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職助學 勵學求上進

累計受益人數——340人

基金會透過高中職勵學獎助學金來關懷正處力爭上

游階段的家庭裡那群懂事奮發的莘莘學子，家庭背

景並不足以左右個人未來發展，本會期勉寒門子弟

於專業技能或學科上持續努力不懈，於此求學階段

奠定日後專業基礎並力求在校表現，開啟未來的希

望。

本年度共發放新台幣 142萬元，71位學子受惠；迄

今累計發放總額達新台幣 680萬元，受惠學生 340

人。

大專助學 活出更寬廣的人生

本會於 1987年設立大專清寒助學金，考量大專新生

入學第一年必須支應龐大學雜費等開支，凡設籍於

縣內的清寒大專新生，經家訪了解後，每位可獲上、

下學期各 6萬元，合計 12萬元的助學金；本會為大

二∼大四清寒學生設置優秀生助學金，鼓勵學子在

課業上精進，每位優秀生可獲 3萬元獎學金，發放

總額為新台幣 420萬元，2020年度共計 47位學子受

益。

新生座談會 逆境中看見希望

大專新生初入學時需同時面對陌生的環境與課業壓

力，若有人能夠適時解答疑惑並分享經驗，在異地

的求學路將相對順遂；基於此，基金會定期為當年

度通過補助的新生及家長安排面對面座談會，讓新

生有機會暢談大學新鮮人的生活點滴及所見所聞，

會中並邀請歷年曾獲取助學金的學長姐們分享自己

的奮鬥歷程，為邁向人生新旅程的學弟妹加油打氣；

本年度座談會首次於虎尾綠園區舉辦，無論新生與

優秀生，各個台風穩健、談吐不俗，娓娓道來大學

生活點滴及人生規劃，會場互動熱絡。

安心向學

國中小助學 呵護幼苗成長

累計受益人數——1萬 912人

踏入小美 ( 化名 ) 家中，雖是承租幾十年老厝，但

家中整理得有條不紊，媽媽提起小美是國小三年級

時發現異樣，怎麼也沒想過罕見疾病會發生在自己

孩子身上，在醫院和學校奔波往返的過程中，除了

擔心經濟問題、照顧孩子必須暫離職場的焦慮，孩

子因病痛產生的情緒起伏有時更令人難以招架。

經過近 2年的治療，小美病情趨於穩定，雖須時時

注意感染問題，但總是撐過了那段晦暗的求醫之路，

媽媽感謝本會和老師的關心和協助，讓她能稍稍減

輕生活負擔；能跟同學開心上課總是最幸福的，小

美對繪畫很有興趣，願她平安健康，繼續揮灑心中

那片多彩世界。

本會開辦近二十年的國中小清寒助學方案繼續發揮

實質助力，讓孩子的求學路不至於中斷。

本年度助學金發放總額 843萬元，598位學生受惠；

迄今累計發放總額逾 1億 6,327萬元，受惠學生達

10,912位。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總計

$8,425,000

$9,920,000

$7,805,000

$7,900,000

$7,895,000

$8,255,000

$7,450,000

$7,680,000

$12,707,000

$9,270,000

$8,865,000

$9,060,000

$9,435,000

$9,060,000

$9,030,000

$8,850,000

$7,680,000

$9,740,000

$4,245,000

$163,272,000

598

747

536

607

514

522

477 

490

901

618

591

604

629

604

602

590

512

487

283

10,912

$1- 3萬 

$20,000

$15,000

$15,000

歷年發放國中小清寒助學金總表

年度 總金額(NT$) 受惠人數 每人助學金額(NT$)

新生座談會全體合影

大專優秀生合影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總計

$1,420,000

$1,480,000

$1,320,000

$1,100,000

$1,040,000

$440,000

$6,800,000

$20,000

71

74

66

55

52

22

340

歷年發放高中職清寒優秀生獎助金總表

年度 總金額(NT$) 受惠人數 每人助學金額(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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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清寒學生 今日熱血教師

