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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社會共融，擴大社會影響

光寶與社會6

提供大專院校
實習機會101人

舉辦16場特色
淨灘活動，
清理10,460Kg
海洋廢棄物

光寶創新獎
參賽作品
1,142件

協助宜蘭縣礁溪
鄉竹林養護院
建置屋頂型
太陽能光電系統

101
interns works

1,142
KG

10,460

信義社區大學
獲教育局評鑑為
優等社區大學

excellence

以建構多元文化、教育關懷、創意活力及環境永續的社會

接受志願服務
之弱勢學童
3,500人次

3,500

光寶推動社會共融
投入6,093萬元

NTD 61
millio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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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社會共融政策

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以建構多元文化、教育關懷、創意活力及
環境永續的社會為願景，長期積極投入社會關懷，包含新移民的社會問題、兒童青少
年教養的問題、終身教育學習資源缺乏、科技創新設計人才不足及日益嚴重環境與生
態保育問題等。光寶勾勒出四項重要的使命，包含促進多元文化人文素養、推動兒少
年教育關懷與終生學習、培育創新設計與專業人才、發展永續產品與環境保育等。為
達成以上使命，光寶與社區、公益組織及產官學界等合作，藉由長期資源的執行策略，
包含社區認輔、社區大學、光寶創新獎、百年樹人計畫、企業志工系統、海洋保育倡議、
公益綠電行動、友善生態暨永續科技產品等面向展開執行方針，主要包含：
•社區志工的培訓 ( 多元文化及認輔 )
•高關懷少年兒童服務
•偏鄉國小英語及課外教學、弱勢青少年學子的課後輔導、輔導身心障礙者及獨居老人陪伴、

參與生態保育活動
•成人教育 ( 含身心障礙弱勢 )	、終身學習平台及開設綠色課程
•鼓勵科技創新設計人才、接軌台灣科技創業培育計畫
•產學合作以理論與實務結合之人才培育
•潔淨及節能產品和人工智慧及物聯網 (AIOT) 產品開發
•以社區關懷、人才培育、環境永續、公益贊助等四面向建構光寶企業志工系統
•海洋廢棄物回收再生開發、海洋資源永續利用倡議、海洋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行動
•以創新社會設計公益綠電行動協助弱勢團體及社會福利機構

2019 執行成果
2019	目標 達成狀況

光寶
創新獎

推廣永續科技創新教育 :	參賽人數	2,000 人以
上，參賽作品	1,000	件以上

共2,282人參賽，參賽作品1,142
件

提升科技創新教育的認知與參與度：一家以上
合作夥伴企業

2 家供應商參與

實習平台 提供大專院校實習機會 100 人以上 101 人

海洋保育
活動

舉辦 12 場特色淨灘活動，清理 10000Kg 海
洋廢棄物

共辦理 16 場活動
共清理 10460Kg

辦理 3 場以上海洋環境教育講座；參加人數
500 人以上

共 4 場講座，
共達 935 人次

公益綠電 每年協助 1 個以上弱勢團體或社福機構減緩
用電負擔

協助宜蘭縣礁溪鄉竹林養護院建
置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系統

社區認輔 弱勢學童小團輔及個輔志願服務接受服務之
弱勢學童 3,500 人次以上

共 4,032 人次

信義
社區大學

開設課程 300 門及學員人數 7000 人以上 396 門課程，7,442 人
每年持續獲教育局評鑑為優等學校社區大學 優等

未來策略目標
未來目標 達成時間
信義社區大學每年持續獲教育局評鑑為優等學校社區大學 每年持續
持續提供大專院校實習機會 100 人以上 每年持續
光寶創新獎持續推廣永續科技創新教育:	參賽人數	2,000人以上、
參賽作品	1,000	件以上

