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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長序言

〈我們都是一家人〉

豐泰文教基金會

一切作為本回饋

社會關懷位上階

同仁積極全力配

慈善賢士慨捐資

只盼會務有作為

志工義工情義挺

眾志成城羣力匯

董事長：

董事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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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執行概況

回顧2014年，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執行了4項社區助學、急難救助計畫、3項大型體育藝文活動，及9

項社區活動等專案贊助。本會亦十分注重工業衛生與環境保護，提供工業衛生實驗室服務，與環保

資訊月刊之發行。

2014執行概況

社區助學計畫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獎助學金計畫• 

急難救助計畫• 

「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計畫• 

豐泰助學座談會• 

體育運動推廣

舉辦「豐泰文教盃」樂樂棒球錦標賽• 

表揚贊助在地優秀選手• ─許淑淨

藝文活動推廣

舉辦「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動物狂歡節」

舉辦「雲林國樂嘉年華」• 

在地社區關懷參與捐助

雲林縣政府「弱勢學生愛天使歲末活動」、特教科• 

「快樂天使活動」

雲科大「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 

雲林縣體育會「南台灣盃圍棋錦標賽」• 

林內國中「全國音樂比賽」參賽、台西國中「勵志講• 

座」、公誠國小「第三屆公誠盃全國書法比賽」、文

昌國小「棒球隊築夢計畫」

工業衛生與環境保護

工業衛生實驗室營運• 

環保資訊月刊發行• 

活動內容



4 社區助學專案

為維護弱勢家庭學生的受教權益，豐泰文教基

金會於1987年設立大專清寒獎助學金；嗣於

2002年推動「國中國小清寒學生獎助學金計

畫」。自2011年起，本會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共同辦理「雲豐小星星」課輔計畫，結合地方

資源，提供弱勢學童多元的受教管道。另外，

基金會亦提撥急難救助金予遭逢重大變故的家

庭，避免其學齡子女因經濟困境而中斷課業。

「讓教育把希望帶回孩子心中，

              創造一個翻轉未來的機會」

社區助學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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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獎助學金計畫

 

3.2 急難救助計畫

急難救助計畫主要係藉由學校、及民眾通報，發現需求所在。本會經志工進行訪談，確認實際需求

後，即給予經濟援助。2014年共協助了25個遭逢重大變故的家庭。

3.3「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本會於2011年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推動的「雲豐小星星」今年已邁入第四個年頭。考量弱勢

家庭的家長多需於週六工作，且為避免與其他課輔資源重複，本計畫固定於週六在雲科大進行。每

次課輔從上午9點開始，歷時約8個鐘頭。課輔對象涵蓋幼稚園至國中，輔導內容從英文到運動舞蹈

等，提供多元化學習課程。

「雲豐小星星」至今已輔導超過1,600人次。2014年有3百多人次參與課

輔，較2013年提升56%；上課堂數達143堂（共264小時），增加36%。目

前共計有39位雲科大志工定期參與，持續為在地孩童創造更多學習資源。

本計畫旨在補助設籍於雲林、南投、嘉義等公立國中小學生之就學費

用。本會透過學校管道尋找有需求的學童，並安排志工至申請助學的學

童家中進行關懷訪談，瞭解學童實際生活狀況。本計畫於2002年啟動，

至今已逾10年。2014年總計投入新台幣745萬元，有170所學校、共477

位學子受益。獎助學金皆撥至學校專戶，確保款項實際使用在學童的教

育上。

課

目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獎

助學金計畫13年來已

幫助了7,388人次，

總金額超過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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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專清寒獎助學金計畫

3.5 豐泰助學座談會

本會自2005年開始每年舉辦助學座談會，

至今已滿10年。除了增進與助學同學間之交

流，本會期望透過座談會瞭解學子在生活上

遇到的困難及實際需求。今年計有43位學生

及家屬親友連袂出席，敘述自己大學新生活

之點滴。另有3位學長姐向學弟妹分享自己的

經驗心得。

「成長環境並不是任人選擇的，但唯一可以選擇的，便是努力讀書，

才有機會扭轉困境，改變人生。 —助學新生小怡」

考量剛進入大專的新生於第一年必須支付較多費用，豐泰文教基金會自

1987年起辦理大專清寒獎助學金計畫。設籍於雲林縣的清寒學生可直接

向本會提出申請。2014年發放新台幣360萬元，共計30位清寒學子受益。

28年來大專

清寒獎助學金計畫已

幫助312位學子接受

高等教育，總額近新

台幣1,800萬元。

經驗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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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內國中國樂團於2013年成立，2014年代

