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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長序言

感激與企盼

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本著「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宗旨，以興辦公益事業、發揚學術文化，

及造福社會為目的。我們從人本出發，透過社會關懷，進而內化成一種責任。我們所思所為，乃在

為社會提供更多正向的力量，讓共同生活在這片壯麗土地上的人民，皆能自在、健康、快樂、幸福。

本基金會之所以能順利運轉，感謝慈悲善良的賢能之士，無私的奉獻，並慷慨解囊；而在辦理各項

活動時，無數的志工及義工，皆義無反顧的情義相挺，你們的熱心、盛情，我們看在眼裡，感激在

心裡，我們會秉持初心，繼續努力邁進，成就更多的善舉。

三十餘年來，基金會所有的工作同仁，皆盡心盡力，我們企盼在豐盛的年代，種植希望的心花，成

就富而溫暖祥和的社會；在貧乏的地方，種植關懷回饋的心花，成就無情荒地有情天的國度。最後

謹以一首「我們都是一家人」的詩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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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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執行概況

懷抱著「關懷社區、回饋社會」之信念，豐泰文教基金會持續致力於「推廣環境保護觀念、資助清

寒學子就學、贊助社區各項活動」。

回顧2015年，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執行了包含清寒學生獎助計畫、課輔專案、急難救助、機器人創作

大賽、圖書贈送、4項大型運動賽事、10項藝文活動及各項專案贊助計畫，並持續發行環保資訊月刊。

2015執行概況

活動內容

清寒家庭及偏鄉地區學生關懷

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大專清寒助學金計畫• 

大專助學座談會• 

「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國中小課後輔導補助• 

愛天使團圓計畫• 

履夢計畫• 

在地社區關懷

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贈書閱讀圓夢活動• 

社區活動贊助計畫• 

體育運動推廣

2015雲林路跑賽• 

特奧滾球比賽• 

三對三籃球賽• 

樂樂棒球賽• 

藝文活動推廣

國樂嘉年華• 

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音樂逍遙遊• 

兒童戲劇研習營、藝術饗宴體驗行• —

九歌兒童劇、飛雲舞蹈團、紙風車劇團

巡演、高中職／國中小國樂音樂會、作

文比賽、品格教育講座

其他活動

群育夏令營（十鼓青少年夏令營、學生• 

音樂夏令營）

2015雲林縣國小組機器人創作大賽• 

中輟預防輔導計畫、國小兒童課後照• 

顧、快樂天使親子營

環保保護

環保資訊月刊• 



4 清寒家庭及偏鄉地區學生關懷

清寒家庭及
         偏鄉地區學生關懷

豐泰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於關懷弱勢家庭及偏鄉地區的學生，除設立清寒學生助學金，

亦持續推動「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愛天使團圓、履夢計畫的執行，

期望藉由這些關懷為孩子點亮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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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為維護弱勢家庭學生的受教權益，豐泰文教基金會於1987年設立大專清寒助學金、2002年推動「國

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並於本年增設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金。我們期望透過多元的助學機

制，讓清寒學生在各學習階段皆能獲得適時的照顧，擁有開創嶄新未來的機會。

3.1.1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嗣於2002年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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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童實際需求。2015年總計投入新台幣825.5萬元，計有

分別就讀於168所學校的522位學子受益。

3.1.2 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豐泰文教基金會於2015年增設高中職清寒助學金。凡就讀於雲林縣高中職、學科成績優良或具特殊

技能之清寒學生，可透過學校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志工亦會至學生家中進行關懷訪談。2015年共

發放新台幣44萬元，計有22位學子受惠。

3.1.3 大專清寒助學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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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發放新台幣432萬元，共計36位

學子受益。

大專助學座談會

本會自2005年開始每年舉辦助學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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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增進與學生間之交

流。今年計有52位學生及家屬親友連袂出席，敘述自己大學

新生活之點滴。另邀請2位學長姐向學弟妹分享自己的經驗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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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豐泰文教基金會於2011年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推動的「雲豐

小星星」課輔專案今年已邁入第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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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課輔

對象涵蓋幼稚園至國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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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人次。2015年有509人次參與課輔，較2014年提升67％；上課

