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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於2001年成立，本著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初心，希望由企業帶頭

發揮社會影響力，以實際行動關懷、回饋這塊土地

的孕育之恩。

基金會以提升國民文化教育素養為宗旨，從「運動

推廣」、「教育培養」、「文化藝術」三大面向落

實與推廣。我們深覺文化和教育，是強化台灣競爭

力的堅固磐石，「給孩子一個希望，改變的將是一

整個時代」，相信只要給孩子一把推力，就有機會

讓他們發揮向上躍升的潛在能力，創造未來世代的

無限可能。因此，我們致力向下扎根並深耕，期能

收穫潛移默化、厚植人文涵養的果實。

此外，我們也支持理念契合的單位與機構，持續在

地關懷、放眼未來，與所有愛這塊土地的人攜手向

前，一起提升台灣社會的幸福感。 

”關於

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



一、優秀學生、清寒學生獎(補)助學金事宜

二、文教性講座研習暨交流活動事宜

三、推廣教育、在職訓練、學術研討等業務事宜

四、大型文化教育活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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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會成立宗旨

本會以提昇國民文化教育素養為宗旨，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下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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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大事記

基金會
成立

開辦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計劃

啟動

城鄉兒藝零距離
啟動

藝企合作

NOW

榮獲 文化部文馨獎

企業文化獎
正式主辦

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2001年 2006年 2014年 2016年 2017年 2019年

自成立以來，已榮獲10次 高雄市教育文化藝術業務評鑑優等

運動推廣 教育培養 文化藝術 獲獎紀錄

02



台灣福興於2001年成立「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轉眼已邁入第18個年頭，對於一個資本額19億的中型

企業而言，這些年來對於文教領域的贊助投入絕對不是以投資報酬率在思考，而是來自我們內心堅定的信

仰，我們相信─「教育是起點，文化是力量」，希望生活在台灣的大眾及下一代，除了物質上的擁有，也

能享受精神與心靈上的富足。

一直以來，基金會持續在運動推廣、教育培養、文化藝術三大面向深耕，從2003年開始主辦福興盃網球

賽，提供所有愛好網球的學生們一個競技交流的舞台，切磋球技同時以球會友；2006年起與岡山社福中

心合作開辦小樹學園，長期支持弱勢及高風險家庭學童課後學習與輔導，至今已陪伴251位學生在學習路

上成長；2016年啟動藝企合作，除了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及駁二藝術特區建立藝術夥伴關係外，

對於在地優質藝文展演也以購票支持的方式，邀請民眾進場觀賞體驗，讓藝文的種子生根發芽。

文教贊助這條路，台灣福興已經深耕近二十年，我們始終相信台灣優質的人文，永遠是這塊土地最美的風

景。希望未來能遇見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藝企合作，義氣相挺。

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遙遠。我們繼續努力！

執行長的話
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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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開幕季

《LaLaLa愛唱歌》親子演唱會公益專場

2018青春設計節

盛夏的孩子-親愛愛樂巡迴音樂會

2018高雄春天藝術節-《跳吧!!Robot》

2018年度活動足跡

��

基金會大事記

執行長的話

第十六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TPGA Challenge Tour 挑戰巡迴賽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計畫

數學想想夏令營

夢想光點青少年陪伴計畫

「築夢學園」課後輔導計畫

狀元帽聯合助學金計畫

馬術治療兒童關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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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推廣

我們相信運動是生命實踐的一部分，希望推廣運

動風氣，讓更多人享受運動帶來的正能量，在

眾多的運動項目中，我們選擇了網球與高爾夫

球，福興盃最初由民族國小網球班家長會催

生，台灣福興自2006年接手主辦，十六年

來，福興盃已成為網球生力軍競技的重要

舞台；此外我們也贊助高球運動，自2011

年起贊助TPGA高雄公開賽，為台灣培

育年輕選手，努力邁向國際高壇。

運動是動力，持續向上的能量。
Sports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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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福興盃全國大專
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運動推廣

”
活動時間：2018.02.23 - 2018.03.01

活動地點：高雄市中山網球場

受益對象：國小以上至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受益人數：1,465位選手 福興盃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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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第1-3屆 第4屆 第8屆 第12屆 第14屆 第16屆

