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凌華教育基金會 109年度工作報告(列表說明) 

工作項目 活動時間/地點 實施內容 參加人數 金額 

生命教育活動 

3/23 花蓮瑞美國小(學校爭取) 

3/24 花蓮富源國中 

7/6 新北深坑國小 

7/7 基隆東信國小(學校爭取) 

7/8 三芝興華國小(學校爭取) 

7/10 新北蘆洲國小 

9/3 澎湖澎南國中(含淨灘) 

9/4 澎湖鎮海國中 

10/13 雲林水林國中 

10/14 雲林建國國中 

11/6 三重集美國小(學校爭取) 

11/13 新北板橋國中(學校爭取) 

12/11 新北三多國中 

12/22 南投同富國小(學校爭取) 

12/23 南投久美國小(學校爭取) 

合作單位：混障綜藝團 

期許透過校園生命教育巡演，讓孩子懂得愛、感恩並

尊重差異；目標對象為臺灣北部地區偏鄉之國小、國

中學生，或全台主動向本會提出需求申請之學校，

2020 年舉辦國小 8 場、國中 7 場，共計 15 場的生命

教育演出。 

 

 

約 4,000 人 800,000 



3/23-3/24 花蓮瑞美國小、富源國中 

表演者：謝正宏、康博能 

 

7/6 新北深坑國小 

表演者：吳易庭 

 

7/10 新北蘆洲國小 

表演者：林苡辰 

 

9/3-9/4 澎湖澎南國中、鎮海國中 

表演者：鄭逸軒、林嘉瑋 

 

10/13-10/14 雲林水林國中、建國國中 

表演者：張寶心、林伯澐 

 

11/6 三重集美國小 

表演者：張寶心 

凌華青年生命教育活動串場演出 

透過結合凌華青年戲曲表演的專長，傳遞凌華教育

與文化傳承的使命與精神，增加凌華學子展現自

我、發揮所長的舞台，讓演出也可以是一種服務的

形式，參與演出的同時，也能學習「混障綜藝團」

團員跨越障礙的精神，豐富「混障綜藝團」的節目

內容，互助互長。 

  

  

約 2,000 人 45,000 



戲曲工作坊 

日期：7 月 18 日、7 月 19 日 

地點：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 

合作單位：臺灣京崑劇團 

本活動以關懷與培養藝文增能為主要意旨，本會歷年

辦理「凌華上海夏令營、志工營」等活動，為建立一

系列凝聚與關懷平台，而邀請凌華科技員工及子女、

凌華志工、上海夏令營歷屆學員等，參與戲曲藝術工

作坊，體驗戲曲文化之美。 

 

 

約 40 人 106,800 



德國文化交流 
無 

2020 德國「劇藝無限」公演 

原於今年將贊助戲曲學校學生至德國表演交流，因疫

情影響取消活動，前置花費：10,755 元(服裝、排練

交通) 

 

無 10,755 



凌華青年大使成長營 

日期：6 月 6 日至 6 月 7 日(兩天一夜) 

地點：貢寮龍門營地 

貢寮龍門培訓營 

合作單位：毛克利青少年協會 

參加對象：歷年凌華志工 

2020 年適逢基金會「營隊的第 10 年」，在這別具意

義的時刻，我們期盼「凌華的孩子」都能回娘家，分

享彼此近況、互相激勵打氣，並且透過「凌華青年成

長營」認識更多的凌華人、凝聚團隊的情感、重回營

隊的感動！ 

 

 

36 人 226,091 



凌華青年大使成長營 

日期：11 月 28 日至 11 月 29 日(兩天一夜) 

地點：麻布山林友達明基培訓中心 

形象行銷的表達魅力營 

合作講師：李飛彤、倪惠芳 

參加對象：歷年凌華志工、凌華科技員工 

課程內容： 

1. 台風初體驗-自我表達檢視與突破(眼神手勢) 

2. 快思慢講應用-表達的分析、分離及推進 

3. 職場穿搭術-擅用配件飾品，小巧思大加分 

4. 表達框架演練-主題&三個鉤子&重述、三公式 

 

 

24 人 171,693 



凌華志工交流活動 

日期：7 月 26 日、8 月 9 日至 8 月 12 日 

地點：毛克利教室、鹿港文創會館 

鹿港兒童營 

合作單位：毛克利青少年協會 

參加對象：歷年凌華志工、博幼竹東課輔中心學童 

本會自 2011年至 2019年連續 9年舉辦上海兒童夏令

營，今年適逢兒童營的第 10 年，因著疫情無法出國

而調整，2020 年的兒童營改在台灣鹿港舉行，不變

的初衷是希望學員及志工從中培養團隊精神、積極正

向思考以解決問題的態度，此外，藉由志工不同背景

的教案設計，讓孩子有機會接觸科技教育、藝術美

學、環境保護、在地文化等多元領域，以拓展視野、

激發創意、發掘專長。 

 

