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5/26

陳淑蘭陳淑蘭陳淑蘭陳淑蘭

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社會事業發展協會

shulanchen@gmail.com

www.sec-taiwan.org

募款百百種募款百百種募款百百種募款百百種
行銷理論與募款案例討論行銷理論與募款案例討論行銷理論與募款案例討論行銷理論與募款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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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時如是過四小時如是過四小時如是過四小時如是過......

1. 首先讓您認識首先讓您認識首先讓您認識首先讓您認識陳淑蘭陳淑蘭陳淑蘭陳淑蘭這個傢伙這個傢伙這個傢伙這個傢伙

2. 先談行銷理論先談行銷理論先談行銷理論先談行銷理論(放心放心放心放心2張投影片而已張投影片而已張投影片而已張投影片而已)與觀點與觀點與觀點與觀點

3. 談媒體與公關操作談媒體與公關操作談媒體與公關操作談媒體與公關操作

4. 介紹一些新的媒介與案例介紹一些新的媒介與案例介紹一些新的媒介與案例介紹一些新的媒介與案例

5. 要整合囉要整合囉要整合囉要整合囉

6. 盡量隨時穿插笑話盡量隨時穿插笑話盡量隨時穿插笑話盡量隨時穿插笑話、、、、案例與個人慘痛經驗案例與個人慘痛經驗案例與個人慘痛經驗案例與個人慘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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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行銷行銷行銷

『行銷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行銷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行銷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行銷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

是要充分瞭解和認識是要充分瞭解和認識是要充分瞭解和認識是要充分瞭解和認識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

並自行銷售它自己並自行銷售它自己並自行銷售它自己並自行銷售它自己』』』』
Peter Dr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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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交換交換交換交換

行銷是什麼行銷是什麼行銷是什麼行銷是什麼？？？？

4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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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的工具行銷的工具行銷的工具行銷的工具 4P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Product :  產品品質產品品質產品品質產品品質、、、、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可信度可信度可信度可信度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Price :  定價條件定價條件定價條件定價條件、、、、開價開價開價開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Place :  顧客易於顧客易於顧客易於顧客易於、、、、方便購得方便購得方便購得方便購得

促銷促銷促銷促銷 Promotion :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公關公關公關公關、、、、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想像力想像力想像力想像力 idea :  創意創意創意創意、、、、驚喜驚喜驚喜驚喜

5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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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行銷組合今日的行銷組合今日的行銷組合今日的行銷組合 4C+S

顧客需要與欲求顧客需要與欲求顧客需要與欲求顧客需要與欲求

Customer wants & need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Cost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Convenience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Communication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Service
6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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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觀點行銷觀點行銷觀點行銷觀點

行銷觀點的五個思索行銷觀點的五個思索行銷觀點的五個思索行銷觀點的五個思索

1.媒體是媒體是媒體是媒體是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 

2.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

3.顧客顧客顧客顧客要什麼要什麼要什麼要什麼?

4.如何降低如何降低如何降低如何降低顧客所付的成本顧客所付的成本顧客所付的成本顧客所付的成本? (協助理解、不強迫推銷、時機與
重點主題)

5.如何做好如何做好如何做好如何做好顧客服務顧客服務顧客服務顧客服務? ( 找亮點、找畫面、找個案、行政支援、售
後服務、設計後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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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的組合應用行銷的組合應用行銷的組合應用行銷的組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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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促銷促銷促銷促銷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通路通路通路通路
溝通溝通溝通溝通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捐款者的捐款者的捐款者的捐款者的
想法想法想法想法?

捐款者付捐款者付捐款者付捐款者付
出的成本出的成本出的成本出的成本

甚麼管道甚麼管道甚麼管道甚麼管道 通用的語通用的語通用的語通用的語
言溝通言溝通言溝通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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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行銷與媒體社會行銷與媒體社會行銷與媒體社會行銷與媒體

記者問我的五件事記者問我的五件事記者問我的五件事記者問我的五件事

1.這關社會大眾什麼事這關社會大眾什麼事這關社會大眾什麼事這關社會大眾什麼事 ? 

