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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教育為立國之根本，亦為促進國家進步與發

展之原動力。其中社會教育以全民為對象，透過

內容生活化、方式多樣化、執行多元化、場所普

及化等方式，最能貼近民眾生活，深化在地學

習，對增進社會公民素養，及提升國家整體發

展，具有重要功能。

本部自民國64年起，每年辦理表揚推展社會

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活動。此一獎項乃為促進社會

教育的蓬勃發展所設立，96年起為彰顯得獎者的

公益精神，特將獎項名稱定為「社教公益獎」。本

（101）年度中央各部會、縣市政府、機關學校及

民間團體等單位推薦案件計147件，本部邀請15位

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等代表，聯合組成評審

委員會，經審慎的初審、複審作業，評定24個團體

及26位個人獲獎。

本年度受獎團體及個人有許多來自社會各行各

業的先進及教育志工，有的長期推動地方人文活

動，發揮社會關懷之情；有的濟貧扶弱，推動婦女

平權，促進社會和諧；有的致力弱勢兒童的扶助，

建立企業志工文化，讓社會愛心持續循環；有的秉

持以人為本，關懷社會之理念，推展閱讀教育，鼓

勵藝文欣賞；有的以推動終身學習，提升社區文

化，營造幸福健康城市為願景；有的結合全國資

源，將典藏的學術文化傳遞共享，擴大社會教育效

果。這些得獎團體與個人無私的奉獻，促使我們的

社會教育得以在地扎根並蓬勃發展，奠定終身學習

社會的基礎，足堪吾人表率。

為擴大此項表揚活動的影響，特將本年度接受

本部表揚之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事蹟輯印

成冊，廣為傳布，以收見賢思齊之效。未來企盼社

會各界能持續關心並鼎力支持，豐富社會教育推廣

層面，一起努力以教育帶動社會文化發展，用愛與

關懷實踐社會責任，為生命創造更高價值，為社會

傳遞更多溫情。

教育部 部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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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累積　　設計者｜丁宏欣先生

教育部為鼓勵社會教育蓬勃發展，自民國64年開始每年頒

獎表揚對社會教育具有重大貢獻團體與個人，以彰顯其默默耕

耘的熱忱與奉獻。95年並特別舉辦獎座設計徵選活動，期藉由

造型設計的深刻意涵及榮耀表徵，讓國人深入了解教育部推展

社會教育之政策，並表達對致力社會教育工作推展者之肯定、

敬重、推崇與鼓勵，以擴大此項表揚活動的意義與影響。

經評選為優勝之獎座設計者為丁宏欣先生，作品名稱：

「累積」，設計中以抽象的書本不斷地堆積，象徵社會教育應

從知識、文化、經濟、藝術各領域、各階層一點一滴不斷累

積，講座上端象徵閱讀中的書本，進而代表全民教育、終身學

習概念。

教育部「社教公益獎」
獎座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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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志工帶孩子參觀知名畫家吳炫三老師工作室。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讓生命影響生命
啟動愛的循環

「LOVE FOR KIDS」，把愛給需要的孩子，是中國信託

慈善基金會最重要的工作及使命。能夠把別人高高舉

起的人，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成立於民國93年11月，秉持母企業

中國信託金融集團對於社會公益的投入，致力於弱勢兒

童及家庭的關懷及扶助，同時積極建立企業志工文化，發揮

「We are family」的企業品牌精神。中國信託為這片土地創

造更多幸福而努力，這個持續為社會付出的承諾，一旦開始

就不會終止。從74年開始，中國信託推動「點燃生命之火」

愛心募款運動，這是國內第一個由企業發起、專為弱勢兒童

募款、歷史最悠久的慈善募款活動，無論國內外的經濟環境

如何變動，多年來，這一個募款運動，始終沒有變動。中國

信託慈善基金會正式設立後，決定專注於弱勢兒童及家庭的

扶助與救援，深耕企業志工文化，投入更多人力來關注弱勢

兒童及家庭的需求。未來，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將會繼續努

力，用愛灌溉臺灣這塊土地，傳遞溫暖且正面的力量，讓愛

擴散、讓愛循環。

基金會持續不斷的投注心力，用愛灌溉，就是希望重新

改寫孩子們的人生劇本。為了不讓孩子陷入「貧窮循環」的

困境，慈善基金會和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及社福機構合作，

參與「教育儲蓄戶計畫」、「夜光天使點燈計畫」，共同進

行教育及早療資源的開發與投入；或是針對重大天災如川

震、莫拉克風災、311日本大地震等，投入資源予以關懷及

協助；為不讓孩子陷入「貧窮循環」，推動「脫貧計畫」；

捐出超過百輛復康巴士予全臺縣市政府，並推動跨縣市營

運，讓身心障礙孩童及家庭可以通行無「礙」；98年開始在

全臺8家育幼院導入「心理諮商室籌建及諮商服務」5年計

畫；100年捐助內政部籌建12所「青少年自立宿舍」，幫助

離院青少年生活自立。

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先生，有感臺灣社會問題越

來越複雜多元，故於101年與臺灣大學共同設立「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信託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結合學界力量，深入

