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105 年度【紙風車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
一、活動名稱:105 年度紙風車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
二、核淮文號：衛部救字第1050100551號
三、核淮勸募期間：105 年 1 月 11 日~106 年 1 月 5 日
四、活動目的：讓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的孩子都能有機會享受藝術，看到國家劇院舞

台規模的藝術表演，感受到藝術的創意與美好。
五、勸募總所得：NT$29,806,806 元
六、存款孳息：NT$38,824 元
七、可用經費總計(五+六)：NT$29,845,630 元
八、募款使用期間：105 年 3 月 30 日~106 年 2 月 25 日
九、募款使用情形：

項目
1

內容

工程裝設 含舞台、燈光、音響租借及搭設、發電機、背幕、舞
費用

台特效、舞台監督、技術人員費用...等。
(1)演出團隊之編導、演員、服裝、舞台、道具、餐

2

演出費用

飲、交通運費等。
(2)活動執行費用：演出節目單、演員及道具交通運
費、行政人員費、場地及人員保險等。
(1)活動宣傳推廣費(宣傳費、文宣品、成果紀錄.等)。

不分區行 (2)專案活動執行記錄呈現
3

政費(含活 (3)活動場勘及偏遠演出之交通,運費,住宿補助。
動執行費) (4)行政庶務費(專案執行人員執行費、椅子租借、文

金額
11,750,000
10,268,850
3,690,665
2,313,479

1,658,861

具、紙張、影印…等) 。
4

勸募活動 勸募廣告宣傳、文宣、郵電費、文具、紙張……等行
必要支出 政庶務費。

166,769

總計
29,848,624
十、 不足經費新台幣 2,994 元。
十一、活動執行成果：本活動 105 年度勸募期間已演出44場；走過全台灣44個鄉鎮市
區（演出場次詳細見官網）
；觀眾人數逾81,800人。我們透過捐款人、發起人及
所有同仁的努力讓兒童戲劇不只是單純的表演是帶給孩子們一種創意的啟發、
視覺美學的饗宴，傳播愛與關懷給全台灣的小朋友，陪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小
朋友一起走上藝術的第一哩路。
十二、捐款人名冊：如附件光碟。
十三、公開徵信：本專案每一筆捐款逐日於官網上公佈徵信，每月支出結算後由專業
公信人士簽署財務意見書後於網站上逐月公佈。
網址：www.319kidsmile.org

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105 年度【紙風車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
十四、