崙背鄉豐榮國小 賴世偉老師

認真做好榜樣

今年度大專座談會邀請到甫獲得「教育部 109年度

杏壇芬芳獎」的賴世偉老師，本會曾經陪伴世偉走

過求學路，而今，他以學長的身分來到座談會勉勵

學弟妹們。

初見世偉，臉上掛滿笑容，態度謙和，一派樂天的

他，很難與童年辛苦的經歷聯想在一起，從小歷經

父母離異、母親憂鬱的不安童年，其後又遭遇父母

相繼離世，世偉自小際遇便與同儕大大不同，看似

孤寂的成長路並未讓世偉自怨自艾，反而一路靠著

勤學苦讀，兢兢業業地經營自己，其後以優異的成

績和表現在每個成長階段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踏上回鄉貢獻之路

始終感懷基金會支持的他，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畢業之後，一心想要返鄉服務，在外打拼數年，終

於得以轉調回到雲林，現於崙背鄉豐榮國小任教，

於教育現場春風化雨，積極培育莘莘學子，以具體

行動實踐他回饋鄉里的心願。

今年喜獲麟兒的他，靠著樂觀進取及常懷感恩的心

一路披荊斬棘，每個人生階段都盡情揮灑自我，活

出了精采人生，如今人生路上有家人相伴，生命更

加豐富圓滿，本會也期許他日後作育英才，為社會

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歷年獲獎摘要

98年度教育替代役 - 全國績優役男

99年度全國創編健康操南區決賽第一名

99年度雲林縣第 50屆公私立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生
活與應用科學組」第二名

南投縣 99學年度鄉土語言繪本製作徵選第二名，作品
名稱：「踅菜市仔」

南投縣 101年度國小學教師專業產出計畫國小組特優

南投縣 101年度國小優良英語繪本中年級第一名

南投縣 102年國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第二名

104年度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戲劇組全國第二名

104年度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戲劇組中區初賽第一名特優

109年教育部杏壇芬芳獎

●

●

●

●

●

●

●

●

●

●

賴世偉老師（前排右二），影像由豐榮國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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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營隊
2. 線上課輔
3. 週六課輔

1

2 3

雲豐星星服務
無價陪伴 無私付出

自 2011年起，本會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攜手合作，

共同辦理「雲豐小星星」服務專案，提供國小弱勢

學童課後輔導及多元的品德教育與課外學習活動，

至今發展出小星星社會服務、服務學習激勵方案及

國際文化夏令營為三大發展主軸，充分讓大學生能

運用己力回饋所學，回饋在地。

小星星社會服務

成為青年志工 學習付出感恩

本項計畫於每週六假雲科大為弱勢學童進行課後輔

導，協助培養其品德禮節與良好生活習慣，提升學

習動機並培養多元智能。

服務學習激勵

一步一腳印 從做中學達成自我目標

為了讓大學生能發揮所長並鼓勵投入社會服務，本

項計畫透過對於周遭的悉心觀察，發現學校、社區、

弱勢族群等實際需求或待解決的困擾，並據此發揮

創意，善用所學，自組團隊擬訂解決方案並付諸執

行。

2020年審查通過的 2項服務學習激勵計畫延續在地

關懷的初衷，例如校園環境類的「雲科大學生巡邏

計畫」，培養大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進而能夠定義

問題，最終提出解決方案，也踏出在地關懷的第一

步。

主題營隊

為拓展服務範圍，並將小星星社會服務的精神感染

給更多大學生，本計畫自 2016年開始與雲科大課外

活動指導組合作，招募社團加入服務行列，於寒假

期間前往雲林縣內偏遠鄉鎮如崙背鄉、斗南鎮及水

林鄉等鄉鎮，與當地國小合作，本年度原申請補助 7

隊，因受新冠狀肺炎之影響，實際辦理 4 場具教育

主題之營隊活動。

成果摘要

小星星社會服務

今年因受疫情影響，為保護學童及志工的健康，上半年面

授課輔僅辦理 2周次，為延續「陪伴」之宗旨，改以線上

「一對一」方式進行，提供課業適性式教學，下半年疫情

逐漸穩定恢復面授課程。

●  週六定期課輔

( 上半年 3月 18日 -3月 28日、下半年 10月 24日 -12月 26日 )

