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第 10屆第 3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7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 1段 1號行政院第 2會議室 

參、主席：張董事長景森                           記錄：余信貞 

肆、出席者：詳簽到表影本 

伍、主席宣布開會 

陸、董事長致詞：略。 

柒、上次會議（109年 6月 17日）紀錄確認： 

決定：同意備查。 

捌、上次會議（109年 6月 17日）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備查。 

一、 案由：謹提本會 108年度工作報告(草案)、決算(草案)及會計師查核

報告(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財團法人法第 25條及第 55條規定，會計年度終了時，應將工

作成果及決算提經董事會審定，並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後，

報請主管機關辦理。本會依前款規定製作完成 108年度工作報告

及決算。 

(二) 本會 108年度收入 8,120萬 3,485元，支出 2億 7,735萬 9,102

元，本年度短絀 1億 9,615萬 5,617元。 

(三) 本會委任會計師事務所於 109 年 2 月 10 日查核並於 109 年 2 月

21日以電子郵件寄送本會，惟「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需

經董事會及監察人審查通過後，再經會計師簽章確認正式出具財

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決議：相關財務報表內容請賑災基金會洽監察人確認妥處後，依規定

陳報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程序辦理，於 109年 7月 9日賑基字第 0001090063

函報主管機關。 

決定：同意備查。 

二、 案由：為兼顧實務運作與相關法規之規範，本會存款之配置運用及投

資運作機制，請審議。 

說明：  

(一) 旨揭法規規範係指依本會分層負責明細表，本會財務的運用與投

資需送交董事會審議(詳分層負責明細表)，以及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第一項規定財產運用辦法。 

(二) 本會存款詳如下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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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支票存款   合計  備註 

台灣銀行 
007004050641   35,663,877      590,200,000       625,863,877  定存 55筆 

台灣銀行 
007004050325    1,145,911       30,000,000        31,145,911  定存 7筆 

台灣銀行 
0070031034966      10,000         10,000  

土地銀行 
102005903758    4,738,205    2,059,540,000     2,064,278,205  定存 501 筆 

土地銀行 
102005124619 

         264                -               264  
  

台新銀行 
20411000009559      192,511       76,000,000        76,192,511  定存 26筆 

中華郵政 
19683235    1,777,227    2,106,000,000     10,000  2,107,777,227  定存 63筆 

    43,517,995    4,861,740,000     10,000   4,905,267,995    

(三) 經查本會下半年將到期的定期存款詳如下列: 
銀行 定期存款 到期日 備註 

土地銀行 

102005903758 
  80,000,000  109年 7月 2 日 到期續存 

土地銀行 

102005903758 
 907,500,000  109年 7月 11日 到期續存 

台灣銀行 

007004050641 
  40,200,000  109年 12月 9日 到期續存 

合計 1,027,700,000     

(四) 有鑒於本會因實務上為爭取較佳利率及保留較大的彈性，以及符

合金管會對於大額定期存款之規範，致使定期存款單筆數較為龐

雜，又利率調整係與國家政策相關而無法預期，且依報告案八之

案例觀之，10 億定存之優惠存款利率差異致年利息收入相差僅

約 20萬元。 

決議：考量行政時效，爾後即將到期之定期存款續存作業，授權董事

長全權處理，並將結果提請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備查。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規定辦理，土地銀行到期之定期存款 9億 8,750

萬元，已辦理續存，平均加權年利率 0.503%。 

決定：同意備查。  

三、 案由：本會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以下簡稱內稽制度）執行進度報告

及提報 109-110年度稽核計畫，請審議。 

    說明： 

(一) 內稽制度第貳章第二項組織設置之稽核單位載明:本會稽核單位

委由外部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據此本會洽詢 5家會計師

事務所，其服務公費報價內容如下表： 
 名稱 服務公費 說明 

1 安侯建業 30萬元 1.具外部稽核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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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服務公費 說明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查核 3 大循環中 11 項子作業及
對應之帳務處理。 