2.這裡有什麼問題這裡有什麼問題這裡有什麼問題這裡有什麼問題 ? ( 因果關係 )

3.需要我們報導的訴求需要我們報導的訴求需要我們報導的訴求需要我們報導的訴求 ?

4.還有誰遇到同樣問題可以採訪還有誰遇到同樣問題可以採訪還有誰遇到同樣問題可以採訪還有誰遇到同樣問題可以採訪 ? (關係人與影響)

5.有沒有人可以現身說法有沒有人可以現身說法有沒有人可以現身說法有沒有人可以現身說法?

9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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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服務媒體服務媒體服務媒體服務-除活動採訪之外的設計

記者會記者會記者會記者會 (特定召開或活動中安排特定召開或活動中安排特定召開或活動中安排特定召開或活動中安排)

獨家特稿與專題獨家特稿與專題獨家特稿與專題獨家特稿與專題

實地參觀或參與實地參觀或參與實地參觀或參與實地參觀或參與 (特定安排特定安排特定安排特定安排)

媒體發表會媒體發表會媒體發表會媒體發表會、、、、首映會首映會首映會首映會

亮點亮點亮點亮點、、、、畫面畫面畫面畫面、、、、範例範例範例範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 行動劇行動劇行動劇行動劇、、、、定格定格定格定格、、、、配合演出配合演出配合演出配合演出) 

媒體接待人與發言人安排媒體接待人與發言人安排媒體接待人與發言人安排媒體接待人與發言人安排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直接面對媒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直接面對媒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直接面對媒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直接面對媒
體體體體)

自媒體應用自媒體應用自媒體應用自媒體應用 (直播直播直播直播、、、、YouTube、、、、社群軟體應用社群軟體應用社群軟體應用社群軟體應用)

10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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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媒體募款的風險運用媒體募款的風險運用媒體募款的風險運用媒體募款的風險

個案保密個案保密個案保密個案保密&受訪者隱私受訪者隱私受訪者隱私受訪者隱私-建立當事人受訪準則建立當事人受訪準則建立當事人受訪準則建立當事人受訪準則

媒體之不可控與救濟之不符比例媒體之不可控與救濟之不符比例媒體之不可控與救濟之不符比例媒體之不可控與救濟之不符比例

高專業技術門檻高專業技術門檻高專業技術門檻高專業技術門檻-高成本高成本高成本高成本?

需要長期需要長期需要長期需要長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持續經營，，，，但又需要及時回應但又需要及時回應但又需要及時回應但又需要及時回應

播播播播(刊刊刊刊)後的不適反應處理後的不適反應處理後的不適反應處理後的不適反應處理

實質的募款效益實質的募款效益實質的募款效益實質的募款效益+品牌形象品牌形象品牌形象品牌形象

無力也無規劃應對間歇湧入的需求無力也無規劃應對間歇湧入的需求無力也無規劃應對間歇湧入的需求無力也無規劃應對間歇湧入的需求

11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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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受訪流程與準則當事人受訪流程與準則當事人受訪流程與準則當事人受訪流程與準則

1. 慎慎慎慎選選選選受採訪人受採訪人受採訪人受採訪人

2. 有充裕的有充裕的有充裕的有充裕的訪前準備訪前準備訪前準備訪前準備期期期期

3. 釐清釐清釐清釐清採訪目的採訪目的採訪目的採訪目的與與與與正向價值正向價值正向價值正向價值引導引導引導引導

4. 確認可確認可確認可確認可揭露揭露揭露揭露的事項或的事項或的事項或的事項或底限底限底限底限

5. 告知與告知與告知與告知與模擬模擬模擬模擬(演練演練演練演練)可能的過程與對待可能的過程與對待可能的過程與對待可能的過程與對待

6. 隨時隨時隨時隨時拒絕拒絕拒絕拒絕、、、、中斷之權利中斷之權利中斷之權利中斷之權利行使行使行使行使

7. 有經驗者有經驗者有經驗者有經驗者、、、、熟識者熟識者熟識者熟識者、、、、活動承辦者活動承辦者活動承辦者活動承辦者全程陪同全程陪同全程陪同全程陪同

8. 告知可能的告知可能的告知可能的告知可能的不良影響不良影響不良影響不良影響

9. 必要同意文件簽署必要同意文件簽署必要同意文件簽署必要同意文件簽署 (影影影影、、、、音音音音、、、、引用文字引用文字引用文字引用文字)