每年持續

舉辦 8 場特色淨灘活動，清理 5000Kg 海洋廢棄物 2020
每年協助 1 個以上弱勢團體或社福機構減緩用電負擔 2020

2019 年度光寶推動社會共融支出
項目 														新台幣萬元
公益活動費用及捐款註 													2,068	

教育推廣活動費用及捐款 														4,024	

合計 														6,093	
註 :	光寶文教基金會之活動費用僅含光寶提撥之捐款

建構多元文化、教育關懷、
創意活力及環境永續的社會

策略

願景使命

方案

促進多元文化與人文素養、
推動兒少關懷與終身學習、
培育創新設計與專業人才、
發展永續產品與環境保育

光寶創新獎、產學合作計畫、企業志工系統
永續科技產品、社區認輔、社區大學
SEAHOPE計畫、公益綠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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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019 光寶創新獎：攜手供應商，育成前瞻科技之創新應用

光寶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培育科技創新人才及提升華人國際競爭力，自 2001 年特
設「光寶創新獎」鼓勵青年創新者與工業設計師以市場價值、創業可行性為必要評
估要件，發展「光、電、節能」與「智慧科技」範疇的科技產品或技術。獎項創立
19 年來，吸引全球 20 餘國之華人工業設計、科技創新人才競逐，歷屆主題與獲獎
作品充分展現前瞻設計及產業發展趨勢。2019 光寶創新獎共收到全球超過 1,140 組
作品激烈角逐。

光寶創新獎網站
WWW.LITEONAWARD.COM

2019 成果
策略方向 執行目標 達成狀況

1 推廣永續科
技創新教育

•	參賽人數	2,000 人以上
•	參賽作品	1,000	件以上
•	校園創新新知講座參與人數

1,000 人以上
•	舉薦創新創業團隊 1 組

•	本屆參賽人數 2,282 人
•	參賽作品 1,142 件
•	舉辦台灣校園創新新知講座 17

場，參與人次為 1,014 人

2 提升科技創
新教育的認
知與參與度

•	合作夥伴企業：1 家以上
•	合作夥伴企業新知講座參與度

50% 以上
•	國際論壇現場出席人次：250 人

以上

•	2 家供應鏈之企業參與共同推廣
科技創新

•	共同推廣合作企業參與 50% 以
上的校園創新新知講座

•	光寶創新獎國際論壇開放公眾
參與，現場出席達 221 人

•	線上直播觀看達 15,000 人次

《技術組獲獎作品》

智慧型人體呼氣疾病檢測晶片

搭配手機辨識軟體之 C反應蛋白
紙基檢測試片開發	

創新瞬時低溫可撓性電
路製作

具可攜式無線慢性腎臟
病預防與監控之晶片系
統與平台

基於共振光之無線光通
訊與功率傳輸系統

智慧導眼

鮮度感測器	 新型熱管奈米細孔與接合導熱系統

語音 ID 新型助聽器解決方案	

http://WWW.LITEONAW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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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組獲獎作品》

RESEW'S	永續布料銀行

Stand	Break 智能防久坐	坐墊

智能護手 工地用水霧空間兒童氣喘保衛戰 腦波義肢MR訓練裝置

氣．癒 離岸流警報器

掌握 微觸—糖尿病足家用下肢護理產品

2020 目標
策略方向 執行目標

1 持續推廣永續科
技創新教育

•	參賽人數	1,600 人以上
•	參賽作品	800	件以上
•	校園創新新知講座參與人數 800 人以上
•	擴大至少一個科技創新領域教育

2 持續提升科技創
新教育的認知與
參與度

•	合作夥伴企業：1 家以上
•	合作夥伴企於新知講座參與度 50% 以上
•	國際論壇現場出席人次：200 人以上
•	直播參與：5,000 人以上

第 19 屆光寶創新獎鼓勵「I'm	Possible	創新在我、就有可能」的競賽精神
光寶攜手供應鏈企業默克、英飛凌，共同推動數位醫療、智慧生活等應用領域之創
新作品。本屆技術組由清華大學《搭配手機辨識軟體之 C 反應蛋白紙基檢測試片開
發》奪得金賞，設計組金賞則為明志科技大學《RESEW'S	永續布料銀行》，兩團隊
分別榮獲新台幣 40 萬元的高額獎金。今年光寶創新獎入圍作品多聚焦在數位醫療、
智能生活、智慧城市三大領域，從現有生活問題出發，發揮「I’m	Possible	創新在
我、就有可能」的競賽精神，為人類未來生活注入進步的原動力。

