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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文教基金會 2022 年度業務及活動計畫 

 

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1 推廣閱讀文化活動

-參與「玉山黃金種

子計畫」  

為造就健全的台灣

文化國力，展現知

識國力，必須培養

國人從小閱讀的習

慣，本會持續與玉

山志工基金會於偏

遠地區國小捐建黃

金圖書館，並提供

新書採購、維護費

用(含電費)及每兩

年之圖書更新費，

創造溫馨、良好之

閱讀環境，以提升

學童學習興趣，並

拉近城鄉差距，努

力提升當地區學校

閱讀文化。 

 

 

1.截至 2021 年底共興建

166 所玉山圖書館，2022

年預計新成立 12 所玉山

圖書館 

本會預算以提撥學校圖

書更新費用為主： 

每兩年提供圖書館 500本

新書(300 本中文圖書@ 6

萬元，200本英語圖書@ 4

萬元)，2022 符合資格共

82 所，每所 10 萬元，由

本基金會與玉山志工基

金會共同支付。 

 

2.為持續提升玉山圖書

館學校的閱讀力，除每兩

年定期更新館內書籍

外，期能透過雜誌閱讀培

養興趣，建立自主學習的

能力，經遴選適合孩子閱

讀的刊物後，本基金會將

訂購<未來少年>月刊一

年 12 期贈送給玉山圖書

館學校(預計 178所)。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135 萬元 

 

 

2 推廣閱讀文化活動

-贊助愛的書庫及

數位愛的書庫書箱

設置計畫，並共同

推動數位書箱公益

計畫 

愛的書庫以基層教

師為借閱主體，讓

好書進入班級，使

每位學童有均等的

學習機會，多元豐

富的閱讀素材，藉

由共讀方式深入閱

讀討論，衍生創

意，展現多元價

值，並傳達本會設

1.由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統籌愛的書庫選書、

管理及流通運作。本會

則配合捐贈書箱（1 個

書箱 1 萬元），每一書

箱外側皆會加註捐助單

位名稱及 Logo 留念致

謝，讓孩子在自由的想

像空間中學習，逐漸培

養閱讀能力及習慣，進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12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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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立宗旨。 而提升「質」與「量」

並重之校園閱讀設備，

以塑造優質的書香環

境。 

2.為提升數位教學普及

率，培養數位閱讀專長

種子教師，與台灣閱讀

文化基金會攜手推動

「數位愛的書庫設置計

畫」，於校內設置數位

書箱(1 座書庫有 30 台

平板和充電箱，協助辦

理數位教學推廣研習活

動)。 

3.為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線

上數位閱讀，合作進行

專題探究學習，培養定

義問題、搜尋、瀏覽、

組織、統整和資料呈現

的數位閱讀核心能力，

本會將贊助台灣閱讀文

化基金會主辦之「111

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

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部分經費。 

4.本會與台灣閱讀文化基

金會舉辦 2022「數位書

箱研習」，邀請對數位推

廣教學有興趣的老師共

同參與。 

5.贊助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在中部地區舉辦的

「愛的書庫慈善音樂

會」。活動為公益性質，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保

留部分公益票券贈與書

庫志工、借閱優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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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遠及特殊學校師生，並

將所得款項捐給愛的書

庫推展閱讀。 

3 推廣閱讀文化活動

-閱讀推廣計畫 

除 支 持 台 灣 原

創 繪 本 創 作 出

版發行外，期能

為 偏 鄉 地 區 培

育 更 多 閱 讀 推

廣的志工，將一

個 個 故 事 流

傳，深化在地人

的情感，轉化為

可 貴 的 文 化 資

源。  

1.為鼓勵在地故事創作，並

透過故事分享喚起人們共

同記憶，將台灣文化和人

們生活經驗緊緊相繫，本

基金會續與雲 林故 事

人協會共同辦理 2022

「爬一座故事山」閱

讀推廣計畫。  

系列一 原創繪本出版 

(虎尾釀、What Nex.黑 V仔?) 