堂數達232堂 (共288小時)，較2014年增加62％。目前共計有48位雲科大學生志工定期參與，持續為

在地孩童創造更多學習資源。

3.3 國中小課後輔導補助

在課後輔導資源不足的地區，為提供弱勢學童更好的學習資源，

豐泰文教基金會特別針對雲林縣內偏鄉及資源短缺地區所辦理之

「雲林縣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提供補助。2015年共資助新

台幣448萬元，共計42個班級受惠。此外，我們也補助縣內小學

所辦理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讓弱勢學子也能有良好的課後輔導資源，並獲得適時的照顧。

2015年共資助新台幣234萬元，補助25所學校申請，參加學生共430人。

3.4 愛天使團圓計畫

為讓弱勢學生從遊戲中體驗學習的快樂，豐泰文教基金會於2015

年初舉辦愛天使歲末團圓計畫，邀請雲林縣夜光天使班*的學童

參加。活動內容包含才藝表演、哈雷機車體驗、天使闖關等，結

合勵志、具啟發性的闖關遊戲，鼓勵孩子們從日常細節的溝通互

動，養成良好的品格和習慣。現場亦有特教班的小朋友義賣自製

手工小物，期望能讓特教學童勇於挑戰自我，逐步累積豐富的生

活經驗。本次共計有1,200名夜光天使班學童及活動志工參與。

*備註：夜光天使班係為弱勢學生所開設之夜間課輔班

3.5 履夢計畫

偏鄉的學童也應有追夢的權利。本會在2015年啟動「履夢計

畫」，提供資源與創意，支持家長、老師陪著孩子一起踏出履夢

的步伐，為自己制訂履夢計畫。2015年我們共資助了11個履夢

計畫，其中包含溪洲國小的溪洲森巴服務趴趴Go，讓學生以森

巴鼓前進社福機構關懷身心障礙者；雲林特殊教育學校的馬術育樂營，讓特教生透過四天三夜的課

程，從餵馬、刷馬、馬房清理到騎馬訓練，協助提升孩子平衡感與互動能力。



7在地社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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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豐泰文教基金會於接到學校及社區通報得知可能需要急難救助的家庭時，隨即安排志工進行訪談；

於確認實際需求後，即給予經濟援助。2015年協助了13個遭逢重大變故的家庭，共資助新台幣37萬元。

4.2 贈書閱讀圓夢活動

閱讀可拓展個人的人生廣度與生活視野。豐泰文教基金會有鑑於目前雲林縣各鄉鎮市圖書館書籍普

遍老舊並缺乏新書，遂於2015年資助20個鄉鎮圖書館添購新書，讓民眾能更加享受閱讀的樂趣，並

期望能藉此增進在地的閱讀風氣。

4.3 社區活動贊助計畫

豐泰文教基金會持續贊助校園及社區公益活動。在2015年，我們贊

助了斗六高中網球隊赴日比賽經費、「雲林濃情─環境教育推

廣活動」、雲林縣第四屆全國圍

棋比賽、正心中學奧林匹克機器

人世界代表隊參賽費用、華聖啟

能發展中心「華聖心 家庭行」活

動等，期望透過贊助推動社區多

元發展。

費 雲林濃情 環境教育推

贊

推推

（雲林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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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推廣
體育運動是孩童人格養成中很重要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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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雲林路跑賽