開課時間為每周六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共培訓 58名志工，

投入服務 558人次，共 3,114小時 ( 其包含培訓、課輔前

訓及課後檢討會議 )；上半年課輔 25名學童，下半年課輔
35名學童。

●  週六線上課輔 (4月 11日 -6月 13日 )

考量學童長時間盯螢幕影響視力及專注力有限之情況，課

輔時間改為每週六上午 9點至 12點，因學生端需要有穩

定的網路及具視訊功能的設備，共有 7名學童參與，由於

課輔模式更改，共培訓 27名志工，投入服務 151人次，

共 391小時，計執行 9週次。

●  主題營隊

今年受疫情影響，寒假舉辦 4 場主題性營隊，投入 113名

志工，共 193名學童參加，其中包含弱勢學童 70人次，

因疫情的關係，暑假停止辦理。

●  服務學習激勵計畫

109年審核通過 2案，大學生參與共計 1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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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夜光天使點燈

愛天使

歲末團圓

弱勢學生免費夜間課輔

「雲林縣夜光天使點燈專案」原為教育處為強化弱

勢家庭學童教育輔導，避免學童課後缺乏照料，間

接影響學業及身心發展，遂結合民間資源，於夜間

（17:00~21:00）免費提供相關資源並包辦晚餐，協

助其能在安全的學習環境中獲得妥善的夜間教育照

護，解決晚歸家長照顧孩童的問題，讓家長能安心

工作，穩定家庭狀況。

2015年起，基金會基於政府教育單位經費短缺，特

別針對縣內偏鄉及資源缺乏地區提供夜光天使點燈

專款補助，支持偏鄉各校或地方公益團體持續辦理

夜光天使班。

2016年起，為了讓家庭正處於力爭上游階段的青少

年能在充滿關愛的學習環境成長，縣內夜光天使班

開始由國小延伸至國中階段。青少年期是人格養成

的關鍵時期，同儕影響也最為深遠，基金會希望學

生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下加強課業學習，充實課後時

光。

2020年總計補助新台幣 672萬元，共計 130班，

超過 1,800人次的學生受惠。

為了給力爭上游的家庭子弟提前感受年節氣氛，本

會攜手雲林縣政府，於 1月 4日假斗南田徑場共同

舉辦本活動。已連續舉辦 8年的團圓活動，如今參

與人數達 1,500位，場面浩大，透過陪伴及闖關遊戲，

提前讓學童感受年節溫暖。

遊戲藏巧思

本次內容包含各項多元智能闖關遊戲及助學用品兌

換，並安排哈雷機車試乘體驗會，讓學童們在寓教

於樂的氛圍中增長安全知識及生活技能，同時考驗

體能並訓練專注力。

闖關成就感帶來自信心

愛天使歲末團圓活動除了精心規劃內容讓孩童留下

美好回憶外，更重要的是，本會希望透過活動參與

來鼓勵學童敞開心胸迎向未來，只要看重自己，每

個人必定能發現自己的生命價值，進而開展奮鬥人

生。

成果摘要

弱勢學童 885位、帶隊師長 183位、活動志工及工作人員
440位，共計 1,508位 (夜光天使班小朋友及弱勢家庭 )。

雲林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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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資訊