系列二  在地知識轉譯

(Pocast數位典藏) 

系列三 故事旅行箱工作坊 

系列四 走讀玉山圖書館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100 萬元 

 

 

4 參與文化藝術活

動，提升公民美學

素養 

期能運用藝術思

維，建構國民社會

美學的基礎，以美

感、創意、愛與關

懷來提升台灣的競

爭實力，達成「生

活藝術化、藝術生

活化」目標。 

 

1.國家兩廳院從共融的概

念延伸，跳脫以往劇場

的形象，提出共融劇場

的概念，藉由場館與藝

術家的齊心協力，以及

民眾的共同參與，讓藝

術變得親近，讓環境變

得友善，提供給特定族

群的朋友們也擁有參與

藝術的權力，本基金會

冠名「輕鬆自在場」演

出節目。 

2.為提供學生一個完整的

表演藝術觀賞體驗，讓

學生打破教室框架來學

習，實際的觀賞、解說

與互動，對劇場有更清

楚的認識，與臺中國家

歌劇院合作舉辦「藝起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5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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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進劇場」玉山專場活動

(內容包含欣賞演出及

建築導覽)，邀請 600 位

師生參加。 

3.為培育藝術專業人才，並

推動藝術教育扎根，支

持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劇場藝術體驗教

育計畫」(春季+秋季課

程)。 

4.為協助臺南市美術館跨

領域整合文物修復、科

學檢測與藝術史研究，

以發展台灣藝術史，贊

助「美術科學研究中心」

部分經費。 

5.「 Play ARTs 兒童創

作坊」計畫，以兒童

美感培養與體驗為活

動規劃核心，結合臺

南市美術館藝術家展

出作品為活動設計的

素材，挑選其中適合

兒童學習藝術基礎的

元素。規劃舉辦 12 場

次共約 600 位玉山圖

書 館 的 師 生 共 同 參

與，活動內容包含參

觀導覽與 DIY 體驗分

組進行。  

6.辦 理 「 玉 山 出 任 務  

前進臺史博」計畫，

規劃邀請 600 位玉山

圖書館的師生走入國

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進而了解臺灣歷史文

化。  

7.舉辦「玉山 30 畫家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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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玉山」徵選活動。  

5 參與並支持音樂等

藝文活動，提升民

眾欣賞藝文質能 

為健全國內音樂及

藝文環境，創造表

演藝術產業價值，

形塑台灣當代表演

藝術風格，提升國

家文化競爭力。 

1.舉辦 For Mothers 獻給母

親的音樂會，共三場次，

其場地租借之費用支出。 

2.贊助衛武營「臺灣作曲家

系列-臺灣的土地，臺灣的

音樂」計畫。衛武營與國

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

樂館館際合作，推出臺灣

作曲家系列，希冀藉由南

北場館的串連與三年合

作計畫，連結臺灣音樂歷

史，推廣臺灣作曲家作

品，透過展覽演出等規

劃，讓更多人了解臺灣音

樂歷史與背景，深耕在地

文化，作為未來臺灣音樂

發展之養分。  

3. 支持本土音樂藝術活

動，提高台灣能見度及提升

國家文化競爭力，進而讓世

界聽見台灣的聲音。 

例如：支持知名大提琴家

張正傑老師之演出、巴洛

克獨奏家樂團演出、陳維

斌醫師~台語藝術歌曲推

廣音樂會、作曲家鄭智仁

~高雄福爾摩莎合唱團、

台中市醫師音樂協會~白

袍薩克斯風感恩音樂

會、對位室內樂團偏鄉學

童音樂體驗計畫…等。 

4.贊助國內外知名團體演

出，提升國人對音樂藝術

的素養。 

  例如：邀請維也納少年合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3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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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唱團、布拉格愛樂管弦樂

團來台演出。 

6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的發展 

為厚植文化創意與

學術產業發展環

境，建構文創產業

市場拓展機制。 

1.持續支持文創產業發展

及舉辦活動培育文化創

意人才，以促成文化創

意與產業接軌，讓臺灣

文創走向國際。 

包含持續贊助台灣青年

夢想聯盟「H.O.T 全國

校際原創音樂大賽」活

動、支持天下雜誌舉辦

的「微笑台灣創意教案

徵選活動」…等。 

2.支持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辦理的「學生創作繪

本數位化」專案，內容

包含繪本掃描、排版、

校對、中英文配音、平/

精裝紙本印刷，將學生

的創作繪本轉為電子繪

本，放置於國資圖圓夢

繪本資料庫平台。 

3.本基金會長期關注臺灣

原創繪本的出版與創

作，每年暑假定期與國

資圖共同舉辦「繪本創

作工作坊」，期望透過

老師們的力量，協助孩

子也有機會透過繪本故

事創作展露才華、追逐

夢想。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45 萬元 

 

 

 

7 舉辦藝文講座，提

升民眾美學素養，

並參與各類學術研

討活動及捐助玉山

學術獎等活動，提

升獎學文化 

舉辦藝文講座，邀

請各領域的藝術家

或資深講師，針對

藝術做深入淺出的

探討及分享。 

 

