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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 / 助學金
總計頒發新台幣 443萬 6,200元

 ( 一 ) 107 年度獎學金 共計頒發新台幣 276萬 8,600元
●「優秀肢障學生」獎學金 錄取 40 名 頒發 NT$96 萬 5,000 元

●「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錄取 174 戶 頒發 NT$175 萬 7,600 元

●「社福論文獎」 得獎 28 名 頒發 NT$4 萬 6,000 元

( 二 ) 107 年度助學金 共計頒發新台幣 140萬 4,000元
●  認養「優秀肢障學生」助學金 
   共協助 11 位學生 頒發 NT$39 萬 6,000 元。

● 認養「肢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

   共協助 28 戶家庭 頒發 NT$100 萬 8,000 元。

 助學金每名 / 每戶 NT$ 3 萬 6,000 元

 對象是由前一年獎學金獲獎學生及家庭中遴選並於 107 年 8 月底已核發完成。

( 三 ) 107 年度認養貧困圖書室慈善活動 共計新台幣 21萬 3,600元
共有 48 位認養人，認養全台 20 個貧困育幼院、教養院圖書室。

每單位約 NT$6,000 元～ NT$2 萬 1,000 元，107 年 8 月底己寄書完畢。

( 四 ) 107 年度第二屆「破浪勇者獎」 共計頒發新台幣 5萬元
表揚推動無障礙傑出人士乙名。

鄭豐喜獎助學金頒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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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肢障學生獎學金

107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錄取名單
錄取 40人  共計頒發 :新台幣 96萬 5仟元整

頒發對象：肢障學生（大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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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肢障學生獎學金

獎學金來源：全數來自「鄭豐喜北、中、南三場愛心義賣書展」所得

論文獎說明

本會為鼓勵肢障學生關心身障權益及無障礙推動，

除獎學金外，每年設定相關論文題目，

考驗申請肢障學生是否「先天下之憂而憂」為己任，培養下一代貢獻社會的優良素養。

特別提供論文獎金，第一名獎金高達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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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鄭豐喜肢障者家庭
子女獎學金」錄取名單

錄取 174戶， 共計頒發新台幣 175萬 7,600元
分單親肢障家庭、單一親肢障家庭、雙親肢障家庭、專案家庭 ,獎助其子女就學。

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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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8

◎ 評審標準：1.父母障礙程度  2.家庭經濟狀況 3.在學子女人數及學業成績 4.申請相關資料完備
◎ 獎助金額：以戶為獎助標準，由本會董事會審核，評定每戶清寒點數（107年度每點 1300元），按照該年度籌募之總獎助
       金額，比例公平發放各戶獎學金。

獎學金來源：鄭豐喜愛心義賣書展提撥 100萬、
　　　　　　豐喜愛捐款 (請查閱各期雜誌 /行義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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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於松山火車站 CITYLINK 三樓會議室舉辦，

現場邀請得獎研究所組及大學組共 25 名

同學及 3 戶家庭參加頒獎典禮。

107年度
「鄭豐喜獎助學金」

頒獎典禮
時間：107年 11月 25日 下午 13:30
地點：松山火車站 CITYLINK三樓會議室

董事長吳繼釗女士

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主持人劉嘉琪董事

台北市社會局局長黃清高 鞋全家福總經理沈國政 南雅扶輪社社長趙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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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在典禮開始前「亞洲色彩」彩繪團隊為受

獎同學免費彩繪。 

感恩時間～

107 年度資助本會慈善活動

由家庭受獎者子女小義工獻上花束，感謝熱心行善朋友

感謝！貝恩企業有限公司

             (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
● 提供出席同學 / 家庭見面禮 ( 福袋 )
● 提供 100 份頒獎會場點心盒

● 提供出席貴賓 / 董事伴手禮

感謝！ NEW BALANCE
              ( 潘淑瑞董事 )
● 提供每位出席同學 / 家庭

● 美國運動名牌 New Balance 大背

   包見面禮 ( 福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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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先勢行銷傳播集團
由本會李威廷常務董事安排，邀請「先

勢行銷傳播集團」為 107 年度「鄭豐

喜義賣書展」設計宣傳海報。

李威廷常務董事代表接受獻花。

感謝！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由本會熊瑞香常務董事安排，邀請

「亞洲色彩」黃敬婷、唐嘉彤二位彩

繪師為得獎同學 / 家庭免費人體彩

繪，特頒贈感謝狀。

音樂饗宴～

本會熊瑞香常務董事友情邀請李寶龍先生和吳放先生

蒞臨頒獎典禮鼓勵得獎人。

台灣作家－吳放，現場朗
誦吟唱詩歌水天吟等詩。

熊瑞香常務董事 (中 )與來賓李寶龍先
生 (左 )和吳放先生 (右 )三位好友合影。

2018國際古典暨傳統音
樂獎第二屆聲樂大賽外
文聲樂作品 (美聲 )成人
組金獎得主－李寶龍，
現場優美詮釋經典名曲
與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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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社福論文獎～

「社福論文獎」

特優獎：獎金 1 萬元 | 優等獎：獎金：2000 元 |  佳作獎：獎金 1000 元

社福論文題目：

淺談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台灣社會未來的可能影響。

特優獎得獎王宏銘同學代表致詞

各位與會的長官、評審老師、同學大家好 :

我是就讀於中正大學運休所三年級的宏銘，很榮幸能夠代表受獎同學們上台致

詞，今年是我的最後一年碩士生涯，也是我第二度參與頒獎典禮，三年的碩士

生涯受到了基金會很多的照顧，也認識了很多在不同領域努力的身障朋友，基

金會的獎學金除了減輕我的生活壓力外，最特別的莫過於社福小論文的撰寫，

還記得碩一剛申請時，對於小論文的架構以及參考文獻的引用都還很陌生，無

法書寫出一篇優良的社福小論文，隨著學校課程的訓練，漸漸的能夠引用正確

的文獻結合身障者自身的經驗書寫出一篇架構完整的小論文，在這過程中不只

增長了我們對於書寫學術論文的經驗以及更加瞭解身障者相關的議題，感謝林

文華評審老師每次的出題總是別出心裁，每次的書寫都讓我收穫良多，也很感

謝您長期為身障者權益相關議題的投入以及無障礙環境推動，辛苦了 !