為提倡健康運動風氣，豐泰文教基金會從「熱情、關懷、健康、活

力、希望」的理念出發，與雲林縣政府合辦「2015雲林路跑賽」活

動，並提供雲林在地民眾與學生免費參加。 

本次路跑於10月24日登場，除了10公里長跑組外，也有專為高中、

國中生設計的6公里競賽組，以及適合全家大小參加的1公里休閒

組。本次活動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長跑好手參加，共計有1萬2千人報

名參賽。

5.2 特奧滾球比賽

為培養身心障礙學生對運動休閒的興趣，豐泰文教基金會與雲林縣

政府合辦「特奧滾球比賽」。比賽於10月3日在崙背國小進行，參加

人數共計有約326人。活動除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比賽交流的經驗，也

藉由簡單的滾球競賽，於運動中增進其對自我的信心與成就感，不

因其身體或心智上的缺陷而退縮，體驗運動的樂趣。

5.3 三對三籃球賽

豐泰文教基金會首度舉辦國中小「豐泰文教盃」三對三籃球團體

對抗錦標賽，期望透過校園間學童的互動交流，培養良好的運動

精神。本次活動計有超過八百位學生參與，報名隊伍包括國中男子

組64隊、國中女子組9隊、國小組16隊，共89隊報名參加。決賽當

日，特邀多位璞園當紅一線球星到場，與參賽的選手們近距離接觸

合影，並為他們加油打氣，得到現場學童們熱烈的迴響。此外，藉

由活動過程中以球會友的交流，孩子們也在競爭中學習團隊合作的

運動精神，與面對挑戰應具備堅持不懈的態度。

5.4 樂樂棒球賽

豐泰文教基金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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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合群精神。本年度的球賽於

11月24日起，一連三日於斗六棒球場進行，共吸引83隊參加。現場

1,214名小選手們藉本活動互相交流，一同享受運動之樂。比賽時

小朋友們充分展現平日練習成果及團隊合作精神，全力爭取最高榮

譽。我們也特別贈送前8名的學校獎金及樂樂棒球具組，除獎勵優勝

者外，也鼓勵各校學童能於平日即培養對運動之喜愛，提升校園內

運動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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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推廣
豐泰文教基金會與在地藝術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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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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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國樂嘉年華會

豐泰文教基金會從2013年起舉辦雲林國樂嘉年華會，2015年10月11日再度與雲林國樂團合作，結合

縣內各社區樂團參加公演。演奏當天有來自古坑、崙背等地的11個國樂樂團，324位演奏者共襄盛

舉。本會亦特別邀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魏德棟教授與台北正心箏樂團合奏，以及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李佳蓁老師表演獨奏。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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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2015豐愛雲林 鄉音傳情—彼得與狼奇遇記」親子音樂會，藉由兒童管弦樂入門曲目—普羅高

菲夫的「彼得與狼」，將豐富精采的管絃樂作品改編為室內樂演奏，以說故事的方式介紹樂器、故

事中的每個角色由不同的樂器和旋律代表，讓聽者感受到不同樂器所蘊含的音色特質。此外，我們

也邀請了台西國小及華山國小弦樂團一同演出，除了演奏適合小朋友聆聽的歌曲外，也有膾炙人口

的古典音樂曲目。

本次活動一連二日於北港及斗六進行，吸引超過1,400位鄉親

到場聆聽。透過生動故事與豐富樂器的結合，期望在欣賞音

樂之餘，為孩子心中灑下一粒

小小的種子，開啟其對音樂的

無限想像，啟發對藝術的美感

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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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音樂逍遙遊

除「豐愛雲林 鄉音傳情」音樂會外，豐泰文教基金會特為

孩子與家長們精心策畫「音樂逍遙遊」親子音樂會。此次音

樂會由國內知名鋼琴家廖皎含等六位台灣傑出音樂家，以

解說音樂會的方式將古典音樂完美呈現給現場聽眾。會中

透過各式各樣的重奏組合讓聽眾感受到室內樂的力與美。

同時介紹古典音樂的經典名曲以及相關故事背景，讓前來

欣賞的聽眾不僅感受到音樂的美妙，亦能更加貼近古典音

樂的歷史脈絡，讓古典樂融入生活。

6.4 兒童戲劇研習營

豐泰文教基金會首次主辦「兒童戲劇研習營」，讓專業與會

人士從兒童戲劇教育的理論到實務經驗，分享兒童戲劇的教

學理念與成果，進一步啟發參與學員對兒童藝術教育的潛能

和興趣。本次活動於11月28日在斗六國小舉行，共計有131人

參加。課程包括戲劇教育論壇分享與學習工作坊，讓前來參加

的老師們獲益良多。許多老師亦表示論壇內容豐富，尤其工作

坊課程有趣又實用，未來將這次研習所學帶入平日的教學課程

中，進一步提升教學品質，激發學生學習熱忱。

6.5 社區藝文活動

藝術饗宴體驗行—九歌兒童劇

為讓生活在弱勢家庭、鮮少接觸藝術活動的學童，能有機會觀賞現代藝術兒童劇的演出，豐泰文教

基金會邀請到九歌兒童劇團帶來具機動性、生活化的小型故事劇場，將藝術帶進校園。期望能藉此

機會讓同學感受戲劇的魅力，且能更肯定自我獨特的價值。因在鄉下學校很難得有劇團演出，演出

時台下更是充滿孩子們一雙雙興奮期待的眼神。本次巡演日期從6月9日到18日，共舉辦9場，地點涵

蓋偏鄉學校，計3,371位學童觀賞。

除

孩

樂

解

透

同

欣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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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雲舞蹈團

