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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累計國中小

清寒助學分布圖



清寒學生助學

國中小助學 開學送暖 助學無礙

累計受益人數 － 11,818 人

本年度國中小清寒助學金，906 位學生受惠，發

放總額 1,232 萬元；迄今累計受惠學生達 11,818

位，發放總額達 1 億 7,559 萬元。

國內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台學校因應疫情採

取「停課不停學」措施，使得不少家長為了在家

照顧孩子而犧牲外出工作機會，連帶生活開銷大

增，除了清寒助學金，基金會於 9 月開學前夕額

外提供「家庭助學金」與阿古力社會企業在雲林

縣有機友善契作的農產品作為學生營養補給品，

透過縣府協調各校配合發放家庭助學金及學生營

養品，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此次公益善舉，盼疫情

籠罩下，學童仍能學習無礙。

受益對象包含本會所有資助之國中小清寒學生，

其中國中小在學生及國小應屆畢業生，每位 5,000

元，國中應屆畢業生每位 10,000 元，期盼在開學

之際協助減輕家長生活負擔，學生及家長在疫情

肆虐下仍能保有對生活的信心，持續力爭上游，

共 1,221 位學子及其家庭受惠，發放家庭助學金

696 萬。

開學送暖助學無礙記者會 ( 雲林縣政府提供 )

高中職助學 勵學求上進

累計受益人數 － 410 人

基金會透過高中職勵學獎助學金鼓勵與肯定正處

力爭上游階段的家庭裡那群懂事奮發的莘莘學

子，期勉寒門子弟於專業技能或學科上持續努力

不懈，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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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位學子受惠，發放新台幣 140 萬元；

迄今累計受惠學生 410 人，發放總額達新台幣

820 萬元。

大專助學 安心向學

基金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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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子在課業上持續精進，本會為大二 ~

大四清寒學生設置優秀生助學金，每位優秀生可

獲 3 萬元獎學金，2021 年度共計 52 位學子受益，

發放總額為新台幣 435 萬元。

新生座談會 成為被需要的人 讓愛遠颺

2021 年度大專生座談會邀請雲科大薛雅馨副學務

長分享雲豐星星社會服務專案 10 年成果，雲豐星

星專案是基金會與雲科大合作的雲林縣弱勢兒童

陪伴學習計畫，透過經驗分享鼓勵與期盼未來每

個已有自主能力的大學生能在課業之餘貢獻一己

之力參與志工服務，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延

伸關懷的力量；除此之外，會中並邀請獲取優秀

生獎學金的學長姐們為邁向人生新旅程的學弟妹

加油打氣。無論新生與優秀生，各個台風穩健，

娓娓道來大學生活點滴及人生規劃，會場互動熱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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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

