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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文教基金會 2020 年度工作報告 

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1 推廣閱讀文化活

動-參與「玉山黃

金種子計畫」 

本會與玉山志工基金會

共同提供已捐建之玉山

圖書館所需經費： 

1. 新成立的新書採購

費 

2020 預計新捐建 14

所，每所 1,000 本書。 

2. 圖書館整修與維護 

滿 5 年及滿 10 年之

更新維護學校共 24

所，裝修維護之人力

及費用。 

3. 維護費用 

補助第 1-100 所每所

3 萬 元 及 補 助 第

101-162 所每所 2 萬

元，主要用於圖書館

電費、文具、硬體維

修及舉辦閱讀活動。 

4. 圖書更新費 

每兩年提供已成立

之圖書館 500 本新

書，2020 符合資格共

72 所，每所 10 萬元。 

 

以上所需總經費將由本

會及玉山志工基金會共

同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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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020 年規劃新捐建

14 所玉山圖書館，完成

後，家數將達到 162 所。 

450 萬元 一、金額：432 萬元 

為配合玉山黃金種子計

畫之推展，本基金會與玉

山志工基金會針對已捐

建玉山圖書館之國小進

行每兩年的書籍更新，今

年符合資格者共 72 所，

每所 10 萬元，所需總經

費為 720 萬元，其中 432

萬元由本基金會來支付。 

今年起，為讓學童對於

108課綱所公布 19項議題

能更深入了解與學習，將

推薦 100 本必選英語圖

書，其餘可依校方課程規

劃自由遴選，共有 300 本

中文圖書及 200本為英語

圖書，以充實圖書多元性

並鼓勵英語閱讀。 

 

二、金額：3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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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訂購

<未來少年>月刊一年 12

期贈送給 155所玉山圖書

館(截至 2020/8)。 

4,6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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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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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會擬訂購<未來

少年>月刊一年 12 期將

贈送給玉山圖書館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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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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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庫計畫」，設置數

位的書庫，贊助數位

書箱。 

100 萬元 一、 金額：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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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贊

助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主辦的「109 年度國民中

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

探究競賽」，本計畫提供

一個有鷹架的線上數位

閱讀平台，以專題探究為

軸，小組自學為輔，鼓勵

全國師生參與，共同達成

12 年國教自主學習的目

標。 

1. 參加對象： 

全臺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四至九年級學生，

分國中組、國小組，

每隊由 3 至 4 名學生

組隊參加，各校不限

參與隊數。 

2. 報名時程： 

於 2020/2/17-2/23至

1,2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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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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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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基金會續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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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遠及特殊學校師

生，並將所得款項捐

給愛的書庫推展閱

讀。 

 

註：玉山圖書館數位書箱

公益計畫，現有 24 個數

活動網站線上報名。 

3.競賽方式： 

  初賽：採「線上」進行。 

  決賽：決賽隊伍參加 

  「現場」成果發表。 

 

二、金額：30 萬元 

爲深耕各地區書香風氣

及競爭力，循環共讀好

書，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持續進行「愛的書庫」設

置計畫，每個書箱經費為

1 萬元，配合設置地點分

別為花蓮縣富里鄉東里

國小 10 個書箱、新北市

烏來國中小 10 個書箱、

澎湖縣白沙鄉後寮國小

10 個書箱。 

 

三、 金額：60 萬元 

爲提升數位教學普及

率，培養數位閱讀專長種

子教師，財團法人閱讀文

化基金會推動「數位愛的

書庫」計畫，2020 年於「臺

南市佳里區佳興國小」設

置 1座數位愛的書庫，共

3 箱數位書箱(內含 30 台

IPAD、3 個充電箱及辦理

推廣研習等活動)，本會贊

助成立所需經費共計新

臺幣 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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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閱讀書箱(240 台平板)

每學期持續提供給玉山

圖書館的學校申請運用。 

 

四、 金額：5 萬元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訂

於 2020/08/29( 六 ) 、

2021/01/22(五)在中部地

區舉辦「2020 愛的書庫慈

善音樂會」，今年再度與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合

作，精選 2 場次音樂會，

本基金會贊助新臺幣 5 萬

元，支持本公益活動。 

1.【水藍，陳毓襄/貝多芬，拉

赫曼尼諾夫】國臺交開季音樂

會 

時間：2020/08/29(六)19：30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 

2.【森林與山谷的傳奇-魔彈射

手】歌劇音樂會 

時間：2021/01/22(五)19：30  

地點：臺中市中山堂 

3 推廣閱讀文化活

動-爬一座故事山

閱讀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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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擬續與雲

