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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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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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文化教育、贊助社區各項活動」，2016年本會贊助、支持及參與之活動摘要如下述。

基金會2016年成果概況

20,000
2016年公益活動參與人數達2萬人

600
協助國中小、高中職、大專清寒學生助學600
名，金額為1,300萬元。累計至2016年共投入1億
5,000萬元，嘉惠8,878位學子

5項大型運動賽事
雲林路跑賽、特奧滾球比賽、三對三籃球賽、躲

避球大賽、樂樂棒球賽，支出金額計930萬元

7項藝文活動
國樂嘉年華、中小學國樂交流音樂會、豐愛雲林

鄉音傳情音樂會、古典風華‧名家聚首音樂會、

九歌兒童劇團演出、飛雲舞蹈展演、紙風車劇團

巡演，支出金額計520萬元

8項社區活動及各項專案贊助計畫
弱勢家庭急難救助、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愛天

使團圓活動、履夢活動、贈書閱讀圓夢活動、學

生音樂夏令營、雲林縣機器人創作大賽、作文比

賽、國中小課後輔導補助，支出金額計4,000萬
元

投入3,000萬於在地有機農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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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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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天使團圓活動、履夢活動，期望藉由這些關懷為孩子點亮未來的希望。

清寒學生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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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寒學生助學

為維護弱勢家庭學生的受教權益，本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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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增設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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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金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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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總計投入新台幣789.5萬，計有分別就讀於

176所學校的514位學子受益。

■ 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
本會於2015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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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亦會至學生家中進行關懷訪談。2016年共發放新台幣104萬元，計

有52位學子受惠。

■ 大專清寒助學
考量剛進入大專的新生於第一年必須支付較多費用，本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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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發放新台幣384萬元，共計32位學子受益。

■ 大專助學座談會
期望透過助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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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位學生及家屬親友連袂出席，敘述自己大學新

生活之點滴；另邀請學長向學弟妹分享自己的經驗心得。

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本會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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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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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課輔

對象涵蓋國中小學生，輔導內容從英文到運動舞蹈等，提供多元化學習課

程。

2016年有365人次參與課輔，50位雲科大學生志工定期參與。今年新增主

題營隊活動，於雲林縣偏遠鄉鎮辦理主題營隊。主題涵蓋環保、藝術、健康

等議題，持續為在地孩童創造更多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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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地區國中國小夜光天使班補助

在課後輔導資源不足的地區，為提供弱勢學生更好的學習資源，本會針對雲

林縣內偏鄉及資源短缺地區辦理「雲林縣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點亮希

望的燈。讓學習成就較低落的弱勢學生，經由參加夜光天使課後輔導班，能

有好好念書的機會，找回學習自信心及學習動力。2016年補助新台幣885萬

元，共計120個班1,660位學子受惠。

愛天使團圓活動

為讓弱勢學生從遊戲中體驗學習的快樂，本會自2015年起舉辦愛天使歲末團圓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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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計有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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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夢活動

偏鄉的學童也有追夢的權利。本會於2015年啟動「履夢計畫」，提供資源，支持

家長、老師陪著孩子一起踏出履夢的步伐，為自己打造履夢計畫。2016年共

資助13個履夢計畫，其中包含溪洲國小的溪州森巴南台灣服務學習，讓學生

以森巴鼓前進社福機構關懷身心障礙者；樟湖國中小學生藉由騎乘獨輪車主

題探索課程，進行品格與生命教育，一起體驗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以獨輪車

踏遍故鄉每一鄉鎮的土地，讓孩子對這片土地有更深的歸屬感，也透過親近弱

勢，進而培養關懷、協助弱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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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推廣
體育運動是孩童人格養成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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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路跑賽

為提倡健康運動風氣，本會從「熱情、關懷、健康、活力、希望」理念出發，與雲林縣政府合辦「雲林

路跑賽」，提供雲林在地民眾與學生免費參加。2016年路跑路線設於雲林湖山水庫周邊，期望透過路跑

活動，結合在地風情。本次路跑於10月29登場，除了10公里長跑組外，也有高中、國中、國小的競賽

組，以及適合全家大小參加的2公里休閒組。本次活動共計吸引了全國近1萬名的長跑好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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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奧滾球比賽

為培養身心障礙學生對運動休閒的興趣，本會自2015年起與雲林縣政

府合辦「特奧滾球比賽」。本年度之比賽於10月2日在崙背國小進行，

共計有341名學生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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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步體驗運動的樂趣。

樂樂棒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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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團隊合作精神。本年度的球賽於11月1日起一連3天

於斗六棒球場進行，共吸引83隊參加。現場1,212名小選手們藉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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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名的學校可獲得獎金及樂樂

