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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公益慈善活動
總計頒發新臺幣 420萬 900元

鄭豐喜獎助學金 / 公益慈善活動頒發統計 鄭豐喜肢障學生獎學金

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錄取名單
錄取 32人  共計頒發 :新臺幣 82萬元整

頒發對象：肢障學生（大學／研究所）（一）108 年度獎學金   頒發新臺幣 251 萬 900 元

●「肢障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   32 名 頒發 NT$  82 萬元

●「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錄取 213 戶 頒發 NT$165 萬 4,900 元

●「社福論文獎」 得獎   20 名 頒發 NT$    3 萬 6,000 元

 （二）108 年度助學金慈善活動 頒發新臺幣 144 萬元

● 認養「肢障優秀學生」助學金

   共協助 10 位學生 共計 NT$36 萬元

● 認養「肢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

   共協助 30 戶家庭 共計 NT$108 萬元

助學金對象是由前一年獎學金獲獎學生及家庭中遴選並於 108 年 8 月底已核發完成

 （三）108 年度認養貧困圖書室慈善活動 共新臺幣 20 萬元

  共有 22 位認養人，認養全臺 18 個貧困育幼院、教養院圖書室

每單位約 NT$6,000 元～ NT$21,000 元，108 年 8 月底己寄書完畢

   （四）108 年度第三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公益活動共計頒發新臺幣 5 萬元

    表揚推動「無障礙環境」傑出人士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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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肢障學生獎學金 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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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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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 213戶， 共計頒發新台幣 165萬 4,900元
錄取名單

單親肢障者家庭 52戶  頒發 40萬 5,600元

雙親肢障者家庭 20戶    頒發 NT$22萬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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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喜愛慈善勸募函 

捐一萬元獎學金 幫助一戶肢障家庭 
 

致 敬愛的善心企業家： 

世上有千千萬件期待受幫助的慈善活動，但願「豐喜愛」能得到您的青睞。 

我們是「豐喜愛」慈善活動的發起者-鄭豐喜基金會～根源於汪洋中的一條船，於民

國 66 年設立以來立會宗旨明確－幫助肢體障礙族群～尤其是重度、中度肢障家庭 90％

嚴重清寒！所以民國 95 年起本會設立獎學金，幫助清寒肢障家庭子女就學，每年受理申

請高達 170 戶以上。 

今年 109 年度將於 9 月開始受理申請，12 月發放「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評估點數標準：1.雙親肢障程度  2.子女人數  3.子女教育等級  4.經濟來源。 

每年 11 月 30 日截止勸募，募得基金，根據每戶家庭點數，公平發放。 
 

發起人 吳繼釗 敬謝！ 
 
 

109 年度：勸募獎學金目標 250 萬元(預計 250 戶) 
本會希望捐款方式： 

1.支票(即期)寄贈本會——支票抬頭：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禁止背書轉讓)  

2.銀行轉/匯款——兆豐銀行編號：017 專案帳號：9006+您的手機號碼(共 14 碼) 
※請在下方表格註明您的資訊，捐款收據可做為公司費用以及個人的列舉扣除額節稅之用。 

 

請填寫捐款資訊～回傳或 MAIL 本會，支票收到後立即開列捐贈收據寄奉，萬分感恩與期待。 

捐款人  

捐贈收據抬頭 □同上  

寄件地址  

聯 絡 人  電話  

□願意每年度認捐「豐喜愛」成為會員          □僅認捐 109 年度，以後再說。 

109 年度願認捐戶數：╴╴╴╴╴ 戶    金額：新台幣╴╴╴╴╴╴╴ 萬元(每戶壹萬元) 

 

 
 
 
 

地址：10570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 230 號 14 樓之 3     聯絡人：何祖瑛 執行長 
電話：(02)2753-2341(代表號)      傳真：(02)2768-7345      E-mail：cfhorgtw@gmail.com 

(鄭豐喜遺孀) 

※如蒙捐助，豐喜愛發起人致贈—養生保健 台灣瑰寶「墨玉」(說明隨玉奉寄) 

備註：108 年度 重度/中度肢障者家庭申請「豐喜愛」案件高達 215 戶。 

養生保健 
臺灣瑰寶「墨玉」
致贈善心人士愛的禮物

「豐喜愛」慈善勸募函

單一親肢障者家庭 141戶  頒發 102萬 4,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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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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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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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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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吳繼釗董事長致詞鼓勵得
獎人，學習鄭豐喜先生努力向
上，為自己人生勇往直前。