3.會計師可列席董事會呈報及溝
通。 

4.若稽核報告需會計師簽署，服務
公費為 40萬元。 

2 
允得 

合署會計師事務所 
20萬元 

1.具外部稽核實績。 

2.查核 5大循環中 20項子作業。 

3 
群悅 

會計師事務所 
16萬 8,000元 

1.具外部稽核實績。 

2.查核 6大循環中 23項子作業。 

4 
日盛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5萬元 

1. 為長期擔任本會財務簽證之會計
師事務所，負責查核人員未有外
部稽核實績。。 

2. 查核 6大循環中 23項子作業。 

3. 以稽核期間及報告編製時間計
價，每人次每小時 2,000 元，上
限 15萬元。 

5 
晨光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6萬元 

1.未有外部稽核實績。 

2.查核 5大循環中 19項子作業。 

(二) 依上列 5家會計事務所的詢價結果及所提的稽核計畫評估後，以

具外部稽核實績的群悅會計師事務所的查核項目及報價最符合

本會實際需求。 

(三) 本會內稽制度第肆章第四項載明，稽核單位應於每年會計年度終

了前，將次年度稽核計畫表提報董事會。本會內稽制度業於 109

年 2 月 25 日經主管機關同意備查，為符合稽核作業流程，本次

會議補提 109年度稽核計畫。 

決議：請依各董事意見，外部稽核委外案再訪價，並瞭解其他基金會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運作方式後，提報董事長核裁。 

辦理情形： 

(一) 本會已依董事監察人意見進行外部稽核訪價，並洽詢法律扶助基

金會等單位了解內部稽核經驗，據以評估內部自行稽核與委外稽

核之差異。 

(二) 經查衛生福利部所屬的公設財團法人中，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及惠眾醫療救濟基金會，截至目前皆未將年度稽核計畫排入董

事會的議程中討論，本會將持續追蹤其稽核作法，以做為本會執

行稽核制度之參考。 

決定：請參考其他衛福部所屬公設財團法人辦理稽核方式，研議本會最終

方案，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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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由：謹提本會 108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草案)及 109 年度績效目標

(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及管理辦法第 7 條

規定：「公設衛福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提出該年

度績效目標，經董事會通過後，陳報本部﹔於年度終了後，自行

辦理該年度之績效評估，製作評估報告，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次

年度四月十五日前陳報本部備查。前項績效目標及評估報告格式，

由本部定之。」。 

(二) 本會 108年度依原定業務計畫規畫執行各項賑助業務，順利達成

目標，就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績效評估及法制規範等四面向均

完全依照規定辦理，無改進項目﹔109年度之績效目標，則依據

本會捐助章程規定之業務範圍、本會相關各項賑助辦法項目及本

會執行業務之能量訂定 5項績效目標。 

決議：照案通過，依程序辦理相關事宜。另，有關後續績效評估準則，

應避免採用工作投入數量為指標，如何訂定有效之評估指標請

基金會應再行研議。又，爾後董監事會議開會日期，除不可抗力

因素外，應依規劃期程辦理。 

辦理情形：本會目前辦理補正程序作業中，並於完成後再行就績效評

估準則及指標另案辦理。 

決定：同意備查。 

五、 案由：謹提本會「董事及監察人出席費支給表」，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捐助章程第七條明訂董事為無給職，又依衛生福利部 106年

6月 26日衛部人字第 1062260771號函，公務人員因職務所需兼

任本會董監事，不得支領車馬費及出席費等相關經費，故自當年

度起，本會針對兼有公職之董監事不再於召開董事監察人聯席會

議，支給出席費。 

(二) 惟依衛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公設衛福財團法人應依財團法人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

時，應依照行政院所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相關規定、實際運

作情形及財團法人法第 53條第 2項因素為之，經董事會通過後，

報衛生福利部核准。 

(三) 本會依行政院「軍公教兼職費支給表相關規定」擬定本會「董事

及監察人出席費支給表」(草案)，呈請董事會同意後辦理。 

決議：請參照衛生福利部意見修正部分文字後，依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辦理情形：已依衛生福利部意見進行修正部分文字，並將該表名稱修