林 故 事 人 協 會 共 同

辦理 2020「爬一座故

事 山 」 閱 讀 推 廣 計

畫。  

100 萬元 一、金額：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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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與雲林故事人協會

共同辦理 2020「爬一

座故事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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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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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深化在地人的

情感，轉化為可貴的

文化資源。  

4 參與文化藝術活

動，提升公民美

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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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冠名贊助兩廳院「輕鬆

自在場」節目，共有 5

場演出(含 2 場圓夢計

畫專場活動)。 

2. <再見梵谷：光影體

驗 展 > 將 於

2020/1/15~7/12 來台

展覽，本會與玉山銀行

共同贊助本活動。此

展 覽 由 「 澳 洲

Grande 

Exhibitions 」 與

「 JUSTLIVE 就是現

場」攜手呈獻，以

梵谷名畫及書信、

手稿等 3,000 個圖

像組合而成，並以

嶄新的多感官角度

在約 300 坪的空間

展出，顛覆傳統觀

賞展覽的理念。展

覽 採 最 新 的

SENSORY4 T M 感 映 技

400 萬元 一、金額：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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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冠名贊助國

家兩廳院「輕鬆自在場」

演出節目。 

 

二、金額：21 萬元 

<再見梵谷：光影體驗

展 >(Van Gogh Alive)

於 2020/1/15~7/12 來

台展覽，此展覽由「澳

洲 Grande 

Exhibitions」與

「 JUSTLIVE 就是現

場」攜手呈獻，以梵

谷名畫及書信、手稿

等 3,000 個圖像組合

而成，並以嶄新的多

感官角度在約 300 坪

的空間展出，顛覆傳

統觀賞展覽的理念。

展覽採最新的

SENSORY4 T M 感映技

4,7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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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把展覽館搖身

一變成為多媒體畫

廊，將多屏幕投影

技術和梵高的繪畫

藝術相結合，配合

不同聲音及交響樂

來為觀眾呈現意想

不到的藝術互動方

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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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繼續與臺中國家歌劇

院合作「藝起進劇場」

玉山專場活動。 

4.為培育藝術專業人

才，並推動藝術教育扎

根，繼續支持衛武營國

家藝術文化中心「劇場

藝術體驗教育計畫」。 

5.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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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藝術家專室 <南薰

藝韻 >所展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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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預計

舉辦 6 場次共約 500

位 玉 山 圖 書 館 的 師

術，把展覽館搖身一

變成為多媒體畫廊，

將多屏幕投影技術和

梵高的繪畫藝術相結

合，配合不同聲音及

交響樂來為觀眾呈現

意想不到的藝術互動

方式。  

展覽時間和地點： 

台北場 

2020/1/15-4/5 新光三越

信義新天地 

高雄場 

2020/4/18-7/12 新光三

越左營店 

 

三、金額：1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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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會與臺中國家歌劇

院共同辦理 2020「藝起進

劇場」玉山專場活動 

日期：2020/11/11(三)及

11/12(四)共 2場次，600

名師生。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 

學校：嘉義市及新竹縣 

主題：劇場體驗舞蹈篇

(合作團隊：舞蹈空間) 

身體律動篇、歌劇院建築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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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同參與，活動內

容 包 含 參 觀 導 覽 與

DIY 體驗分組進行。 

 

四、金額：30 萬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2020 年春季劇場藝術體

驗教育計畫」是專為學生

設計的藝術體驗計畫，透

過碰撞與調整的過程，讓

學生從體驗中涵養對文化

藝術與美學的感知。體驗

教育的課程設計，也在不

增加學生與教師的負擔

下，運用教育體制內的十

數，讓孩子在既有的時間

內，得到更豐富的藝文體

驗。衛武營希望藉由藝術

家或業師與教育者的共同

課程規劃，引導學生對藝

術進行各種形式的理解。 

 

五、金額：30 萬元 

為培育藝術專業人才，並

推動藝術教育扎根，續贊

助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心「2020 年秋季劇場藝術

體驗教育計畫」，內容包

含： 

1.青少年版秋季節目手

冊 

2.暑假共學工作坊 

3.秋季微課程體驗 

4.秋季讀劇課程規劃 

 

六、金額：20 萬元 

「 Play ARTs 兒童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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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邀請台南地區 6所玉

山圖書館學校共近 500位

師生走入台南市美術館

參訪。行程中安排南美館

「妖果小學堂」特展與建

築導覽，同時結合「南薰

藝韻－陳澄波、郭柏川、

許武勇、沈哲哉專室」展

覽之「小兒美畫會」創作

體驗活動，讓學童用敏銳

的感覺和創新創意的巧

手，感受藝術家創作的過

程與對台灣這塊土地濃

厚的情感。 

 