● 全國高中職組：

25隊報名，由私立揚子中學「貓咪即為真理」隊獲得第一名。

● 國中九年級組：

10隊報名，由私立揚子中學「牙控車」隊獲得第一名。

● 國中八年級組：

13隊報名，由西螺國中「西中貳勢力」隊獲得第一名。

● 國中七年級組：

10隊報名，由西螺國中「西中壹級棒」隊獲得第一名。

● 自走競賽組 ( 雲林縣國小高年級 )：

31隊報名，由口湖國小「黑熊 V讚隊」隊獲得第一名。

● 模型創作組 ( 雲林縣國小中年級 )：

40位選手報名，由元長國小鄧同學獲得第一名。

● 創意設計組 ( 雲林縣國小低年級 )：

56位選手報名，由仁和國小郭同學獲得第一名。

勤奮砥礪 日日進步

本次比賽有家長連續幾年帶小朋友參與，今年終於

獲獎，我們看見學生堅持努力的精神以及家長對於

多元學習活動的無條件支持，著實令人感動。

無論是製作機器人過程或是上場比賽的經驗，都是

可貴的體驗，與來自各地的選手相互切磋學習，進

而學習團隊合作，是本活動素來強調的精神。

今年度機器人年賽，首場國小部分賽事於 11月 7日

假虎尾國小舉辦，中低年級採現場限時創作，而 11

月 14日起至 15日假綠園區舉辦的擂台賽，各組別

在一場場的淘汰賽中，讓整個會場情緒沸騰；綜觀

為期 3天的比賽，堪稱分秒精彩、絕無冷場。

本賽事讓創意設計組及模型創作組參賽者現場發揮，

低年級的創意設計組部分，同學需現場抽題並即席

創作，雖有時間限制，但現場同學各個聚精會神，

自信揮灑，成品水準令人驚豔；此外，中年級的模

型創作組則開放親子或師生共同報名，現場準備各

式資源回收材料作為創作素材，融入環保概念，讓

各組自由挑選後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作品，創意無極

限，製作過程更拉近了親子或師生間的距離，比賽

採用的漸進式規劃，讓各年齡層適性發揮，享受創

意發想的醞釀過程。

豐泰文教盃

全國機器人年賽

網路直播 賽事不漏看

眾所矚目的擂台賽於 11月 14日 ~15日假基金會園

區舉辦，本年度開放國高中組比賽直播，在防疫期

間仍可透過 YouTube觀看賽事，感受親臨現場的刺

激感，參賽隊伍在場中你來我往的競逐當中，不僅

比拚的是機構設計的優劣，更是策略思考的較勁，

因為上台的 2分鐘當中，最後 30秒比拚搶佔紅點才

是勝負最後關鍵；本次多場比賽敗部復活，如同真

實人生中的高低起伏參半，最重要的是學習如何從

劣勢扭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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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忠報馬仔 - 台灣廟宇文化的傳承巡禮」

