國會國會（（（（6.6％）％）％）％） 

六六六六、、、、國會法案國會法案國會法案國會法案、、、、

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預算案 

1.阻止「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將國有土地財團化／本會主導

與友團合作。 
2.讓「原住民發展條例」撤案／本會主導與友團合作。 
3.推動環保署公告「石化業、晶圓半導體業放流水標準」。

／本會主導。 
4.推動成立「化學安全署」，「職業安全衛生法」，落實毒

化物源頭管理／進行中／本會主導與友團合作。 
5.關切溫室氣體減量法、能源稅法進度／進行中。 

人力：李怡蒨 0.85 人 
人事費：379,450 元 
業務費：13,663 元 
合計：393,113 元 

1.透過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改變行政規

則、政策。 
2.推動成立化學安全署，落實毒化物源頭

管理。 
3.關切溫室氣體減量法、能源稅法及其他

環境法案及預算案進度。 
 

人力：調整職務，改為

蔡中岳。 
募款需求：同 2011 年。 

議 題 統 籌議 題 統 籌議 題 統 籌議 題 統 籌

（（（（3.7％）％）％）％） 
李根政執行長統籌議題相關議題之推動。 

人力：李根政 0.4 人 
人事費：211,138 元 
業務費：12,356 元 
合計：223,494 元 

  

合合合合計計計計     

備註： 
1.2011 年總人力以 9 人計算；人事費是包括薪資、勞健保

及勞退金等總成本。 
2.經費概估部分，業務費僅採計差旅費及專案募款支出。 

人 力 ： 5.35 人 ， 人 事 費

2,392,321 元 
業務費：481,194 元 
合計：2,873,515 元整 

  
人力：新增 3 人 
募款需求：增 150 萬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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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織部分，占所有人力和經費約 52％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011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進度進度進度進度 2011 人力人力人力人力＋＋＋＋經費概估經費概估經費概估經費概估 2012 工作規劃工作規劃工作規劃工作規劃 
2012 人 力人 力人 力人 力 與與與與

募款需求募款需求募款需求募款需求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募款募款募款募款（（（（29％）％）％）％） 

一一一一、、、、通訊通訊通訊通訊、、、、平平平平

面文宣出版面文宣出版面文宣出版面文宣出版 

1.規劃、聯繫、編輯、出版地球公民通訊 3 期。 
2.出版簡介及募款袋各一款。 
3.T 恤 3 款。 

人力：王敏玲 0.15 人，李根政 0.05 人。 
人事費：95,973 元 
業務費：322,054 元 
合計：418,027 元 

1.規劃、聯繫、編輯、出版地球公

民通訊 3 期。 
2.出版教育手冊 3 款。 
3.其他出版品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二二二二、、、、網路網路網路網路、、、、影影影影

片製作片製作片製作片製作、、、、媒體媒體媒體媒體 

1.網路(官網、Facebook)，即時更新。 
2.活動、專題影片剪輯共 12 支 
3.統籌發行電子報。 
4.官網改版。 
5.新聞通知、新聞稿發送。 

人力：袁庭堯 1 人，李根政 0.05 人，人事費： 425,076
元 
業務費：109,268 元 
合計：534,344 元 

1.2/1 新 版 官 網 上 線 ， 官 網 、

Facebook 即時更新。 
2.剪輯活動、專題影片。 
3.統籌發行電子報。 
4.新聞通知、新聞稿發送。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三三三三、、、、辦理講座辦理講座辦理講座辦理講座

及推廣活動及推廣活動及推廣活動及推廣活動 

1.承辦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環保教育專

案，中社與南社共 13 場室內講座，及南社 4
場戶外研習活動（20 萬元）。 

2.與高海科大合辦 4 場科普講座。 
3.高雄辦公室講座 9 場。 
4.展覽『家』籌備。 
5.台北辦公室．地球公民講座 7 場（含國會志工

培力）。 

人力：王敏玲 0.11 人；蔡卉荀 0.05 人；楊俊朗：0.05
人；李怡蒨：0.05 人，人事費：117,988 元 
業務費：233,137 元 
合計：351,125 元 

1.承辦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環保教育專案。（25 萬元） 
2.高雄辦公室講座 6-9 場。 
3.3/10-4/29『家』家覽。 
4.台北辦公室講座 6-9 場；志工培

力營。 

人 力 ： 同 2011
年。 
募款需求：增「家」

展覽 70 萬元（尚

待募款）。 

四四四四 、、、、 對對對對 外 演外 演外 演外 演

講講講講、、、、募款募款募款募款 

1.李根政 76 場。 
2.王敏玲 21 場。 
3.蔡卉荀 11 場。 
4.楊俊朗 5 場 
5.黃斐悅 14 場 

人力：李根政 0.3 人；王敏玲 0.1 人；蔡卉荀 0.05
人；楊俊朗 0.05 人；黃斐悅 0.2 人。人事費：329,123
元 
業務費：14,618 元 
合計：343,741 元 