弱勢學生免費夜間課輔

雲林縣教育處為強化弱勢家庭學童教育輔

導，避免課後缺乏照料，間接影響學業及身

心發展，希望結合民間資源，於夜間免費提

供相關資源並包辦晚餐，協助學童能在安全

的學習環境中獲得妥善的照護，解決晚歸家

長照顧孩童的問題，穩定家庭狀況。

2015 年起，基金會對於夜光天使點燈專案，

特別針對縣內偏鄉及資源缺乏地區提供專款

補助支持開班，國中小階段是人格養成的關

鍵時期，同儕影響也最為深遠，本會希望學

生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下加強課業學習，充實

課後時光。

年度執行摘要：

˙109 下學期：

國小：38 校申請，共開辦 47 個據點，學

生數 659 人。

國中：12 校申請，共開辦 19 個據點，學

生數 321 人，本會補助 115 萬元。

˙110 上學期：

國小：39 校申請，共開辦 49 個據點，學

生數 679 人，本會補助 60 萬元。

國中：12 校申請，共開辦 20 個據點，學

生數 302 人，本會補助 240 萬元。

雲豐星星

服務專案

因疫情影響，本年度雲豐星星服務專案聚焦

於「小星星社會服務」及「主題營隊」兩項

活動。小星星社會服務部分，109 下學期雲

科大周六課輔場地計 32 位學童參與，另增

加林內鄉課輔試辦場 (5 月中因疫情升溫停

辦 )，共 14 位學童參與，總計 46 位學童受

惠，51 名志工投入；110 學年度上學期計

29 位學童參與，57 名志工投入。主題營隊

部分，寒假實際舉辦 4 場主題性營隊，投入

118 名志工，共 253 名學童參加，暑期營隊

則停止辦理。

長期陪伴 十年有成

基金會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攜手合作的「雲

豐星星」服務專案已邁入第十年，號召雲科

大學生擔任志工並規劃各式活動，初期以國

中生補救教學為開端，後發展為小星星周

六課輔，以陪伴為主軸，成為協助穩定弱勢

家庭的力量；此外，辦理主題營隊及國際文

化夏令營，讓縣內偏鄉學童有多元學習的機

會，豐富文化視野；服務學習激勵計畫讓大

學生安心就學外，更能運用己力回饋在地，

具體實踐在地關懷社區服務，整體而言，

本計畫已服務縣內 19 個鄉鎮，涵蓋率達

95%。

多元課程 - 比手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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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統計

・小星星社會服務

周六課輔歷年來受到許多學童家長的支持及

國小的協助，截至 2021 年上半年度累計共

344 名學童受惠，學童參與課輔共 4,707 人

次，累計共 438 位志工投入服務，完成 291

週次課輔，志工服務總時數達 22,235 小時。

・主題營隊

截至 2021 年上半年共 47 隊進行服務，1,941

名大學生投入，服務地點包含台西、麥寮、

口湖、東勢、水林、北港、四湖、元長、大

埤、二崙、古坑、斗六、褒忠、虎尾、斗

南、莿桐等 16 個鄉鎮國小，受惠學童累計

共 1,132 名。

・國際文化夏令營

2017~2019年，我們於草嶺、朝陽及宏崙國小開辦營隊，開拓學童國際視野，有來自荷蘭、尼泊爾、

印度、韓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海地、俄羅斯共 18 名國際志工參與，帶領 96 位學童與世

界文化近身交流。

多元課程 - 製作手做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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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提倡科學教育及創意思考，本會積極