活動名稱:105 年度紙風車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

十五、

核淮文號：衛部救字第1050100551號

十六、

核淮勸募期間：105 年 1 月 11 日~106 年 1 月 5 日

十七、

活動目的：讓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的孩子都能有機會享受藝術，看到國家劇

院舞台規模的藝術表演，感受到藝術的創意與美好。
十八、

勸募總所得：NT$29,806,806 元

十九、

存款孳息：NT$38,824 元

二十、

可用經費總計(五+六)：NT$29,845,630 元

二十一、募款使用期間：105 年 3 月 30 日~105 年 12 月 31 日
二十二、募款使用情形：

項目
1

內容

工程裝設 含舞台、燈光、音響租借及搭設、發電機、背幕、舞
費用

台特效、舞台監督、技術人員費用...等。
(1)演出團隊之編導、演員、服裝、舞台、道具、餐

2

演出費用

飲、交通運費等。
(2)活動執行費用：演出節目單、演員及道具交通運
費、行政人員費、場地及人員保險等。
(1)活動宣傳推廣費(宣傳費、文宣品、成果紀錄.等)。

不分區行 (2)專案活動執行記錄呈現
3

政費(含活 (3)活動場勘及偏遠演出之交通,運費,住宿補助。
動執行費) (4)行政庶務費(專案執行人員執行費、椅子租借、文

金額
10,000,000
8,080,850
3,317,599
2,238,054

1,543,928

具、紙張、影印…等) 。
4

勸募活動 勸募廣告宣傳、文宣、郵電費、文具、紙張……等行
必要支出 政庶務費。

153,607

總計
25,334,038
二十三、經費餘絀新台幣 4,511,592 元。
二十四、活動執行成果：本活動 105 年度勸募期間已演出41場；走過全台灣41個鄉鎮
市區（演出場次詳細見官網）
；觀眾人數逾78,400人。我們透過捐款人、發起人
及所有同仁的努力讓兒童戲劇不只是單純的表演是帶給孩子們一種創意的啟
發、視覺美學的饗宴，傳播愛與關懷給全台灣的小朋友，陪台灣 368 個鄉鎮市
區小朋友一起走上藝術的第一哩路。
二十五、捐款人名冊：如附件光碟。
二十六、公開徵信：本專案每一筆捐款逐日於官網上公佈徵信，每月支出結算後由專
業公信人士簽署財務意見書後於網站上逐月公佈。
網址：www.319kidsmile.org

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103 年度【紙風車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
二十七、活動名稱:103 年度紙風車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路
二十八、核淮文號：衛部救字第1030133575號
二十九、核淮勸募期間：103 年 11 月 10 日~104 年 11 月 09 日
三十、

活動目的：讓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的孩子都能有機會享受藝術，看到國家劇

院舞台規模的藝術表演，感受到藝術的創意與美好。
三十一、勸募總所得：NT$37,675,361 元
三十二、存款孳息：NT$71,431 元
三十三、可用經費總計(五+六)：NT$37,746,792 元
三十四、募款使用期間：103 年 11 月 10 日~105 年 3 月 19 日
三十五、募款使用情形：

項目
1

內容

工程裝設 含舞台、燈光、音響租借及搭設、發電機、背幕、舞
費用

台特效、舞台監督、技術人員費用...等。
(1)演出團隊之編導、演員、服裝、舞台、道具、餐

2

演出費用

飲、交通運費等。
(2)活動執行費用：演出節目單、演員及道具交通運
費、行政人員費、場地及人員保險等。
(1)活動宣傳推廣費(宣傳費、文宣品、成果紀錄.等)。

不分區行 (2)專案活動執行記錄呈現
3

政費(含活 (3)活動場勘及偏遠演出之交通,運費,住宿補助。
動執行費) (4)行政庶務費(專案執行人員執行費、椅子租借、文

金額
16,580,000
12,870,000
3,046,940
2,591,290

2,325,721

具、紙張、影印…等) 。
4

勸募活動 勸募廣告宣傳、文宣、郵電費、文具、紙張……等行
必要支出 政庶務費。

333,498

總計
37,747,449
三十六、不足經費新台幣 657 元。
三十七、活動執行成果：本活動 103 年度勸募期間已演出59場；走過全台灣59個鄉鎮
市區（演出場次詳細見官網）
；觀眾人數逾129,110人。我們透過捐款人、發起
人及所有同仁的努力讓兒童戲劇不只是單純的表演是帶給孩子們一種創意的啟
發、視覺美學的饗宴，傳播愛與關懷給全台灣的小朋友，陪台灣 368 個鄉鎮市
區小朋友一起走上藝術的第一哩路。
三十八、捐款人名冊：如附件光碟。
三十九、公開徵信：本專案每一筆捐款逐日於官網上公佈徵信，每月支出結算後由專
業公信人士簽署財務意見書後於網站上逐月公佈。
網址：www.319kidsmile.org

財團法人紙風車文教基金會
103 年度【紙風車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路】
勸募活動收入及支出報告
一、活動名稱:103 年度紙風車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路
二、核淮文號：衛部救字第 1030133575 號
三、核淮勸募期間：103 年 11 月 10 日~104 年 11 月 09 日
四、活動目的：讓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的孩子都能有機會享受藝術，看到國家劇院舞

台規模的藝術表演，感受到藝術的創意與美好。
五、勸募總所得：NT$37,675,361
六、存款孳息：NT$71,431
七、可用經費總計(五+六):NT$37,746,792
八、募款使用期間：103 年 11 月 10 日~104 年 10 月 31 日
九、募款使用情形：