褒忠鄉為花鼓之鄉，以花鼓陣聞名全台，而馬鳴山

鎮安宮為鄉民重要信仰寄託，年度最知名的「馬鳴

山五年千歲吃飯擔」為台灣元宵節三大民俗活動之

一，人文薈萃的褒忠，蘊藏許多重要的歷史人文寶

藏。

本計畫由褒忠國中老師帶領校內對於探究歷史文化

有興趣的七年級同學，結合社會與綜合領域課程，

連結擁有廟宇歷史的宮廟：嘉義縣東石鄉先天宮與

台南市西港慶安宮，以主題課程結合台灣歷史文化、

參訪問答訓練及簡報口語報告訓練等，一步一步從

歷史考究、古蹟尋訪，最後由同學拍攝出褒忠鄉馬

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為主題的影片，完成宗教歷史

文化巡禮，並與其他鄉鎮進行文化交流。

本計畫於 7月 15日安排馬鳴山健走，7月 16日至

17日則安排嘉義東石先天宮及西港慶安宮的兩天一

夜廟宇文化參訪之旅，期間邀請復興國小畢業校友

進行鎮安宮導覽，也間接發揮同儕學習效應，提供

同學台風與口語表達能力的最佳榜樣。

本計畫透過探究台灣傳統廟宇文化的脈絡，培養同

學們社會人文素養及加深鄉土關懷情感，從而更認

識家鄉文化。

履夢活動

為夢想啟程

雲林縣內因著不同的地理環境與經濟條件，全縣

二十個鄉鎮在發展上存在著不同的差距，不少鄉鎮

為典型的農村型態，學童家中以務農或藍領階級居

多，經濟條件的不甚寬裕，讓長輩多忙於生計，無

暇給予學童足夠的學習資源及文化刺激；然而，先

天環境從來就不是影響個人未來發展的絕對因素，

我們希望教會孩子，在現實社會中資源有限是常態，

如何珍視並運用有限資源創造最大效益，同時心懷

感恩，以正向力量逐夢踏實，這將是一輩子受用不

盡的寶藏。

  連續舉辦六年的履夢活動，我們讓每位逐夢學生

建立起自信與勇氣，透過規劃、探索及自我實踐的

過程，一步一腳印地完成夢想。我們可以預見，眼

前小小的身軀，歷經不斷地嘗試挫折及挑戰，有朝

一日將茁壯成長，邁開自信腳步，積極迎向未來，

2020年我們共支持 18件履夢計畫，參與人數約 620

人。

「站上夢想的表演舞台」~ 三校聯合履夢之旅

「站上夢想的表演舞台」計畫由古坑鄉華山國小、

興昌國小及斗六市石榴國小聯合策劃，結合各校學

生才藝共同演出，華山國小首重弦樂演奏、石榴國

小扎根傳統布袋戲、興昌國小則擅長豎琴、陶笛、

烏克麗麗等；三校自 12月 9日起至 11日止一同前

往台東，展開為期 3天的公益之旅，沿途規劃公益

演出，華山國小並走訪當地小學與音樂班展開藝術

交流，切磋技巧的同時更讓同學有機會藉此飽覽美

麗南迴及欣賞東部海岸風情，增廣見聞。

三校打破校際藩籬，透過師生共同規劃一系列活動

和演出，不僅走訪馬蘭榮民之家、台東育幼院、台

東教養院等機構，也前往鐵花村、鐵道藝術村進行

快閃表演活動，現場演出每每獲得不少迴響，現場

與群眾產生互動連結，深深烙印在孩子心裡，透過

活動後的心得分享，大家皆對此行滿懷感動和欣喜。

此外，老師安排同學們與當地福原國小和馬蘭國小

進行藝術交流，此行不僅結合公益服務精神也是學

習之旅，更讓同學有機會走出雲林開拓視野，更懂

得感恩與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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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運動會 