要感謝的人很多，感謝基金會的照顧與栽培、感謝各位同學的指教、感謝我的

小手，因為它讓我能夠有機會接觸鄭豐喜基金會這麼棒的團體、以及認識各位

同學，期許自己將來能夠利用所學，

將運動帶給我的美好，推廣給更多

身障朋友們，也期待未來的我們能

夠將基金會溫情以及鄭豐喜老師的

精神傳承下去，不論是以什麼樣的

形式，讓那些曾經與我們同樣困擾

的身障學子們，能夠像今天的我們

一樣，都能夠笑著面對所有的挑戰。

由社福論文主審人 –林文華總監頒發論文獎首獎
獎金 1萬元給王宏銘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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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鄭豐喜肢障學生獎學金～

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頒獎典禮」邀請 研究所、大學共 25 名同學、3 戶

受獎肢障家庭代表參加。頒獎時受獎學生、受獎家庭代表不必上台，請頒獎人

親臨受獎人位置頒獎。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劉憶年同學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葉冠宏同學

鞋全家福沈國政總經理和李威廷常務董事頒獎
給林靖文同學

熊瑞香常務董事和南雅扶輪社趙之寬社長頒獎
給薛雅心同學

鞋全家福沈國政總經理和李威廷常務董事頒獎
給陳啟睿同學

熊瑞香常務董事和南雅扶輪社趙之寬社長頒獎
給余文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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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汝女士和楊玉如常務董事頒獎給褚恩樂
同學

黃畹庭女士和陳慧娟董事頒獎給劉奕聖同學

陳慧娟董事和黃畹庭女士頒
獎給王宏銘同學

吳放先生和邱萬益董事頒獎
給何泓珅同學

林怡汝女士和楊玉如常務董
事頒獎給吳韋諒同學

林怡汝女士和郭英釗董事頒獎給林律辰同學林怡汝女士和郭英釗董事頒獎給李婕妤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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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龍先生和潘淑瑞董事頒
獎給石佩玄同學

鞋全家福沈國政總經理和張
雪琦監察人頒獎給李芷蓉同
學

吳放先生和邱萬益董事頒獎
給郭子溦同學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頒獎給蔡郁萱同學

何祖瑛執行長和鞋全家福沈國政總經理頒獎
給周語軒同學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頒獎給陳則穎同學

王雪沼董事和黃琮淞先生頒獎給周允然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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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中一條船歌唱比賽歌王爭霸戰～
投票結果出爐

歌王陳則穎同學獲得獎金
三千元

季軍葉冠宏同學獲得五百元亞軍劉憶年同學獲得一千元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雙親肢
障家庭代表 鄭啟森先生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單一親肢
障家庭代表 謝浴沂父女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單親肢障
家庭代表 高俊義父女

頒發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范瑞蓮監察人和鞋全家福沈國政總經理頒獎給
盧漢克同學

鞋全家福沈國政總經理和黃淑蘭監察人頒獎給
劉家承同學

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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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釗董事 (左 )代表南雅扶輪社貴賓和同學、
來賓一起同樂。

褚恩樂同學、李婕妤同學前後為大家帶動唱。

BIG 大抽獎

由 25 位出席同學及 3 戶家

庭代表，一同參加抽獎。

表達對受獎同學及家庭的

珍惜與勉勵，為此次盛會

留下美好回憶與紀念。

恭喜何泓珅同學抽中頭獎
ASUS 10吋平板電腦由吳
繼釗董事長頒贈

恭喜蔡郁萱同學抽中楊玉
如常務董事 3,000元加碼紅
包

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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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大合照

得獎同學與董事們大合照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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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袋 & 紀念品 - 滿滿的期待與祝福
每年頒獎典禮都會贈送出席的每位受獎人一個福袋！裡面裝滿了關愛和鼓勵。

本會收到受獎者家庭寫的來信

紀念品及獎品

貝恩企業有限公司 /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提供

●  頒獎典禮受獎人餐盒

●  破浪勇者獎品 : BA 精華柔嫩組

●  來賓紀念品 : BA 精華柔嫩組

●  志工紀念品 : BA 絲柔水嫩護手霜

107 年度福袋內容
●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
    BA 精華柔嫩組 ( 德國原裝 )
●  潘淑瑞董事 –New Balance 背包

●  天下文化 – 經典花漾布紋著色書

●  鄭豐喜基金會 – 無障礙雜誌 69
    期 -70 期

分享豐喜心～

   今年收集受獎學生及家庭簡

介資料時，發現今年得獎同學

的文筆都很不錯，印象最深刻

的是一對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的雙胞胎姐弟，周語軒與周

允然，都是重度肢障學生，也

都獲得社福論文「優等獎」，

他們各自在學校不同的領域，

皆有傑出的表現，令人刮目相

看，允然說今天有此榮幸獲獎，

在此將榮耀獻給人生路上的所

有貴人，而這背後最堅強的推

手當推其父母的愛與耐心了。

今年邀請得獎肢障家庭貴賓，

謝浴沂先生是中度肢障朋友，

樂觀開朗，一生雖然坎坷，但

心念良善，不忘行有餘力而奉

獻所能做志工，精神可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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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來做志工，他也全程陪伴，等於我們又多了一位志工。在女兒眼裡，家人並