主持人劉嘉琪董事（琪琪） 主持人熊瑞香常務董事（香香）  

向行善的朋友致謝～

捐款累計 30 萬元以上善心人士頒贈「福田滿茂」琉璃獎座

吳繼釗董事長（左）頒贈「福田滿茂」琉璃獎座
感謝李張美鳳副董事長（右）。

吳繼釗董事長（左）頒贈「福田滿茂」琉璃
獎座感謝陳慧娟董事（右）。

108 年度
「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

 

時間｜ 108 年 11 月 30 日  13:30
地點｜松山火車站 CITYLINK 三樓會議室

「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於松山火車站 CITYLINK 三樓會議室舉辦，現場邀

請研究所組及大學組 26 名得獎同學代表及 3 戶家庭代表參加頒獎典禮。今年

頒獎典禮特別安排雙主持人，讓來賓與受獎人備感溫馨融洽也讓典禮進行更活

潑流暢。

敬邀 媒體朋友

出席 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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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張美鳳副董事長（左）頒獎給劉憶年同學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頒獎給林靖文同學

李威廷常務董事頒獎給廖家頡同學 李威廷常務董事頒獎給李翔濬同學

楊玉如常務董事頒獎給周允然同學 楊玉如常務董事頒獎給周語軒同學

鞋全家福曹爾海副總經理頒獎給蔡郁萱同學 鞋全家福曹爾海副總經理頒獎給盧漢克同學

無私奉獻善心企業頒贈「感恩德澤」獎座

何祖瑛執行長頒贈「感恩德澤」獎座感謝好
萊塢影視，張經理代表受獎。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恩德澤」獎座感謝三
商行鞋全家福，曹爾海副總經理代表受獎。

頒發鄭豐喜研究所、大學獎學金～

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來源於「鄭豐喜愛心義賣書展」所得。共錄取學生

32 名，頒獎典禮邀請研究所組及大學組 26 名得獎同學代表參加。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福田滿
茂」琉璃獎座感謝台北市南雅
扶輪社，郭英釗董事和林蓓玲
社長代表受獎。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耿美琪同學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陳啟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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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瑞蓮監察人頒獎給石佩玄同學 鞋全家福曹爾海副總經理頒獎給孫溥恩同學

南雅扶輪社林蓓玲社長（中）賢伉儷頒獎給蔡
欣妤同學

日商 nichicon 被動元件公司台灣分公司吳淑珠
副總經理頒獎給許庭爾同學

郭英釗董事頒獎給卓旻萱同學 南雅扶輪社鄭振宏前社長偕同夫人頒獎給邱
志漢同學

南雅扶輪社陳信隆秘書偕同夫人頒獎給高琮軒
同學

南雅扶輪社楊國雄聯誼主委偕同夫人與千金
頒獎給賴廷彥同學

王雪沼董事頒獎給李婕妤同學 王雪沼董事頒獎給褚恩樂同學

郭英釗董事頒獎給黃健彰同學 郭英釗董事頒獎給張芸瑄同學

邱萬益董事頒獎給劉立凱同學 邱萬益董事頒獎給郭向洋同學

潘淑瑞董事頒獎給李佩真同學 潘淑瑞董事頒獎給李芷蓉同學



社福論文出題 / 主審：
鄭豐喜基金會無障礙行動總監

林文華講評

社福論文－特優獎得獎人林靖文同學代表致詞

各位與會貴賓，同學們，您們好，

我是林靖文，目前就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商研究所，首先，很高興能夠在本次的

社福論文得到肯定，當初看見這個題目的時候，就特別有想法，因為這正是我經歷的事

情，而旅遊這件事對過去的我來說是個奢望，一直到我大學時期第一次完成與同學們的

畢業旅行後才敢開始想像，因為當時的我跟同學們一起找各種資料完成國內的畢旅，當

時秉著這個勇氣覺得那應該也可以來個國外畢業旅行，至此開啟了我一次次的自助國外

旅行，甚至到了今年暑假我也才剛從美國發表論文回國，在每一次的旅遊都有不同的困

難要解決，甚至有很多問題是你旅遊前根本不會想到的！我想這就是旅遊的樂趣吧！對

我來說，出國旅遊這件事是讓我心理迅速成長的過程、使心理發展更健康，有發自內心

的自信，當然除了自己之外，不同世界的人對待身障者的態度、看法，這些都是無法旁人

傳授的感受！因此，身障者出國旅遊是必要的，而我們會面臨的環境、交通、甚至預算等

等限制絕對不會沒有，但也絕對都有解決辦法，我在這次的論文中有提供所有自身的以

及其他旅遊經驗豐富的身障者的策略、解決問題小撇步，但我目前也還在尋找解決方案

的部分是關於個人助理在協同出國旅遊，我認為這一塊非常需要被重視，在身障者的休

閒這一個領域似乎都被漠視，如果未來能有明確立法，會給與更多肢體障礙者出國旅遊

的勇氣，真正的平等並不是僅給予基本需求而是要能支持所有的需求，期許未來能讓我

們也有不用提心吊膽、勞師動眾說走就走的旅行。

謝謝大家

吳繼釗董事長頒發獎金 1 萬元給社福論文特優獎林靖文
同學

社福論文題目：

出國旅遊可讓我們的人
生色彩更豐富—為何障
礙者更需努力爭取出國
旅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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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108 年度「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來源