連結各界資源，為了更全面推動在地科學教育，

本年度豐泰文教盃機器人年賽將國小高年級自走

競賽合併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全國智慧機器人

菁英大賽雲科綠城盃」辦理，讓國小生也可以從

中看到不同類型的機器人競賽。今年度比賽於 10

月 30 日及 31 日兩天假斗六高中中正堂舉辦，雲

科大為國內首間設置「智慧型機器人菁英人才訓

練基地」之學校，為推動國內機器人教育及提供

國內機器人菁英人才之舞台，希望透過專業資源

的導入，提昇整體基礎科學與科技教育，強化國

中小學生未來的競爭力。

國小機器人教育推廣

本會今年度首次嘗試前進校園推動國小機器人教

育，結合課程、教具及教師專業，誘發及培養學

生科學整合能力，目前已於崙背國小及重光國小

開課，各校學期末將於校內辦理成果競賽，驗證

學習成果，啟動小朋友創意發展的能力！

機器人教育推廣

豐泰文教盃機器人年賽

在疫情較為趨緩的 11 月，豐泰文教盃機器人年賽

限縮於縣內舉辦，今年高中職組 ( 觀摩賽 ) 及國

中組於 11 月 13 日假本會綠園區舉辦擂台競技，

本次報名隊伍計有七年級 7 隊、八年級 12 隊、九

年級 14 隊及高中職 4 隊，共計 37 隊、109 位選

手及 35 位師長參與。西螺國中於本屆賽事中大放

異彩，囊括各年級冠軍，堪稱最大贏家，該校 8

年級選手分享參賽經驗，提及針對去年機器人推

力不足、爬坡打滑等問題進行機體強化，因此今

年帶著更堅強的實力回歸，並未因為去年勇奪第

一而驕傲自滿；負責去年及今年擂台賽事組組長

也表示，國中組機器人武器整體相較去年進步，

顯見選手程度上升並力求精進，各組別於一場場

的淘汰賽中，讓整個會場情緒沸騰，綜觀當天的

比賽，堪稱分秒精彩、絕無冷場。

播下勇於自我挑戰的種子

履夢活動的辦理已堂堂邁入第七年，我們歡喜見

證一個又一個勇敢為理想出發的靈魂，從中獲得

無價的人生經驗。本專案以建構學童自主學習能

力為核心，透過師長的從旁指導，學習設立目標，

進而規劃步驟，具體實踐逐步達成目標。2021 年

我們共支持 11 件履夢活動，所有計畫將有一學年

充裕的時間至 2022 年上半年陸續完成，受益人數

估計約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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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現實社會中資源有

限是常態，如何珍視並運用有限資源朝夢想逐步

實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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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夢活動

「食見幸福  履夢 圓夢 探索計畫」

——文安國小

文安國小結合校方食農教育的課堂，讓學生真正

走出課程，落實生活的學習，運用課程學習如何

將在地食材 - 馬鈴薯，烹煮成一道可與家人共享

的佳餚，以實際行動回饋父母辛勞，之後帶著這

份幸福感前往社區樂齡中心與長者互動，除了秀

出學生拿手的音樂舞蹈表演，更透過食物的溫暖，

與長輩們交流生活點滴與人生經驗，不僅結合公

益服務精神也是生命學習之旅，讓學子們更懂得

感恩與惜福，此外，本案除了培養尋夢的勇氣，

更要培養實踐的能力，因此規劃在地達人專訪，

讓同學體會堅持與努力的重要性，提升實踐夢想

動能。



第九屆樂樂棒球錦標賽於 12 月 21 日起至 23

日假斗六棒球場及斗六簡易球場熱鬧開打，

為目前縣內最熱門的校園活動，本屆四年級

8 隊、五年級 13 隊，六年級 18 隊及混齡組

7 隊，共計 46 隊選手參賽，冬日天候不佳，

仍不減小選手們的活力四射，汗水在場上各

個努力爭取勝利的堅毅臉龐上顯得更加耀

眼。

經過三天激烈競賽，天候亦由雨轉晴，漸露

曙光，各組冠軍分別由同安國小(混齡組)、

饒平國小 ( 四年級組 )、文安國小 ( 五年級

組 )、崙背國小 ( 六年級組 ) 勇奪，賽事圓

滿落幕。

樂樂棒球強調的不只是球技，更重要的是選

手間的團隊合作與面對上場壓力如何發揮最

佳實力，比賽磨練的不只是體力，更是選手

面對各種挑戰的競爭力。

本會期勉選手們再接再勵，精進技巧與團隊

默契，將運動融入生活，培養健康、正面、

自信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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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賽於 10 月

16 日假麥寮國小舉行，由「祥龍獻瑞 四季

平安」表演展開序幕，總計 39 隊國中小隊

伍參加，總參與人數約 400 位，其中學生約

180 位。

勇敢嘗試 超越自我

本賽事初期雖專為智能障礙者規劃，但為了

擴大效益，增加特殊學生與同儕間的互動及

提供出賽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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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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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棒球錦標賽 身心障礙運動會 

特奧滾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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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益事項 其他公益事項

