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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福興一路走來，拓展新局、逐鹿世界，

始終沒有忘記孕育我們成長茁壯的這塊土地。在

集團企業的全力支持下，財團法人台灣福興文教

基金會於民國90年成立，以實際行動回饋鄉梓，

希望透過各種自辦、協辦和贊助活動，積極推動

心靈改革，提升國人文化教育水準。

本基金會宗旨為「提升國民文化教育」，同

時我們更寬廣去定義「文化」二字。我們認為文

化是一種態度和禮儀，透過基金會的資源，以課

輔陪伴、藝文欣賞、文化競技、學術研討等不同

管道與方式，希望能以潛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推動

大家自我提升。

執行長的話

關於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

我們很重視在地陪伴與關懷，尤其是孩子們

的教育，更努力將這些資源導入最需要的角落，

除了金援贊助救急，我們更希望可以陪伴那些遭

逢困境、需要社會伸出援手的家庭和孩子。一起

來實踐「給他魚吃，不如給他釣竿」的自立自強

精神，培養孩子學習興趣，教育孩子正確觀念，

建立親子互信互愛，鼓勵他們樂觀正向，提升家

庭能量，遠離黑暗陰霾。

我們期待和許多熱心公益的企業、社團等，

一起打造正向能量滿盈、人文涵養群聚的美好環

境。

民國90年成立以來，我們一直穩健運作，積

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期許發揮文教基金會最大

之社會功能，以盡培植美善人心之責，感謝主管

機關在每年度的評鑑考核上，不吝給我們的鼓

勵，更有專業的建議，讓基金會不論在運作方

向、活動規劃、活動執行和成果績效上，都能愈

來愈進步，也獲得社會各界更多的迴響，而掌聲

愈多，我們也更誠惶誠恐，惕勵自己要以更嚴謹

和完備的思慮和態度，做好基金會的每一項工

作。

103年，我們依舊獨家承辦第十二屆福興盃

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十多年來感謝網

協的指導，諸多教練、裁判和志工團的熱情支持

協助，在沒有委託運動行銷公司，沒有尋求其他

贊助廠商，我們展現出了專業擘劃和嚴謹執行力

的成果，參賽選手從兩百多人增加到近1200

人。

福興盃儼然已是全台灣最大規模的民間網球

賽事，我們提供一個讓許多初露鋒芒的年輕選手

有切磋球技或圓夢的舞台，如今征戰國際的李花

塵選手，就曾經數度參與福興盃，我們也持續贊

助這位優秀選手，讓她更上層樓、為國爭光。

而我們獨家贊助的岡山社福中心「小樹學

圓」兒少伴讀計畫，103年也堂堂邁入第9年，

我們不斷與專家和社工討論規畫多元的課程，並

融入更多親子互動的活動，增加吸引力，激發這

些弱勢家庭或受保護個案孩童和家庭參與學習的

動力和持續性，透過不斷的學習，增加扭轉人生

的可期待性。

103年暑期公益活動，我們主動邀約包場，

請高雄知名親子劇團—豆子劇團「孫仔笑一笑」

到岡山文化中心演出，將藝文風采帶進地方，我

們邀請在地12所國小以弱勢家庭為主的親子來免

費欣賞，當天共有650人參與。我們非常驚嘆專

業互動式演出所帶來的歡樂和教育效果，也更加

強了未來我們在地企業、在地劇團的結盟合作，

一起為根植藝術欣賞人口努力，期待讓岡山的人

文之美愈來愈豐富。

值此103年度評鑑時刻，我們特地美編精製

「103年度業務報告」，不只是展現爭取更好佳

績的企圖心，更重要的是，我們留下了一份眾志

成城的詳實紀錄，感謝公司提供資源、合作單位

的協力，更感謝那些內部和外部的無給職志工，

因為有你們不求回報的付出，我們的公益陽光才

能溫暖更多角落。



本基金會以提昇國民文化教育素養為宗旨，依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下列業務：

冀以實際行動回饋鄉梓，透過各種活動，積極推動心

靈改革，提升國人文化教育水準。

自辦活動

協辦活動

第十二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長期贊助網球選手李花塵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活動

暑期親子公益活動_豆子劇團「孫仔笑一笑」

文化競技 

  

獎助學金  

      