不以粗茶淡飯為苦，反而感懷能在一個家人同心，氣氛溫馨和諧的家庭成長為

喜。

今年回應要來當頒獎典禮志工的同學相當踴躍，我們仍有多位備取同學因回應

稍晚而未獲邀請，可見大家的熱情與愛心滿滿。今年志工半數為秀氣而幹練的

女同學，在協助工作上展現細膩貼心的一面，男同學也挺活潑，在協助頒獎過

程中，自動分派工作，協助找受獎同學座位，讓頒獎過程有效率而流暢不少，

志工同學們，你們真棒！ ( 本會同仁鍾瑞瑛 )

    董事頒發獎學金給同學、家庭代表時，從每個受獎者充滿喜悅神情，這是鄭

豐喜基金會執行長參與員工及小義工忙碌都值得。( 本會同仁何祖玲 ) 

頒獎典禮的義工天使們，棒棒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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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豐喜頒獎典禮當天，忙碌緊張到快要昏倒，幸好頒獎典禮平安落幕了！感

謝天，感謝地，感謝蜂蜜檸檬。

今年有許多新面孔的學生得到獎學金，還有第一次推出的汪洋中一條船歌唱比

賽， 可以深刻表現同學們堅韌不拔，屹立不搖的強悍意志力。新面孔，新活動，

新董監事，新主持人，全新風貌，107 年的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很不一樣。

接下來開啟嚴肅的話題，受邀參加鄭豐喜獎學金的同學們，請務必遵守頒獎典

禮的規則，例如不戴上基金會提供的肩帶，不繳交感想單等……經過勸告還違

反者，最重扣除當天的車馬費，並且降低等級，會嚴重影響到下一年的獎學金

金額，典禮上拍攝的影像

照片都是證據，請維護自

己的權益。

今年的鄭豐喜獎學金郵寄

各個受獎者的錄取通知書

和收據，陸續接到了幾通

電話，有些申請者住在醫

院，其配偶大多是新住

民，甚至有的是單親家

庭。配偶或孩子收到錄取

通知書多半是去找老師或

里長幫助，並且特地打電

話來基金會說他要去找老

師和里長，有的只能由學

校老師代簽收據，因為大

人住院了，真心覺得社會

上有許多需要金錢以外幫

助的家庭。( 本會同仁吳

宜芳 )
本會收到受獎者家庭寫的來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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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開心能與眾多優秀的同學齊聚一堂，看見大家都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熱，期

盼下次再相會。( 余文凱 )

謝謝基金會提供如此溫馨，有意義的場合！也感謝典禮中用心舉辦的活動、演

出！每一場皆非常精彩。「汪洋中的一條船」歌唱比賽十分感人，提供同學發

揮舞台。若是將來典禮能邀請更多有興趣表演才能的同學，也許將能提供更多

舞台。( 周語軒 )

知福、惜福、造福，共創美好。( 周允然 )

謝謝基金會讓我有這機會參與，頒發獎學金給我，身體上的不便，不管在生活

上或求學路上，皆需很多協助，無論是輔具或是花費都是種負擔，謝謝這次基

金會提供的獎學金，讓這些花費能減輕點負擔。( 廖家頡 )

非常感謝鄭豐喜基金會，給了我這個機會可以來到這次的頒獎典禮。雖然台北

對我來說有點距離，但可以藉此來看看這個地方的風俗民情以及讓我來了解一

群跟自已一樣，有著相似情形卻還是繼續努力奮鬥的朋友們，甚至是透過一些

活動認識了他們，跟他們交流，我真的很開心。希望未來有機會還可以再來參

加。( 郭子溦 )

溫馨、感恩。( 李芷蓉 )

感謝能再次受邀本次的頒獎典禮每次的出席，皆讓我體驗到豐富的音樂饗宴；

本次更請吳放 ( 作家 ) 朗誦詩歌。我對本次的兩場李寶龍、吳放先生文藝表演

如癡如醉於其中。感謝基金會對障礙者經濟上等多項目之援助，讓其能夠減輕

生活負擔，成為其在人生道路上前進的後盾。我亦受惠良多，多次領取基金會

的獎助學金；往後出社會，亦將秉持鄭豐喜樂觀向上，不畏艱苦的精神，回饋

社會。( 葉冠宏 )

很榮幸能參加第三年的頒獎典禮，感謝您們用心舉辦最棒的典禮，感謝基金會

對對我們的支持與鼓勵，我會繼續加油，邁向第四年！ ( 李婕妤 )

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得獎感言

「鄭豐喜獎助學金」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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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鄭豐喜基金會舉辦此獎學金及其頒獎典禮，謝謝各位董事們花費時間和金

錢，以具體活動給予我們鼓勵。連續兩年參加不論是小論文的撰寫，參與典禮

時的認識的同學，及與會嘉賓的致詞，都讓我學到好多！會帶著這份禮物 ( 物
質和金錢 ) 繼續走下去。( 薛雅心 )

感謝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題供這次的機會，讓我在這學年可以有機會參與

本次活動，更了解肢體障礙者的相關議題！有你們讓我不孤單！ ( 林靖文 )

感謝鄭豐喜基金會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有這個平台給予發表，謝謝全體工作人

員。( 何汯珅 )