 

34 人 428,090 



凌華志工交流活動 

日期：9-12 月 

凌華科技公司福利委員會「25 達人學分

班」活動網站 

一日凌華青年-《凌聽華翔》凌華青年訪談與回顧 

由凌華青年林伯澐(製片/剪接/後製)、倪耶宣(導演/

攝影)、林苡辰(製片助理)共同完成此部影片，邀請六

位凌華青年(奈諾伊安、林廷維、陳文慶、鄭育馨、

楊明蕙、廖苑穎)參與訪談錄製及活動回顧！ 

影片完成後上傳至凌華科技公司福利委員會「達人學

分」活動網站，和更多的凌華人分享凌華青年的成長

與感動！ 

 

1,000 人 28,000 



科技教育 

日期：下半年 

地點：交通大學、中原大學 

科技教育講座 

合作單位：交通大學 

金額：77,795 

------------------------------------------------------------------ 

中原大學 ROS+AI 人才培育計畫 

合作單位：中原大學 

金額：1,000,000 

‧ 人才紮根 

成立智慧 AMR 實驗室，負責教學、推廣與研究

三大任務 

搭配資工系課程逐年導入 ROS 教材(pilot run) 

‧ 校內推廣 

開設院級選修課程，供電資學院系學生跨系選修 

結合校內機器人社團，舉辦社團級研習活動 

舉辦校級機器人創意競賽 

‧ 校外推廣 

開設寒暑假短期研習課程，供校外人士參加，推

廣 ROS 平台 

 

1,000 人 1,077,795 



凌華教育獎學金 

申請期間：9 月~10 月 

凌華基金會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5 日(星期六) 

報到/茶會：下午 13:30 

頒獎典禮：14:00~16:00 

地點：國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對象：凌華科技公司員工子女 

宗旨：本會為鼓勵莘莘學子努力向學，成績表現優異

者，特成立此獎學金。 

 

2020 年實際頒發總金額共計新臺幣 22 萬元整。 

包括：高中組 6 名，每名 1 萬元、大學組 8 名，每名

2 萬元。 

 

 

14 名獲獎者 220,000 



凌華仲賢獎學金 

申請期間：9 月~10 月 

凌華基金會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5 日(星期六) 

報到/茶會：下午 13:30 

頒獎典禮：14:00~16:00 

地點：國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獎助合作單位：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宗旨：本會依據捐贈人倪仲賢先生遺願，為鼓勵莘莘

學子努力向學，成績表現優異者，特成立獎學金。 

 

2020 年實際頒發總金額共計新臺幣 40 萬元整。 

包括：警察專科學校在學生共計 20 名，每名 2 萬元。 

 

 

20 名獲獎者 400,000 



凌華藝術獎學金 

申請期間：9 月~10 月 

凌華基金會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 

時間：12 月 5 日(星期六) 

報到/茶會：下午 13:30 

頒獎典禮：14:00~16:00 

地點：國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獎助合作單位：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宗旨：為延續已故顧問黃月娥女士生前熱心公益之精

神，本會特將每年編列之顧問經費，針對國立臺灣戲

曲學校的學生，設立藝術獎學金，以嘉惠努力向學、

富涵藝術天分的學子。 

 

2020年實際頒發總金額共計新臺幣 30萬 5,000元整。 

包括：國中組 5 名，每名 5,000 元、高職組 12 名，

每名 1 萬元、大學組 8 名，每名 2 萬元。 

 

 

25 名獲獎者 305,000 



「博幼兒童福利基金

會」全域課輔贊助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以經費贊助方式執行 

博幼成果概況： 

1. 直接課輔服務 

2. 偏遠社區課輔老師英數培訓服務 

3. 畢業生追蹤服務 

4. 間接課輔服務-外展合作課輔服務 

 

約 3,000 位國中

小學童 
1,000,000 



「桃園高榮關懷協會」

公益贊助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以經費贊助方式執行 

「過嶺國中」課輔班 

「中平國小」課輔班 

課程內容包括：國小特殊教育班、國小品格教育＆烏

克麗麗等教學、國中數學&品格生活教育等課後安親

及補助教學 

 

 

50 多位學童 600,000 



青藏探索攝影展 

《玉樹凌風》凌華青藏探索攝影展 

展期：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6 日 

特別活動 

開幕式 10 月 18 日下午 14:00-15:00 

沙龍座談 10 月 24 日下午 15:30-18:00 

攝影座談 10 月 25 日下午 15:30-17:00 

 

展覽地點： 

Olympus Plaza Taipei 一樓藝廊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42 號 