2006年 2010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高雄市民族國小主辦，僅
限國小3∼6年級學童參賽

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正式承接主
辦，新增國、高中男女團體組

新增大專一般男女團體組 新增大專公開男女團體組 啟動「揮拍送愛心」
系列公益活動

參賽選手突破1,400人

福興盃

成長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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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推廣

福興盃發展至今，已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混齡網球賽事，每屆參賽選手已突破1,400人，是學生們
網球道路上的一個標竿，每年的寒假期間在高雄市中山網球場準時開打，16年來從未間斷。 

福興盃之所以可以16年來不間斷，主要來自基金會全心全意投入的強大支持，每一屆的比賽我們
都不斷自我突破，不斷嘗試新作法，讓福興盃一屆比一屆更精彩，為了讓比賽更豐富，更在水準之

上，今年我們與《運動星球》合作，透過專業的運動媒體團隊，即時完整呈現福興盃的賽事系列報

導，讓參賽選手及家長掌握精彩賽況。

此外，我們也提供參加團體賽的隊伍車資補助，減輕學生往返參賽的成本，讓愛打球的孩子都有互

相切磋球技的機會；同時也在比賽現場進行球員卡製作，贈送給得獎的選手，紀錄獲獎的榮耀與喜

悅。而福興盃另一項延續性的創新就是「揮拍送愛心」的公益活動，邀請每位參與福興盃的選手朋

友們同樂，只要一個十元銅板就可以展現揮拍神功，讓孩子們以一己之力回饋社會，培養利他共好

的精神。

我們希望為台灣發掘更多的網球新星，替運動這塊豐饒的土壤撒上希望的種子。

相信自己，享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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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規模最大團體賽

・專為學生打造

・企業主辦親力親為

・豐厚比賽獎金

・一流賽事系統

・貼心車資補助

・專業裁判團隊

・冠亞軍賽直播講評

・獨家專屬紀念品

・得獎選手專屬球員卡

・現場穿線服務

・場邊特色人物專訪

・公益結合「揮拍送愛」

福興盃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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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推廣

TPGA Challenge Tour
挑戰巡迴賽

回顧精彩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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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為推廣高球運動，基金會今年特別贊助台灣職業高爾夫

協會兩場比賽，第一場於五月份舉辦，計有85位職業球

員（包括66位職業選手及19位專業教練）及11位業餘

選手參賽，其中並有4位TPGA台巡賽種子球員，共同

爭奪冠軍獎杯與獎金。

第二場賽事於九月份舉辦，共有82位職業球員（包括

78位職業選手及4位台巡賽種子球員）及12位業餘選手

參賽，其中包括挑戰巡迴賽最新排名前70球員（職業

球員51位及專業教練19位），以及4位台巡賽選手，一

起編組增加比賽競爭性。

基金會希望藉由這樣的鼓勵能讓選手們更無後顧之憂地

打好比賽，進而提拔年輕的高爾夫選手，努力邁向國際

高壇的舞台。

活動名稱：TPGA Challenge Tour 5月挑戰賽 
活動時間：2018.05.29-2018.05.30
活動地點：高雄高爾夫球場

受益對象：職業球員及業餘選手

受益人數：96位選手

活動名稱：TPGA Challenge Tour 9月挑戰賽 
活動時間：2018.09.04-2018.09.06
活動地點：信誼高爾夫球場 
受益對象：職業球員及業餘選手

受益人數：94位選手

照片來源：高球101 鐘鋒榮攝影



對偏鄉或弱勢家庭的孩子而言，要脫離貧困，教

育是翻轉人生的好機會，在這份信念之下，基

金會除了提供經濟扶助外，也與理念契合的社

福機構辦理早期療育、課後輔導、親職教育

等多元課程，期待透過積極的資源協助，賦

予孩子脫貧的力量與自信，進而擁有自由

的選擇權，創造自我價值。

教育是起點，賦予孩子選擇的權利。

教育培養
Education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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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養

「小樹」象徵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孩子，不起眼的他們總是被大家忽略，小樹的生命堅韌樸實，只要有夢想