特奧滾球比賽

成為更好的自己

王同學在班上原本專注力不足且學習能力不佳，表

達方面較沒自信，剛被選為宣誓代表時，因需花時

間練習還要在眾人面前表現，所以心裡並不情願，

在老師不斷陪伴練習及鼓勵下，他逐漸改變態度，

勇敢面對這項挑戰。完成本次運動員宣誓代表這個

重要任務後，給他非常大的自信心，現在他在課堂

中更能專心聽講，並積極發表想法，也會利用下課

時間協助老師整理教具，老師認為他越來越相信自

己並看重自己。

勇敢嘗試 跨越障礙

「特奧滾球」為特殊教育學校普遍推廣的運動項目，

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該運動能讓選手們加強體能，

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增進人際關係。本會支持運動

發展多年，10月 17日支持教育部體育署推動運動 i

台灣計畫 - 特奧滾球比賽，為推動特殊學生體育競

賽貢獻心力，藉由競賽的方式讓特殊學生肯定自我

價值，本次比賽共 46隊國中小隊伍參加，總參與人

數約 530位，其中學生約 230位。

本賽事初期雖專為智能障礙者規劃，但為了擴大效

益、促進社會交流及提供特殊學生出賽機會，自

2016年起特增加融合組，由 2名以上智類學生及其

他類學生共同組隊，讓縣內所有慢飛天使皆能共襄

盛舉，暢快揮汗。

豐泰文教盃

全國躲避球錦標賽

「膽識」、「策略」與「合作」的運動真諦

躲避球運動十分講究運動家精神，場上的團隊合作

以及攻防策略思考是致勝關鍵，為了新興躲避球運

動並倡導運動真諦，本會自 2016年開始嘗試舉辦縣

內躲避球大賽，2017年起擴展為全國性賽事，持續

與中華民國躲避球協會密切合作，透過協會專業教

練的指導，讓活動辦理品質逐年提升，更因此培養

出多支實力堅強的隊伍，屢屢代表雲林縣出賽。

雲星組

（男童）

雲才組

（女童）

雲英組

（混合）

組別 耀星獎

宜蘭 冬山國小

台南 佳里國小

苗栗 新興國小

苗栗 苑裡國小

新北 板橋國小

宜蘭 岳明國小

明星獎

齊心攻防 享受躲避球獨有魅力

本次比賽自 12月 5日起至 6日於虎尾農工及虎尾國

小同步開打，提供熱愛躲避球運動的孩子競技舞台，

增加交流並累積經驗。參賽隊伍除了縣內虎尾國小、

建陽及土庫國小為地主隊外，其他隊伍皆來自全台

各地，分為雲星組 ( 男童 )、雲才組 ( 女童 ) 及雲英

組 ( 混合 )，報名踴躍，選手參賽的興奮之情全寫在

臉上，躲避球運動強調高度專注力及團隊合作精神，

選手各個身手矯健，戰況空前激烈，總計 43隊報名，

參與人數近 950人。

無論是下場參賽或場邊觀摩，參賽的師生都在比賽

中獲得寶貴的學習經驗，本會希望藉由活動的辦理，

傳遞躲避球比賽的運動價值給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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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融合文藝共生、土地共好的綠景園地

全區外牆另設置 47支雨水管，充分利用水資源，注

入生態池，珍惜自然產物，園區景觀植栽計 74品類，

包含喬木、灌木、爬藤、地披及水生植物，綠意環繞；

生態池內的多樣物種則展現共生與包容，日後將肩

負生態教育使命。

除了辦公場域，園區亦設置演藝廳，採電動伸縮看

台座椅，可同時容納約 200位觀眾，彈性的空間設

計，滿足各式藝文展演及會議演講等多元需求；除

此之外，園區規劃設置的農產品檢驗實驗室、倉儲

及農產加工廠房，日後將透過阿古力社會企業之力，

協助在地農友投入友善農業，是一座融合文藝共生、

土地共好的綠景園地。

攜手耕耘 美好雲林

無論是協助學子安心向學、各類公益活動辦理、全

民運動推廣、社區關懷抑或友善農業推展，綠園區

將成為公益平台，我們將在雲林的中心樞紐，持續

透過各種嘗試，跨越地域限制以平衡城鄉資源差異，

也期盼更多雲林子弟與在地產生更多連結，更進一

步建立對家鄉的認同感與使命感。

公益永續基地 

基金會綠園區

「世代共好」的實踐場域

基金會綠園區坐落於虎尾鎮南方的興南里，周邊盡

是一望無際的農田，與虎尾市區僅一橋之隔，四通

八達，交通便利；園區歷經 4年的籌劃及建造，於

今年 8月完工落成，全新場域象徵邁入新的階段，

也象徵未來更加多元，我們將在此深化在地公益，

持續落實社會關懷。

園區內部設置辦公空間、農產品檢驗實驗室及廠房，

全區採鑽石級綠建築規格設計，清水模設計打造出

與土地融合的沉穩內斂，透過建築與自然開展謙卑

對話，正面外牆採清水磚半乾式特殊工法，採用不

鏽鋼管、橡膠墊片及些許水泥砂漿搭建而成，能巧

妙地導引風向，有效降低室內溫度，兼具建築美感

和實用性。

雲林為農業大縣，建築設計靈感來自傳統農村意象，

透過傳統與新式建材，建物造型顯得暨新穎又傳統，

恰恰隱含世代交替，重視傳承的意味。

初見綠園區，主建物 22度連續斜屋頂的形式亦為建

築的一大特色，設置總容量為 470kWp的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由生態池環繞的 A及 B棟建築彼此錯開，