學術研討

大型文教活動

一、 辦理優秀學生，清寒學生獎(補)助學金事宜。

二、 舉辦或贊助文教性獎座研習暨交流活動事宜。

三、 舉辦或贊助推廣教育、在職訓練、學術研討等業務事宜。

四、 舉辦或贊助大型文化教育活動。

五、 舉辦或贊助提昇兒童創作、身心發展之活動。

六、 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文化教育事務。

基金會宗旨

活動介紹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P01

2014高雄市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

迦南教會社區與老人桌球聯誼賽

TPGA 2014年高雄公開賽 

家扶基金會/六合教會/梓官國中清寒獎學金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小清寒課後輔導

憨兒就業輔導

台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

蓮馨關懷協會乳癌學術活動與病友衛教活動

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第九屆3S for ID成果發表會

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

高雄市103年各級學校慈孝家庭暨孝悌楷模頒獎典禮

岡山社福中心「岡好有你，將愛延續」活動 

八卦寮文教基金會馬術治療關懷兒童課程



自辦活動
第十二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長期贊助網球選手李花塵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活動

暑期親子公益活動_豆子劇團「孫仔笑一笑」

福興盃是我們最具代表性和社會影響力的公

益盛會，多年來在網協的指導協助下，我們主動

承辦這項嘉惠全省學子的網球嘉年華，沒有委託

任何運動行銷公司，沒有找其他贊助廠商，我們

的專業擘畫和執行力已獲好評，最重要的是，教

練、家長、志工群的向心力，讓我們非常由衷的

感謝，103年已是福興盃第十二屆，參賽選手從

200人到1200人，我們看到孩子們以球會友的

快樂，除了球場競技外，讓他們學習優質的運動

家精神，也是我們冀望的目的。

103年第十二屆福興盃，正式再加入大專公

開男女團體組，整個賽事就從國小組延伸至大專

組。而為鼓勵中北部選手多來參加，第十二屆也

首創車馬費補助，提供雲嘉以北地區的參賽團體

每隊2,500元～5,000元不等補助，以減輕遠道

選手的負擔，全力衝刺好成績。

第十二屆福興盃
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03年的福興盃，中天新聞台「真心看台

灣」節目特地前來採訪，製播「福興盃網球錦標

賽從200人到1200人的故事」專輯，比賽現場

也如同樂會，因為很多選手從國小開始打，每年

都來，與福興盃一起成長。

看著年年增加的參賽隊伍和選手人數，我們

歡欣活動效益擴大之餘，也將以一年要比一年好

的規劃與執行力，持續落實網球運動向下扎根工

作，提供最好的比賽環境與資源，為國內網壇挖

掘與培育更多明日之星



美國，一直是我很嚮往的地方，從小就幻想

能夠待在那裡訓練比賽甚至住在那裡，但礙於經

費困擾，所以把它當成一種夢，很感謝台灣福興

文教基金會的成全，讓我有機會到美國兩個月，

這兩個月，學到的東西很多，人與人相處，以及

處理事情的能力-獨立。

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長期贊助：
網球選手 — 李花塵

 — 節錄 李花塵103年度職業賽

     廈門(泉州)、美國、印尼、台灣比賽心得

當然還有球技的部分，看了其他人是怎麼訓

練的，還有和別人差在哪裡，最重要的是要相信

自己，我想在未來我會更茁壯、更強大，我不會

浪費任何一個投資在我身上的資源，我也不會辜

負任何一個看好我的人，人生就是不斷地在挑

戰，我會努力朝我的夢想和目標前進。



岡山社福中心「小樹學園」兒少伴讀計畫，

是由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獨家贊助，從95年起開

始迄今，主要是協助岡山地區弱勢家庭及保護個

案的國中、國小學生，下課後能有個正常且溫馨