協辦單位：凌華科技、OLYMPUS 元佑實業 

「玉樹凌風」-「玉樹」一方面指青藏探索營的基地：

青海省玉樹自治州，另方面也象徵了這群充滿熱情的

凌華青年，如同蒲公英種子般蓄勢待發，而「凌」華

教育基金會正是他們背後的「風」、他們的推手，適

時地給予向前動力，雖不知道他們會在哪裡扎根、長

成什麼樣子，終將落土找到自己最合適的樣貌。 

 

 

300-400 人次 

463,150 

 

(含展場租借

及作品輸出 

等費用

177,550 

+ 

胡是創作 

規劃設計費 

285,600) 



青藏三部曲 

書籍改版 

(委託設計服務費及印刷品) 

日期：下半年 

設計編排：胡是創作 

一部曲《凌山而上‧許自己一抹凡華》 

青藏文化首次體驗諸事新鮮的美好 

二部曲《凌山而上‧藏》 

美麗面紗下隱藏的現象及自身探索 

三部曲《凌山而上‧拾光緣起》 

拾得與藏人藏地藏文化的動人時光 

 

設計概念： 

以三年三本書籍記錄凌華青海行。 

書封裝幀設計概念為「凌山而上、以臻繁華」 

透過象徵青海與青春的印記，刻意運用三種色彩書衣

分別包裹著三本不同的封面： 

青山(三角)、青海(曲線)、青春(圓形) 

 

無 

578,025 

(含印製費

336,525 

+ 

設計費

241,500) 



凌華優遊黑卡 

(委託設計服務費及印刷品) 

日期：下半年 

「凌華青年優遊黑卡」只「授」不賣 

由多次獲得德國紅點設計大獎的胡發祥老師所設

計，設計概念深刻傳達凌華青年的特質：「我們就是

活力無限、想像力爆棚。即便是不經意的灑了一地色

彩，也能用正能量看見意氣風發、翩翩起舞的自己！」 

 

因著多年來凌華師長或青年們不間斷地與凌華並

肩、向心參與，願意持續回歸付出才得以獲頒「凌華

青年優遊黑卡」肯定的殊榮！得之不易的不只是這張

限量卡，而是這份情義！ 

 

竭誠歡迎更多的凌華青年加入服務的行列，成為「黑

卡俱樂部」的一員！ 

 

已發 42 張 230,000 



凌華團服製作 

(委託設計服務費及印刷品) 

日期：下半年 

凌華經典 logo 團服，共計四款，並各分男女版： 

白底紅圖、白底綠圖、黑底銀圖、黑底紅圖 

 

 

凌華青年大使團服，共計一款，分男女版： 

 

無 

500,090 

(含 Uniqlo 衣

服採購及圖

樣印製費用

487,490 

+ 

胡是創作 

設計費 

12,600) 



經費贊助 

桃園市新冠病毒 

隔離包贈書專案 

(其他專案支出) 

日期：上半年 

參與贊助樹梅文化藝術基金會 

「桃園市新冠病毒隔離包贈書專案」 

 

新型冠狀病毒正在全球肆虐，台灣防護嚴格，為有效

防止病毒擴散，因此許多人士必須受到隔離。 

 

以桃園市為例，就需要約 2000 個隔離包提供給受隔

離的民眾。然目前市府提供之隔離包內容僅有隔離相

關資料文件、口罩、零食泡麵。 

 

因此，樹梅文化基金會決定購買《比蝴蝶飛更遠—武

漢效應的 43 種生活》一書，贈與桃園市政府，在照

顧隔離者健康的同時，也關懷他們的心靈。 

 

2,000 120,000 



經費贊助 

蔣勳日曆筆記本 

(其他專案支出) 

日期：下半年 

贊助購買 2021 蔣勳日曆筆記本，贈送給今年獎學金

獲獎同學，並邀請蔣勳老師參與頒獎典禮，親自頒發

書籍並以簡單的談話和在場的師長同學分享。 

 

 

100 套 

(300 本) 
186,300 



經費贊助 

心心南管樂坊 

(其他專案支出) 

日期：下半年 

贊助「心心南管樂坊」演出活動經費 

 

無 103,200 

贊助 

警察專科學校 

校慶表演節目 

(其他專案支出) 

日期：10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表演統籌：吳易庭、謝正宏 

凌華青年表演者：賴彥呈、林伯澐、謝正宏、吳易庭、

林怡呈、廖恩沛、張芯瑋、康博能，共計 8 人 

 

8 人 33,600 



藏族學生 

卓尕助學金 

(其他專案支出) 

全年 

藏族學生卓尕助學金 

  

1 人 21,465 

特別獎助學金 

戲曲學院京劇系 

江俊傑 

(其他專案支出) 

全年 
特別獎助學金：戲曲學院京劇系江俊傑 1 人 8,000 

官網英文 

翻譯費用 

(其他專案支出) 

全年 
  6,699 

總計專案執行金額 7,669,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