感謝基金會三年來的照顧！未來期待我們能夠將基金會的溫情以及鄭豐喜老師

的精神傳承下去。( 王宏銘 )

謝謝有這個機會讓我得獎，肯定我的文章，也讓我減輕家裡壓力。( 溫建翔 )

很榮幸參加鄭豐喜基金會盛會，本家庭受基金會每年的幫助，萬分感念，望有

朝一日我也能成為基金會一員，幫助更多的人。謝謝，感恩。也希望認識更多

的人。希望政府在無障礙設施更完善。( 受獎助家庭鄭啟森、沈靜娟 )

因有貴基金會及各方善心大德的捐助善款，讓大愛的美德能持續下去，幫助更

多雙 ( 單 ) 親家庭和身障學生，使他們可無後顧之憂的努力向上，學到良好品

德，更了解到身體缺失並不可恥，生命的意義在自求上進，堅強無畏去點燃傳

承的火炬。

能使今日領獎金學子知道施比受更有福，將求學有所成有能力時去幫助更多更

需要幫助的人，使我們的社會祥和進步，充滿無限的愛！積德行善、大富大貴、

福蔭子孫、快樂平安、大吉大利、代代昌隆！表達我受獎人對貴基金會，董監

事、審查委員們對我們的支持和平鼓勵，在求學的旅程上，能毫無掛礙的向前

邁進！您們對的樂善好施是我們所有受獎人永銘記終生的恩德，無時無刻不可

忘記，為您們祈福！ ( 受獎助家庭謝浴沂 )

107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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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為肢障朋友爭取「無障礙環境」有卓著貢獻者，給予獎勵。

源起：推動無障礙環境為本會最重要的公益業務，多年來肢障朋友生活在「讓

方便的人更方便，卻讓不方便的人更不方便」的社會環境裡，總被忽

視、犧牲、怠慢、且埋沒在大多數人的方便中。但其中仍有許多勇者

尖兵，在「無障礙環境推展」的使命中奮勇直前力爭不懈。本會應給

予顯耀，社會應給予掌聲。

申請：每年 9 月至 10 月 推薦申請 ( 本會官網公告 )

第二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鄭豐喜破浪勇者」琉璃獎座

第二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推薦書

推薦提名人：

本會無障礙行動總監

林文華先生

候審人 : 林君潔女士

推薦理由：

林君潔是我在各種推動無障

礙議題場合或活動中的長期

戰友，也是我在推動無障礙

環境領域中，所見很少數能對理想議題的強韌堅持者；敢言、思考

清晰與不屈不撓性格常常與基金會代表在場合中夾擊到底。

這些年相互合作進行中央層級法令修訂，讓基金會提案能得到很大

助力，本人甚以感激。

所以，本人推薦林君潔為「2018 鄭豐喜破浪勇者」候審人。

推薦人：           

                                          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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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林君潔女士簡介

我出生便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這是個罕見疾病，它讓我一出生

便無法行走、站立。即使克服萬難念到大學畢業，也因為沒有適當

的支持服務及無障礙空間被迫在家，後來才體會到，不論障礙者及

其家人多麼努力，如果這個社會不檢討改變，也是沒有用的，這也

是後來投入社會運動的原因。

因為有著不同的身軀，造就出獨一無二的我，更堅毅有軔性，能從

不同角度看待人性及多元事物。我具體事蹟：曾被拒絕入學、被公

車、計程車、飛機拒載，被店家拒絕進入，有了這些經歷，反應出

環境充滿著阻礙，也變成我想要改變台灣社會重要原動力及依據，

我把這些變成我的工作，我的志業，讓更多不一

樣的生命閃閃發亮，讓這個社會更美麗。

                 頒發第二屆
               「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107 年度 11 月 25 日頒發第二屆「鄭豐

喜破浪勇者獎」

得獎人林君潔女士 ( 左 ) 由台北市社會局

黃清高局長 ( 中 ) 及本會吳繼釗董事長

( 右 ) 頒發獎座及 5 萬元獎金。

現任

社團法人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理事。

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曾獲鄭豐喜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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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業務大事記 

參與公益業務大事記
107年 8-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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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8-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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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公車推動低地板公車約十年，還設計方便輪椅族的專屬停放區、斜坡板。 記者翁浩然／攝影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輪椅族搭公車的種種問題，本身就是輪椅族的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唐峰

正建議，新公車要有各種輪椅通用的安全設計；也是輪椅族的交通部無障礙交

通環境推動小組委員黃俊男建議，有關單位檢討獎金制度，鼓勵司機做好ＳＯ

Ｐ。

唐峰正表示，低地板公車輪椅停靠區的安全扣環，多設計放在司機座位附近，

輪椅族心聲：新公車應有通用安全設計
2019-01-05 聯合報 記者翁浩然／台北報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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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事件探討

新聞事件參考

聯合報 https://goo.gl/UM381v

以免未使用時外露絆倒乘客。由於扣環設計難以對應各類型輪椅，導致司機扣

綁時間增加，未來輪椅搭公車的安全設計，應更便捷且一體適用。

「人人都會老，都可能有坐輪椅的一天」，唐峰正說，先進國家對輪椅族搭公

車都會有等候的包容力，但台灣還有段路要走。他也是輪椅族，考量國情，為

免搭公車造成別人困擾，主張尖峰時段輪椅族可搭別的交通工具。

黃俊男說，低地板公車普及化，讓他從通勤被接送的受照顧者，變成替家人買

菜跑腿的幫手。但低地板公車設計規格、品質因各縣市規定而有差異，車內輪

椅停放區、安全扣環材質等都應檢討，且要找身障人士提出建議，因為「好的

設計者，就是使用者」。

他還表示，他也曾搭公車從輪椅跌出，國內相關作業有ＳＯＰ，但做不完整。

他到日本，發現相關安全規則都一定堅持做到，否則公車不會開動。因為途中

若出事，司機可能一輩子賠不完。

108 年 1 月 4 日交通部無障礙交通環境推動小組會議中，俊男第二次向公路總

局提出建議，對全國各縣市無障礙公車，提出評鑑督導計畫。

媒體有關俊男的報導雖稍有出入，但大致正確，尤其是增加駕駛員服務障礙者

的鼓勵政策。

鄭豐喜基金會 身障權益行動總監 黃俊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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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10/20 一大群行動不便障礙者，集結在台北車站的東門高鐵服務台外抗