棒球具組，除獎勵優勝者外，也鼓勵各校學童能於平日培養對運動之喜

愛，提升校園內運動風氣。

三對三籃球賽

第二度舉辦「豐泰文教盃」國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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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良好的運動精神。本次活動報名隊伍包

括國中男子組75隊、國中女子組24隊、國小組17隊，共116隊766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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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避球大賽

2016年首次舉辦「豐泰文教盃」躲避球大賽，希望結合各類運動比賽

之推廣，建立良好的運動風氣與倡導團體合作精神。此次比賽於5月31

日起一連3天在馬光國小、褒忠國小舉行，活動共計78隊報名，參與選

手及師長人數約有1,6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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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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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雲舞蹈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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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嘉年華

自2013年起舉辦雲林國樂嘉年華會，2016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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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國樂團，有450位演奏者共襄盛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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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不同世代間之傳承，讓傳統國樂能生生

不息。

中小學國樂交流音樂會

聯合縣內中小學國樂社團班級，透過校際之間藝術觀摩交流與

音樂分享，擴大學生體驗國樂藝術之機會。並藉由活潑生動的

導聆介紹國樂彈撥樂器，讓觀眾也能領略國樂樂器特質與國樂

豐富音色之美，進而達到台上台下攜手同歡，享受音樂生活美

學。此次演出活動共聯合全縣9所中小學近300位學生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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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2016豐愛雲林鄉音傳情—胡桃鉗聖誕」音樂會，除了與觀

眾共享藝術饗宴，也提供偏鄉孩童欣賞音樂表演之機會。音樂

會結合了精緻室內樂、舞台佈置、芭蕾舞者、菲菲笛音樂營的

小朋友一起合奏、與現場樂曲導聆，除了為聽眾帶來好音樂、

動人的故事、優美的芭蕾舞，增添多元的享受，展現出童話

般的夢幻世界，將音樂的美好與歡樂散播在雲林，更將音樂

的種子往下紮根於下一代。活動將近1,400人參與，吸引各個

年齡層的觀眾前來欣賞。

古典風華‧名家聚首音樂會

繼2015年為親子們精心籌劃舉辦的音樂會獲熱烈回響，今年再

度邀請鋼琴家廖皎含、小提琴家王建堂、大提琴家呂超倫、雙簧

管家謝宛臻、長笛家鐘可欣等台灣傑出音樂家一起為雲林的觀眾

們帶來一場高水準的演出。期望觀眾能透過欣賞音樂，漸漸地培

養欣賞音樂的習慣與興趣，開啟觀眾對音樂的無限想像，啟發對

藝術的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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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再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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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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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到4月28日，共舉辦20場，地點涵蓋偏鄉學校，計4,055

位學童觀賞。

眾

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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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雲舞蹈展演
鼓勵雲林鄉親積極參與藝文活動，本會再度與飛雲舞蹈劇場合

作，舉辦舞蹈展演回饋雲林地區的觀眾，帶給觀眾豐富的心靈饗

宴。

本次演出集結國內優秀之青年舞蹈創作人才，發表精采演出作

品，結合各種不同舞風，呈現舞蹈藝術多元性的創作。並於演出

後舉辦座談會，分享作品概念與創作和排練過程，參與觀眾不

只是觀賞演出，可以更了解編舞者的想法及心路歷程，分享觀

後感想，讓創作者與觀眾有交流的機會。活動有將近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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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邀請紙風車劇團於9月10日在雲林縣褒忠

國小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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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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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積極關注社區發展，除舉辦教育及體育藝文活動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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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針對縣內經濟弱勢突遭逢急難或重大變故致生活造成困境之個人或家庭，適時給予關懷及資助。2016年

協助11戶家庭，資助新台幣32萬元。

贈書閱讀圓夢活動

打開一本書，就像打開一個世界，而閱讀就像一條通往未來希望的道路。閱讀可拓展個人的人生廣度與

生活視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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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資助鄉鎮圖