強化演講與募款的連結。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五五五五、、、、行動行動行動行動+義工義工義工義工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 

1.籌辦記者會及相關行動 21 場次（含 7 次聲明

行動）。 
2.義工聚會等。 

人力：李根政 0.1 人、王敏玲 0.02 人。 
人事費：62,061 元 
業務費：5,780 元 
合計：67,841 元 

1.視需求舉辦記者會及策畫行，如

有專職人員，將以本會核心價

值、理念，建立一套完整的行動

作業方法。 
2.持續經營義工組織。 

人力：增專職 1
人，辦理教育推

廣、義工、行動、

募款統籌等。募款

需求：增 50 萬元

（尚待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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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政行政行政．．．．財務財務財務財務（（（（23％）％）％）％）  

六六六六、、、、行政行政行政行政統籌統籌統籌統籌 
1.每月財務審核。 
2.日常行政協調。 
3.統籌董監事會、工作會議等。 

人力：李根政 0.1 人，人事費：52,784 元 
業務費：11,177 元 
合計：63,961 元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七七七七、、、、會計及行會計及行會計及行會計及行

政政政政 

1.每月做帳。 
2.每月郵局及信用卡捐款扣款作業。 
3.整理會員資料。 
4.寄發通訊。 
5.公文收文記錄、歸檔 

人力：蔡姍燁 1 人，人事費 404,304 元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八八八八、、、、出納出納出納出納 1.存、提款，薪資轉帳等。 蔡卉荀 0.05 人，人事費：22,320 元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九九九九、、、、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1.辦理新進/離職同仁勞、健保加退保、意外險

等。 
2.每月核定差假與加班時數，製作薪資單。 
3.名片印製聯繫等 

王敏玲 0.07 人，人事費：32,471 元 
 

  
人力、募款需求：

同 2011 年。 

十十十十、、、、北辦北辦北辦北辦行政行政行政行政

與財務與財務與財務與財務 
北辦財務和行政事務 

李怡蒨 0.1 人，人事費：44,641 元 
業務費：475 元 

增設花東辦公室，業務由蔡中岳兼

辦。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租金租金租金租金 
  405,000 元(由 4 月開始，1-3 月由協會支出)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   408,341 元  
  
  

合合合合計計計計       
人力：3.65 人。人事費 1,586,741 元 
業務費：1,509,850 元 
合計：3,096,591 元整 

  
人力：新增 1 人 
募款需求：增 120
萬元整。 

2012 新增募款規劃新增募款規劃新增募款規劃新增募款規劃：：：： 

1.蔡中岳於 2011 年 11 月起聘。 

2.曾雨涵於 2012 年 1 月起聘，人事費由特定人士捐助，屬專案研究員。 

3.「山林水土」預計新增一名研究員，尚待募款，目標為常設研究員。 

4.「行動統籌及義工經營」預計新增一名專員，尚待募款，目標為常設研究員。 

5.「家」展覽，為 2012 年專案募款，預計向大眾、中小企業、工會、基金會等尋求專案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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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行動行動行動 捐款給捐款給捐款給捐款給「「「「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地球公民透過調查研究、揭露環境問題 提出解決方案  

連結各種社會力 改變法令政策 以各種行動帶來正面的改變  

A.郵政劃撥郵政劃撥郵政劃撥郵政劃撥  帳號：42275525  戶名：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 

B.信用卡信用卡信用卡信用卡、、、、郵局轉帳捐款郵局轉帳捐款郵局轉帳捐款郵局轉帳捐款    

□ 信用卡單筆捐款：NT$___________元。  扣款日期：自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 

□ 每月定期定額捐款：□NT$200 □NT$500 □NT$1,000 □其他 NT$___________元。 

□ 每年固定捐款：NT$___________元。 

扣款日期：自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起。 （※若欲停止自動扣款，請自行註明或來電/來信告知。）  

 

□□□□郵局轉帳捐款郵局轉帳捐款郵局轉帳捐款郵局轉帳捐款 

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人簽名                 （須同帳戶名） 

身份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期於每月 5 日自本人郵局帳戶扣款，如當月份未扣成

功，本會將自動為您展延） 

 

□□□□信用卡捐信用卡捐信用卡捐信用卡捐款款款款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_________月________年 

卡別 □VISA □MASTER □JCB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身份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月 20 日扣款，卡片有效期限到期，本會將自動為您展延） 

 

捐款人姓名捐款人姓名捐款人姓名捐款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捐款人 / 其他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 行動 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路、地球公民通訊等公開徵信用需用代號者，請填  ____________   

收據寄發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資料本會將嚴格保密、不外流。月捐定期定額捐款收據將於隔年一月底前隔年一月底前隔年一月底前隔年一月底前統一寄發，以便保

存與報稅。 

請傳真至 07-556-1285，並請來電確認 07-556-1585#14 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