議，原因是台灣高鐵公司發布了一則新聞，為了提供大型行李放置區，新的車

廂採購及現有車廂的改裝將會加入大型行李置放空間。這一則新聞看似很普

通，卻引起了許多行動不便障礙者的不滿，原因是包含本基金會在內的許多障

礙圈相關團體，皆曾經向高鐵公司提出建議，希望能夠將車廂的無障礙通用設

計列入今後的改裝、採購契約之中，台灣高鐵公司僅僅願意表達官樣的公關回

應，不願意承諾未來必會遵循 CRPD 的精神，採用通用的無障礙設計，這樣的

態度讓許多障礙者感到生氣，大家被這種敷衍的態度惹怒，集結至高鐵公司位

於台北車站的服務台外廣場表達抗議。人數之多，甚至需要排成 3 圈才能夠順

利繞行台北車站東三門外的大廣場。

推動無障礙環境 「鄭豐喜破浪勇者獎」得獎人 劉俊麟

實踐 CRPD 公約的精神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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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社會大眾對這個議題不是很清楚，我們簡單描述： 

1. 一列高鐵車廂大約有大約 900 多個座位，但是只有 2 個電動輪椅的席位、

及 2 個可收折輪椅的席位，座位數連 1% 都不到。 

2. 輪椅席位沒辦法在網路或自動取票機購票，也沒有自由席的輪椅席位。 

3. 希望台灣高鐵可以制定 SOP，讓輪椅席位的運用更加確實，遇到非輪椅使

用者佔用，希望列車人員可以出面勸導，以為社會教育做一個好的示範。 

4. 各車廂設置「優先席」增設服務鈴，提供不同需要的旅客更完善的服務。 

5. 根據我國簽屬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成為國內法之後，我國的大眾運

輸工具應該要符合無障礙的通用設計，台灣高鐵公司居然在許多障礙團體

的提醒下仍然沒有改善的意思，僅僅願意列入往後的參考意見，明顯違反

法律規定。 

在雙方對話無有效交集的前提下，導致了千障權益行動聯盟的這一場抗議行

動。舉例說明：如果有 +10 個普通人要相約搭高鐵從台北到高雄，只要同一

時間行動應該就可以順利同行。但是如果有 10 位電動輪椅的使用者相約要有

一樣的行程，他們必須要分別搭乘 5 列以上不同車次才能夠完成他們的行程，

而且還必須是 5 列車次中間的任何一段都沒有其他輪椅使用者搭車才能夠順利

成行，如果其中有一小段有其他的輪椅使用者購票搭車，則這 10 位朋友可能

要分成 6 車次，甚至更久、更多班次的列車才有辦法集合成功。

台灣高鐵即便在許多人的提醒之下，仍然不願意做出更有遠見的決定，實在是

讓人感到遺憾萬分，許多先進國家無不在「新購」或是「新改裝」的各種機會

下，增加無障礙通用設計的元素，以便更加符合全體民眾的需求。台灣已經進

入高齡化社會的今天，台灣高鐵卻沒能有這樣的警覺和前瞻，凸顯了台灣高鐵

不夠文明的一面，身為國際間高速鐵路公司的一員，卻沒能跟上人類進步的發

展，讓人感到失望與生氣。雖然我國的高速鐵路網，相較其他國家來說是單純

的，但是對於老齡化社會的變遷，和國際文明進步的發展步伐來說，我們仍然

有許多可以做的事情，像是這次對於高鐵輪椅座位的訴求，期望政府和民間可

以一起攜手實踐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精神，讓我們國家可以引領亞

洲，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生活。

新聞事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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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公車原本是稀鬆平常讓人們行動更便利的事情，但是對於使用輪椅生活的我

們，就像坐斷軌的雲霄飛車一樣，因為往往要心驚膽顫，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被摔飛出去，甚至喪命。去年就有多起身心障礙者，搭乘公車而從輪椅上跌

下重傷。很多人以為只要有無障礙空間就好，但是沒有搭配良好的服務、足夠

的資源支持設備與空間改善，一個小細節沒有注意都可能致命。目前輪椅使用

者搭乘公車最常遇到的問題：

安全安心搭公車為何變成奢求 ?
推動無障礙環境「鄭豐喜破浪勇者獎」得獎人 林君潔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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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練不足，司機不知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造成很多誤解及危險發生。