為鼓勵雲林鄉親積極參與藝文活動，豐泰文教基金會與飛雲舞蹈劇場合作，舉辦免費索票入場的舞

蹈展演回饋雲林地區的觀眾，帶給觀眾豐富的心靈饗宴。

本次演出結合舞台裝置藝術，以精緻、現代化的呈現，將飛雲過去演出作品加以改編。我們也特別

邀請雲林子弟回鄉創作、呈現作品，透過淺顯易懂的演出型態與風格表現舞蹈藝術，促進當地民眾

了解專業舞蹈藝術之美。活動有將近1千4百人參與，吸引各個年齡層的觀眾前來欣賞，亦有民眾因

舞蹈觸動回憶，深受感動。

紙風車劇團巡演

2015年豐泰文教基金會於9月20日邀請紙風車劇團在雲林縣西螺

鎮文昌國小大操場演出。藉由劇團的現場演出，讓參與民眾及學

童獲得有別於電視、電影的獨特觀賞經驗，並帶領其接觸更寬廣

的藝術領域。總參與人數達3,000餘人，

作文比賽

為強化雲林縣學校的語文教育，培養學生閱讀興趣，豐泰文教基

金會舉辦全縣國中、國小作文比賽，透過比賽培養並強化學生國

語文能力。活動共吸引451位學生報名參加，作文比賽題目以環保

為主題，用作文方式，書寫出具體可行的環保概念。讓學子不僅

能切磋語文能力，同時也思考如何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來推廣正確

的環保觀念。

品格教育講座

教育的責任不僅在老師身上，父母更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2015

年，本會舉辦了4場教育講座，邀請到洪蘭教授、盧蘇偉老師做專

題演講，分享教養觀念，讓父母們從自己做起，培養良好的品性

教導孩子。共計吸引約2,000人次參加。



14 其他活動

其他活動

除了在地體育藝文活動的推廣，豐泰文教基金會也藉由

群育夏令營及機器人創作大賽的舉

辦，讓在地學子透過群體生活及創

作過程的學習，培養良好的處事態

度及創意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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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群育夏令營

豐泰文教基金會藉由群育夏令營活動的舉辦，讓孩童從群體生活中，學會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尊重，

也期望透過營隊中主題式的學習內容，提升在地孩童的藝文素養。

十鼓青少年夏令營

2015年豐泰文教基金會邀請台南十鼓打擊樂團一同舉辦第一屆

「2015雲林十鼓夏令營」，希望藉由夏令營潛移默化的方式導入

群育教育，讓學員能實際透過群體生活，放下自我、學習與人之

間的溝通、互動與尊重，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本次活動提供各校青少年免費參與，共吸引76位學員報名參與。

本會也邀請十鼓配合竹北高中童軍團隊輔，透過四天三夜的夏令

營活動，讓現代青少年從鼓術訓練中享受打擊的樂趣，並培養學

員合群與相互尊重的態度。

學生音樂夏令營

豐泰文教基金會長期關注偏鄉弱勢孩童的學習資源，今年特別

邀請優質的在地樂團—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為孩子們籌劃

「2015豐愛雲林 鄉音傳情—菲菲笛音樂夏令營」。

五天的音樂營包括了精采的課程與戶外教學，共有50名學生報名參與。藉由趣味的互動教學課程，

並透過簡單易學的菲菲笛(Fife)樂器教學，建立學童的自信心，讓學習不再乏味恐懼，啟發其對音樂

的興趣。本次活動也得到家長及學童們熱烈的回響與讚賞，成果發表會當天，看著孩子們在台上演

奏僅學了五天的菲菲笛，許多家長皆感受到無比的榮耀與感動。

7.2 2015雲林縣國小組機器人創作大賽

「創意，不該照本宣科，而是勇敢放手做夢。」

鑒於雲林縣學校資源的缺乏，為鼓勵學童從小發展創意思考，並

發揮不設限的想像力，豐泰文教基金會與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合作

舉辦機器人創作大賽，一同推動在地科學教育，激發學童無限的

創意發展能力。

本次比賽於11月21日在雲林縣立體育館舉行，活動參與選手及教

師約有550人。參賽選手和老師們皆表示：此次活動讓孩子能透過

親自動手的過程，體驗創作中的樂趣和挑戰，並培養學童解決問

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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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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環保資訊」已發行212期。