正為「董事及監察人兼職費支給表」，並於本會已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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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4日賑基字第 0001090067號函報主管機關衛生福

利部核備。 

決定：同意備查。 

六、 案由：謹提本會「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修訂案)」，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薪點一覽表(以下簡稱薪點表)依衛生福利部 109 年 4 月 30

日衛部人字第 1092260414號函指正，其實施依據應為 106年 12 

月22日衛部人字第1060033577號函同意之薪點表(以下簡稱106

年版)以及 107 年 7 月 10 日衛部人字第 1072260981 號函同意之

薪點折合率 124.7，惟當初本會於 107年 4月 9日第 9屆第 1次

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針對 106年版本進行追認時，因認為該版本

仍有不符現況需求之虞且本會因尚須董事會議通過後再適用薪

點表，故再行通過略調版本並徑付執行至 109年 2月。針對 107

年 1 月至 109 年 2 月初會內同仁因適用錯誤薪點表所產生之薪

資調整事宜，仍應予以處理，惟事涉會內同仁權益，仍需提請董

事會議進行決議。 

(二) 有關 106 年版本與先前適用版本最大之差異係針對職務設定對

應之薪點上限，並依據不同職務設置職務加給，然有部分同仁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時其所取得之薪點已高於職務對應之薪點上

限，針對此一狀況，董事長於 109 年 5 月 28 日召集行政院人事

總處、衛生福利部主任秘書、人事處、社會救助與社工司、社會

及家庭署與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等共同研商，並做成二點決

議:1.106 年 12 月 22 日本會員工薪點一覽表衛生福利部備查版

本實施前，現支薪點已高於職稱所對應薪點高限者，續支目前薪

點至離職為止。2.請依與會意見修正員工薪點一覽表備註說明，

提請董監事會議通過後，報請衛生福利部備查。 

    決議：請參照衛生福利部意見修正文字後，依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辦理情形：已依衛生福利部意見修正文字，並以 109 年 7 月 14 日賑

基字第 0001090067號函報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核備。 

    決定：同意備查。 

七、案由：本會參與 921震災臺中市大里區中興國宅都市更新會辦理都市

更新重建案進度報告，請備查。 

    說明： 

(一) 109年度主要工程進度為地下室開挖及其擋土措施工程作業，預計

於 10月底完成一樓底板進度。惟施工單位於 4月 1日進行地下室

擋土柱進場施工時，因地質不透水層的水流影響，造成土壤崩塌無

法施放鋼筋籠，於 4月 10日發文業主暫時停止施作，並於 4月 15

日召開緊急工務會議，經建築師及結構技師評估後，決議以地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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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工法進行試作。 