二、很多無法用口語表達或舉手招車的輪椅使用者，容易被忽略或拒載。

三、設備難以操作，如：斜坡板難以操作，造成司機必須下車，彎腰兩手搬（操

作）斜坡板，下雨的時候更是困難。

四、停靠站周邊充滿著障礙，有變電箱、樹坑、汽機車違停，或沒有足夠空間

可以安全放置斜坡板讓輪椅乘客上下車。

五、無障礙公車資訊不足，未即時更新或站牌過高，常常發現有的路線已經更

換為低底版公車了，但資訊站牌或 APP 並未顯示出來，有的則是架置過

高。有的更誇張，和時間表或 APP 的資訊不一致，常讓輪椅使用者有去

無回找不到可以搭乘的車子。

六、司機和乘客觀念不足，有的司機可能因為斜坡板難以擺放，直接想徒手抬

輪椅上車，而有的司機或乘客覺得服務坐輪椅的人很占用時間。

以上常見的問題點之外，現在最大的爭論是，到底要如何綁，如何固定輪椅的

乘客。因為這幾個月不斷地有輪椅使用者搭乘公車被摔飛出去，有的人說應該

在輪椅的前面、側面要有護欄，將障礙者圍起來，有的說要五花大綁才安全，

但其實在檢討要什麼護具之前，應該是對於我們的開車文化也要做檢討、改

善，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不搶快，不沒緣由地急踩煞車，相信不只是障礙

者，對於整車的人來說，是最大的防護安全措施了。而硬體應該如何改善，需

召集多元的輪椅使用者來討論，不應只是詢問一、二位輪椅使用者就倉促決

定。除了輪椅款式眾多之外，障礙者的類型差異甚大，不是看起來是有「綁好」

就好，有的綁的方式會對於本人的身體來說，反而是另一種高風險的傷害，應

該怎麼綁，怎麼固定，以及司機開車的步調、方便操作的設備、安全上下車的

無障礙空間，乘客耐心待候，都是實踐輪椅使用者搭車權利的關鍵。我們常常

都在發生事情之後，只檢討單一對象或問題，不整體探討前因後果及各方應負

的責任義務為何，而去做斷裂式的改善，恐怕只會造成更多的問題出現。

行的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不是靠愛心、慈善式的獎勵金鼓勵來促成，更

不是用許多人的生命及受傷事件才換來奢求般的改善。需要靠社會上身處每個

位置的人，共同來促成及維護。

新聞事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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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知道內政部為何廢止
《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

最近發現 9/12 內政部發佈《都市公

園綠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

原則》 停止適用，為此一直感到納

悶，到底是怎一回事？

多年來，為了剷除「怪物」大家努力

老半天，終於 2014/5/6 在陳節如立

委協助下舉辦了「這不是障礙，甚麼

才是障礙？ — 如何去除路阻」公聽

會；讓各方在一起熱烈討論怪物問題。

接著， 2014/8/29 內政部發佈台內

營字第 1030809532 號函《都市公園

綠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

則》 ( 以下簡稱， 2014 設置原則 )，有了這份函件讓全台拆除那些「羞辱障

礙者」的怪物變成簡單許多，內政部也設了高效率的專門接受投訴窗口。

但是，又是為何內政部最近突然發佈「2014 設置原則」停止適用？

原來內政部希望讓拆除怪物回歸 2015/10/22 發佈的《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

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 ( 以下簡稱， 2015 設計標準 ) ，讓活動場所設計有

個標準，當然包含「2014 設置原則」的相關規定。

乍看之下，這應該是更符合法治原則；但可惡的是該「2015 設計標準」的法

規名稱多了「主管」兩個字。個人翻遍所有內政部法規，獨獨只有「2015 設
計標準」被暗差入「主管」兩字。真是天下奇觀，擺明欺負障礙者。

●「2015 設計標準」明白的說，這法規只規範內政部「主管」的活動場所，

而原本的「2014 設置原則」是涵蓋全國的都市公園綠地等。

●  也就是說，內政部自己限縮法規，對地方政府主管的都市公園綠地部分，頂

多只能勸導；甚至地方政府故意不予理會，也與內政部無關。

●  如此一來，等於以後只要是地方政府說「本公園不屬內政部所主管」，當然

就可以輕易駁回市民的投訴！

請問全國關心拆除怪物的障礙者朋友和團體，我們能不生氣嗎？我們還要繼續

被各式怪物群羞辱嗎？

鄭豐喜基金會 無障礙行動總監　林文華 ！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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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特優獎

社福論文題目：

淺談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對台灣社會未來的可能影響

社福論文特優獎：

王宏銘同學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休閒教育學所 碩三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是聯合國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所通過

有關保護身心障礙者人權的一項國際公約，台灣於 2014 年三讀通過《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及附帶決議》，藉此法制化的建工程讓身心障礙者權利保

障的作為，得以持續的依法行政和有效執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被視為用以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文明化指標 之
一，內容所關注的實乃是各個領域範疇身障 需求強調礙類 別的身障 者理應享

有和一般人相同的權與基本自由，時重申“切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 互依存

和相關聯的，必須保障身心礙者不受歧視 地充分享有這些權利和自由＂，並

且彰顯“確認個人的主立，包括作出自己的選擇，對身心障礙者至關重要＂公

約精神。

身心障礙者有參與公民、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權利，故針對身心障

礙者的權利，應本著下列八項原則進行……

論文特優獎：新台幣 1萬元整

107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獎
頒發總額：新台幣 4萬 6,000元整！

107 年度社福論文請至鄭豐喜基金會官網

https://www.cfh.org.tw/?page_id=135



36

單腳鞋銀行會訊

請上鞋全家福網站

查詢全省直營店地址：

www.familyshoes.com.tw

單足肢，大小腳會員必讀

會員可以買二隻不同尺碼

的鞋只要付一雙鞋的費用

鞋店貼有標示

宗旨： 

「單腳鞋銀行」是解決肢障同胞行的問題，推行無障礙環境的會員組織。

贊助單位：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 鞋全家福

鄭豐喜基金會於80 年7 月25 日設立「單腳鞋銀行」，只要您是「單腳鞋銀行」

會員，即可到鞋全家福全國一百多家直營店憑「單腳鞋銀行會員卡」買鞋。會

員可以購買兩隻不同尺寸的鞋子，只要付一雙鞋的價錢。

招收會員   目前會員 2,933 人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足障者享有
可以買不同尺寸的一雙鞋，不需要付兩雙鞋的錢。