與愛的灌溉，有一天小樹也會長大為參天大樹，成為城市裡清新的綠意。

2006年開始基金會與岡山社福中心合作開辦「小樹學園弱勢家庭兒少伴讀輔導計畫」協助岡山地區弱勢
家庭及保護個案，包括單親、低收入戶、隔代教養、新住民、原住民等國中學童，提供固定的課後輔導，

強化岡山地區高風險家庭孩童的學習成就。

迄今，「小樹學園」邁入第13年，已陪伴251位學童，不少小樹們長大後感念學園曾經的灌溉，重返學園
加入輔導老師並分享成長經驗，繼續陪伴小小樹們學習成長，年復一年，小樹學園也越發茁壯成一個溫馨

的大家庭。

這也是我們所樂見的，期待為社會創造善的循環，建構永不間斷的長期陪伴系統，陪孩子從就學中開始建

立正確人生價值觀，破除多數弱勢孩童自我否定的黑暗思想，重建信心、肯定自我價值。

找回學習的快樂與陪伴的溫暖

活動時間：2018.01.02-2019.01.31
課輔時段：週二至週五，晚上7:00-9:00
活動地點：岡山社福中心

合作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岡山社福中心
受益對象：高雄市岡山區弱勢家庭及保護性個

               案之國中學生

受益人數：13位

於每周六增加生命教育課

程，帶領學童認識社區機

構並參與服務，從中學習

付出及自我肯定

持續13年支持，贊助經費
累計達180萬，受益兒童
和青少年累計超過1萬3千
人次

「高市社會局社福中心體系」

國中生唯一夜間伴讀

小樹學園成立，

伴讀計劃開始

小樹學園

成長里程

2006年 2006年-2018年 2016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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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站在數學的肩膀上眺望世界

數學想想支點計畫

教育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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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是一種思考，也是一種眼光

活動時間：2018.07.06-2018.07.08

活動地點：台南市左鎮區光榮國小

合作單位：數學想想國

受益對象：台南市左鎮區光榮國小及鄰近南

               化、玉井、楠西近十所學校學生

受益人數：80位

回顧精彩影片

在2018年的暑假，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再度與數學想想國攜手舉辦數學想想

營。這次不只在高雄地區，我們將珍貴的教學資源帶往台南，前進位於左鎮區

一所與平埔文化結合的光榮國小，也同時邀請週邊鄰近的南化、玉井、楠西近

十所的學校參加。為期三天的數學想想營，針對數學學習上明顯弱勢的國小

1-6年級學童，進行一連串有趣的數學課程及互動遊戲。以有趣活潑的教學帶

領孩子身歷其境、快樂學習，而非執著在文字敘述的題目以及運算標準答案

上。

台大數學系史英老師說：「問題比答案重要、錯誤比正確重要、圖像比文字重

要、自己比別人重要。」這幾句箴言真真切切的闡述出目前台灣教育遇到的困

境，及為何我們的孩子自信心較低。傳統的教學中，答案正確才是獲得高分的

唯一途徑，所以我們將孩子培養成答題機器，卻沒有真正的了解孩子是否真的

了解問題；追求標準答案之下，忽略了正確的答案都是錯誤的堆積而成；圖像

式的思考，比文字敘述更能讓孩子理解，以及最重要的，建立自信的關鍵絕對

不會是在與他人比較之下成立，而是每天突破自己一點點、每天讓自己進步一

點點，找到問題、進行思考、獲得答案。

所有參加營隊的孩子除了免費上課之外，還可獲得一套「數學想想」教材，讓

孩子的學習不間斷，同時在營隊的最後一天，安排了懇親會與成果發表活動，

邀請孩子的父母前往，一同來分享孩子在這三天的成就及進步，並且引導家長

如何陪伴自己的孩子學習，讓學業與親子關係間達到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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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及鼓勵弱勢家庭青少年主動走出家庭與大環境和社會認識，增加自身日