表雲林縣榮獲全國國樂團體B組甲等之佳績

在地社區關懷
豐泰文教基金會積極關注社區發展，除舉辦教育及體育藝文活動，亦贊助許多公益活動。

期盼這些關懷能讓鄉親學子們享受更多元的文化資源。

4.1 社區活動贊助計畫

為協助社區發展，豐泰文教基金會持續贊助校園及社區公益活動。從年初的愛天使歲末團圓、雲科

大數位學伴線上課輔服務、到台西國中勵志獎座等，期望透過贊助更加貼近地方需求。譬如，在台

西國中的勵志講座中，校友林國基設計師敘述他如何翻轉人生，從台西的孩子、一個汽車黑手，到

國外逐夢，成為全國知名設計師的奮鬥史。他帶來精美特製服，讓同學初嚐走秀機會。這場演講不

僅帶給現場學生全新體驗，也教導學生「有夢想最美，堅持努力必能圓夢」的人生精神。

西螺文昌國小棒球隊的孩子正為了全國冠軍

的夢想奔跑著

台西國中傑出校友林國基設計師與學弟妹

們分享他逐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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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推廣

體育、美術是孩童人格養成中十分重要的部份。豐泰文教基金會期望創造更多機會，

讓熱愛運動的孩子發揮所長，並在過程中體會運動精神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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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豐泰文教盃 樂樂棒球錦標賽

5.2 在世界的舞台發光 在地優秀青年贊助

「秉持堅持的心好好努力，也感謝豐泰文教基金會的支持獎勵與鼓勵。」—選手許淑淨

2014年9月21日，一位來自雲林縣崙背鄉的舉重選手以總和成績233公斤的佳績，一舉拿下亞運金

牌、刷新世界紀錄。她就是台灣舉重之光—許淑淨。

亞運結束後，淑淨返回雲林老家。豐泰文教基金會藉雲林縣運動會開

幕典禮晚會，由林金陽董事長代表頒贈200萬元獎金及獎牌予淑淨。

期望淑淨能繼續為自己、及雲林這個故鄉，創造更多的榮耀；也為台

灣的青年運動選手立下新的典範。未來，豐泰文教基金會將持續關注

地方運動，鼓勵培養在地優秀選手。

2012~2014，

「豐泰文教盃」樂樂

棒球錦標賽共累積

4,123參賽人次，

569位志工人次。

本會於2012年開始舉辦「豐泰文教盃」樂樂棒球錦標賽，提供國小學童

運動交流機會，並協助培養合群精神。

今年的球賽自10月21日起，一連三日於斗六棒球場進行，共吸引90隊

參加。開幕典禮當日，特邀公誠國小武術隊到場表演，展現雲林武術推

廣成效。現場1,311名小選手們藉本活動互相交流，一同體會運動之樂

趣。今年獲五年級組冠軍的崙背國小代表雲林縣參加全國賽，為家鄉抱

回全國冠軍的殊榮。崙背國小校長也特別感謝「豐泰文教盃」，讓孩子

獲得更多練習機會，打下此次奪冠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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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推廣
豐泰文教基金會與在地樂團合作，舉辦各類藝文活動，期望為社區帶來嶄新的創意視野，

培養藝術人文氣息。

6.1 豐愛雲林鄉音傳情─動物狂歡節親子音樂會

繼2013年首次舉辦「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本會今年

邀請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及雲科大學生，共同舉辦「豐愛雲

林鄉音傳情─動物狂歡節」親子

音樂會。本次活動一連二日於北港

及斗六進行，吸引超過1,350位鄉

親。另特別提供交通接送、邀請弱

勢家庭學生一同感受音樂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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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結合了室內樂演奏、及動物角色扮演，演出胡桃鉗組曲、童謠丟丟銅等九首曲目。現場同時

提供樂曲導聆，並邀請在場學童，參加音樂互動遊戲，及吹奏直笛與樂團合奏。於音樂中融入更多

元素，與學童交流，以期達到寓教於樂效果。

6.2 雲林國樂嘉年華會

2014雲林國樂嘉年華會於10月10日舉辦。這是豐泰文教基金會第二年舉辦此項活動。有了前一年的

經驗，本會今年再度與雲林國樂團合作，從林內、崙背等地請到了17個國樂團、326位演奏者。此

外，更邀請到優秀的雲林子弟─許楊寧博士、及日本赤城信夫夫婦，同台合奏。整體樂團較去年

增長近1倍，演奏者增加4成。當日共計有20多種樂器合奏表演，奏鳴出屬於在地人傳統的台灣交響

樂。許多父母帶著孩子前來，共同陶醉於傳統國樂的樂聲中。

本會期望透過雲林國樂嘉年華會，提供在地國樂團表演舞台。藉由台上三代同台合奏，促成不同世

代間之交接傳承，讓傳統國樂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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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工業衛生實驗室

本會為協助中小型工廠改善工業衛生，於1993年成立工業衛生實驗室，嗣於1996年取得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認可證。為求進一步與國際認證接軌，實驗室於2008年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認

證，並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之ILAC-MRA實驗室組合標記轉授權合約書。

實驗室提供的檢測項目初期以作業環境的有機化合物類、無機化合物類及粉塵類為主。近年來為協

助外銷廠商確保其商品及相關原物料均能符合環境、安全與衛生標準，實驗室乃增加原物料及產品

之重金屬、甲醛、六價鉻、有機溶劑等含量檢驗服務。2014年實驗室共檢驗了5,813件樣本。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間，實驗室從未停下腳步。但為因應需求之改變，實驗室已於2014年中暫停對外