瞭解、積極研究根本解決臺灣兒少社會問題的策略及方法。

在董事長全力支持下，更參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鄉

村銀行」微型貸款的精神，並因地制宜依據臺灣經濟弱勢家

庭的實際需求，結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家扶基金會、中小

企業總會及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等機構的專業資源，並由慈善

基金會整合上述資源與培訓創業輔導志工，透過五大支持系

統的通力合作，提供弱勢家庭最適切的創業協助，幫助他們

脫貧自立。這些創新方案在外人看起來像是「不可能的任

務」，但慈善基金會堅持只要是對弱勢孩子及家庭有益的事

情，就要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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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育幼院孩子學習自立，推動自立課程。

100年捐贈百輛復康巴士。

100年「信扶專案」記者會。

93年•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成立，專注弱勢兒童服務與救援，辜濂松
先生擔任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第一任董事長為鍾隆吉先生。

第20屆「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活動，募得新臺幣7,300萬
元善款，幫助8,766位經濟及身心弱勢兒童。

94年•   　與家扶中心瑞芳服務處合作，正式成立「課輔志工」團隊。

第21屆「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活動，募得7,300萬元善款。

95年• 　   招募、培訓「理財志工」團隊，赴全臺各地家扶中心教導弱
勢家庭理財觀念。

第22屆「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活動，募款金額超過新臺
幣1億元，可幫助18,910位經濟及身心弱勢兒童。

96年•   　 招募、培訓「美語志工」團隊，以遊戲引發弱勢小朋友對學
習美語的興趣，並刺激其文化學習發展。

第23屆「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活動，募款金額達新臺幣
1.27億元，可幫助32,500位經濟及身心弱勢兒童。

97年•   　 協助育幼院童與社會接軌，首度辦理「獨立生活方案」，安
排育幼院童參訪中信金控，導入理財教育增進其金融知識，
同時結合中信人力資源部門，教導院童面試技巧。

四川震災，率領愛心志工與災區學校重建經費前往四川，協
助川震學童心靈重建。

舉辦第4屆「中國信託愛心志工日活動」，邀請家扶中心、
育幼院、明新兒童發展中心及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小朋友參加
創意運動會，參加人數逾300人。

98年•   　 莫拉克風災，結合中信金員工善款，共計捐款新臺幣9,700萬
元，協助災區救援及重建工作。

完成全臺8家育幼院心理諮商室硬體建置工作，並於之後4年
持續贊助諮商師經費及專案研究計畫。

99年•   　 發起第26屆「點燃生命之火愛心募款運動」，募款金額達1.4
億元，參與人次逾57,668人，可幫助55,994弱勢孩童，創下
歷屆募款最高紀錄。

100年• 　 「100輛復康巴士捐贈記者會，讓公益彩券中獎人愛心上
路」，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臺灣彩券公司努力經營下，匯
集眾多公益彩券中獎人的愛心。

捐贈新臺幣1,500萬元予內政部，在全臺設置12處「少年自立
生活宿舍」。

101年• 　 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捐贈設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
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預計合作期間為101～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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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協會農訓分會成立。

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

與農共生
型塑農漁在地價值

成為提升農漁會員工素質與能力之專業訓練機構，並

提供農漁會永續經營與創新發展之協助和諮詢。             

邁入30年的農訓協會，是臺灣農業發展奠基的搖籃。以

全國342家農漁會為會員的農訓協會，如何被認識與肯

定，在此以八大要項說明之。

一、建構農漁知識管理的智庫：民國85年起，農訓協會每年

自費發行《農民組織學刊》，探討農業、農會之組織發展、

經營管理等相關議題；97年起設立「論文研究獎助金」蒐集

有關農漁業及農漁會研究資料，累積教育訓練的題材研究；

101年4月出版全國第一部【台灣農會史套書】，見證一百年

農會歷史。

二、提供農漁菁英揮灑的舞臺：自89年起迄今，每年暑期與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前為農業推廣學系）建