「光寶創新獎國際設計論壇」探討創新設計最前沿領域 -「體驗設計」
光寶創新獎每年均邀請國際級創新設計大師出任評審，並擔任「光寶創新獎國際設
計論壇」講者，本屆論壇以「體驗設計 . 共創科技新未來」為題，邀集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包盛盈博士、Frog	Design 執行創意總監呂奇晃、微軟醫療事業體首席設計師
Moni	Wolf，與聽眾暢談「科技 X 體驗設計」的無限可能，現場座無虛席，活動參與
踴躍，提供國內設計愛好者接軌國際的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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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推動實習：提供學子職場體驗，搭建理論與實務結合培育人才的平台

光寶配合並認同教育部技職司的產學合作推動計劃培養年青學生，透過與各大專院
校合作搭建理論與實務結合培育人才的平台。每年遴選出各領域學生，以實習、獎
學金發放等方式，提供學子發揮所長與體驗職場機會，同時公司得與未來的新血接
觸，發掘公司未來骨幹。此外，學校方面亦可直接取得產業對人才需求趨勢與資源
而調整課程方向。因此達到社會、學校、企業及學子個人的多贏為目的。

光寶每年擬定實習計畫推動各種實習機會，如暑期一般實習、暑期海外實習及學期
中實習、產學合作等多元學習環境，並指派專人個別輔導、安排學生進行專案報告
或實習成果競賽等強化學習效果。在實習期間亦提供薪資及比照一般員工的福利、
教育訓練及參與公司社團活動。針對暑期海外實習，為使學生能安心學習，光寶額
外提供往返交通等相關費用及安排住宿。對於實習期間表現優異的同學 ,	公司也提供
畢業同學優先聘用的機會，已有學生畢業後回任，且於工作上有傑出表現。

2019 年推動成果如下	

實習類別
暑期

一般實習
暑期

海外實習

學期中
實習 /
科專 產學合作 基金會 合計

實習人數 20 30 16 27 8 101

第一天內湖訓練，準備啟程 期末學習成果發表 專業評審指導與勉勵 與各屆學長姐及評審們大合照，為實習畫下完美句點

實習結束學員送給光寶科技的一段話

•感謝光寶耗費公司資源，願意給大學生一個機會到海外實習，讓我們學習讓我們碰撞，讓我們成長，即使我
們的專案可能不切實踐，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對於自己更加的認識。

•謝謝光寶給予機會，讓我能實現自我目標亦能充實自我，還能認識如此多的前輩，光寶真是一塊寶，初見欣
喜再見傾心。

•感謝光寶，讓我學到很多事情，也擁有了歷練與成長。這個機會也讓我看到很多工作的事實與學會如何避免
再重蹈覆轍，往後的規劃也受益良多，謝謝大家。

•我覺得光寶是很不錯的公司，謝謝公司提供我實習的機會，讓我第一次去到了大陸，不管是對職場還是生活
文化都有很多的了解，也開了自己的眼界，發現世界真的很大，等著我去探索呢！

•與光寶的緣分很特別，從當初的ccp計畫到現在的海外實習，很謝謝光寶給我這次的機會去學習成長，未來
也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回來為公司服務。

•很謝謝光寶這次給我這個機會，光寶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大家互相幫忙，互相鼓勵，而且也很親切，很謝
謝光寶的機會。

•謝謝光寶那麼用心的規劃我們實習生的計畫，對於我們，不只是要求對公司要有回報，更多的是希望我們能
夠有所學習到，在人生道路上能夠更順遂並得到成長！真的是我遇過最為學生著想的公司！

•我覺得光寶不像其他公司，可能把實習生當作就是來為公司打雜當廉價勞工，這裡把我們每個人都當作一塊
寶玉一樣在照顧，十分榮幸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個公司實習。

•謝謝光寶給我這次暑期實習的機會	讓我在短短的時間內瞭解業界與學界的差別，也很喜歡主管說的一句話	不
管你今年暑假學習的好不好	報告的好不好	這都是其次	重點是	這都是你生活的經驗	你的成長！沒錯	每一段走
過的路都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 石碣		楊 * 翔