業務。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本會能以更有效的形式與服務，持續投入環保工安，回饋社會。

7.2 環保資訊月刊

自1992年至2001年，《環保資訊》以平面季刊方式發行，合計出版35期。其內容涵蓋環境、安全與

衛生之觀念、技術與經驗，期能協助中小型工廠將環境、安全與衛生視為企業經營中的重要一環。

自2001年4月份起，《環保資訊》自平面季刊轉型為電子月刊，其涵蓋的範疇亦大幅擴展。截至

2014年12月，《環保資訊》已發行200期。

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證書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可實驗室第014號

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測試領域之「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第1997號

工業衛生實驗室與
環保資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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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收支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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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組織介紹

組織架構

董事長 / 林金陽
林金陽律師事務所  律師

董　事 / 林淑英
石榴國小  退休校長

董　事 / 莊勝通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退休主管

董　事 / 許家麒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董　事 / 林崇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

董　事 / 陳敏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董　事 / 林風評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退休主管

董　事 / 張艮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教授兼系所主任

董　事 / 賴正三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退休主管 

董事會 董事長 執行長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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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1981年，懷抱著豐泰集團創辦人王秋雄先生「關懷社區、回饋社會」之信念，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

金會成立了。這三十三年來，我們持續致力於「推廣環境保護觀念、資助清寒學子就學、贊助社區

各項活動」。一路上，看到我們的理念逐漸影響著社區；也看到許多經濟匱乏的家庭及學生，因著

我們的努力與付出，生命有了不一樣的結果，更鼓舞著我們持續向前！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持續推動弱勢家庭「國中小清寒助學金」計劃以及「大專清寒獎助金」計

畫，讓孩子學習的權利，不因環境因素而被扼殺。同時也推動了許多大型體育藝文活動，包含樂樂

棒球賽、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國樂嘉年華等。希望能透過在地藝文體育活動之推廣，進而帶動整

體社區的文化發展。在活動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了在地鄉親的熱情參與迴響、孩子們歡欣的笑容，

也看到了學子因基金會的協助，而談論未來藍圖時眼中閃耀的光芒。當孩子們由衷地說，未來也希

望能像豐泰文教基金會般幫助他人時，不只是對我們最大的肯定，也是我們能懷抱熱情，持續努力

下去的最大動力。

同時，我們也由衷地感謝許多善心人士，

與志工朋友們的參與及協助。因為有你，

才能促成這麼多的好事發生。展望2015

年，「關懷社區、回饋社會」，是驅使

我們持續努力的信念。未來基金會也將更

深入社區，持續推動在地文教及社區多元

發展，促進藝術人文及體育運動文化之養

成。更希望透過我們的拋磚引玉，能夠結

合國內各種資源及志工，讓這股正面的能

量傳遞下去，在這塊土地生根、發芽、成

長、茁壯，讓社會充滿愛的力量。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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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3

1987

1988

1989

1992

1993

1994

1996

1997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成立財團法人豐泰關係企業文化基金會

創立豐泰幼教季刊

設立大專清寒新生獎助學金

接收林懷民等創辦之成長兒童學園及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豐泰幼教季刊更名為成長幼教季刊

發行環保資訊季刊

財團法人豐泰關係企業文化基金會更名為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

成立工業衛生實驗室

設立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獎學金 (2007年起停辦)

工業衛生實驗室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證

輔導成立成長文教基金會，成長兒童學園及鞋子兒童實驗劇團由成長文教基金會接辦 

與雲林縣政府舉辦「雲林2000美展」  

舉辦環保資源回收再利用活動

舉辦2001年八色鳥故鄉─雲林縣林內鄉湖本村路跑賽活動

環保資訊季刊轉型為電子月刊，刊登於網站http://www.fengtay.org.tw

設立國中國小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舉辦幼教實務研討會(Ⅰ)活動

設立大專清寒優秀2~4年級生獎學金 (2012年起停辦)

舉辦幼教實務研討會(Ⅱ)活動

協助雲林縣政府推動成立雲林故事館 

工業衛生實驗室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測試領域之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

設立正心中學清寒助學金

捐資莫拉克受災學校學生，獲教育部頒發獎狀

與雲科大合作辦理弱勢學生課輔計畫

首次舉辦雲林縣「豐泰文教盃」國小樂樂棒球錦標賽

協助雲林縣政府辦理弱勢學生暑期學藝活動

持續舉辦雲林縣「豐泰文教盃」國小樂樂棒球錦標賽

舉辦雲林縣國樂嘉年華會

舉辦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舉辦第三屆雲林縣「豐泰文教盃」國小樂樂棒球錦標賽

舉辦第二屆雲林縣國樂嘉年華會

舉辦第二屆豐愛雲林鄉音傳情─動物狂歡節音樂會

基金會重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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