留設戶外門廳及通廊，加強夏季通風的效果。

園區保留大量綠地與空地，在綠化、生態與基地保

水的作法上，皆以著尊重自然生態為優先，再者，

植栽與綠地規劃以減少當地生態衝擊為最主要考量。

位於入口處的景觀水池，能進一步調節園區溫度並

成為小型的生物棲地，逐漸吸引各類物種前來棲息；

此外，為具體落實環境友善，其他如立體綠化、深

凹窗、雨水回收等手法，讓園區落實生態友善與節

能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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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計畫執行分為六大方案，分述如下：

一、豐泰文教講座：

聘任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提昇研發能量。延聘 3 位

講座教授，其中一位為 2020年高被引學者。

二、豐泰文教特聘教授：

為獎勵研究績優之專任教授，為教師楷模，持續提

升學術期刊論文發表之質與量。本年度共有 4位教

師榮獲此殊榮。

三、名人大師講座：

邀請各領域卓越典範之專家達人至雲科大舉辦講座，

分享其成功經驗及想法。本年度辦理 3次。

四、提升學術研究聲望獎勵金：

用以鼓勵雲科大教師獲得國內外知名機構之肯定與

獎勵，並給予相對等之獎勵金額。今年已獎勵 1位

教師。

五、學術領域傑出研究績效獎勵：

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獎勵近三年學術研究於

全球各領域排名前千分之一之本校教師或遴聘該項

學者。本年度獲得此項殊榮的有 3位教師。

高等教育

躍登國際專案——豐泰文教講座

(4.) 2020年英國泰晤士全球新興經濟體排 201-250。

(5.)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公布「2020 亞洲大獎入圍名單 THE Awards 

Asia」，本校以「YunTech PBL研究中心」與「未

來學院」新型態教學系統入圍「年度最佳教學策略」

亞洲前八強。

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培育優秀研究人才，自 2016

年起支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規劃的相關獎勵措施，

今年邁入第 5年，其成效逐漸呈現，因執行本計畫

後，2020年雲科大已被外界肯定的榮譽事項如下：

(1.)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

名，台灣有 24所學校上榜，本校全球排名 101-200

名。

(2.) 2020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本校獲得「大學永

續綜合績效獎」、「永續報告類 - 金獎」、「大學

永續英文報告獎銀獎」、「最佳單項績效類 - 社會

共融獎 ( 非營利組織 )」及「大學 USR永續方案獎

銅獎兩項」共六項大獎。

(3.) 本校學術領域影響力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從 2017 年的 0.57 上升到 2018 年 0.59、

2019年 0.69；預計今年將持續提升到 0.72。近四年

教師學術論文被收錄在資料庫的篇數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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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心意、傳達愛益

自 2017年產出第一批有機稻米以來，「粒粒心意、

傳達愛益」公益計畫就不曾停歇，阿古力逐月提撥

銷量 3%的有機米作為雲林偏鄉小學營養午餐的主

食，實踐「取之在地，回饋在地」的使命，2020年

提撥入庫 1,319公斤、捐贈 455公斤，目前受贈學校

已有七所，分別為古坑鄉草嶺國小、水林鄉水燦林

國小和安分校、土庫鎮秀潭國小、林內鄉成功國小、

元長鄉仁愛國小、四湖鄉明德及飛沙國小，累積捐

贈量達 3,455公斤，讓粒粒汗水下的心意深入偏鄉，

讓孩子們也能分享在地友善農業成長的果實。

農產加工增值 GO! GO! GO!