「環保資訊」月刊第209期 

綠機場    
王秋森

素有「生物演化實驗室」之稱的加拉巴哥群島(Galápagos Archipelago)，於2012年興建了全球第一座綠

機場─加拉巴哥生態機場。

位於東太平洋的加拉巴哥群島，係由數十個散佈於赤道南北的大小島嶼所組成。因與南美洲大陸相距965
公里，早期移入的物種經歷了獨特的島嶼型演化過程。群島上許多特有物種具有因演化程度不同而呈現

的不同特徵，因此加拉巴哥群島常被稱為「生物演化實驗室」。為了保護群島上的特有物種，厄瓜多爾

政府於1936年宣佈加拉巴哥群島為國家保護區。聯合國文教組織於1978年將其列為人類自然遺產之一。

加拉巴哥生態機場（原為西摩爾機場，Seymour Airport）座落於群島中的巴爾特拉(Baltra)島。機場所

需能源約有35%由安裝於行人走廊頂蓋上的太陽能光電板產生，65%來自設置於機場內的風力機。面積

6,000平方公尺的新航廈僅於日間營運，每年接待約30萬旅客人次，其使用的建材有80%係從舊建築物回

收再利用的。機場內設有海水淡化廠，藉以供應航廈所需的用水。

以美金4千萬元興建的加拉巴哥生態機場航廈，於2014年11月獲得美國綠建築委員會的LEED金級認證。

其認證的要求條件之一是：向旅客說明這是一座什麼樣的建築物？它是如何蓋成的？為什麼要蓋這樣的

航廈？厄瓜多爾尚是一個經濟發展中的國家，卻能長期致力於生態環境的保護，令人領悟到永續發展最

需要的並不是資源，而是人民的意願。

機場可能產生的負面環境衝擊包括：能源與水資源的消耗、飛機及車輛的排氣與噪音、衛廁排水、餐廳

廚餘、以及飛機跑道與滑行道造成的熱島效應（會導致周遭氣溫升高）等。除了加拉巴哥生態機場，多

年來已有不少其他機場積極設法降低其對環境的影響。譬如座落於美國波士頓市的洛干國際機場(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其航廈A於10年前完成了下列的改善項目：可將熱輻射向外反射的屋頂及窗口、

低流量水龍頭、無水小便器、資源回收、自然採光、自動調光照明系統及雨水過濾裝置。航廈A因此於

2006年8月獲得美國綠建築委員會的LEED認證。

美國加州奧克蘭(Oakland)市的國際機場第2航廈，經整修後於2010年3月獲得美國綠建築委員會的LEED
銀級認證。其獲得肯定的項目包括：於整修時回收或再利用超過80%的舊建材，使用不會釋放（或僅會

釋放少量）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油漆、膠水、地毯、櫥櫃及合板產品，降低航廈內清潔用品的負面環境

衝擊，大幅提升能源效率，減少24%的用水量，在機場周邊建立可用於濾除暴雨逕流中污染物的低窪綠地。

擁有廣大土地的機場可利用空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譬如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市的國際機

場，於2008至2011年間先後完成三座光電發電系統，合計佔地約18公頃。三座發電系統一年總發電量達

1,300萬瓩時，約為機場總用電量的5.6%。相較於小型的加拉巴哥生態機場，大型的丹佛國際機場接待

的旅客人次於2014年高達26,000,591，在美國所有機場中居第6位。

歐洲也有不少機場積極致力於減輕負面的環境衝擊。譬如位於英國倫敦北方約185公里的東密德蘭(East 
Midlands)機場，多年前在噪音控制、能源節約及資源回收方面已有顯著成效；之後在機場內選擇適當地

