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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 起 向 上 的 力 量

勇源基金會
Overview 簡介
「勇源基金會」為創辦人陳朝亨先生與董事長陳
清治先生為了紀念己逝父親陳勇先生，於民國
八十九年十月所創立；以償陳勇先生在世時，念
茲在茲，回饋社會、作育英才之願，並為紀念。

勇源長期關注學生德、智、體、群、美育的均衡
發展，獎勵優秀博士、碩士論文，贊助大學與學
術研究單位研究費用；對於弱勢團體、社會公益
服務的投注更是不遺餘力，亦資助清寒學生學費
與營養午餐及其他慈善活動。

歷年活動摘要

Research Funds

學術研究
 台灣大學
☆ 自 90 年起即與台大產學合作，持續贊助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系產學合作經費。研
發項目包含：重組蕈菇功能性蛋白質開發計畫、藥用植物霍山石斛的鑑別與繁殖，
石斛含多類生物鹼、多醣類、倍半萜類、菲醌類、聯苯類、相豆素類…等，各有
特定的醫藥開發潛力與價值。
☆ 自 92 年起持續贊助台大園藝系致力蕈菇類機能成分利用之研究。許多大型真菌
類蕈菇之機能調節與保健功能，已通過長期以來食用安全之試驗，近來受到各學
術研究之肯定與產業界高度重視。
 輔仁大學經濟系
☆ 自 90 年起，陸續贊助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開課經費暨
管理期刊印刷經費。
☆ 93 年投注輔大經濟系「勇源國際貨幣實驗室」籌設經費，並持續投注實驗室運作
經費至今；希望藉由國際貨幣實驗室的成立，提供一個學習、研究實務的場所，
讓學生落實經濟理論與實務相結合的概念，訓練大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優
秀人才。
 中國文化大學
☆ 自 90 年至 100 年，持續贊助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研究「士林舊市區再開發」計劃。
以士林捷運站為中心，重新定位士林區之發展方向，藉以改善並活絡士林地區，
使該區域能持續繁榮發展。

Scholarship

獎助學金
 博士、碩士論文獎學金
☆ 自 90 至 97 學年度之間，共頒發八屆博士、碩士論文獎學金，獲獎人數 127 名；
其中博士 31 名、碩士 96 名；提供之獎助學金與得獎論文之品質均為國內首屈
一指。獲獎論文中更有獲得國際肯定，收錄於頗具盛名之全球華人管理學者研討
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Educator 2004) 中，亦有許多篇文
章發表於 SSCI、ABI 國際期刊、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nual
Meeting、 Annual Advertising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Conference 中。
☆ 自 98 學年度起，獎助成績優異之博士研究生，專注於高品質學術研究、論文專
業品質之提升。截至 102 年度，共有 14 名學生獲得本會補助。
☆ 自 101 學年度起，獎助優秀之台大社科院碩士生至東京大學研修一年。
 大學部及碩士生清寒生活補助
自 95 年起持續贊助大學部及碩士生清寒生活補助金，幫助學生減少經濟壓力，更
專注於課業。截至 102 年度，共有 81 名學生獲得獎助。

Education

社會教育、文化教育、藝術教育、體育
 自93年起與社團法人台北市八頭里

仁協會共同推展國小EQ培訓教育
☆ 由小學進入中學是兒童進入青少年
的青春狂飆期，專為國小三至六
年級學童設計的EQ教育課程，有
效的結合學校志工家長及社區資
源，培訓EQ教育種籽人才，使家
庭、學校與社區相互回饋及學習成
長，提昇國小學童的情緒管理能
力。多年來，接受此套課程的學童
逾15萬人，投入之志工人數已逾
1萬人。為擴大服務全國之小學，
勇源基金會共同發起另成立社團
法人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
☆ 為讓更多學校、志工團體加入
EQ培訓服務行列，於97年出版
國小五、六年級適用的E Q教師
手冊【E Q武功祕笈】一套四冊
及光碟。適合國小三、四年級
的EQ教師手冊【EQ學園 好人氣
養成班】亦於100年6月出版。
 苗栗縣泰安鄉泰安國中、小學
☆ 自91年起舉行【文化巡禮生
活育樂營】，結合資源提供學
童對外互動、對內文化深耕的
全新式啟發教育，以維護原住
民傳統文化，並激發原住民學
童的學習競爭力。八八風災之
後，分別由財團法人華人心理
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國立師
範大學諮商心理師進駐苗栗縣
泰安鄉國民中小學施行「從
『心』根植改變的力量－校園
服務暨研究計畫」。
☆ 自93年起贊助並培育對高爾夫
球、棒球…等有高度興趣、具潛
力之泰安鄉國中小學童。八八風
災之後，持續舉行泰安國中、小
學「潛能發展多元課程」，課程
以發展泰安鄉在地生活文化且具
原住民特色之潛能或專案為主。
 與聯合報系長期合作
☆ 96年至98年與聯合報共同推動『
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面對全球中文熱持續加溫，中
文已成為日益受矚目的新興產
業。然而近年來台灣學生使用