- 廣州	施 * 茜

- 廣州	陳 * 民

- 廣州	賴 * 文

- 清溪	鄧 * 翔

- 常州	陳 * 芸

- 常州	鄭 * 辰

- 常州	唐 * 翰

- 天津	黃 *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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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公益綠電

發展可負擔的永續現代能源，已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一，而在每項資源環環相
扣的今日，使企業公民的發展需求亦能結合社會參與並發揮出多重綜效，是光寶在
永續發展之路上不斷自我挑戰與持續的目標，而光寶於 2019 年開啟的「公益綠電專
案」即是其中一個新的里程。

結合「環保樂跑、綠能減碳、社會培力」三重公益力，由光寶科技與社會企業「陽
光伏特家」共同合作執行「宜蘭竹林養護院公益綠電專案」。光寶透過資源整合，
首先串聯響應慢跑撿垃圾的	Plogging	Taiwan	台灣樂跑團，於網路發起全球上街頭
「撿拾十萬菸蒂，為太陽能而跑」活動，以企業鼓勵民間的形式支持環保運動、倡
議減塑理念，再進一步將活動成果轉為百萬捐款，加上宜蘭縣陽光綠益計畫補助款，
成為興建宜蘭竹林養護院屋頂型光電系統的資金，委由社會企業陽光伏特家執行建
置太陽能系統。本案協助社福機構減少電費支出的公益模式，不單支持了台灣本地
再生能源發展、扶持台灣社會企業，同時更擴大了社會參與的綜效，努力讓各個環
節都能有益於社會、環境、經濟發展。

為竹林養護院所興建之 44.835	kWp 屋頂型光電系統，完成後每年預計可產生
35,000 度電，該安養機構用電支出約可節省 10%，總體預計可為地球減下 370 公噸
CO2e 碳排放量。

而竹林養護院未來亦可透過再生能源憑證（T-REC）交易所獲得的額外收入，舒緩養
護院長年以來的經費資源缺乏，幫助弱勢長輩老有所終。

6 .5 光寶企業志工

SEA	HOPE 光寶海洋日永續發展計畫
全球每年約有 800 萬噸塑膠垃圾流入大海中，預計 2050 年海中垃圾總量將多過海洋
生物，今日此時，聯合國已將塑膠垃圾視為僅次於氣候變遷的全球危機。光寶科技立
足海島台灣，在這位於全球最大陸地與最大海洋的交界位置，本著責任生產的企業公
民精神，從陸上減塑到海洋保育對光寶來說責無旁貸。光寶科技將企業長年關注的環
境永續公益更加聚焦，對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14議題，自2018年起建立「SEA	
HOPE 光寶海洋日永續發展計畫」專案，展開一系列以保育海洋為核心的行動，以回
應當代人類生產與消費模式所衍生之海洋環境議題。

為了倡議海洋汙染與保育觀，光寶企業志工透過舉辦淨灘、樂跑等環境公益活動，響
應海洋保育倡議。2019年度共舉行16場活動，串聯60個相關外部合作單位，邀集志
工2,148人次的力量，總服務時數達6,360小時，為新北、基隆、新竹、台南、台中、
高雄、金門…等縣市的海灘清理出10,460 公斤海洋廢棄物。此外並辦理4場海洋保育
專題講座，共達 935 人次參加者，進行海洋保育理念的推廣倡議。光寶海洋日仍將前
往各地，持續關注海廢汙染、海洋生物保育及與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等相關議題。

