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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7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834 號

案由：本院民眾黨黨團，鑑於《公益勸募條例》制定施行後，對於
各級政府機關是否以及於何種情形得主動發起勸募，尚有定
義不明之情形，且參諸我政府機關發起重大災害勸募所得善
款龐鉅，惟現行法對其應備具計畫書及賸餘款之使用等事項
尚無明文規範，而屢見鉅額賸餘款項難以執行，或向善款借
支經費未依決議辦理歸墊等情事，相較各國對募款主體皆以
登記或經認證之慈善機構為主，為消除我政府機關成為勸募
主體所引發之爭議，爰擬具「公益勸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使勸募範疇明確化，使勸募團體及社會大眾得以明確知曉公益用途及所及範圍，將原條
文第二條未臻明確的名詞加以修正、對未有規範意義的贅詞予以刪除，並就相關條文一併
予以修正。（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八條）
二、根據行政院委託研究《公益勸募制度之研究》（2011 年）指出，「各國對募款主體皆以登
記或經認證之慈善機構為主，……。政府機關（構）又要募款，又要監督，當初立法時認
為政府機關在緊急需要時，比如重大災害可以動用政府預備金，而不是跟民間募款。」（
頁 97）可知政府機關並不適宜作為勸募主體，惟鑑於現行實務各級政府仍有基於公益目的
被動接受外界主動捐贈之事實，為免造成實務運作過大影響，爰修正原條文但書，明確規
定政府機關僅得於重大天災或國際援助時，得成立捐款專戶，接受捐贈，並新增第三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第二項捐款專戶成立要件、捐款運用、監督及管理訂定相關辦法，
以符合公開透明、健全監督機制之原則。（第五條）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五條已明定各級政府機關原則上不得發起勸募，爰修正本條文字「勸募」
為「受贈」，另為加強外部監督機制，增加第四款規定，應成立監督管理委員會，並新增
第四項，要求監督管理委員會必須具備相關組織規定；新增第五項，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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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受捐款項必須有獨立之會計制度，以維財政紀律。（第六條）
四、對於勸募團體收受勸募財物未依法開立收據者，其違法情節並不亞於開立不實收據者，爰
將未依法開立收據者，增列為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勸募許可之事由。（第十條）
五、募款活動原則以一年為限，但考量募款活動有各種不同情況，給予募款團體彈性，於勸募
活動計畫書載明原因，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得申請最長二年之募款活動。另，社會資源有
限，為避免排擠效應，新增第二項規定，勸募團體於勸募活動期間之勸募所得達預定募款
總額者，視為勸募活動期滿，勸募團體應即停止勸募，並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但為避免於重大災害有可能必須增加勸募金額，爰增加但書規定，於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並經勸募團體公告者，不在此限。（第十二條）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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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勸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

一、將原訂於第八條限制勸募

如下：
一、公益：指社會福利、教

如下：
一、公益：指不特定多數人

所得用途移至本條第一款，
並增列環境保護、生態保育

育文化、社會慈善、環境
保護、生態保育、動物保

的利益。
二、非營利團體：指非以營

、動物保護、國內外人道救
援等現行實務已有的勸募活

護、國內外人道救援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

利為目的，從事第八條公
益事業，依法立案之民間

動，使勸募範疇明確化。
二、本條例並無非營利團體之

。
二、勸募：基於公益目的，

條

文

團體。

說

明

用語，爰刪除其定義；另為
使本條例之勸募行為更加明

以口頭、書面、網際網路
、傳播媒體或其他方式，

確，第二款增訂勸募之定義
。

主動對外公開招募財物。
第三條

除下列行為外，公益

除下列行為外，基於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二款已

勸募及其管理，依本條例之
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公益目的，募集財物或接受
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

就勸募有所定義，爰將本條文
字予以精簡修正。

者，從其規定：
一、從事政治活動之團體或

依本條例之規定。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個人，基於募集政治活動
經費之目的，募集財物或

一、從事政治活動之團體或
個人，基於募集政治活動

接受捐贈之行為。
二、宗教團體、寺廟、教堂

經費之目的，募集財物或
接受捐贈之行為。

或個人，基於募集宗教活
動經費之目的，募集財物

二、宗教團體、寺廟、教堂
或個人，基於募集宗教活

或接受捐贈之行為。
第五條 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
如下：

第三條

動經費之目的，募集財物
或接受捐贈之行為。
第五條 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
如下：

一、修正第二項。
二、根據行政院委託研究《公

一、公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一、公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益勸募制度之研究》（2011
年）指出，「各國對募款主