七、金額：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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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台灣藝術史為目標，本

基金會贊助南美館成立

「美術科學研究中心」部

分經費新臺幣 100萬元。 

美科中心於今(2020)年 9

月完工，設置有專業紙

質、油畫、木質彩繪修復

及科學檢測分析之場

域，屆時將能藉由顯微、

光學、元素等科學檢測分

析鑑識，受理修復案件，

重新判讀回溯歷史，有助

於藝術史客觀驗證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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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並支持音樂

等藝文活動，提

升民眾欣賞藝文

質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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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藝術歌曲推廣

音樂會、台中市醫師音

樂協會白袍薩克斯風感

恩音樂會…等。 

2.贊助國內外知名團體演

出，提升國人對音樂藝

術的素養。  

200 萬元 一、 金額：70 萬元 

台灣知名大提琴家張正

傑老師有感於下一代美

感教育與親子關係的重

要，於 2020 年在屏東、

台南、嘉義與台北巡迴演

出【張正傑親子音樂會-

高低不平】與【張正傑親

子音樂會-弦樂嘉年華】，

本基金會予以贊助所需

經費。 

二、金額：30 萬元 

今年是樂聖貝多芬 250

歲的生日，台灣知名大

提琴家張正傑老師，將

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

【張正傑親子音樂會-

別讓貝多芬傷心】，演奏

貝多芬多首膾炙人口的

作品，來向貝多芬致

敬，本基金會予以贊助

所需經費。 

 

三、金額：3 萬元 

巴洛克獨奏家樂團秉持

復刻、傳承、在地化的理

念，力邀法國高等音樂院

教授、法國小提琴巨擘及

法國大提琴家來台演

出，2020 年主題定為【印

象‧法國】，期望為樂迷

帶來高水準與高品質的

音樂與展演，本基金會予

以贊助部分演出經費 3萬

元。 

2,95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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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1.一年一專輯-巴洛克獨

奏家樂團【印象‧法國】

專輯出版(2020.4 月) 

2.國際鏈結大型展演- 

【印象‧法國】奧利弗‧

夏利耶 VS.巴洛克獨奏

家樂團 

3.國際鏈結大型展演- 

【漫步巴洛克】亨利‧

杜馬克 X 巴洛克獨奏家

樂團 

4.「六人組」-給小提琴、

鋼琴和弦樂四重奏 

 

四、 金額：50 萬元 

<歌劇魅影>音樂劇  

2020/11/18-12/5來台

演出 

演出者：安德魯‧洛伊‧

韋伯  

以百年歷史的巴黎歌劇

院為場景，結合真實的新

聞事件，塑造出個性鮮明

的傳奇虛構人物 -“魅

影”，透過安德魯‧洛

伊‧韋伯隨著故事情節起

伏轉折的動人音樂，成功

將<歌劇魅影>似真如幻

糾纏交錯的戲劇張力完

美呈現、優雅動人的舞

蹈，淋漓盡致完美展現了

一部成功音樂劇的重要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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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五、 金額：40 萬元 

「台灣作曲家系列-台灣

的土地，台灣的音樂」，

係衛武營與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臺灣音樂館館際

合作，從 2020 年開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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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

贊助其中的 40萬元。 

 

六、 金額：10 萬元 

<海島戀歌>～陳維斌台

語新風歌曲音樂會 

日期：2020/12/12(六) 

地點：東吳大學松怡廳 

陳維斌醫師目前出版樂

譜以合唱為主，在經過與

聲樂家協會多次商討以

後，選擇一些旋律感情豐

富、歌詞文學層次的歌

曲，改編為男女聲獨唱、

重唱等各種表現方法的

樂譜集結成書，出版「陳

維斌台語藝術歌曲集」，

由聲樂家協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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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在出版樂集之際，邀請國

內頂尖聲樂家齊聚一

堂，為台灣溫暖的母語發

聲，將台語藝術歌曲白話

文學作更多的音樂推廣

及創作交流，帶動多元的

藝術與音樂品質。 

 

 

七、金額：20 萬元 

台中市醫師音樂協會

2020/12/27(日 )於臺中

市國立教育大學舉辦

「2020愛您愛您，白袍薩

克斯風音樂會」，藉由音

樂會活動，讓民眾對文化

藝術有更進一步認識。 

 