單腳鞋銀行

請「單腳鞋銀行」會員惜福知恩，珍惜鞋全家福的「大愛‧福益」，在買鞋時，

真心對他們說一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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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腳鞋銀行會訊

1. 請至基金會官網 www.cfh.org.tw 點選

【單腳鞋銀行→單腳鞋會員申請→下載

「單腳鞋會員申請表」表格】

2. 將申請表下載後，詳填表格上的資訊。

3. 並附上：

*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或衛生單   
位體檢證明

*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 請在您的證件影本上註明「申請單腳   
鞋會員卡專用」

4. 寄回本會：10570 台北巿南京東路五段

230 號 14F 之 3

※若您沒有電腦或沒有印表機，請您來電：

02-2753-2341 至本會索取申請表

如何申請單腳鞋銀行會員
所有足障的朋友，請報名「單腳鞋銀行」，讓我們在同條
船上，同舟共濟，共同解決行的問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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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腳鞋贈鞋中心

秉持愛物惜物的用心，鄭豐喜基金會「單腳鞋銀行」與鞋全家福

再度聯手，於 95 年 6 月成立「單腳鞋贈鞋中心」， 將會員朋友

們購買單鞋後，所留下的鞋款集中製表，於基金會官網公布提供

給「單腳鞋銀行」會員免費索取。

感謝鞋全家福全程吸收此作業費用，不收取會員朋友們的費用及

郵費，免費為會員運送鞋子，進一步造福「單腳鞋銀行」的足障

會員。故此活動恕不接受退換鞋，敬請珍惜此愛心資源。

索鞋資訊，已刊於本會網站，歡迎前往了解。

索鞋資格：限「單腳鞋銀行」會員朋友，每位限索兩雙或四隻單鞋。

索鞋作業流程：

1. 請至基金會官網 www.cfh.org.tw 於主選單下點選單腳鞋銀行→單腳鞋

贈鞋中心。

2. 點選刊鞋單元中參考鞋款。

3. 因是以購物車方式選鞋，被索取成功的鞋款會有一份索鞋單寄至會員

信箱，表示您已索鞋成功。

本會收到訊息後即做成資料轉知全家鞋業寄鞋。

有任何問題歡迎利用網站上「聯絡我們」留言或來電 02-27532341 詢問。

單腳鞋銀行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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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本會深刻體認肢障者家庭（即父母雙親或單親為重度肢障者），百分之九十都

是貧困家庭，其養育子女的辛酸往往被社會所忽視。多年來多少沉默的貧困肢

障者家庭只能求溫飽，對子女的教育力不從心，已有多少資質優秀的下一代被

埋沒。故而發起「認養清寒肢障者家庭子女」慈善活動。

宗旨： 

發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精神，集結社會愛心力量，幫助貧困肢障者家庭優

秀子女，期能在順境中完成學業。

對象：父母是肢障者貧困家庭之子女

由「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錄取的家庭中，遴選出極度貧困家庭。

認養金額

每年每戶認養金為 NT$36,000 元

認養人最低認養金額 NT$12,000 元

（原則：由二位 ~ 三位認養人共同認養一戶） 

手續費

免收，由本會負擔一切程序上所需費用。

用途

受認養家庭，在養育子女教育上所需一切開支；含教學課本、教材、電腦設備、

課外參考書藉、學校營養午餐費等。

給付程序

每戶受認養金以支票一次給付寄出。

「受認養肢障者家庭」必須填妥本會徵信相關資料：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認養清寒肢
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

民國 95 年開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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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認養家庭保證正當運用認養金、保證遵守認養辦法相關規定，否則願退回

認養金及賠償本會聲譽損失。

◆ 計劃書：被認養家庭概列認養金之使用計劃。

◆ 收據及感恩小語：感謝認養人的付出。

◆ 支票簽收回執聯。

◆ 認養金使用結報表。（附認養金使用之各項發票或收據） 

徵信

◆ 認養成果結報將刊登於本會官方網站及會刊表揚。

◆ 本會捐助收據（可做為公司費用支出及個人列舉扣除額節稅憑証）。 

◆ 受認養家庭之認養金使用計劃及使用結報表（影本）。 

◆ 感謝狀、感恩回函。

＊認養配置：由本會安排受認養對象

＊基金來源：於各年度各項公益活動中公開募款

＊若有其他問題出現及勸募金額不足時，本會將保有變更給付時間及辦法

之權利。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吳宜芳

108 年度「認養清寒肢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入選名單
受認養戶數：30 戶 認養助學金： 每戶 36,000 元

108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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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42