後的競爭力，基金會在2018年協辦高雄市社會局「夢想光點-青少年陪伴」計
劃，透過本方案「服務學習」及「主題課程」的多元學習機制，陪伴協助青少

年經歷自我探索、人際關係建立、團隊合作、規劃管理、生命教育等過程，以

累積人生歷練、建立自我價值觀、正確生活態度，並增進自我視野及人際互動

的能力。

高雄市博愛心理輔導協會開設「築夢學園」，免費提供學生學科課輔、品格

課程、才藝課程及營養晚餐，基金會則給予經費支持，協力給孩子快樂築夢

的力量。

經過一年的努力，孩子的成長十分顯著，不僅在校的生活變得快樂、有自

信，成績也大幅進步，也開始有升學目標，知道將來想讀的科系、學校，已

不是那個自暴自棄、消極的孩子，同時也開始主動回饋奉獻，因著協會的努

力，學生家長也開始信任支持孩子參加築夢學園，期待透過這樣正循環，幫

助這世代的孩子有好的受教育環境，健康成長，將來有益於國家社會。

活動時間：2018.01-2018.12
活動地點：北高雄地區

合作單位：高雄市博愛心理輔導協會

受益對象：高雄市左營區高關懷學生

受益人數：41位

築夢學園-

課後輔導計畫

夢想光點-

青少年陪伴計畫

活動時間：2018.01.07-2019.01.31
活動地點：北高雄地區

合作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彌陀社福中心
受益對象：高雄市北區弱勢家庭國三至大專之就學中青少年

受益人數：28位

教育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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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帽聯合助學金計畫

教育培養

高雄市社會局北區服務轄區內的弱勢

家庭，因突發的急難事故導致家庭經

濟困難與生活不濟，社會局透過「公

私協力」拓展社會弱勢福利，提供助

學金方案，連結轄區內的慈善團體，

共同集資創造就學基金，以鼓勵清寒

學子努力就學，用實際行動陪伴在地

兒少以教育力脫貧。

八卦寮文教基金會自2004年開始不間斷的推動馬

術治療，戮力幫助學齡前的身心障礙兒童們；透

過與馬匹的互動，讓孩子們獲得良好的復健效

果，而這兩年更與學術單位合作，建構起更專業

的團隊，希望透過這些努力，為身心障礙的孩子

爭取更多資源與關懷。

活動時間：2018.02.01-2018.11.30
活動地點：岡山、彌陀等11區公所
合作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彌陀社福中心

受益對象：高雄市北區弱勢家庭國小以上

               至大專院校學生

受益人數：39位

活動時間： 2017.11.01-2018.06.17
活動地點： 澳登堡馬術指導中心
合作單位： 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受益對象： 學齡前身心障礙幼童
受益人數： 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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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力量，創造城市新感動。

文化藝術
Culture and Art

高雄在翻轉，不再是文化沙漠，藝文之都是蛻變

後的新貌，我們深信文化力的深植與涵養無法一

蹴可幾，要從生活裡去累積、去尋找。基金會

期待透過以企業力量實際支持，與文化藝術找

到對話空間，讓文化能融入生活，成為生活

的一部份，進而帶動城市美感與藝文氛圍，

期望促燃更多藝企合作的精采花火。

藝文活動

成長里程

照片來源：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藝企合作
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駁二藝術特區建

立藝術夥伴關係

購買支持舞蹈、音樂、戲劇等多元藝文展演節

目，藉此壯大藝文觀眾

城鄉兒藝零距離
邀請大岡山地區12所國小弱勢親子前往岡

山文化中心觀賞戲劇

邀請六龜、杉林偏鄉孩童前來高雄市區體

驗藝文展演活動

暑期夏令營
辦理各式精彩主題營隊，邀

請大岡山地區國小及國中學

生免費參加

2006年-2013年 2014年-2015年 2016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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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匯集的平台、眾人發聲的舞台

活動時間：2018.10.13-2018.12.31
活動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合作單位：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受益對象：全國社會人士、學生、團體
受益人數：1萬人次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璀璨開幕

”基金會多年前藉由贊助支持「衛武營童樂節」系列活動，因此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開始有了藝企合作的交集。2018年底衛武營正式開幕啟用，基金會一同歡喜見證，透過贊助
支持，祝福這場台灣藝文界的盛事。曾經是軍事訓練中心的衛武營，歷經長達15年的籌備建
設，在今年成為台灣規模最大的文化硬體建設，它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單一屋頂綜合劇院，