(二) 4 月 23 日施工單位開始進行地質改良工程試作，經多次施作測試

後，確實可增加土壤的穩定度。6月 5日更新會理事會決議，請施

工單位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持續進行地質改良工程作業，並同時

由營建管理公司中國建經成立專案小組，提出本案的專案調查報

告。 

(三) 本案因土壤問題進行地質改良作業，工期預計展延 6 個月，後續

施工進度將持續追蹤，並再提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中報告。 

 決議：洽悉，後續請持續追蹤，若有需要本會可提供相關協助。 

    辦理情形：都市更新重建案地質改良工程作業刻正分區進行中，本會

將持續追蹤後續作業。 

決定：洽悉。 

八、案由：本會待處置坐落新北市新莊區雙鳳社區不動產標售進度報告，

請備查。 

說明：本會持有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雙鳳社區尚有 1 戶-中正路 726

之 10 號 1 樓店面-不動產進行標售，自 108 年 8 月 14 日起至

109 年 2 月 26 日止共進行 6 次標售，惟現場均無人投標。經

第 10 屆第 1 次董事會決議，本案得持續進行標售作業，但可

考量委請專業公司鑑價後減價出售，或評估以出租方式辦理，

考量今年來不動產市場景氣低迷，再行評估後續辦理方式。 

決議：請基金會透過實價登錄方式了解市場行情，市場景氣低迷勿再

花費委請專業鑑價，應評估規劃出租方式辦理，餘洽悉。 

辦理情形：目前正調查當地實價登錄情形並評估規劃出租方式中。 

決定：請基金會加速辦理，餘洽悉。 

九、案由：本會參與國際性重大災害援助行動之可行性評估報告，請備查。 

說明： 

(一)本會雖為公設財團法人，但所有經費來源均來自於民間捐款，基

於責信，業務經費之運用本應以人道精神為主要考量。 

(二)依據本會章程及相關辦法規定，其實並未明文限制只能用於國內，

因此，進行國際救援，仍應以董事會之授權與同意為主要依據。 

(三)針對國際救援工作的推展，其實目前國內有許多民間組織已有充

分的國際救援經驗，同時，並透過資源聯結的方式以聯合行動的

方式擴大救援的能量，藉此得到更好更有效率的救援成效。 

(四)本會透過現有的災害防救服務資訊平台，以及參與諸如臺灣海外

援助聯盟(Taiwan Aid)等民間組織的聯盟，其實可以運用本會的

優勢，針對緊急救援物資，提供必要的協助，除了強化我國民間

組織進行人道救援的能量，亦可藉此增加臺灣愛心在國際的能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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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為明確界定本會可參與國際救援角色，請基金會檢討修正本會捐

助章程及相關辦法，以符合未來本會與民間團體公私協力進行國

際救援依據，並提供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二)外交部因應國內外重大災害已訂定援助國際救災作業程序，倘國

際救援遭遇外交困難，須與民間團體組織結合時，本會可定位於

統合民間組織力量，運用社會資源，匯集政府部門各種資源，達

到公私協力，快速有效地進行國內外災害援助。 

(三)為有效整合政府及國內民間救援系統，可由行政院邀集相關部會

及民間組織共同交流討論，期以精進國際救援作業程序，及統合

公私救助能量(含交通運輸、人力物資徵集及財務等)。 

辦理情形： 

(一)為釐清及進一步瞭解政府及國內民間救援系統互相合作之可能

性，已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於 6月 30日假行政院第四會議室

辦理「強化國際救災支援建議及經驗分享座談會」，實際瞭解相

關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在國際救援工作上的經驗以及困難。 

(二)本會將依會中決議再行研議如何建立機制以結合政府與民間資

源，讓臺灣在國際人道救援上不缺席，展現更好的能見度。  

(三)本會後續將因應參與國際救援角色之定位，檢討修正本會捐助章

程及相關辦法。 

決定: 請基金會依 6月 30日「強化國際救災支援建議及經驗分享座談會」

決議研擬規劃，及檢討修正本會捐助章程及相關辦法，餘洽悉。 

 

十、案由：有關本會委託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與學程黃      

盈豪助理教授辦理「災後重建社區人力支持及社區發展研究

評估計畫-以臺東縣延平鄉紅葉部落莫蘭蒂颱風災後重建工程

為例」研究案，請備查。 

說明：本案係針對本會於 106年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要求進場

施作之「臺東縣延平鄉紅葉部落莫蘭蒂颱風災後重建工程」進

行後續研究，希望透過深入訪問與調查，瞭解自莫拉克颱風後

迄今，國內已有多處由民間組織與公部門合作興建之永久屋社

區，在使居民生命財產能夠得到更多保障同時，是否對於部落

傳統生活及習俗帶來生活上的衝擊?而居民入住社區後的生活

狀況，乃至於遷建後的回饋意見與滿意度評估研究等等議題，

均是國內民間組織較缺乏以系統研究方式針對實務面進行整

體調查與檢討。本項計畫已於 109 年 4 月撥付第一期執行經

費，預計以一年為期完成研究報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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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悉。 