1.為提升民眾美學素養及

情感教育交流之機會，本

基金會規劃持續舉辦<站

在玉山 看見台灣美術>

藝文講座，邀請專家學者

以深入淺出與平易近人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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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另外藉由參與各類

學術研討活動及捐

助玉山學術獎，培

育學術與文創中介

人才，以促成文化

創意與產業接軌，

並提升國內知識工

作者意見交換之溝

通機會及國內優秀

管理學術水準。 

 

的表達方式，進行詮釋與

分享，使民眾對於臺灣美

術之發展脈絡有清晰之

了解，看見不一樣的藝術

活力。 

2. 參與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財團法人亞太金融研

究發展基金會、全球集思

論壇等機構舉辦之研

討、座談會，增進產、官、

學界菁英多向溝通機

會，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3.為了推動創新的企業人

才培訓，持續贊助 ATD

亞太年會暨展覽活動所

需經費。 

4.本基金會與玉山銀行共

同辦理「玉山學術獎」

(台、政、清、交、成、

台科大、台北大、中央、

中興、中正、中山等 11

校管理學院)，提升獎學

文化，讓台灣學術研究成

果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

榮譽再添佳績，提升國內

學術研究風氣。 

 

8 參與辦理「玉山培

育傑出人才獎學

金」等獎學活動 

鼓勵優秀學子奮發

進取，順利完成學

業及邁向學業的高

峰。 

為培育品學兼優之大學系

所學生全心投入學習，厚植

各項專業與能力，日後在各

領域上發揮關鍵影響力，成

為國家、社會傑出人才，本

會與玉山志工基金會共同

辦理「玉山培育傑出人才獎

學金」、「玉山培育東協傑

出人才獎學金」、「玉山培

育護理人才獎學金」獎學活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2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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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動。 

 

玉山培育傑出人才獎學金

分為管理、科技及人文

3 大類別，凡符合資格

之品學兼優學生 (不含

在職進修生 )，均可提出

申請。  

1.管理類：  

  就 讀 於 所 示 學 校 之

財金、經濟、商管、法

律、科法等相關系所碩

士生。一學年新臺幣 20

萬元整。  

2.科技類：  

  就 讀 於 所 示 學 校 之

電機、資工、資管、數

學、統計、物理等相關

系所碩士生。一學年新

臺幣 20 萬元整。  

3.人文類：  

  在音樂、美術領域有

傑出表現之學生 (大學

三 年 級 以 上 及 碩 士

生 ， 不 限 學 校 及 科

系 )。一學年新臺幣 10

萬元整。  

 

備註：玉山培育護理人才

獎學金及玉山培育東協

傑出人才獎學金另由玉

山志工基金會支付。 

9 宣導生態保護及環

境教育 

期能藉由生態保護

及教育的宣導，維

持這塊美麗土地的

生態平衡，提供下

一代更美好的生活

環境。 

1.為協助農民有機經營管

理，也保護自然生態，規

劃持續支持玉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和慈心基金會

發起的 109-112 年「南安

部落-水稻生態有機農業

輔導暨培訓計畫」。 

2.為維護玉山國家公園園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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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區步道設施與環境清潔

及促進登山安全，並參與

宣導生態保育與環境教

育活動，本基金會進行認

養計畫第二年經費支付。 

  (合約贊助期間為

2021/9/1-2023/8/31)  

10 反毒教育 毒品濫用問題對國

人健康與社會影響

甚鉅，藥物濫用案

件增高、吸食年齡

層逐年下降，新興

毒品氾濫亦呈現多

元化趨勢。為溯本

清源，以多元化方

式宣導毒品防制觀

念，落實反毒意識

扎根，以有效解決

藥物濫用問題。 

1. 為落實推展校園反毒扎

根教育，縮短城鄉反毒

資源差距，規劃贊助高

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

反毒教育行動車專案計

劃」，搭載高解析度的

液晶電視，運用反毒體

感遊戲、互動模擬機及

VR 設備，將反毒、行

動與科技相結合，擴大

巡迴高雄市各校、社

區，提高反毒與識毒的

宣導執行效率。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100 萬元 

11 參與其他人文、藝

術及文教活動等 

為深耕書香風氣及

競爭力，提倡社會

文教藝文、愛心關

懷等理念，並傳達

本會設立宗旨。  

1.持續支持臺北市放心窩

社會互助協會發起的「放

心窩」，提供來自於各種

不同型態家庭的孩子於

學校課後有個安心環境

的學習成長環境。 

2.其他動、靜態之敦親睦鄰

活動及文教宣導等。 

基金孳息、

捐贈收入及

其他基金收

入 

75 萬元 

 

 

 

 

 

合計：     2,00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