錯別字的氾濫情況、中文程度
的明顯低落，不免令人憂心。
本會特與聯合報共同舉辦作文
大賽，希望凝聚政府、家長、
老師、學生的共識，刺激學生
學習成長。
☆ 自99年起持續與聯合報共同
推動「愛送偏鄉∼偏鄉學童閱
讀．寫作教育計劃」
對許多偏鄉學童而言，參加作文大
賽有一定的困難，遂於作文大賽
推展三年有成後，更進一步積極
規劃，自99年起持續與聯合報共
同推動偏鄉學童閱讀．寫作，期
以實際行動逐步落實提昇偏鄉孩
子寫作興趣和作文能力，使偏鄉
學童也有機會獲得多元學習、閱
讀、寫作的機會，在閱讀寫作中
，開闊視野，提昇未來競爭力。
☆ 自97年起，持續邀請偏鄉學童
暨弱勢團體免費觀賞藝文展覽，
享受豐富的文化知識饗宴，並邀
請孩童至五股準園生態農莊進行
自然生態體驗，開啟學童更新、
更美好的生命體驗，也讓小朋
友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關懷。
 全國高中職青少年閱讀推廣
自96年起與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全
國高級中學圖書館輔導團、博客來網
路書店合作推展高中職青少年閱讀推
廣計畫。鼓勵青少年閱讀小說文學
，並教導閱讀與選讀的方法，提升
學生的閱讀層次，拓展閱讀視野，帶
來青少年閱讀與學習行為的轉變。
 與印刻文學生活誌共同主辦

「全國台灣文學營」
自99年起，持續與印刻文學生活誌
共同主辦「全國台灣文學營」，積極
爭取為廣大文學人口服務的機會，期
許台灣文學的初芽開花，將台灣文學
向下扎根，為台灣文學恪盡研習與教
育的重責。由於文學營師資與完整、
內容豐富，報名的學員年年增加。
 長期贊助南投縣空手道隊
921地震後，自93年起持續贊助由黃
泰吉教練領軍的南投縣空手道隊之訓

練經費，黃教練教授空手道也教授武
術精神，讓這群孩子改掉抽菸、酗酒
、滋事的惡習，變得注重團體紀律，
彬彬有禮，品德兼備。南投縣空手道
隊持續在國內外得到亮眼的成績。
 持續贊助亞洲青年管絃樂團
自97年起持續贊助亞洲青年管絃樂
團在台的演出。亞青團員遴選自亞洲
各國精英青年演奏家，於世界各國
巡迴演出多場音樂會，更與多位享譽
國際的獨奏家及指揮家同台演出，為
亞洲音樂界極富盛名的音樂團體。
 偏鄉中小學遠距課業輔導
自97年起贊助教育部數位學伴－
偏鄉中小學遠距課業輔導計劃。利
用網路數位科技，讓大學生以視訊
為偏鄉中小學童進行一對一課業輔
導；內容以國文、數學為主，外加
英文、自然及品格教育等延伸課程
為輔。此計畫鼓勵大學生以實際行
動參與社會關懷。
 贊助台東縣教育發展協會『孩子的書屋』
自98年至101年，持續贊助台東縣
教育發展協會『孩子的書屋』
書屋的成立是為了台東縣建和部落
和鄰近部落的孩子們，提供一個『
安定又安全』的地方，讓孩子下課
後，可以至書屋寫作業和吃晚餐。
書屋創造新的社區活化模式，成為
其他偏遠弱勢地區社區再生的新指
標及新典範，讓從書屋長大的孩子
日後能奉獻給家鄉。
 持續贊助中華民國優秀羽球選手
自99年起持續贊助中華民國羽球協
會選手出國比賽及營養補助費
協助羽球協會推展羽球活動暨舉辦
國際賽事，期培訓優秀羽球選手，
讓我國選手在國際羽壇發光發亮，
為國爭光。
 贊助體育活動
經常性贊助中華民國壁球協會、台北
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台灣原住民
棒球運動發展協會…等體育活動。