(二)本案目前僅同意執行第 1年，不過考量本案甚有意義，請研究單

位將期中報告紙本提報董事會以利後續評估。 

(三)本案因涉及對於原住民族的研究，建議基金會應依原民會 106年

3 月 14 日通過的「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

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第 3條，發函提醒研究過程倘有族人、

部落或原住民團體提出疑慮時，研究單位應善盡溝通與說明之責，

同時，研究成果應避免造成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的誤解與刻板印

象，以維護原住民族的尊嚴與利益。 

辦理情形：已通知研究單位期中報告紙本事宜，並針對原住民族研究

注意事項，進行正式發文作業。 

決定: 洽悉。 

十一、案由：嘉義市志航國小志勤樓復建案，請備查。 

說明： 

(一)本專案係運用永齡社會福利基金會及鴻海教育基金會指定捐贈

0206 台南地震之專款進行該校志勤樓復建工程。惟自 105 年 12

月 30日簽約至今，先因使用單位需求調整(將本空間移做附設幼

兒園使用)以及嘉義市政府對於法規解釋(學校單位必須依據師

生人數配置適當空間之防空避難室)，復因防空避難室施工經費

歸屬問題，致使復建工程進度非常緩慢。 

(二)本案已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取得建築執照核准，並於 109 年 4 月

30日前陸續取得電力、電信、消防審查許可，目前已完成發包文

件簽核流程，目標訂在暑假期間動工以減少對學生上下學動線的

影響。 

決議: 洽悉，請儘速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辦理情形：本案已於 7月 1日正式進行工程公告招標程序，惟 7月 14

日公告截止，計有兩家領標，但並無廠商投標，後續將重新

檢討後再行公告並以 110 學年度下半學期前完工為目標，

積極辦理。 

決定:請修改辦理情形中完工目標期程為 110年 2月，並檢討無廠商投

標原因，餘洽悉。 

玖、報告事項： 

一、 案由：109年度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相關財務報表，請備查。 

    說明： 

(一)截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本會經費收入新臺幣(以下同)包含利

息收入 836萬 7,368元、捐贈收入 9,422元、專款收入 47萬 1,022

元及其他收入 10 萬 6,445 元，共計 895 萬 4,257 元。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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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人事費用 284 萬 4,441 元、業務費用 54 萬 8,301 元及管理