項目
1

內容

工程裝設 含舞台、燈光、音響租借及搭設、發電機、背幕、舞
費用

台特效、舞台監督、技術人員費用...等。

金額
11,950,000

(1)演出團隊之編導、演員、服裝、舞台、道具、餐
2

演出費用

飲、交通運費等
(2)活動執行費用：演出節目單、演員及道具交通運

12,185,763

費、行政人員費、場地及人員保險等
(1)活動宣傳推廣費(宣傳費、文宣品、成果紀錄.等)
不分區行 (2)專案活動執行記錄呈現
3

政費(含活 (3)活動場勘及偏遠演出之交通,運費,住宿補助

3,826,306

動執行費) (4)行政庶務費(專案執行人員執行費、椅子租借、文
具、紙張、影印…等)
4

勸募活動 勸募廣告宣傳、文宣、郵電費、文具、紙張……等行
必要支出 政庶務費

240,368

總計
28,202,437
十、經費餘絀新台幣 9,544,355 元。
十一、 活動執行成果：本活動 103 年度勸募期間已演出 52 場；走過全台灣 52 個鄉
鎮市區（演出場次詳細見官網）
；觀眾人數逾 115,210 人。我們透過捐款人、發起
人及所有同仁的努力讓兒童戲劇不只是單純的表演是帶給孩子們一種創意的啟
發、視覺美學的饗宴，傳播愛與關懷給全台灣的小朋友，陪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
小朋友一起走上藝術的第一哩路。
十二、 捐款人名冊：如附件光碟。
十三、 公開徵信：本專案每一筆捐款逐日於官網上公佈徵信，每月支出結算後由專
業公信人士簽署財務意見書後於網站上逐月公佈。
網址：www.319kidsmile.org

財團法人紙風車文教基金會
102 年度【紙風車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路】
勸募活動收入及支出報告
一、活動名稱:102 年度紙風車 368 鄉鎮市區藝術工程-孩子的第一哩路
二、核淮文號：衛部救字第 1020167915 號
三、核淮勸募期間：102 年 10 月 17 日~103 年 10 月 16 日
四、活動目的：讓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的孩子都能有機會享受藝術，看到國家劇院舞

台規模的藝術表演，感受到藝術的創意與美好。
五、勸募總所得：NT$45,290,296
六、存款孳息：NT$40,032
七、可用經費總計(五+六):NT$45,330,328
八、募款使用期間：102 年 10 月 17 日~104 年 3 月 31 日
九、募款使用情形：

項目
1

內容

工程裝設 含舞台、燈光、音響租借及搭設、發電機、背幕、舞
費用

台特效、舞台監督、技術人員費用...等。

金額
19,200,000

(1)演出團隊之編導、演員、服裝、舞台、道具、餐
2

演出費用

飲、交通運費等
(2)活動執行費用：演出節目單、演員及道具交通運

22,851,507

費、行政人員費、場地及人員保險等
(1)活動宣傳推廣費(宣傳費、文宣品、成果紀錄.等)
不分區行 (2)專案活動執行記錄呈現
3

政費(含活 (3)活動場勘及偏遠演出之交通,運費,住宿補助

3,004,746

動執行費) (4)行政庶務費(專案執行人員執行費、椅子租借、文
具、紙張、影印…等)
4

勸募活動 勸募廣告宣傳、文宣、郵電費、文具、紙張……等行
必要支出 政庶務費
總計

274,714
45,330,967

十、不足經費新台幣 639 元。
十一、 活動執行成果：本活動 102 年度勸募期間已演出 74 場；走過全台灣 74 個鄉

鎮市區（演出場次詳細見官網）
；觀眾人數逾 117,750 人。我們透過捐款人、發起
人及所有同仁的努力讓兒童戲劇不只是單純的表演是帶給孩子們一種創意的啟
發、視覺美學的饗宴，傳播愛與關懷給全台灣的小朋友，陪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
小朋友一起走上藝術的第一哩路。
十二、 捐款人名冊：如附件光碟。
十三、 公開徵信：本專案每一筆捐款逐日於官網上公佈徵信，每月支出結算後由專
業公信人士簽署財務意見書後於網站上逐月公佈。
網址：www.319kidsmil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