Disaster Aid

八八風災

 台東縣
八八風災致使台東縣太麻里鎮嚴重受創，本會捐贈永久屋兩戶，
提供災民一個安身立命、遮風避雨之房舍。

 嘉義縣阿里山鄉
八八風災重創嘉義縣，本會陸續幫助農民購買被大水沖走的水
塔，設置太陽能板，以自然能源的循環利用幫助供電較缺乏的阿里山鄉農民。希望結
合多方資源，協助農民建立有機市場通路、培育部落人才、提供部落在地就業機會、
促進在地生活圈、落實原住民環境永續發展。在「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之輔導
下，截至目前有超過 60 公頃的土地完成有機驗證，鄒族農民取得台灣有機驗證轉型
期證書，開啟台灣原住民集團驗證的首頁。

 台南縣
贊助因為八八風災造成土方流失嚴重，急需補強擋土牆工程的「台南縣私立麻二甲之
家」興建工程。該收容中心主要收容 18 歲以下，吸毒、酗酒、輟學、遭受性侵害少女、
未婚媽媽等。
 屏東縣霧台鄉國中小學童課後輔導
☆ 贊助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教會」以及大武部落由教會結合在地大學師資，為中小學
生進行課後輔導，減少原鄉部落家長的擔憂及負擔，引導部落學童在課業、心靈及
生活上往正面方向發展。
☆ 百達兒童關懷站於 2010 年 11 月 20 日正式成立，本會持續贊助及關注屏東縣霧台鄉
阿禮及大武部落移居屏東都市地區之原住民家庭；並協同部落重要團體，提供依親、
寄居、寄讀於屏東地區原住民兒童關懷陪伴服務、家庭處遇工作，提供災後重建、改
善都市原住民問題。由於兒童關懷站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於 102 年 12 月結束運作。

Charity 慈善活動
 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自 92 年起持續贊助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之病
童醫療急難補助、會刊印刷、記者會等相關經費。
 慈善音樂會
93 年起，持續贊助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舉辦慈善音樂會，喚起一般社會大眾對弱勢團體及身心障
礙家庭之關懷與支持。
 澎湖縣
自 94 年起，持續捐助澎湖縣國中小清寒兒童午餐經費，協
助澎湖縣低收入戶、家境清寒以及家庭突遭變故之學子順
利完成學業，激發其向上精神。98 年與澎湖縣教育局合作，
推展離島小學的讀報教育；99 年起舉辦「愛送偏鄉∼偏鄉
學童閱讀．寫作教育計劃」；101 年起，將『NPO 閱讀聯盟』
的傳書站延伸至澎湖縣。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95 年起，持續贊助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舉辦「入國小準
備班及家長成長營」、星兒夏令營活動經費。
 台灣癌症基金會
☆ 自 96 年起持續贊助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慈善活動，
籌募『抗癌鬥士選拔』活動經費，落實癌友關懷服務，
期望以生活化的方式來教育民眾癌症防治的觀念，喚起
國人正視自我健康及癌症防治工作。
☆ 自 100 年起持續贊助「粉紅健走活動」，讓健走成為乳
癌防治宣導的橋樑，強化任何人都應主動關心身邊女性

的健康。教育國人女性預防乳癌發生，可從『運動、篩
檢及飲食』三個環節著手。
 97 年以拍賣觀音山鮮嫩多汁的綠竹筍及風味餐的愛心活
動，將拍賣所得連同本會捐助款 600 萬元，一起捐給八里、
五股兩鄉做為學童營養午餐與急難補助之經費。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陸續捐助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兩部玩具巡迴車，透過「回
收二手玩具，落實愛護地球的環保觀念」，以「每個孩子
都是寶」、「快樂童年不打烊」，圓孩子的玩具夢為主要
的服務宗旨。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自 100 年起，開始贊助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地板滾球
BOCCIA 運動會；101 年起，開始共同主辦『BOCCIA 運動
會』。BOCCIA 經過修正後，成為一種使用極少的肢體動
作，卻需要運用策略和技巧的運動，是特別針對重度動作
控制困難者所設計的競賽活動。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自 100 年起，持續贊助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身心障礙者
社區多元服務」計畫；101 年起，開始共同主辦『心智障
礙者健康動一動休閒活動競賽』，提升心智障礙者健康體
適能之運動風氣。
 經常性的贊助身心障礙團體，罕見疾病基金會、唐氏症基金
會、關懷盲人教育協會、小胖威利協會、台灣乳房重建協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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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愛、 培 育、 夢 想
基金會以倡導終身學習之概念，提昇國人知識生
活水準，培育社會菁英、成就賢能社會，並扶助
資源缺乏、身心困頓、亟需社會伸出援手的個人
及團體為目標。勇源基金會用心勇往直前，讓愛
源遠流長，助人躍起向上的力量。

10483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61 號 4 樓

TEL : (02)2501-5656

FAX : (02)2500-0026

www.cyfoundatio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