16
場

10460
公斤

2148
人次

6360
小時



95

1 2 3 4 5 6GRI 準則 (Standards)  |  目錄。光寶與社會

社區關懷 -	
光寶健樂關懷盃籃球友誼賽

環境永續 -
SEA	HOPE光寶海洋日永續發展計畫

社區關懷 -	
北海廠區同仁前往頤養苑敬老院
探訪慰問活動

詳細光寶企業志工活動揭露於公司網頁：HTTPS://WWW.LITEON.COM/ZH-TW/GLOBALCITIZENSHIP/504

社區關懷 -	
天使花園校外教學活動

環境永續 -
光寶生態導覽志工活動

環境永續 -
廣州廠區番禺港淨港活動

人才培育 -
新北市雙溪國民小學英語課後輔導

人才培育 -
新北市錦和國民小學英語課後輔導

公益贊助 -
華東營運中心第十五屆捐血活動

光寶台灣地區企業志工花絮

光寶海外地區企業志工活動花絮

6 .6 光寶文教基金會

光寶文教基金會成立於 1993 年，係由光寶關係企業三位創辦人個人捐贈創立。主要
執行工作為「社區認輔志工團」與經營「台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成立宗旨
「培育人文素養、扶持兒童成長、關懷企業文化、倡導公益活動」為光寶文教基金
會成立宗旨，做為企業實踐的社會責任，期望透過四個面向促使社會向上永續發展。

光寶文教基金會網站	
WWW.LITEONCF.ORG.TW

6.6.1 社區認輔全人服務

承諾
社區認輔從「家庭─學校─社區」的連結出發，鼓勵認輔志工發揮「社區愛、厝邊情」
的力量，協助學校師長共同陪伴高關懷、高風險的學童及其家庭，建立自信健康的
身心成長環境，陪孩子遇見美好的自己。

http://www.liteon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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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我探索覺察的經驗中，認識
自己的親職教養觀與教養態度，
有效經營親子關係，創造和諧愉
悅的家庭。

應用手作減塑小書，入班級宣導
源頭減塑、減廢的健康守護和環
境永續概念，將環境教育融入志
願服務中。

透過表達性藝術媒材體驗活動，
感受大自然豐厚的生活環境，落
實美學素養於家庭生活中。

2019 成果
策略方向 2019 年目標 2019 年行動 達成狀況

培育人文素養 •	認輔志工培力增能 •	持續培訓近 480 位社區志工，持續服務學校弱勢學生暨家庭。 •	共有24所學校認輔志工參與培訓，共計9,482人次。

•	策略聯盟運作模式 •	光寶人文幸福講座。
•	大專院校實習平台。
•	新北市教育局社區方案設計。

•	共辦理 6 場，578 人次參與。
•	大專院校實習生共 3 校 8 位學生。
•	20 所，共 3,249 人次參與。

扶持兒童成長 •	弱勢學生小團輔、個輔等志願服務 •	服務涵蓋：小團輔，個輔，其他 ( 視各校需求；如生命教育、
兩性教育、補救教學、特教生喘息服務和食育、源頭減塑等 )。

•	共服務弱勢學童約共 4,032 人次。

•	校園親師生心理健康促進教育 •	透過晨光時間、說故事方式，進行心理健康促進教育活動。 •	接受服務近 83,000 人次。

•	慈善捐贈 •	持續推動社區認輔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平台。	 •	2019 年受惠學生 75 位。

關懷企業文化 •	幸福家庭企業 •	員工子女夏令營活動，持續於內湖總部、中和廠、新竹廠辦理。 •	內湖場 27 位、中和場次 22 位、新竹場次 28 位，共
有 77 人次參與。

倡導公益活動 •	2019 年微笑臺灣創意教案競賽：光寶海洋
保育工作坊

•	2019 年 6 月 18 日於光寶科技大樓辦理，認輔學校師長及認輔
種子講師參與。

•	34 位人次參與。

•	協辦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祖父母節祖孫同
樂活動

•	2019 年 8 月 25 日本會協辦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祖父母節祖孫
同樂攤位活動。

•	約有	1,000 人次參與。

•	「海呀！我的家」展覽 •	2019 年 7 月 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與國立臺灣科學教
育館在光寶科技大樓及四所新北市國小舉辦「海呀！我的家」
展覽，將海洋保育與減塑的概念推展至學校家庭。