阿古力每項產品除了秉持原料天然、安全的原則，

團隊也逐一造訪加工廠，對其製程衛生進行把關。

從 2018年推出香氣宜人的有機黑豆水與香醇的甘願

醬油；2019年推出以有機好米加工的有機胚芽米糠

麩、米穀粉烘焙食品與小農醬油；今年聚焦雲林知

名農特產，以有機小農在一期稻作後輪種的花生產

製花生甜湯，呈現更迷人、細緻的風味特色。今年

度，阿古力堅持用好品質的在地農產打造出的產品

逐漸被理念相同的企業肯定，指定為公司贈禮；未

來阿古力將與更多在地農民合作，期待能夠藉由加

工提高良質農產的價值，回饋堅持友善耕作的農民。

共食共學、惜福感恩

阿古力的熱心小農 -凃宏誌爸爸深信從小讓學童在
生活中實踐食育，以五感品味好食材與親身體會土

地對農作的滋養，發自心底對土地的認同與感恩才

能永續回饋保護大地，這樣的熱情促成阿古力與和

平國小的合作。3月初的微涼天在學校後門的 2分田

地，爸爸與老師們帶著全校小朋友小心翼翼地赤腳

踏入水田插秧，學童全程照顧與觀察秧苗成長至金

黃飽滿的稻穗，在炎炎夏日的謝天祭，由社區阿公

阿嬤熱情滿分地示範割稻採收技巧，收穫後的土地

在休養生息數個月後，小農夫們又推著播種機在田

畦播下白蘿蔔種子，以不用農藥的栽培與細心照顧

蘿蔔小苗，田間豐富的生態一度讓小農夫憂心蚜蟲

的頻頻造訪可能會沒了收穫，但採收祭的拔蘿蔔比

賽，成堆的蘿蔔山十足讓學童們在玩樂中體會了辛

勤耕種後豐收的滿足快樂，人手一碗的美味蘿蔔湯

也讓大家心頭暖暖的。橫跨四季的食農教育體驗與

親近大地的經驗，相信會在學童心中留下不可抹滅

的記憶。

健康飲食、友善地球

「食材源頭管理才是食品安全最大的保障」，阿古

力致力朝推廣有機、友善栽培的目標邁進，保障食

安落實在每一次採收前至田間抽檢以杜絕污染進入

食品生產鏈，因為有豐泰企業堅持讓員工吃得健康、

逐步提高團膳午餐的有機食材比例，阿古力得以在

雲林持續擴大推動小農契作，2020年稻米、黑豆契

作農友共計 34人次，契作面積達 27.9公頃，供應企

業團膳有機米達 28公噸、有機蔬菜 65公噸，支持

本地友善作物，藉此縮短食物里程進而減少碳足跡。

簡而言之，大地透過農夫雙手滋養生命，消費者支

持友善耕作的農夫以回饋大地。

環境共生

永續農業推手——阿古力社會企業

豆陣支持、團結共好

阿古力自 2019年推出團結共好專案，企劃、生產、

製造三方緊密結合，嚴選在地堅持有機耕作的一復

有機園，結合西螺人最愛的瑞春醬油，「很會種的

小農搭上很會製醬的百年醬油廠，加上味蕾挑剔的

品評團隊」，圓潤飽滿的台南 5號黃仁黑豆甕釀曝

曬 180天後，產出了在雲林土生土長、豆香濃郁的

小農醬油，因為純粹，一上市也喚起老饕們對童年

醬油的悠遠記憶。今年，新的一批黑豆正在陶甕裡

醞釀，即將開甕煮醬成更具健康概念的有機薄鹽醬

油。

和平國小稻米契作插秧活動

和平國小蘿蔔契作感恩豐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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