教合作，提供農業推廣學子新尖兵實戰機會，落實農業推廣

教育功能。

三、型塑農漁在地價值的道場：101年起，辦理「農業資訊

專員培訓計畫」，培訓種子講員，協助農民了解、掌握市場

資訊；在全國各級農漁會營業據點架構「多媒體數位電子看

板」，用影音串起了全國農漁會，掌握最新資訊。

四、培訓環境保育師資的搖籃：開辦「101年農業環境教育

師資育成班」，藉由培訓種子師資，宣導環境生態保育、全

球公民的社會責任。

五、扮演農漁文創地景的指標：農訓協會於民國100年11月

自費研發「TaiwanFresh搶鮮機App」於Apple App Store上

架，並於101年4月google play正式上線，透過雲端科技，社

會大眾了解在地農漁業（會）的產業文化，拓展市場通路。

六、開展農漁生活素材的視野：《農訓雜誌‧為農訓協會發

行近30年、國內最專業的農業雜誌，101年改版從消費端看

見農漁業、認識農漁民、發現農漁村之美。

七、搭建農政與農情的橋梁：從去年起至今，農訓協會承

接：「農業金融訓練計畫」、「農民團體建立識別體系計

畫」、「外交替代役專業訓練」、「長期海外志工國內教育

訓練及駐外技術團團長會議暨成長營」、「農漁會百大精品

展售計畫」及「挑戰二十一世紀農會創新經營策略之輔導發

展計畫」等中央計畫。

八、善盡社團法人的公益角色：從民國100年3月農訓協會加

入「台灣美化協會」、以志工及捐款方式關懷天母「聖安娜

之家」等，提供免費公益廣告給公益團體，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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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徵信業務講習班。

農訓協會捐贈聖安娜之家留影。

訪視臺灣省農會文物。

6• 9年  以自籌經費自辦訓練的方式培訓農會、漁會幹部與員
工專業知能，迄今平均每年訓練人次超過1萬人次。

73年迄今•   出版《農訓雜誌》。

85年•   辦理發行《農民組織學刊》。

89年迄今•    與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建教合作。

91年迄今•    承標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外交替代役專業訓練、長
期海外志工國內教育訓練及駐外技術團團長會議暨成
長營」，100年與101年持續獲得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之肯定，致使國合會駐外人員可以在本會所提供之環
境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訓練，並將所學充分運用在服務
友邦國家。

97年迄今•   設立「論文研究獎助金」，截至101年9月底共獎助64
本農漁業相關研究論文。

99年•   導入ISO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並於100年10月13
日通過德TÜV NORD公司ISO9001：2008品質管理系
統複評，證實國際競爭力。

100年•   獲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的肯定，承標辦理
「農業金融訓練計畫」，對農漁會信用部門人員提供
更多的專業訓練，兩年培訓人數預計達7,489人次，
藉以提升農漁會信用部營運績效及專業形象。辦理
「農業資訊專員培訓計畫」培訓種子講員。

    加入「台灣美化協會」成為其分會，並持續參與各項
社區、學校清掃活動。

100年3月•   執行「輔導農會發展經濟業務計畫」，輔導農會提升
其創新業務、轉型經營等能力，並在12月10日於建國
花市辦理成果發表展售會。

100年9月迄今•   接受政府委託在全國各級農漁會營業據點安裝「多媒
體數位電子看板」，公布各類農漁業資訊，讓農漁民
朋友隨時掌握最新農業資訊。

100年11月　　•    完成自費研發之「TaiwanFresh搶鮮機App」 iOS版並
於Apple App Store上架；民國101年4月在google play
正式上線，開拓農會、漁會市場通路。

100年迄今　  • 　 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合作，
以自有經費辦理「臺灣農會漁會珍貴史料訪查計
畫」，規劃以3年時間共同展開徵集、修復、典藏臺
灣農會、漁會重要文物檔案。

101年4月  •  辦理「挑戰二十一世紀農會創新經營策略之輔導發展
計畫」，計有18家農會接受客製化專案輔導。

   開辦「101年農業環境教育師資育成班」，培訓種子
師資宣導環境生態保育理念。

   出版第一本經過嚴謹考證且圖文並茂的【台灣農會
史】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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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推廣生命教育活動。

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推動臺灣向上 
播撒生命希望種子

「讓生命教育種子在心中萌芽，勇敢面對逆境，活出

精彩人生。」                                                                                   

在地典範人物生命故事推廣

文向教育基金會針對兒童、國／高中生、成人，出版生

命教育的教材，並透過各種社會服務機構，尋找臺灣在地的

素人典範人物；為讓這些激勵人心的故事能與更多人分享，

文向教育基金會結合學科中心、教師研討會、學校、企業組

織、社區等，針對3歲到99歲各年齡階層設計不同活動，讓

故事在其心中撒下希望的種子。

建構生命教育希望工程

100年參加教育部閱讀教育終身學習圈，於全國舉辦

【閱讀‧生命】分享巡迴講座，共執行126場。經抽樣統計

發現，社會大眾對於講座內容整體滿意度達九成，顯現這

樣的主題深受社會大眾喜愛。101年則繼續延續【閱讀‧生

命】分享巡迴講座，同時也繼續培育新一代的故事志工，透

過分享文向出版的生命教育教材【擁抱系列】在地生命勇士

的故事，建立孩子及社會大眾熱愛生命、正確的人生價值

觀，讓生命教育從小扎根，減少社會不良事件發生。

學童開心與擁抱花朵故事主角陳明里合照。新住民親子生命教育閱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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