•	約有	5,645 人次參與。

2019 年度亮點		
「EQ與 SQ的生活美學敘事」認輔志工培力增能培訓
15堂增能培力課程，上學年24所認輔學校、4,696人次；下學年24所認輔學校、4,78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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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幸福家庭：「2019 藍色 COP—SQ愛與同理心的優勢與美學力」
持續於內湖、中和、新竹廠辦理員工子女夏令營，共有
77 人參與，以社會智能的體驗學習，增加對生活與生命
的感受力，學習以同理心的角度關愛自己的生命與地球
生態，珍惜大自然和有限的資源，型塑人文美學的涵養。
網址：HTTP://WWW.LITEONCF.ORG.TW/DM/156/156.HTML

2019 年「海呀！我的家」展覽
2019 年 7 月 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與國立臺灣科
學教育館在光寶科技大樓及新北市淡水區文化國小、蘆
洲區仁愛國小、樹林區大同國小、新莊區新泰國小舉辦
「海呀！我的家」展覽，將海洋保育與減塑的概念推展
至學校，約有 5,645 人次參與。
網址：HTTP://WWW.LITEONCF.ORG.TW/RECORD_LIST.HTML

未來策略目標
科學家預估 2050 年，海洋中的垃圾重量可能多過魚類；而且絕大部分的塑膠無法分解，將繼續存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上，希望透過節氣、生態心理學、食育、藝術人文的美學
紮根等，讓參與者願意源頭減塑、減廢的承諾，共同守護環境並關愛身心健康。
策略方向 未來目標

培育人文素養 •	認輔志工培力增能，持續於 24 所學校推行。
•	互利共榮的策略聯盟運作模式，持續與各方資源合作、提供大專院校實習平台。
•	辦理 8 場次「社區認輔父母美學講座」。
•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減塑促進中心辦理校園社區減塑課程，如教師培力營工作坊等。
•	出版「源頭減塑、減廢」綠色繪本。

扶持兒童成長 •	持續於 24 所學校推動弱勢學童小團輔、個輔、補救教學等入班志願服務。
•	「校園減塑」品格、生命教育推動。
•	持續推動育成方案獎助學金專案。
•	贊助 1,000 本幼獅文化出版海洋文學家廖鴻基先生之著作《東西大不同》( 暫定 )，以海洋視野的書籍創作進行反思，搭配別冊之活動方案，切入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之核心素養，進入校園推動源頭減塑、減廢行動。

關懷企業文化 •	持續辦理幸福家庭企業─員工子女夏令營。

倡導公益活動 •	網站經營暨發行社區認輔雙週報：全方位提供社區民眾點閱瀏覽社區教育知識訊息交流傳遞。
•	持續與新北市野柳國小樂齡中心合作，並辦理「源頭減塑、減廢」創意方案沙龍工作坊。
•	蘭嶼海洋保育課程，與當地國小及非營利組織共同推動海洋教育。
•	贊助 1,000 本幼獅文化出版海洋文學家廖鴻基先生之著作《東西大不同》( 暫定 )，作為推動光寶企業社會責任源頭減塑的倡議行動，並落實於企業、社區、家

庭及學校生活實踐的社會教育。

以當季的水果、香草植物等手
作，將生活美學與手感體驗結
合，打開孩子對生活的感受力。

透過玩具材質的認識，覺察長期
接觸這些產品可能產生的風險，
孩子會更有意識選擇。

HTTPS://WWW.LITEON.COM/ZH-TW/GLOBALCITIZENSHIP/554
http://www.liteoncf.org.tw/record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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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願景：成為最優質的社區大學，信義區市民終身學習最佳夥伴
核心理念：以人為本建構終身學習平台，提升公民社會素養關懷弱
勢，推動社區文教

信義社區大學網站	
WWW.XYCC.ORG.TW

6 .6 .2 臺北市信義社區大學

2019	執行成果
今年度共計開設	396 門	課程，學生總人數為	7442 人；本年度辦學成效再度蟬聯臺北市教育局評鑑為「優等」。
策略方向 2019 年目標 2019 年行動 達成狀況
環境永續
綠色生活