其中音樂廳更擁有亞洲最大管風琴及全台唯一葡萄園式座席。

獨家贊助－馬戲平台演出

衛武營策畫臺灣罕見大型馬戲活動－馬戲平台，這是馬戲工作者的交流平台，更是他們的表演舞

台！自開幕季起，【馬戲平台】由基金會獨家贊助，今年演出包括「哼哈爺奶」、「百善笑為先—
魔梯肢體喜劇夜總會」、「呼吸」、「大頭仔去𨑨迌」、「狂想 ‧ 洪通」、「街頭 Show Time」、
「餿主意 + 生生不息」等7檔14場節目，來自台灣、法國、西班牙的馬戲好手齊聚一堂，充滿爆笑、
創意、驚喜的肢體演出，吸引近8,000人次一同體驗這場驚奇的感動旅程。

購票贊助－邀請台灣福興伙伴朋友們一同參與藝術嚮宴

本次衛武營開幕季共有81檔展演、115場演出，基金會精挑細選四檔橫跨戲劇、音樂、親子等領域的節
目，購票邀請近300位台灣福興的好朋友進場欣賞開幕季的演出節目，包括世界管風琴天后伊維塔．艾
普卡娜(Iveta Apkalna)衛武營唯一一場獨奏會，真實感受世界級音樂廳的天籟琴音。其他還有拉夫拉前
衛劇團(La Fura dels Baus)《創世紀》、默門香默劇團(MUMMENSCHANZ)《你和我》以及臺灣國樂
團、九天民俗技藝團《陣頭傳奇》等多場精彩節目，帶領大家欣賞多元創新的外國表演藝術。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為南台灣唯一的國家級場館，基金會以多元的支持模式，與衛武營國家藝

術文化中心建立藝術夥伴關係，期待透過各類藝文展演活動的推廣、參與，滋養高雄的藝文人口，

讓藝術的花朵在南台灣繽紛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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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La愛唱歌》
親子演唱會公益專場

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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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正能量 陪你慢慢飛

活動時間：2018.08.24 19:30
活動地點：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合作單位：風潮音樂、伊甸基金會

受益對象：全國社會人士、學生、團體及伊甸早療兒童

受益人數：800人

在2018年暑假，基金會與風潮音樂合作，贊助《LaLaLa愛唱歌》2018親子演唱會公
益專場，由台灣親子音樂熱銷冠軍、知名兒童音樂製作人謝欣芷老師傾心力作。基

金會除全額贊助這場公益專場外，再加碼現金捐贈，連同售票盈餘共募得30萬元

整，全數捐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幫助慢飛天使成長，讓早期療育之路不間斷。

這場活動除了基金會贈票邀請的同仁子女、社福機構、伊甸基金會親子，再加上

自行購票前往的愛心觀眾，700多位熱情的大小朋友們把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擠得

滿滿滿。好多小朋友都是有備而來，一聽到音樂就自動跟著哼哼唱唱、比手畫

腳，90分鐘的演出更是緊跟著演員、劇情，目不轉睛的專心欣賞，爸媽們無不

驚訝這些平常坐不住的小傢伙們居然一個一個被演唱的魔力給收服，沈浸在音

樂與故事中。

這次演唱會還有個小插曲，在活動當天，正值中南部超大豪雨襲，高雄市宣

佈停班停課，大夥憂心著是否會影響觀眾參與意願，但在開演前一刻，雨停

了！感謝天公留情，讓這次的演唱會能夠順利進行。在社會回饋的道路上，

台灣福興想做的不只是金錢的贈與，更希望能透過親力親為的參與，帶著

孩子參加藝文活動，在孩子心中灑下藝文種子，期待發芽茁壯之時，成為

孩子飛翔與前進的勇氣，就如同謝欣芷老師說：「如果你們感到害怕與孤

單，抬頭看看天上的星星，外面還有好多人是愛著我們的，你就會充滿

勇氣，找到最棒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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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設計節」是一個屬於青年學子的育成展與創意競賽舞台，自2005年發起以來，匯聚各種創
意形式的能量，以策展角度規劃展區及相關活動，挹注許多官方與民間組織、企業資源，已成為