的讀書環境，不因家庭因素而中斷課後學習，我

們以社福力量導引他們，讓他們感受到安全和關

懷。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計畫聘請大專學生或

社會人士，陪著他們讀書和進行課業輔導，並且

不定期舉辦才藝性、休閒性活動和體適能課程穿

插其中，在特殊節日如元宵節、端午節時，也會

安排親子一起參與的活動，藉由多元課程的規

畫，來吸引孩童們學習興趣和提高上課意願，更

期待透過不斷的教育和學習，來扶植這些孩子和

家庭，也讓學員間互相認識，互相鼓勵及學習生

活常規與修正生活態度。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活動



103年暑假，我們特地在岡山文化中心包

場，主動邀請高雄知名豆子劇團來表演「孫仔笑

一笑」原創劇碼。

這是岡山地區難得一見大型專業親子劇團演

出，我們邀請兆湘國小、岡山國小、後紅國小、

橋頭國小、仕隆國小、竹圍國小、路竹國小、前

峰國小、壽天國小、嘉興國小、彌陀國小、梓官

國小等12所國小，以弱勢家庭為主的親子們免費

來觀看，共約650人參加。

暑期親子公益活動 — 豆子劇團「孫仔笑一笑」

有些隔代教養的阿公、阿嬤，都是第一次跨

進文化中心看表演，這讓我們非常心疼，也更堅

定將持續推動藝文公益表演活動，讓藝文欣賞能

更普及。

這是在地企業與在地劇團的合作模式，我們

積極主動將藝文風采帶進岡山地區，期待培養更

多的藝文欣賞人口。



協辦活動

我們非常鼓勵各個年齡層的運動活動，除了

對身體健康有益之外，藉著賽事競技，可以學習

團隊合作，鍛鍊為目標奮鬥精神，我們推廣優質

運動文化，除了自辦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

球錦標賽，也贊助其他有意義的運動賽事。

103年我們贊助中山大學IBMBA同學們組隊

參加高雄市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

104年高雄市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

這群學生分別來自瓜地馬拉、俄國、法國、

斯洛伐克等，他們熱愛中華文化，很想體驗划龍

舟這項民俗活動，我們獲悉訊息，非常感動這些

不同國籍的學子，不僅遠來台灣念書，還積極參

與台灣在地活動，而中山大學IBMBA龍舟隊也非

常認真練習，最後獲得大專混合組亞軍殊榮。

文化競技 /獎助學金 / 學術研討/大型文教活動

獎助學金



贊助獎學金是基金會的宗旨之一，我們關心

孩子們受教權，希望透過補助清寒家庭獎學金，

鼓勵這些孩子在逆境中不要放棄希望，依然要認

真學習。家扶基金會獎學金是以岡山地區清寒大

專院校學生為主，103年有4名大學生提出申

請。梓官國中的中低收入戶學生，103年則共有

51名接受到課輔費補助。

獎助學金

憨兒就業輔導協會，是一個為身心障礙者謀

求福利，協助憨兒們學習技能、安置就業，讓憨

兒能回歸社區生活的公益團體。

更生保護會是協助更生人出獄後能持續學業

或是使其自立更生，適應社會生活。我們希望不

同領域需要幫助的對象都能適時的得到社福照顧

和關懷。 

桌球是老少咸宜的運動，有醫學報導指出，

桌球是運動傷害最低的球類運動，可訓練手、

眼、腳協調，提高專注力，而且桌球屬於個人獨

立作戰，能夠鍛鍊一個人的思想、作風、意志、

毅力和聰明智慧，所以非常推薦老年人來打桌

球，可以預防老年人腦癡呆，延緩老年人腦動脈

硬化，保持良好記憶力。

迦南教會曾燦焜牧師非常熱心社區事務，他

舉辦社區與老人桌球聯誼賽，豐富長者生活，我

們也略盡棉薄之力予以贊助經費，協助活動順利

圓滿。

迦南教會社區與老人桌球聯誼賽

由高雄高爾夫俱樂部主辦，台灣職業高爾夫

協會協辦的2014高雄公開賽，9月24日至27

日在高雄(澄清湖)球場高爾夫俱樂部舉行四回合

72洞賽程，我們樂見其成，贊助了這項台灣高爾

夫界的盛會。這場賽事共有144位一流好手同場

競技。

高雄球場為南台灣高爾夫人才的培育重鎮，

五十幾年來培養的高爾夫國手不計其數，至今高

雄球場仍持續著推動高爾夫的發展，每年都會在

高雄球場籌辦大型賽事，培養選手提昇球技、激

發選手戰鬥力，不僅讓選手有更多磨練的舞台，

更帶動南部高爾夫熱潮。

TPGA 2014年高雄公開賽 家扶基金會/六合教會/梓官國中 清寒獎學金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小清寒課後輔導