•	強化信義綠生活 - 都市友善農耕推廣能量，培訓 3 位
助教、1 位種子教師。

•	推動信義綠生活社區實踐基地，經營 4 個社區據點。
•	結合企業志工，發展信義學 - 郊山環境教育行動，約

280 人次受益。
•	結合社區夥伴辦理「信義綠生活研討會」。

•	透過社區課程推廣教學，持續培訓助教。
•	展開六藝里、松友里、富台里、新仁里、恆愛發展中心等社區據

點之教學與合作。
•	辦理「探索信義學 - 四獸山導覽」。
•	辦理第 10 屆永續信義 - 綠生活研討會「造街共學 ● 邁向信義

30」。
•	「香草好時光社團」友善農耕成果分享與推廣，並計劃明年與信

中幼兒園開辦農耕課程。

•	計有 4 位助教參與，已有 1 位助教開始負責半堂
課，2 位助教協力增開新課程，將持續增加綠生
活之社區推廣教學能量。

•	計有 5 社區展開行動。
•	約 360 人次受益。
•	45 位各方社區伙伴參與研討。
•	辦理小農市集 4 次。

弱勢關懷
多元學習

•	扶助社區不同弱勢團體學習需求，提供創新之學習資
源，結合 2 個機構的策略聯盟、開設 1-2 門之課程。

•	發展弱勢關懷志工服務 1 場關懷活動。
•	推動 6 場企業志工擴大弱勢關懷活動。
•	與社區結合辦理 1 場弱勢關懷活動。

•	申辦「長青學苑」課程 & 服務機構「服務學習」－大學公共服務
合作。

•	健樂營公益活動－光寶 CSR 合作案。
•	天使花園校外教學。
•	健樂營 MV 熱舞成果發表會。

•	受益 112（人）。
•	受益 200 人次。
•	受益 120 人次。
•	受益 600 人次。

信義區的綠生活學習
發動機
以學習為手段，實現
在地綠化與環境守護

儲訓具公民素養之社
區人才，帶動社區總
體營造
以志願服務公共參與
為手段，培育社區民
眾之公民意識

建構信義區弱勢族群
學習暨關懷平台
結合在地資源，以團
體共學，輔導弱勢者
之身心靈成長

深耕在地藝術與文
史，蓬勃社區人文美
學活力
透過藝術技能研習與
文史工作坊操作，培育
社區美學與導覽人才

環境永續
綠色生活

藝術文史
社區美學

辦學四大
發展主軸

弱勢關懷
多元學習

公共參與
人才培力

http://www.xy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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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方向 2019 年目標 2019 年行動 達成狀況
藝術文史
社區美學

•	藝能課程推廣社區美學，參加社區美學展演 5 場次。
•	辦理 10 場信義文史學堂推廣活動。
•	結合區公所辦理基層藝文活動。
•	持續運作田調小組。

•	辦理信義區公所、中油、松山地政事務所和四四南村好丘畫展。
•	辦理「古義人 - 信義文史學堂」講座。
•	持續辦理各項導覽活動。
•	「古義人 - 信義文史工作室 - 田調小組」持續運作。

•	8 場次。
•	11 場 /317 人次。
•	8 場地方學導覽，參與相關導覽服務。
•	7 次田調小組會議。

公共參與
人才培力

•	辦理社區自媒體或社區劇場工作坊 1 場。
•	辦理 50 場社區議題公共論壇。
•	盤點 10 個公共性社團資源。
•	辦理「由 1940 年代走入六張犁「白色恐怖公墓」」

課程。

•	辦理「城市·舞臺	──新仁里社區劇場工作坊」。
•	辦理社區議題公共論壇。
•	逐一約談社團，重新賦與社團的價值和意義，調整經營面向。
•	寒假辦理「由 1940 年代走入六張犁「白色恐怖公墓」」課程。

•	8 堂課，2 次社區實地演示。
•	辦理 58 場社區議題公共論壇。
•	經盤點後，區分為4公設性社團，6自組性社團。
•	連結永春高中、松山高中、衛理女中之特色課程

教案發展。

一、「弱勢關懷•多元學習」－暑期弱勢課程／樂活經絡拳社團巡廻課
108 － 2 期與信義區雙和里、三張里合作，由本校經絡
社團指導，於暑期開設經絡拳巡迴課共 4 場。透過走入
鄰里的方式，與年長的里民互動，除落實弱勢關懷之外，
亦可藉由類似課程活動讓長青族群走出家門，與人際互
動。( 請參考信義社大自評報告 p.74)