書館添購新書，讓民眾能更加享受閱讀的樂趣，期望能藉此增進在地的閱讀風氣。2016年與雲林故事人

協會合作出版彩虹繪本系列，精選歷年雲林社區繪本，重新編排印刷，捐贈給雲林各小學與20個鄉鎮圖

書館，金額計新台幣100萬元。希望藉此提升縣民對自己鄉土的了解與認同，並提供雲林人翻轉未來的機

會。

咱來去圖書館活動

2016年首次舉辦「咱來去圖書館」活動，邀請講師至雲林各鄉鎮市立圖書館推廣閱讀風氣。活動中融合

了音樂、律動及多媒體，帶領小朋友們進入不一樣的故事王國，同時也改變了孩子覺得圖書館嚴肅、無

聊的刻板印象。更透過親子共讀、手做DIY增進親子間的互動。參加者年齡層廣泛，從七十幾歲初次走入

圖書館的老人家，到幼兒園的孩童，成功的透過活動帶動地方鄉親走入圖書館。活動共計25場次，參與

人數計2,551人。

社區活動贊助

持續贊助校園及社區公益活動。在2016年，贊助「溪畔風情─西螺風‧虎尾戲」演出、「豐裕長泰 雲

彩飛揚」弱勢青少年學習專案、「弱勢家庭學生寒暑假生活輔導學習」、「青少年快樂學習友誼服務暨

反毒宣導」大露營、「琴迴戲夢─樂耕農年度音樂會」、「全國智慧農業」創新創業競賽、68電影館

館藏勵志影片認購等活動。期望透過贊助，持續深耕雲林藝術人文與文化涵養，推動社區多元發展。

在地社區關懷在地社區關懷在地社區關懷



14

學生音樂夏令營

本會長期關注偏鄉弱勢孩童的學習資源，今年邀請優質的在地

樂團—雲林縣鄉音室內樂團，為孩子們籌劃「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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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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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學習推動
除了在地體育藝文活動的推廣，也藉由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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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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創意寫作夏令營

本會與聯合報舉辦閱讀與創意寫作夏令營，一場和文學的對話在西螺、虎尾、台西、北港四個家扶中心

據點展開，在寫作老師的領導下，逐步走進寫作世界，了解文字美感，對於周邊人、事、物、一草一木

的表達或描述，多了一份靈感與感動，踏出寫作成功的第一步，此次營隊共計有181名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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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全縣國中、國小作文比賽，透過比賽培養

並強化學生國語文能力。比賽共有748位學生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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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機器人創作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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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雲林縣政府教育處自2015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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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在北港鎮立體育館舉行，活動參與選手及教師約有550人。透過此項活動讓孩子能藉

由親自動手的過程，體驗創作中的樂趣和挑戰，並培養學童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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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2倫敦奧運，2014仁川亞運，2016里約奧運，一位

來自雲林縣崙背鄉的舉重選手—許淑淨用不懈的努力，

讓世界看見台灣。在仁川亞運，她打破中國選手的230公

斤世界紀錄後，2016里約奧運更一舉得金。本會藉第四

屆西螺阿善師武藝群英會，由林金陽董事長代表頒贈200

萬元獎金予淑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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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亦將持續關注地方運動，鼓勵培養在地

優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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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推動

基金會關心雲林農業發展，有鑑於環境汙染日漸嚴重、食安問

題亦受到重視，將著手推廣有機農業並且促進食品安全及提升

有機農業產值。本會期望能盡一分心力，結合創新思維與科學

技術，以友善環境、公平交易、生態平衡為願景，支持台灣有

機農業的生產、推廣正確的食農教育。希望藉由基金會的推

動，人類與自然環境能更和諧共生。

成立社企公司

投資設立阿古力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2016年9月正式成立，以推廣有機農產、促進食品安全及提升

農業產值為營運目標。成立以來訪談了30處農場，並於12月舉行了第1場契作說明會，近40位農友參與瞭

解契作合作方式，初步已有13位農友有合作意願，面積15公頃產量約45公噸有機稻米。

（李政峯提供）

（蔡弘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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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主要收支報告

項目 金額 (NT$) 百分比 (%)
清寒學生扶助及偏鄉地區學生關懷 23.7%
國中國小清寒學生助學 $7,895,000
高中職清寒學生助學 1,040,000
大專清寒助學 3,840,000
雲豐小星星課輔專案 500,000
偏鄉地區國中國小夜光天使班補助 8,865,975
愛天使團圓活動 400,583
履夢活動 673,278
小計 $23,214,836
體育運動推廣 9.5%
雲林路跑賽 $5,263,798
特奧滾球比賽 318,880
樂樂棒球賽 997,576
三對三籃球賽 727,873
躲避球大賽 1,969,002
小計 $9,277,129
藝文活動推廣 5.3%
國樂嘉年華 $354,152
中小學國樂交流音樂會 549,770
豐愛雲林鄉音傳情音樂會 718,812
古典風華名家聚首音樂會 250,823
藝術饗宴體驗行—九歌兒童劇 873,511
飛雲舞蹈展演 687,800
紙風車劇團巡演 315,500
藝術與人文補助 1,400,000
小計 $5,150,368
在地社區關懷 5.1%
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320,000
贈書閱讀圓夢活動 1,010,885
咱來去圖書館活動 205,575
社區活動贊助 3,458,750
小計 $4,995,210
其他活動 25.7%
學生音樂夏令營 $699,400
閱讀寫作夏令營 379,216
作文比賽 230,000
雲林縣機器人創作大賽 1,475,159
在地優秀青年贊助 2,000,000
弱勢家庭學生寒暑假生活輔導學習 355,160
設置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豐泰文教講座」 20,000,000
小計 $25,138,935
有機農業推動 30.7%
成立阿古力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小計 $30,000,000
支出總計 $97,776,478 100.0%