費用 127萬 8,251元，共計 467萬 993元。綜上所述本期賸餘 428

萬 3,264元。 

(二)現金及約當現金:本期活期存款 4,805 萬 9,874 元，定期存款 48

億 6,174萬元(含創立基金 3,000萬元)及支票存款 1萬元，合計

銀行存款 49億 980萬 9,874元及現金 1萬元。 

 決定：洽悉。 

二、 案由：上次會議(109年 6月)至本次會議(截至 109年 7月)依本會賑

助法規核發賑助金額計新臺幣 5,000元，詳如表列，請備查。 

說明：  

決定：洽悉。  

三、 案由：本會辦理 109年度預算業務項目調整事宜，請備查。 

    說明： 

(一)本會 109 年度預算於業務費用項下之倡議與研究原編列預算新臺

幣 80萬元整，用以執行「社區高齡防災種子培訓研究計畫」，其

目的係考量台灣鄉村社區普遍存在人口高齡化、教育程度不高以

及對於行動通訊等科技產品接受度較低等現象，造成重大災害如

地震、淹水來臨時，當地居民不論在防災意識或者訊息回報時都

處於相對弱勢，也較不易在應災時有積極作為。故擬透過執行本

項研究計畫，選定部分社區以深入陪伴等方式培育在地高齡防災

種子，以觀後效。惟本案因防疫措施推動影響，致使執行期程無法

配合，合作單位已確定本案無法執行。 

(二)本會已規劃自 110 年度起進行兒童防災主題教育繪本以及兒童防

災主題講座推廣，以及評估與台灣海外援助聯盟(Taiwan Aid)共

同合作推動「人道緊急援助準則國際接軌計畫:環球手冊 2018 年

版(Sphere Handbook 2018)」繁體中文版翻譯計畫。 

(三)考量目前 109年度預算已出現 80萬元無法執行而將導致預算執行

率無法達成之事實，而前述兩項方案同屬觀念推廣方案，擬據此

進行 109 年度預算內容調整，俾使預算執行效益得以確保，亦可

提早進行後續推廣工作，優化方案成效。 

 決定：本年度業務項目既已確定無法執行，同意將明年度工作事項部

分提前至今年執行。另，未來編列預算應考量推動執行不確定性

因素，計畫項目名稱可採政府預算方式編列，概略介定使用範圍，

至具體內容可於年度內按期程規劃，避免精確工作計畫無法執行

核發日期 縣(市) 賑助名稱 賑助項目 戶(人) 金額(新臺幣:元) 

1090701 高雄市 1090519豪雨 住戶淹水救助 1 戶 1 人        5,000 

合計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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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緊急調整工作項目狀況，餘洽悉。 

壹拾、討論事項： 

一、 案由：謹提 110年工作計畫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五條、預算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及決算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每年編製年度預算及決算，報本部依行政

程序核轉立法院。」 

(二) 本會 110 年度研提 9 項業務計畫，預估總經費新臺幣 2,107 萬元：

表列如下： 
項
次 工作要項 依據辦法 

110年預算 
(單位：新臺幣元) 

109年度預算 
(單位：新臺幣元) 

1 
死亡、失蹤及重傷
慰助 

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
給要點。   4,600,000  5,800,000 

2 安遷及租屋賑助 
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
給要點。 670,000 1,040,000 

3 住戶淹水賑助 
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
給要點。 500,000 500,000 

4 
失依兒童、青少
年、老人、身心障
礙者之撫育或養護 

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
給要點。 100,000 100,000 

5 住宅重建重購賑助 
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宅重
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 5,000,000 5,000,000 

6 
受災家庭子女助學
金 

助學金申請辦法 200,000 200,000 

7 緊急物資賑助 
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
給要點 600,000 600,000 

8 

賑災與重建相關事
項 
(1)建置災害防救

溝通平台 
(2)倡議與研究 

捐助章程 3,400,000 3,500,000 

9 專案賑助 
依通過之重大災害專案賬
助項目辦理 6,000,000 70,800,000 

總   計 21,070,000 87,540,000 

(三) 本計畫主要係參酌前年度實際執行情形及本會未來業務推動需 

     要訂定。 

擬辦：審議通過完成後，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備查。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請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 

（二） 未來在進行預算編列時，宜再研議計劃內容的分類與架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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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依經常性賑助項目、專案性項目(配合政府政策)及預防性項

目(賑災重建相關事項)，編列工作計畫。  

（三） 工作計畫的擬定應再思考一下制定流程，可設計一個機制，事

先與聯繫會報平台上的夥伴溝通，針對大家預計執行方案計畫，

視本會能力進行評估，再由董事會決定，未來預算應再提早提

報，以利董事會有更充分時間討論及修正。 

二、 案由：謹提本會 110年度預算(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五條、預算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及決算法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每年編製年度預算及決算，報本部依

行政程序核轉立法院。 

（二） 本會 110年度預算編列收入為新臺幣 3,182萬元，支出為新臺

幣 2,897萬元，本期賸餘新臺幣 285萬元。 

擬辦：審議通過後，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審核後送立法院

審議。 

決議： 

（一） 照案通過，請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 

（二） 全球降息潮低利率環境及通貨膨脹因素，各公股銀行牌告利率

大額存款(300萬以上)，固定年利率僅 0.1%-18%，基金會以現

金存放金融機構方式，孳息少且通膨致本金虧損，請基金會援

用捐助章程第 17條及財團法人法投資規範下，研究適當資產配

置規劃，於下次董事會議提出專案報告。 

壹拾壹、臨時動議：無。 

壹拾貳、散會：16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