八、金額：525,000 元 

「獅子王 Live Action」

電影交響音樂會於 2020

年 3月首演，本基金會與

玉山銀行共同贊助本活

動，由交響樂團、合唱團

現場演出電影原聲配

樂，搭配獅子王新版電影

現場播映，並邀請好萊塢

歌手及非洲打擊樂手現

場演奏，讓觀眾現場感受

Live音樂版、身歷其境的

獅子王。 

2020年演出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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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3/27(五)衛武營歌劇院 

3/28(六)衛武營歌劇院 

3/29(日)國家音樂廳 

4/02(二)國家音樂廳 

4/04(六)國家歌劇院 

 

九、金額：20 萬元 

為推廣現代台灣歌謠文化

內涵，傳達本土情感，宣

導反毒，重建家庭倫理，

結合社會公益活動，本會

支持高雄福爾摩莎合唱團

於 2020/12/13(日)在高雄

市文化中心至善廳舉辦第

十二屆「2020 美麗的高雄

慈善音樂會-優美的台灣歌

謠 當代作曲家鄭智仁經

典作品」。 

 

6 推動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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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萬元 一、 金額：30 萬元 

為鼓勵教師運用在地資

源，讓故鄉的事，變成各

教學領域最好的取材編，

共同寫在地特色的創意教

案，啟發孩子對於在地的

認同，本會與玉山銀行一

同續參與第六屆 2020「微

笑台灣創意教案徵選活

動」。 

徵件時間：3 月-10 月     

教案評選：11月 

頒獎典禮：12月 

競賽組別： 

5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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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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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創意教案組(國高中組

/國小組) 

2.應用創新組(國高中組

/國小組) 

評選獎項：首獎、貳獎、

參獎、佳作、玉山銀行最

佳創意獎 

 

 

二、 金額：25 萬元 

為鼓勵青年學子進行繪

本創作，發掘及培育繪本

創作人才，以發展學生創

作繪本數位典藏及數位

加值，本基金會續支持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辦理

「109 年學生創作繪本數

位化」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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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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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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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考量，暫緩舉辦) 

150 萬元 一、 金額：30 萬元 

   全球集思論壇 (GIS 

Taiwan)為臺灣最大的國

際性學生學術論壇，匯聚

各領域學者、企業界領袖

及世界各地的學生代

表，提供全球領導者與學

生一個跨領域、跨世代的

產官學交流平台，預定於

2021 年寒假期間舉行<第

十二屆全球集思論壇>，

本會贊助其中的 30 萬元

支持本活動。 

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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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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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玉山銀行共同持續

捐助「玉山學術獎」

(台、政、清、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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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 ： Rest the 

Mindset 重啟思維 

論壇議程 

1. 學術主題研討：專題

演講、專題座談、深

度工作坊 

2. 行動方案企畫：企劃

競賽、業師指導、博

覽會 

3. 社交活動：晚宴、下

午茶敘、歡送派對、

文化祭 

4. 跨領域交流：開閉幕

演講、領袖對談、嘉

年華 

 

二、金額：20 萬元 

為鼓勵政治大學教授

於國際一流期刊發表

學術論文，本基金會

與玉山銀行 2016 年共

同捐贈成立政大「玉

山學術獎」， 2020 年

本基金會捐助第三期

款項 20 萬元作為支付

得獎者之獎金。  

  

三、金額：20 萬元 

為協助國內產業與世界

接軌，提升國家及企業人

力資本與國際競爭力，本

基金會贊助「2020 ATD人

才發展協會亞太年會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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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展覽」。 

日期：2020/12/2-12/3 

地點：外貿協會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 

主題：「Digital You」

探討如何提升技能，及具

備遠程工作時所需的知

識，並探索及精進組織及

個人數位化，以因應疫情

後，數位轉型及人才發展

的策略。 

 

 

四、金額：5 萬元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訂於

2020/12/02 在集思台大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第十六

屆公司治理國際高峰論

壇 -發揮獨立董事職能  

強化董事會價值創造」，

論壇議程包含兩場專題

演講：公司治理向前行，

以及審計委員會運作實

務。三場研討主題，涵蓋

「獨立董事與經營權爭

奪」、「審計委員會如何

督導內部控制有效性考

核及風險管理」以及「審

計委員會如何審查併購

與公開收購案件」，期盼

對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的

大步向前行注入力量。 

 

五、金額：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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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計畫執行結果 
預算 

執行結果 

為 促 進 台 灣 金 融 發

展及國際財經學術交

流，財團法人亞太金

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與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

理與財務金融學系及

美國羅格斯大學商學

院，於 2021/1/7-1/8

假國立交通大學共同

舉辦「第 28 屆亞太財

務經濟會計與管理暨

第 14 屆交通大學財務

金融國際研討會」，

本基金會贊助 5 萬元

給予支持。  

8 參與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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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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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玉