項目 金額 (NT$) 百分比 (%)
利息收入 $100,288 0.1%
捐款收入 592,686 0.5%
助學金專款收入 20,091,431 17.9%
股利收入 91,561,600 81.5%
收入總計 $112,346,005 100.0%

2016年主要公益支出部分

2016年主要收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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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2 31

(NT$) (NT$)
$11,437,596.00

79,215.00                                 
592,686.00                               

228,829,000.00                         
300,811.00                               

91,561,600.00                           
15,000.00                                 

3,094,400.00                            
20,000,000.00                           

998,736.00                               
1,969,002.00                            

420,192.00                               
205,575.00                               
355,160.00                               
230,000.00                               

8,514,655.00                            
56,100.00                                 

354,152.00                               
673,278.00                               
500,000.00                               

( ) 315,500.00                               
27,729.00                                 

( ) 873,511.00                               
1,427,659.00                            

250,823.00                               
699,400.00                               

1,400,000.00                            
3 3 727,873.00                               

379,216.00                               
549,770.00                               

4,438,293.00                            
687,800.00                               
718,812.00                               
850,000.00                               
318,880.00                               

68 64,350.00                                 
2,000,000.00                            
4,020,000.00                            
1,040,000.00                            

187,108.00                               
320,000.00                               
255,550.00                               

2,300.00                                   
1,814,317.00                            

- 540,000.00                               
204,948.00                               

- 98,574.00                                 
30,240.00                                 
20,908.00                                 
60,000.00                                 
50,000.00                                 

290,898.00                               
94,669.00                                 

755,601.00                               
50,000.00                                 
38,891.00                                 

444.00                                      
( ) 1,220,000.00                            

975,480.00                               
217,460,945.00                         

- 30,000,000.00                           
733,211.00                               

21,073.00                                 
20,091,431.00                           

7,895,000.00                            
$341,490,816.00 $321,259,950.00 $20,230,866.00

$31,668,462.00

               ( )

1. $31,668,462.00 $5,849,436.00( $5,000,000 ) $25,819,026.00

(NT$)

2. - 2016/12/31  20,513,976

2016

6. $1,920,000.00 $371,909.00 $1,801,812.00 $4,093,721.00

:

3. ( 1088-50 1088-51 1088-52) NT$248,548,518.00
4. 5/31 1,345,000
5. $1,086,868

2016年收支總結報告



19

基金會組織及董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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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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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泰文教基金會自1981年成立以來，走過了35個年頭，始終堅持致力於偏鄉教育環境的提昇。隨著城

鄉差距的逐年擴大，我們堅信提供偏鄉孩童公平的教育機會是我們的最大使命。除了提供清寒學子從小

學到大學的助學金計畫，讓孩子不再因經濟因素而失去學習的機會；亦透過在地體育藝文活動的推廣、

以及各項社區活動贊助，期望讓孩子們有機會探索這世界更多不同的面貌，挑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在

2016年，我們更開始投入有機農業的推廣發展，並成立了阿古力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在地農民合

作，鼓勵健康友善的耕作方式，期望為地方農業注入更多新能量。

此外，透過基金會的「履夢計畫」，讓學童有機會走出校園，培養關懷、協助弱勢勇於追求夢想的態

度。我們亦對弱勢家庭學生提供課輔課程，確保學童擁有平等的教育權；並且舉辦機器人大賽、夏令營

等校園活動，讓孩童能經由實際參與，激發其無限創意和多元發展。在體育方面，我們舉辦了路跑賽、

籃球賽，及身心障礙生的特奧競賽，推廣在地運動風氣。在藝文方面，舉辦音樂會、戲劇表演等，期望

活絡在地藝文氣息，並進一步帶動社區發展。

未來，豐泰文教基金會將持續秉持「關懷社區、回饋社會」之信念，致力於「清寒學生助學、文化教育

活動、在地社區關懷、環境保護教育、有機農業推動」。我們由衷感謝陳王彩雲女士、王劉美惠女士、

王○○先生、陳惠玲女士、鄭文雄先生、李○○女士、劉俊杰先生、區榮圃先生、何欣柔女士、

陳登科先生、林美伶女士、張榮森先生、南光國小師生等慷慨捐資與志工們的熱忱投入，因為有您無私

的奉獻、信任並支持，幫助我們提昇服務成效與品質，我們才能繼續在這塊土地上深耕，為偏鄉注入更

多資源。我們誠摯希望未來能與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持續傳遞這股正面的能量，讓愛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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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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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阿古力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舉辦「豐泰文教盃」國小躲避球大賽

基金會重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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