宗旨： 

《汪洋中的一條船》是用血淚寫下鄭豐喜先生一生艱苦奮鬥、力爭上游、歷盡

艱辛坎坷的苦學過程。無情的病魔奪走了他 33 歲年輕的生命，但他不朽的精

神仍代代年年傳承在「鄭豐喜獎助學金」所幫助的清寒優秀肢障學生心中。他

們努力不懈的力戰，克服軀體上的孱弱， 在學業上有了出類拔萃的成績，本

會為了使「鄭豐喜所歷盡的辛酸」不再重演，盼望在他們比常人更艱困的求學

生涯中，能得到善心人士適時的伸出援手，而無後顧之憂。特別發起「認養清

寒優秀肢障學生」慈善活動。補助他們購買書籍及其他學習所需用品的沉重負

擔。受到本會獎助的肢障學生，都是需經本會嚴格的考核。他們的優秀與清

寒—可以從他們繳交的自傳、師長推薦書、生涯規劃、學科成績單、以及社福

論文中完整呈現。今日您認養了他們，扶持了他們，明日造就了他們也更成就

了“行義＂的您！ 

對象：清寒優秀肢障學生

由「鄭豐喜獎學金」錄取的肢障學生中，遴選家境清寒且成績優秀者。

認養金額： 

依認養人自由選擇：每年分期認捐 4 期， 每期 NT$3,000 元或一次認捐

NT$12,000 元。

每名清寒肢障學生以每年補助 NT$36,000 元，由本會調配認養。

給付程序： 

受認養金以支票一次給付寄出。

「受認養學生」須備妥以下徵信相關資料：

◆  家境調查表

◆ 保證書：保證正當運用認養金、保證遵守認養辦法相關規定，否則願退回

認養金。

◆ 計劃書：使用認養金之計劃。 

            「認養清寒優
秀肢障學生」助學金

民國 94 年開辦

2

108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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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支票簽收回執聯。

◆ 感恩小語：感謝認養人的付出。

◆ 認養金使用結報表及其收據。

徵信： 

◆ 認養成果結報將刊登於本會官方網站及會刊表揚。

◆ 本會捐助收據 （可做為公司費用支出及個人列舉扣除額節稅憑証）。

◆ 受認養學生之認養金使用計劃及使用結報表（影本）。

◆ 感謝狀、感恩回函。

＊ 若有認養人，本會即和「受認養學生」配對認捐。

＊ 基金來源：於各年度各項公益活動中公開募款。

＊ 若有其他問題出現及勸募金額不足時，本會保有變更給付時間及辦法之權利。

＊ 認養金額 100% 幫助受認養學生，所有行政費用由鄭豐喜基金會負擔。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吳宜芳

43

108 年度「認養清寒優秀肢障學生」助學金入選名單

受認養人數：10 人 認養助學金：每人 36,000 元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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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活動辦法

對象：偏遠地區、山地、離島，以及孤兒院、身障者教養院、921受災學校……

等。

宗旨：好書濟世、善心濟人。

辦法：認養金額 NT$3,000 元為一單位，認養一所貧困圖書室。

1. 請填寫認養貧困圖書室捐款人資料

2. 請指定認養單位及認養金額

3. 由認養人或委由本會代為「鄭豐喜義賣書展」現場選購適當圖書，

詳列清單，一式三份，交由認養人及認養單位收執。

4. 圖書運費及認養戳記章等行政開支費用 10% 內含在認養金額內。

雙重意義

◆ 用認養金，買「鄭豐喜義賣書展」的書，挹注鄭豐喜基金會公益基金。

◆ 直接幫助了身心障礙的朋友。

◆ 用認養金，買半價的書，加倍充實了經費短絀的圖書室，造福弱勢教育團體。

徵信～認養人會收到下列資料： 

◆ 開列義賣收據，提供認養捐助人節稅。

◆ 呈送認養人——被認養單位簽收之「認養捐助

   圖書清單」。

◆ 本會將函發感謝狀。

◆ 每本捐贈圖書加蓋認養戳紀念章（如右圖）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吳宜芳 或
郵政劃撥帳號：01117603 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

請詳註：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及認養那一家，以利作業。 

       歡迎善心人士引介有需要的孤兒院 / 教養院以便洽詢被認養事宜

「認養貧困圖書室」

民國 91 年開辦

3

108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45

108 年度「認養貧困圖書室」名單

※全台灣的孤兒院 /教養院請向鄭豐喜基金會洽詢被認養申請辦法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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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義的朋友
2018年 8月 ~12月慈善活動

A: 公益基金│ A+: 豐喜愛基金│ B: 認養肢障學生 │
C: 認養肢障者家庭│ D: 認養貧困圖書室

行義的朋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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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義賣書展預告

台中場五折義賣書展
展出：6 月 ( 洽定中 )
會場：台中大魯閣新時代購物中心

地址：台中市東區

            復興路四段 186 號

時間：依百貨公司規定

台北場五折義賣書展
展出：7/6（六）～ 7/28（四）

會場：台北松山文創北向製菸工廠

           ( 誠品松菸店對面 )
地點：台北巿信義區

            光復南路 133 號

時間：AM10:00 ～ PM20:30

47

愛心結緣 100 家
出版社庫存新書

全面五折
義賣預告
民國 80年開辦
已有 28年歷史的愛心義賣

敬致鄭豐喜義賣書展愛書人粉絲朋友
※檔期尚在接洽中，確定後公布在本會網站。

※高雄場因借不到場地，108 年度可能停辦，

     實屬被迫，謹此致歉。



主  辦：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

發行所：10570台北市松山區
            南京東路五段 230號 14樓之 3

電  話：02-2753-2341（代表號）

傳  真：02-2768-7345

e-mail：cfhorgtw@gmail.com

公務手機：0905-666-165

官  網：www.cfh.org.tw

捐款劃撥帳號：01117603

一本推行無障礙環境的雜誌

贈閱–身心障礙朋友及其關愛者。

※因郵資大幅調漲，如無需要，請通知本會停寄，感恩！

並請轉贈給需要的朋友。

期

中華郵政臺北雜字
第 82 號 登 記 證 
登 記 為 雜 誌 交 寄

臺北郵局許可證
臺北字第 159 號

國內郵資已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