憨兒就業輔導協會

台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



我們基於對病友的同理心贊助了高雄市蓮馨

關懷協會103年度乳癌學術活動與病友衛教活

動，我們也提供和督促同仁養成定期健檢的良好

習慣。高雄市蓮馨關懷協會是由高雄榮民總醫院

副院長張宏泰醫師所創辦，因張醫師是婦女乳癌

權威，有感罹乳癌者常會因病陷於焦慮與恐慌，

情緒非常低潮，蓮馨關懷協會串連婦女相互關懷

送暖，鼓勵患者正向看待生命的逆境。蓮馨與國

語的「連心」和台語的「憐生」諧音，期許病友

都能互助合作和愛惜生命。

103年度，蓮馨規劃了乳癌多專科團隊(醫

師、專科護理、個案管理師、藥師、物理治療

師、臨床心理師及營養師等)聯合座談會和婦女身

心健康系列講座，還有每月插花教學和婦女乳癌

篩檢超音波義診活動。

蓮馨關懷協會乳癌學術活動
與病友衛教活動

每年5月是慈孝家庭月，高雄市教育局都會舉

辦慈孝家庭暨孝悌楷模選拔，慈孝家庭選拔以家

庭為對象，家庭成員符合長輩慈、子女孝的精

神，孝悌楷模則以學生為對象，選拔對長輩盡

孝、對家人孝悌及同學友愛。我們非常讚賞慈孝

這樣的主題，認同孝順不能等的理念，這是基金

會長期贊助的活動項目。

高雄市103年各級學校慈孝家庭暨
孝悌楷模頒獎典禮

這是公私協力的公益活動，岡山社福中心邀

請包括台灣福興等七家民間公益團體，在歲末的

時候，共同關懷岡山、燕巢、路竹、阿蓮、田

寮、橋頭等地的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家庭、新移

民家庭及身心障礙者家庭等共160戶。當天計有

470人參加。 

這次活動也邀請社區的社團共同參與演出，

有傳愛報佳音、新移民媽媽表演等節目，還有許

願牆、薑餅屋等應景活動，現場更大合唱感恩的

心，讓大家備感溫馨與愛。

岡山社福中心
「岡好有你，將愛延續」活動

    這是產學合作案例，此項研討會主辦單位是中

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結合學術界與企業界人

士參與之全國性學術團體，成立以來舉辦過「就

業結構發展與勞動力規劃」、「新世紀經濟發展

與人力資源培訓之挑戰」、「知識經濟時代之經

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
「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

這是財團法人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舉辦的

活動。該基金會是為紀念高雄學發榮民總醫院前

院長、第二屆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鄭德齡先

生，宗旨為協助推廣醫學之研究發展，培養醫學

人及提高醫學水準。

院長鄭前院長本身專長為感染症，生前致力

於感染症之發展及專科醫師之教育，鄭德齡德齡

醫學發展基金會戮力於感染症紮根工作，在94 年

試辦、 95年起開正式舉辦暑期醫學生研究計畫

3S for ID ( Summer Student Study for IInfectious 

Diseases)，鼓勵醫學系3-5年級生跟隨老師於暑

假期間學習作臨床及實驗室研究，題目限定在感

染症或微生物醫學領域。

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
第九屆3S for ID成果發表會

濟發展與人力運用」、「全球經濟整合與企業全

球管理」等大型研討會，而此次「企業社會責

任」研討會主題，正是基金會非常關切與執行之

議題，遂共襄盛舉。

學術研討 大型文教活動



馬術治療是運用馬匹的律動，提供騎乘在馬

背上的兒童身體一連串不同形式的刺激，並配合

經過專業設計，適合兒童基礎能力的動作和活

動，來誘發兒童的動作學習和表現。

目前最常使用馬術治療的是腦性麻痺個案，

而自閉症、過動症小朋友，以及步態異常、有生

理功能缺損的小朋友也很合適，甚至成年病患只

要找到適合的馬匹，亦可進行馬術治療。

八卦寮文教基金會馬術治療關懷兒童課程

馬術治療結合醫療人員的醫療專業背景、安

全的馬匹和專業的領馬人員，以及陪伴在騎乘者

兩側維護安全的陪騎員，這樣的課程必頇由團隊

合作達成，無法只靠單一專業來完成。

對於八卦寮文教基金會多年來推動馬術治療

活動我們深感欽佩，列為長期贊助公益夥伴。

會址：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36號2樓

通訊地址：高雄市岡山區育才路88號

連絡電話：07-6225151分機116

關懷多元面向 厚植人文涵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