點設置風力機，並以26公頃的土地種植楊柳樹做為航廈供熱系統的燃料，於2012年達成碳中和（將原先

的溫室氣體產生量透過減量方式降低為零）。

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阿蘭達(Stockholm-Arlanda)機場特別受到肯定的是，車輛及航廈的供熱系統均使

用生質燃料。其在能源效率、噪音控制和資源回收方面的措施亦有優異的成果。機場與斯德哥爾摩市區

之間的大眾運輸系統甚為方便，目前已有超過50%的旅客利用搭乘。

大型機場有如一個城市。若能盡量降低其對環境的影響，則旅客、工作人員、附近居民以及生態環境都

能受益。

2015年(201-212期)

‧201期

‧202期

‧203期

‧204期

‧205期

‧206期

‧207期

‧208期

‧209期

‧210期

‧211期

‧2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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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各項助學金及主要公益活動明細

清寒家庭及偏鄉地區學生關懷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8,255,000
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 440,000
大專清寒助學金計畫 4,320,000
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300,000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2,345,550
雲林縣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 4,389,449
愛天使團圓計畫 781,764
履夢計畫 488,344
小計 $21,320,107

在地社區關懷
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371,000
贈書閱讀圓夢活動 818,078
社區活動贊助計畫 1,753,337
小計 $2,942,415

體育運動推廣
2015雲林路跑賽 $5,282,804
特奧滾球比賽 372,662
三對三籃球賽 553,320
樂樂棒球賽 954,892
優秀體育選手贊助 1,200,000
小計 $8,363,678

藝文活動推廣
國樂嘉年華 $359,334
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600,000
音樂逍遙遊 310,935
兒童戲劇研習營 181,000
藝術饗宴體驗行—九歌兒童劇 621,839
飛雲舞蹈團 624,000
紙風車劇團巡演 450,000
作文比賽 200,000
品格教育講座 322,103
藝術與人文補助 1,200,000
小計 $4,869,211

其他活動
十鼓青少年夏令營 $1,238,048
學生音樂夏令營 549,105
2015雲林縣國小組機器人創作大賽 1,821,434
中輟預防輔導計畫專案補助 876,444
小計 4,485,031
總計 $41,98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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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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蘭
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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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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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1年成立以來，豐泰文教基金會持續致力於清寒學子就學、社區體育藝文推廣、以及各項社區

活動贊助，期望能為社區的長期發展貢獻心力，並藉由教育資源的投入及經濟的援助，為更多弱勢

家庭及學生點亮未來的希望。

回顧2015年，我們持續資助雲林縣及鄰近鄉鎮的清寒學子，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專皆設有

清寒助學金。同時也規劃急難救助金，協助突逢困境的弱勢家庭、度過難關，盡力讓每一位孩子都

能擁有學習的權利及翻轉未來的機會。此外，我們也舉辦了國小機器人創作大賽、十鼓青少年夏

令營、學生音樂夏令營等深入校園的活動，希望藉由課外活動參與，激發孩子的無限創意和多元發

展。我們亦舉辦體育藝文活動，如雲林路跑賽、樂樂棒球賽、音樂會、舞台劇等，繼續深耕社區運

動藝文風氣。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投入在地社區教育

資源發展，促進藝術人文及體育運動文化

之養成。在此也由衷感謝所有慈善賢士的

捐資、以及志工們的付出，豐泰文教基金

會才能深耕在地社福，不僅得到雲林縣政

府「惠風獎」肯定，也榮獲了教育部頒發

的全國「社教公益團體獎」。但前進的腳

步不會因此慢下，我們誠摯希望未來能攜

手與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結合國內各種

資源，讓這股正面的能量傳遞下去，讓社

會充滿愛的力量。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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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3

1987

1988

1989

1992

1993

1994

1997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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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清寒大專新生升學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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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移轉至成長文教基金會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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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認證

設立台大公共衛生學院獎學金 (2007年起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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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國中小清寒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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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起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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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舉辦雲林縣國樂嘉年華會、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獲教育部頒發全國「社教公益團體獎」

獲雲林縣政府頒發「惠風獎」

設立高中職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首次舉辦2015年雲林路跑賽、三對三籃球賽

首次舉辦2015雲林縣國小組機器人創作大賽

基金會重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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