10. 採訪後的採訪後的採訪後的採訪後的回饋與紀念回饋與紀念回饋與紀念回饋與紀念

11.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追蹤與評估追蹤與評估追蹤與評估追蹤與評估

12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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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ⅠⅠⅠⅠ

網路社群網路社群網路社群網路社群(從小從小從小從小、、、、分眾到廣大群眾分眾到廣大群眾分眾到廣大群眾分眾到廣大群眾) :

•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病毒行銷病毒行銷病毒行銷病毒行銷)、、、、部落格部落格部落格部落格(客客客客) 、、、、社交網社交網社交網社交網

13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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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裝置時代 :  APP、、、、Line、、、、5180

netiCRM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全球捐助趨勢調查全球捐助趨勢調查全球捐助趨勢調查全球捐助趨勢調查 E-mail 仍是最強大仍是最強大仍是最強大仍是最強大
的募款工具的募款工具的募款工具的募款工具 (n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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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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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行動行動行動(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裝置裝置裝置裝置

照片引用自官方、宣傳網站



借力使力借力使力借力使力借力使力
� 我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我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我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我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 傳善獎傳善獎傳善獎傳善獎-陳永泰公益信託陳永泰公益信託陳永泰公益信託陳永泰公益信託

� 社區一家社區一家社區一家社區一家-信義房屋信義房屋信義房屋信義房屋

� 公益夢想家公益夢想家公益夢想家公益夢想家-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和泰汽車

� Fun青年創新計劃青年創新計劃青年創新計劃青年創新計劃-慈濟基金會慈濟基金會慈濟基金會慈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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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影音影音影音 (電影、微電影、紀錄片)

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ⅡⅡⅡⅡ

照片引用自官方、宣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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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公司公關公司公關公司公關公司、、、、觀傳新聞局處觀傳新聞局處觀傳新聞局處觀傳新聞局處 (企業與政府活動)

置入性行銷置入性行銷置入性行銷置入性行銷 (研究發表會研究發表會研究發表會研究發表會、、、、平面座談會平面座談會平面座談會平面座談會、、、、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

獨立媒體獨立媒體獨立媒體獨立媒體 新頭殼新頭殼新頭殼新頭殼 newtalk 上下游上下游上下游上下游 苦勞網苦勞網苦勞網苦勞網 報導報導報導報導

者者者者 風傳媒風傳媒風傳媒風傳媒

入口網站入口網站入口網站入口網站

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ⅢⅢⅢ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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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也有置入性行銷?

• 兒盟資料館

• 貧困兒童現況調查

• 83%會大聲罵孩子、57%會動粗
(針對869位會頻繁接觸0-6歲孩子的專業人員-醫療、司法警政、幼教保育、社會福利、
心理諮商專業人員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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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播整合行銷播整合行銷播整合行銷播 IMC

多元媒介的組合多元媒介的組合多元媒介的組合多元媒介的組合 :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公眾活動公眾活動公眾活動公眾活動+專業服務專業服務專業服務專業服務+事件事件事件事件+複合式媒介複合式媒介複合式媒介複合式媒介+品品品品
牌形象牌形象牌形象牌形象+公益宗旨的媒體整合公益宗旨的媒體整合公益宗旨的媒體整合公益宗旨的媒體整合

7.7 MSF DAY - MSF DAY、、、、紀錄片紀錄片紀錄片紀錄片、、、、攝影展攝影展攝影展攝影展、、、、救援人分救援人分救援人分救援人分

享會享會享會享會、、、、招募招募招募招募、、、、社群網社群網社群網社群網、、、、宗旨簡介宗旨簡介宗旨簡介宗旨簡介、、、、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跨國活動跨國活動跨國活動跨國活動

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ⅣⅣⅣⅣ

19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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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
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2020/05/26 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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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簿……

• 全球保育藝術戶外展覽，主角是由法國藝術家Paulo Grangeon
所創。1600隻紙雕貓熊走遍歐洲巴黎、柏林、漢堡、羅馬等超
過20座城市，主要為全球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發聲全球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發聲全球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發聲全球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發聲。