台灣具有指標性的青年創意設計聯展，讓青年創作有機會透過公開活動展示自我行銷與夢想發

聲，並有機會透過獎項取得創作能力的證明，帶來各種可能的合作機會。

我們力挺充滿能量的青年設計師們，自2016年開始贊助【空間設計類】金獎競賽獎金，用實質方
式支持學生，期待當成熟之際能發揮創意，用設計改變世界。

文化藝術

活動日期：2018.04.27-2018.05.06
活動地點：駁二藝術特區

合作單位：駁二藝術特區

受益對象：全國社會人士、學生及團體

受益人數：15萬人次

青春不留白，創意不設限

藝企合作

2018青春設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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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追夢，讓世界聽見台灣

盛夏的孩子-親愛愛樂巡迴音樂會

充滿想像力及未來感的風格之作

2018高雄春天藝術節-
《跳吧!!Robot》

《親愛愛樂》樂團是由一群來自南投縣

仁愛鄉親愛國小的學童所組成，多半是

失親或家庭功能不完全的孩子，2017年
在維也納拿下青少年音樂大賽冠軍，為

了籌措孩子們持續學習音樂的學費和生

活費，樂團舉辦全台巡演。

在距離演出不到十天，基金會透過媒體

報導得知這場音樂會門票滯銷的消息，

立刻響應購票高雄場次票券，支持這群

克服萬難、勇敢前進的原民小朋友所帶

來的天籟之音，而當天孩子們的演出也

帶給大家滿滿的感動，傳達了對音樂的

執著與努力，也傳唱了台灣藝文的瑰

寶。

照片來源：高雄春天藝術節

活動時間：2018.04.29
活動地點：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合作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受益對象：全國社會人士、團體、學生

受益人數：49人

活動時間：2018.03.10
活動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合作單位：親愛愛樂

受益對象：全國社會人士、學生及團體

受益人數：22人

2018，春藝，九歲了。每年二到七月，努力以「國際．在地．創新．多
元」塑造出城市形象，匯聚國內外傑出表演藝術家與技術團隊，在高雄

創造出令人難忘、充滿感動的欣賞體驗，獨具魅力的生活氛圍。

基金會在今年也特別遴選出來自法國｜布蘭卡．李舞團 -《跳吧 ! !
Robot》與機器人NAO共舞，這是全球第一部以機器人為主要角色的演
出，將時下最受討論的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帶入劇場，透過舞蹈、聲光投

影、互動科技與即時生成的音樂，將觀眾帶進一個充滿趣味及未來感的

科幻國度。

讓藝術的種子發芽茁壯

蔣勳曾說：「美是歷史的加法，需要不斷累積」，基金會近年來持續以購票支持藝文

團體的方式，鼓勵孩子及家長進場欣賞舞蹈、音樂、戲劇等多元的藝術展演，我們期

待透過親子共賞的方式，讓大朋友小朋友體會藝術之美，將美學的種子撒在孩子的心

田裡，讓它在生命裡發芽，滋養藝術的思維，讓他們無限揮灑想像力，豐富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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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
活動足跡

第十六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TPGA Challenge Tour 5月挑戰賽

TPGA Challenge Tour 9月挑戰賽

岡山社福中心 小樹學園兒少伴讀 計畫
數學想想國-數學想想支點計畫

彌陀社福中心「夢想光點青少年陪伴」計畫

彌陀社福中心「狀元帽聯合助學金」計畫

八卦寮文教基金會「馬術治療兒童關懷」課程

高雄市博愛心理輔導協會「築夢學園」課後輔導計畫

高雄榮總「鄭德齡醫學發展基金會研究計畫」

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經濟治理與管理策略」研討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開幕季
2018青春設計節
《La La La 愛唱歌》親子演唱會公益專場

盛夏的孩子-親愛愛樂巡迴音樂會

2018高雄春天藝術節-《跳吧!!Robot》

運動推廣
Sports Sponsor

教育培養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文化藝術
Culture and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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