山培育護理人才獎學金」

獎學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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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 一、金額：135 萬元 

本獎學活動，經獎學金

遴選委員會評選後，

2020 年度共核定傑出

人才管理類 6 位、科

技類 5 位、人文類 5

位；護理人才 9 位及

東協人才 8 位受獎人。 

 

獎學金分 2 學期發放予

2020 年度得獎者(管理類

及科技類每學期 10 萬

元；人文類、護理人才及

東協人才每學期 5 萬

元)，並於 10/29(四)舉行

頒獎典禮。本會支付其

中的玉山培育傑出人

才獎學金 (管理類、科

技類及人文類 )16 位

受獎人共 135 萬元整。  

1,3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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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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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玉山培育東協傑出人

才獎學金，凡為柬埔寨、

越南、緬甸國籍者且申請

就讀於合作學校之碩士

班並經學校錄取者，均可

提出申請。一學年新臺幣

10 萬元整。 

合作學校：台灣大學、政

治大學、台北大學，及其

他與東協國家產學交流

的大學。 

(三)玉山培育護理人才獎

學金，凡就讀於本獎學

金合作學校護理科系

之學生，以護理及健

康照護為終身志業，

且承諾持續奉獻所學

者，均可提出申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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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新臺幣 10 萬元整。 

合作學校：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慈濟科技

大學、美和科技大學、中

華醫事科技大學、國立臺

南護理專科學校、馬偕醫

護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

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 

9 宣導生態保護及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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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部落-水

稻生態有機農業輔導暨

培訓計畫」。 

2.認養玉山國家公園步道

設施暨環境教育活動，

支付第二年經費。 

  (合約贊助期間為

2019/9/1-2021/8/31) 

3.參與贊助陽明山國家公

園蝴蝶季或和生態保育

有關之活動，一同為環

境永續、生態永續盡一

份心力。 

100 萬元 一、金額：40 萬元 

為協助農民有機經營

管理，也保護自然生

態，本會與玉山銀行共同

參與贊助財團法人慈心

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發

起的「109-112南安部落-

水稻生態有機農業輔導

暨培訓計畫」，贊助期間

自 109/1/1-112/12/31，

共 4年。 

本計畫運用資源整合，慈

心輔導團隊協同多方資

源，包括玉山文教基金

會、玉山銀行、玉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台東大學及銀川

永續農場，共同建立輔導

團協力系統，發展南安部

落轉作有機生態水稻產

業，從農業經濟、生態維

9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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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文化傳承與社會照顧

三個主軸來推展。 

 

二、金額：6 萬元 

2020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

「四季訪陽明活動」，結

合推廣生態保育與環境

教育的國家公園理念，規

劃不同路線的生態旅

遊，進入當地社區體驗農

村生活，並於夏季蝴蝶來

臨時，舉辦蝴蝶導覽，也

為關懷弱勢與身心障礙

團體，舉辦有愛無礙活

動，並舉辦一日友善農夫

市集推廣。本基金會期能

藉由贊助本活動，使更多

民眾了解生態保護及教

育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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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為環境永續盡一

份心力。 

 

三、金額：50 萬元 

為維護玉山國家公園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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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等公益目的，認養及

贊 助 期 間 為

108.9.1-110.8.31，共 2

年。今年支付第二年認養

贊助經費 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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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與其他人文、

藝術、文教活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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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萬元 一、金額：40 萬元 

為提供來自於各種不同

型態家庭的孩子於學校

課後有個安心學習的成

長環境，結合社區家

長、鄰里鄉親及志工的

互助力量共同實現，本

會續支持臺北市放心窩

社會互助協會發起的「放

心窩」所需經費 40 萬元

整。 

二、金額：30 萬元 

屏東縣立圖書館新館於

2020 年第一季開館，為

了讓館內書籍更佳新穎

並符合各族群閱讀需

求，本基金會贊助購書經

費新臺幣 30 萬元豐富圖

書。 

三、金額：5 萬元 

為共同推廣嘉義縣新港

地區學校及偏遠社區的

閱讀巡迴借閱服務，本會

捐贈新港文教基金會所

發起的「維泰號行動圖書

館」書籍採購經費新臺幣

5萬元。 

四、金額：2 萬元 

為鼓勵學校多舉辦和

舞蹈藝文音樂等有關

演出，本基金會贊助台

大資工系舉辦的年度活

動-資訊週及資訊之夜。 

770,000 元 

合計  預算  18,000,000 元        實支   18,975,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