三、公益性社團法人。
四、財團法人。

三、公益性社團法人。
四、財團法人。

體皆以登記或經認證之慈善
機構為主，……。政府機關

各級政府機關（構）得
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

各級政府機關（構）得
基於公益目的接受所屬人員

（構）又要募款，又要監督
，當初立法時認為政府機關

或外界主動捐贈，不得發起
勸募。但遇重大天災或國際

或外界主動捐贈，不得發起
勸募。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

在緊急需要時，比如重大災
害可以動用政府預備金，而

救援時，得成立捐款專戶，
接受捐贈。

救援時，不在此限。

不是跟民間募款。」（頁
97）可知政府機關並不適宜
作為勸募主體，惟鑑於現行

前項捐款專戶之成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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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捐款運用、管理及監督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實務各級政府仍有基於公益
目的被動接受外界主動捐贈

。

之事實，且為免造成實務運
作過大影響，爰修正原條文
但書，明確規定政府機關僅
得於重大天災或國際援助時
，得成立捐款專戶，接受捐
贈。
三、新增第三項，明定中央主
管機關應就第二項捐款專戶
成立要件、捐款運用、監督
及管理訂定相關辦法，以符
合公開透明、健全監督機制
之原則。

第六條 各級政府機關（構）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前條第二

第六條 各級政府機關（構）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前條第二

一、修正第一項。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五條明定

項之受贈：
一、開立收據。

項之勸募：
一、開立收據。

各級政府機關原則上不得發
起勸募，爰修正本條文字「

二、定期辦理公開徵信。
三、依指定之用途使用。

二、定期辦理公開徵信。
三、依指定之用途使用。

勸募」為「受贈」，另為加
強外部監督機制，增加第四

四、成立監督管理委員會。
前項政府機關（構）有

前項政府機關（構）有
上級機關者，應於年度終了

款規定，應成立監督管理委
員會。

上級機關者，應於年度終了
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

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
報上級機關備查。

三、新增第四項，要求監督管
理委員會必須具備相關組織

報上級機關備查。
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

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
，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

規定，委員會之組成除政府
代表外，應由社會公正人士

，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
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

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
外界主動捐贈者，依第一項

及相關專業背景之代表過半
數組成。

外界主動捐贈者，依第一項
規定辦理，公立學校並應於

規定辦理，公立學校並應於
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其他勸

四、新增第五項，明確要求各
級政府機關受捐款項必須有

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其他勸
募團體於年度終了後五個月

募團體於年度終了後五個月
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

獨立之會計制度，以維財政
紀律。

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
函報許可其設立、立案或監

函報許可其設立、立案或監
督之機關備查。

督之機關備查。
依第一項第四款成立之
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訂定組
織章程、會計制度、內部控
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會計制度之處理應
獨立計算，依政府會計作業
委 172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規定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八條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

動所得財物，以所申請公益
用途為限。

第八條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活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無須於

動所得財物，以下列用途為
限：

本條重複列舉，並明訂勸募團
體辦理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以

一、社會福利事業。
二、教育文化事業。

所申請公益用途為限。

三、社會慈善事業。
四、援外或國際人道救援。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
事業。
第十條 勸募團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

第十條 勸募團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

勸募許可：
一、勸募團體之負責人或代

勸募許可：
一、勸募團體之負責人或代

表人因進行勸募涉犯罪嫌
疑，經提起公訴。

表人因進行勸募涉犯罪嫌
疑，經提起公訴。

二、未依第十六條規定開立
收據，或開立之收據，記

二、依第十六條規定開立之
收據，記載不實。

載不實。
三、違反會務、業務及財務

三、違反會務、業務及財務
相關法令，情節重大。

於第二款增訂未開立收據為廢
止勸募許可之事由。

相關法令，情節重大。
第十二條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

活動期間，以一年為限。但
勸募活動如有長期辦理之必

第十二條

勸募團體辦理勸募

活動期間，最長為一年。

一、募款活動原則以一年為限
，但考量募款活動有各種不
同情況，給予募款團體彈性

要，應於勸募活動計畫書載
明原因，經主管機關同意，

，於勸募活動計畫書載明原
因，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得

最長以三年為限。
勸募團體於勸募活動期

申請最長二年之募款活動。
二、社會資源有限，為避免排

間之勸募所得達預定募款總
額者，視為勸募活動期滿，

擠效應，新增第二項規定，
勸募團體於勸募活動期間之

勸募團體應即停止勸募，並
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相關事

勸募所得達預定募款總額者
，視為勸募活動期滿，勸募

宜。但屬重大災害而有增加
勸募金額之必要時，於報經

團體應即停止勸募，並依本
法相關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主管機關同意，並經勸募團
體公告者，不在此限。

但為避免於重大災害有可能
必須增加勸募金額，爰增加
但書規定，於報經主管機關
同意，並經勸募團體公告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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