保護環境、健康飲食

阿古力以推廣永續農業、促進食品安全、提升有

機農業產值為目標，希望透過對土地有機友善的

耕作方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並逐步降低因

慣行農法使用大量化肥、農藥，對環境所造成的

土壤酸化、生態破壞等問題，守護我們所居住的

環境。

食品安全首在食材源頭管理，為保障食安得以落

實，阿古力透過田間管理系統及每一塊農地採收

前的採樣檢測，杜絕污染進入食品生產鏈；且因

有豐泰企業堅持讓員工吃得健康、逐步提高團膳

有機食材比例，阿古力得以在雲林持續擴大扶植

小農及增加有機栽種面積。2021 年扶植的小農共

計 19 位，契作面積達 25 公頃，供應企業團膳食

材有機米達 24 公噸、有機蔬果 62.3 公噸。

大地透過農夫雙手滋養生命，消費者支持有機耕

作的農夫以回饋大地，啟動善性循環。

永續農業友善食農

—阿古力社會企業

粒粒心意、傳達愛益

「粒粒心意、傳達愛益」公益計畫每月提撥白米

銷售額 3% 有機米或等值商品進行捐贈，實踐「取

之在地，回饋在地」的使命不曾停歇，2021 年在

疫情肆虐下，除持續捐贈雲林 7 所偏鄉小學外，

阿古力更擴大捐贈對象，將愛心傳遞到斗六及斗

南實物銀行、長愛家園育幼院、雲萱基金會、華

山基金會、創世基金會等，將消費者的支持轉為

愛心，關懷偏鄉小學及社會上有需要協助的團體，

讓粒粒汗水下的心意深入偏鄉及社區角落。自計

畫開辦起，截至 2021 年累積捐贈量已達 5,000 公

斤有機米、有機胚芽米糠麩 240 份、小農百香果

凍 126 公斤、小農花生湯 420 罐。

農產加值、絕對超值

透過農產加工升值並增添風味，滿足消費者多樣

性的選擇。阿古力每項產品均秉持原料天然、安

全原則，除了已推出的有機黑豆水、有機小農醬

油、有機胚芽米糠麩、花生甜湯、百香果凍等具

有在地特色加工農產品外，2021 年，阿古力更以

契作的有機好米、有機黑豆、有機花生、有機黃

豆為原料，透過美味加工，推出嶄新夾心米菓、

海苔米燒脆片、椒竹鹽黑豆、椒花麻花生、金珠

黃豆有機嫩豆花等 5 種別具一格的精緻農特產品，

期待能夠藉由加工提高良質農產的價值，滿足消

費者的味蕾，回饋友善耕作的農民。

食農教育、與農共學

「食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過程，經由與食物、

飲食工作者、農民、自然環境互動之體驗過程，

認識在地農業、正確飲食文化及農業和飲食方式

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近年政府推動校園食農教育

課程，有鑑於課程不僅是從教室上學習，更是需

在地農業角色投入其中，為讓孩童們對農事體驗

更真實，阿古力今年與偏鄉小學合作「食農小學

堂」，透過稻米成長故事及碾米實作體驗 , 引導孩

童們獲得食物生產過程所需知識。

農耕技法與時俱進，不僅消費者需吸收食農知識，

生產者也需要增進農業專長，阿古力辦理有機水

稻栽培管理講習會，邀請四位在農業各領域的專

家學者們傳授 BD 有機農法、農業八講及分享如

何透過 BD 農法種植 194 號米的經驗給有志投入

進階有機自然農法的朋友們，為促進台灣有機農

業發展共盡一份心力。



下崙國小 大手牽小手

三秀園 餘韻音樂會 

豐泰管樂社 莿桐快樂食堂公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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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益事項 其他公益事項