• 官方先背書

• 快閃

• 文創商品

• 認養
• 紙貓熊展紙貓熊展紙貓熊展紙貓熊展 fb

• 幕後幕後幕後幕後

資料與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PandasTaipei

2020/05/26 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
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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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ⅤⅤⅤⅤ

參與式的資源募集參與式的資源募集參與式的資源募集參與式的資源募集

捐款者成為募款活動的規劃捐款者成為募款活動的規劃捐款者成為募款活動的規劃捐款者成為募款活動的規劃、、、、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除自除自除自除自

身的參與捐贈外身的參與捐贈外身的參與捐贈外身的參與捐贈外，，，，也引發身邊的關係人或也引發身邊的關係人或也引發身邊的關係人或也引發身邊的關係人或
該社群的參與該社群的參與該社群的參與該社群的參與。。。。

公益網公益網公益網公益網-公益提案王公益提案王公益提案王公益提案王 ( 小區域的微型捐款活動小區域的微型捐款活動小區域的微型捐款活動小區域的微型捐款活動)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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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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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平台注意事項

• 群眾募資的最大迷思群眾募資的最大迷思群眾募資的最大迷思群眾募資的最大迷思，，，，就是許多人誤認這很簡單就是許多人誤認這很簡單就是許多人誤認這很簡單就是許多人誤認這很簡單(FlyingV

林弘全)募資平台沒那麼簡單募資平台沒那麼簡單募資平台沒那麼簡單募資平台沒那麼簡單，，，，逾逾逾逾6成提案會失敗成提案會失敗成提案會失敗成提案會失敗。。。。

• 平台具備平台具備平台具備平台具備公眾參與性與回饋性公眾參與性與回饋性公眾參與性與回饋性公眾參與性與回饋性，，，，純公益捐贈並不適合純公益捐贈並不適合純公益捐贈並不適合純公益捐贈並不適合

• 仍須取得仍須取得仍須取得仍須取得勸募許可勸募許可勸募許可勸募許可

• 留意勸募成本控制留意勸募成本控制留意勸募成本控制留意勸募成本控制

• 須須須須具備影音具備影音具備影音具備影音、、、、網路資訊網路資訊網路資訊網路資訊、、、、即時回應即時回應即時回應即時回應的技術與人才的技術與人才的技術與人才的技術與人才

• 國際募資國際募資國際募資國際募資

• 國際募款國際募款國際募款國際募款-Gobal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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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當館長你也可以當館長你也可以當館長你也可以當館長?

YouTube串流服務串流服務串流服務串流服務

2020/05/26 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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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重提老調重提老調重提老調重提-資源不只是錢而已資源不只是錢而已資源不只是錢而已資源不只是錢而已
• 社區組織資源社區組織資源社區組織資源社區組織資源

•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商品商品商品商品、、、、關係與顧客資源關係與顧客資源關係與顧客資源關係與顧客資源、、、、
通路通路通路通路

非籠蛋非籠蛋非籠蛋非籠蛋

2020/05/26 PWC財務扶植計畫實務工作坊(彰化場)     26

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新媒介Ⅷ



小(微)型、社區組織募款建議

•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但很少但很少但很少但很少【【【【重視重視重視重視】】】】，，，，大多人都認為自己不擅長大多人都認為自己不擅長大多人都認為自己不擅長大多人都認為自己不擅長，，，，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往往往往往往往往【【【【逃避逃避逃避逃避】】】】

• 要先盤點需要甚麼要先盤點需要甚麼要先盤點需要甚麼要先盤點需要甚麼?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 架構在既有的基礎上架構在既有的基礎上架構在既有的基礎上架構在既有的基礎上，，，，開發新資源的成本開發新資源的成本開發新資源的成本開發新資源的成本、、、、難度極大難度極大難度極大難度極大

• 不一定需要專業不一定需要專業不一定需要專業不一定需要專業，，，，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勇往直前就對了勇往直前就對了勇往直前就對了勇往直前就對了~