二、新住民走讀活動
校方積極與信義區公所合作開設新住民相關課程及活
動，以協助新住民能有更多元的學習管道。本次與信義
區公所合作舉辦「新移民悠遊信義走讀趣」活動，目的
為促進新住民間的交流、增進當地新住民對地方生態與
歷史文化的認識，已讓新住民能融入當地歷史文化。( 請
參考信義社大自評報告 p.77)

2019 年度亮點
「環境永續•綠色生活」－田園城市政策倡議及地方扎根
本年度延續過去努力，在「社區實踐」中，新增「六藝
園圃」的新合作據點，並藉與全促會合作之機，促成「松
德、象山」的社區交流路線，在「恆愛綠屋頂」的心智
障礙者的友善農耕運作上，增加週三下午的時段，以使
個案家長亦能加入共學，藉以減輕照顧者心理負荷感和
增加紓壓管道，並提昇其生活品質。

睽諸區內信義區內可合作發展合作之閒置空地或屋頂，已十分有限。而各社區之條
件與頭人意願各有不同，為能增進尚未具備開闢田園或園圃之社區之合作，以推廣
永續發展的環境意識，以「環境節慶活動」為契機與中行里、安康里展開合作，分
別藉由不同的環境節日機會，共同舉辦社區環境走讀的學習活動，期以增加社區居
民對環境議題敏感度與凝聚社區共同意識。( 請參考信義社大自評報告 p.37)

六藝里果樹修枝教學 三張里服務

導覽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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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參與•人才培力」－扎根地方知識及投入地方議題
本年度文史社團成員與在地夥伴合力，透過臺北市文獻館的委託，展開的「臺北市
最長巷文史調查」，而此一專題調查能有機會提出，就是因前年的課程中學員所設
計的路線，引起大家的興趣，進而去年爭取參與式預算進行提案，獲得通過，方能
有機會實現。

本案以信義路 5 段 150 巷 ( 舊陂溪上游沿線 ) 為範圍，針對這個號稱臺北市最長巷。
長達 3 公里的街區進行「土地公廟田野調查」、「街區家族訪談」與「礦工家族生
活史」等三個面向的文史調查，梳理「地方發展脈絡」。

舊陂溪巡守隊
側拍影片

工廠及白色恐
怖地圖工作坊
側拍影片

是以，師生組織了「舊陂溪水環境巡守隊」，29 名的
成員分為 6 組展開：每週至少 1 次的水質檢測，透過監
測望能釐清溪流污染的來源，以維護溪流自然環境。更
期望透這樣的守護行動，未來有機會回到當地社區系統
中，藉由持續關照形塑社區環境意識。

未來策略目標
策略方向 未來目標	(2020~)

環境永續、綠色生活 •	推動信義綠生活社區實踐基地，經營 5 個社區據點。
•	結合企業志工，發展信義學 - 郊山環境教育行動，志工服務 10 人次，約 280 人次受益。
•	結合社區夥伴辦理「信義綠生活研討會」。
•	辦理小農市集 6 場綠色成果分享、友善農耕與食農教育宣導。

弱勢關懷、多元學習 •	開設合適長青族群新課 1-2 門。
•	暑期弱勢關懷課程計劃 (3 里 )	6 堂。
•	信中幼兒園 6 堂友善農耕課。
•	健樂營公益活動－光寶 CSR 合作案。
•	天使花園校外教學。
•	健樂營 MV 熱舞成果發表會。

藝術文史、社區美學 •	藝能課程推廣社區美學，參加社區美學展演 8 場次。
•	辦理 10 場信義文史學堂推廣活動。
•	持續運作田調小組。
•	撰寫 101 觀景臺解說稿。
•	活化四四南村歷史空間 ( 好丘信義合作案和青鳥書店 )	課程參與。

公共參與、人才培力 •	辦理 50 場社區議題公共論壇。
•	盤點 10 個公共性社團資源。
•	關注社區水文議題。

舊陂溪流域與水共生願景工作坊
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