在地社區關懷

無論是贊助或主辦各文教公益事項，基金會皆本

著回饋社會的初心，整合相關資源，將公益活動

擴展至各鄉鎮，讓鄉里民眾直接受惠，舉凡急難

或貧困家庭資助、藝文活動支持、銀髮關懷等，

面對社會的多面向發展，我們持續與社區聯手，

成為形塑美好生活的最佳公益夥伴。

急難或貧困家庭關懷

為協助突遭變故的家庭穩定基本生活，本會提供

緊急生活扶助，一旦接獲個案，經本會志工家訪

了解實際情形後便給予經濟援助，讓個案能堅定

意志突破困境，持續力爭上游保持樂觀態度，一

同攜手迎向未來挑戰。

2021 年，本會共資助新台幣 28.5 萬元，協助 11

戶遭逢變故的家庭及時獲得支援，重新燃起希望。

文教或社會公益事項贊助

本年度共計贊助 18 項文化教育相關公益活動，投

入總計 123 萬元，包含師大管樂隊「第 46 屆寒假

巡迴公演 - 戰疫之聲」音樂會、小天使發展協會

身心障礙者才藝競技大賽、東吳大學返鄉服務隊、

鎮南國小全國籃球錦標賽、籃球聯賽、雲彩安親

學園、一心育幼院生才藝學習、埤頭社區發展協

會 - 埤頭繪本公園音樂會、饗響文教協會 2021 年

系列展演活動、消防局暑期夏令營、創世基金會 -

創意繪畫、下崙國小大手牽小手、文生高中中英

文素養計畫、樂耕農 20 周年音樂會、三秀園 2021

餘韻戶外音樂會、雲林愛樂 15 周年音樂會、白鷺

鷥文教基金會雲林場音樂會等，期盼能拋磚引玉，

吸引各界共同深耕在地文教發展。

樂於服務 樂在學習

志願服務是利人利己、施者與受者皆有成長的義

務工作，當越多的人願意投入志工行列，將是台

灣社會力量的展現，反映社會的互信及互助精神，

當受助者獲得需求滿足的喜悅時，助人者同時也

能感受到自我的成就與價值，從而肯定自我、實

現自我。

本會每一次大型活動諸如豐泰文教盃機器人年

賽、愛天使歲末團圓活動等背後，總有一群穿著

黃色背心的矯健身影為現場與會者提供各式服

務，基金會走過四十年，一路都有志工伙伴的協

助，他們是本會最堅實的支持力量，考量未來永

續發展，本會於今年正式成立志工大隊，4 月 24

日於虎尾綠園區首次舉辦志工參訪，交流想法並

帶領志工伙伴參觀綠園區四周環境，也藉由互動

凝聚共識。

樂志工

無私付出

除了活動志工，國中小清寒助學家訪亦仰賴志工

夥伴的無私付出，我們才有辦法深入縣內各鄉鎮

鄰里，走訪形形色色的家庭，幫助歷年超過萬名

的弱勢家庭學童。

2021下半年，本會陸續舉辦相關志工活動與訓練，

透過更完整的教育訓練，讓志工夥伴更具備相關

專業知識，讓志願服務更有收穫及成就感。8 月

13 日及 9 月 17 日已辦理線上與志工有約活動，計

22 人次；10 月 16 日及 10 月 23 日辦理第一梯次

志工訓練，計 46 人次參與；下半年疫情趨緩，共

49 名志工支援國中小清寒助學家訪、70 人次志工

支援豐泰文教盃機器人年賽。

未來，本會將擴大招募更多志工伙伴投入各式公

益活動，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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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益事項

高等教育

躍登國際專案

—豐泰文教講座

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培育優秀研究人才，

本會支持雲科大規劃相關獎勵措施，2021 年

該校榮譽事項如下：

1. 2022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 全球大學排

名 1001~1200，全國第 10，科大第 2。

2. 2021 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 - 世界大

學影響力排名，台灣有 35 所學校上榜，該

校整體排行名列全球 301~400 名，在台灣上

榜名單中排名第 3，科技大學排名第 1。在

SDG6「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SDG8「體

面工作和經濟成長」、SDG9「產業、創新

與基礎設施」、SDG12「確保永續消費和生

產模式」、SDG16「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司

法」共五項，也名列全球排名 101~200 名。

3.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0 亞洲大

獎入圍名單」(THE Awards Asia)，該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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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術領域影響力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從 2017 年 的 0.52 上 升 到 2018 年

0.60、2019 年 0.76；2020 年 1.11；預計今

年將持續提升到 1.28。近四年教師學術論文

被收錄在資料庫的篇數如下圖：

5. 2022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 新興經濟體

大學排名 201~250，全國第 9，科大第 3。

2021 年計畫執行分為五大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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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位講座教授，均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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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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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於 2021 年 9 月 29 日採線上方式邀

請李家同教授暢談精密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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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度為工程學院環安系徐啟銘教授及資工

系張傳育教授榮獲教育部「國家產學大師

獎」，為獎勵兩位教授之產學成果。

五、學術領域傑出研究績效獎勵：

本項為 2021 年度新增項目，為提昇該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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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獲得此項殊榮的有 3 位教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