• 不一定要聘募款專才不一定要聘募款專才不一定要聘募款專才不一定要聘募款專才，，，，從組織裡指定專責從組織裡指定專責從組織裡指定專責從組織裡指定專責(非必定專職非必定專職非必定專職非必定專職)一一一一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一群人就可以開始一群人就可以開始一群人就可以開始一群人就可以開始~

• 自己的鄉鎮自己的鄉鎮自己的鄉鎮自己的鄉鎮、、、、城市中的弱勢自己救城市中的弱勢自己救城市中的弱勢自己救城市中的弱勢自己救-不要迷信全國資源不要迷信全國資源不要迷信全國資源不要迷信全國資源

• 見面三分情見面三分情見面三分情見面三分情，，，，會比傳會比傳會比傳會比傳1000封郵件封郵件封郵件封郵件、、、、100小時直播有效小時直播有效小時直播有效小時直播有效

• 募款是一種溝通募款是一種溝通募款是一種溝通募款是一種溝通，，，，協會人力少志工多協會人力少志工多協會人力少志工多協會人力少志工多-全員公關時代全員公關時代全員公關時代全員公關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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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捐款的管道

�現場現金捐款現場現金捐款現場現金捐款現場現金捐款

�郵局劃撥郵局劃撥郵局劃撥郵局劃撥

�銀行轉帳銀行轉帳銀行轉帳銀行轉帳

• 信用卡

• 超商 ( Ibon、零錢箱)

• 行動支付 (APP、企業通路)

• 捐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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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6

對對對對NPO募款夥伴的建議募款夥伴的建議募款夥伴的建議募款夥伴的建議- PR 

NPO人不愛的五件事人不愛的五件事人不愛的五件事人不愛的五件事......

1.上班看報紙上班看報紙上班看報紙上班看報紙 ( 您知道線上、地方、代班記者是誰? )

2.買本數字週刊水果報買本數字週刊水果報買本數字週刊水果報買本數字週刊水果報 (您好奇媒體運作模式與習性嗎? )

3.將工作帶回家將工作帶回家將工作帶回家將工作帶回家 ( 您知道線上記者的清醒時間?)

4.建立人脈建立人脈建立人脈建立人脈、、、、交情交情交情交情 (您只是將記者當作資源網絡中的一筆?)

5.放長線放長線放長線放長線 ( 你急 ,人家不急 , 好報導不如好時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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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 指定一個工作人員指定一個工作人員指定一個工作人員指定一個工作人員，，，，讓理事讓理事讓理事讓理事、、、、志工志工志工志工、、、、職工職工職工職工
一起來一起來一起來一起來(可成立募款委員會可成立募款委員會可成立募款委員會可成立募款委員會，，，，設指揮官設指揮官設指揮官設指揮官)。。。。

• 整理出來過去整理出來過去整理出來過去整理出來過去5年有年有年有年有誰幫助過我們誰幫助過我們誰幫助過我們誰幫助過我們(製表製表製表製表)

• 匡列匡列匡列匡列接觸者接觸者接觸者接觸者，，，，找出找出找出找出打群架的朋友打群架的朋友打群架的朋友打群架的朋友

• 盤點需求盤點需求盤點需求盤點需求、、、、選出選出選出選出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誰會買單誰會買單誰會買單誰會買單

• 設定一個設定一個設定一個設定一個99.9999%可達成的目標可達成的目標可達成的目標可達成的目標

• 限定時間執行限定時間執行限定時間執行限定時間執行，，，，並並並並開放討論開放討論開放討論開放討論執行結果執行結果執行結果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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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無法教你怎麼募款我無法教你怎麼募款我無法教你怎麼募款我無法教你怎麼募款，，，，只能告訴你只能告訴你只能告訴你只能告訴你:

�應該具備的概念應該具備的概念應該具備的概念應該具備的概念

�可以有哪些方式可以有哪些方式可以有哪些方式可以有哪些方式

�有那些途徑有那些途徑有那些途徑有那些途徑

�應該有的投資與投入應該有的投資與投入應該有的投資與投入應該有的投資與投入

該視資源發展該視資源發展該視資源發展該視資源發展，，，，與服務同等重要與服務同等重要與服務同等重要與服務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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