於「鄭豐喜愛心義賣書展」所得提撥及

「豐喜愛」善心人士捐款。共錄取家庭

213戶，頒獎典禮邀請3戶家庭代表參加。

李威廷常務董事頒獎給單一親中重度肢
障家庭代表 范國棟先生

肢障者家庭組別說明
● 雙親肢障家庭 - 父母二人都是肢障者   
● 單一親肢障家庭 - 父或母是肢障者   
● 單親肢障家庭

頒發社福論文獎～

108 年度社福論文獎得獎學生共 20 名，

現場頒發論文特優獎。

特優獎：獎金 10000 元 
優等獎：獎金   2000 元
佳作獎：獎金   1000 元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頒獎給雙親中重度肢障家庭
代表 徐蒼華先生

郭英釗董事頒獎給單親中重度肢障家庭代表 
范揚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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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瑞董事牽線，唐緹公司捐贈 100 盒

點心禮盒。蔣家威協理非常慷慨，選擇

點心種類多又精緻，大約乙盒 200 多

元，為頒獎典禮帶來許多歡樂，他說肢

障學生都很辛苦，應該讓他們感受社會

的溫暖關愛！

楊玉如常務董事提供墨寶—金墨心經 /
黑墨心經 7 幅義賣。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感謝唐緹股份有限公司，
蔣家威協理代表受獎。

本會潘淑瑞董事（圖右）、李張美
鳳副董事長（圖中）與 tartine 唐緹
公司蔣家威協理（圖左）合影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感謝楊玉如常務董事

感謝日商 NICHICON 被動元件公司臺灣分公
司吳淑珠副總經理贊助義舉。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為 108 年度頒獎典

禮提供大量的貝恩禮品贈與得獎人、董

事、貴賓、義工朋友們。貝恩禮品總數

達 317 項總金額約 8 萬元。

潘淑瑞董事提供美國運動名牌 New 
Balance 藍色運動旅行大提袋共 50 個。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感謝潘淑瑞董事。

感謝提供歡樂的朋友～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感謝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108/11/14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圖中間）捐贈嘉義
消防局，一部價值約 240 萬的救護車。

吳繼釗董事長（圖左）代表董事會出席捐贈救
護車典禮與捐贈人李張美鳳副董事長（圖右）
合照。



音樂饗宴～

本會熊瑞香常務董事邀請聲樂家劉憲雯老師及錢兆芸老師蒞臨頒獎典禮以歌聲

鼓勵得獎人。

大家一起來歡唱～

感謝劉憲雯老師為《汪洋中的一條船》重新編曲並現場教唱，讓大家更孰悉曲

調後，由劉憲雯老師、錢兆芸老師及許庭爾同學領唱，「鄭豐喜基金會」全體

董事、「臺北市南雅扶輪社」全體社友手執搖扇和典禮會場所有好友一起合唱

《汪洋中的一條船》，大家都唱得非常投入真是太讚了！

感謝聲樂家二重唱劉憲雯老師（中）及錢兆芸
老師（右）， 吳繼釗董事長（左）頒贈感謝狀。

二位聲樂家為大家溫柔獻唱〈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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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大抽獎～

鄭豐喜董事會提供 3C 精品抽獎獎項，表達對受獎同學及家庭的珍惜與勉勵，

26位出席同學及3戶家庭代表一同參加抽獎，為此次盛會留下美好回憶與紀念。

 董事獎獎項內容

董事獎 BIG 大抽獎

第一獎 【小米】手機 8Pro  64GB 1 台

第二獎 【奇美】3-6 坪空氣清淨機 2 台

第三獎 【SONY】藍芽揚聲器 2 件

第四獎 【米家】LED 智慧檯燈 SI 4 座

第五獎 【小米】運動手環 4 4 個

第六獎 【飛利浦】沙龍負離子專業吹風機 4 台

第七獎 【小米】移動電源 210000mAh 12 個

董事加碼—抽獎紅包

李威廷董事 加碼紅包 3,000 元 1 份

楊玉如董事 加碼紅包 3,000 元 1 份

郭英釗董事 加碼紅包 3,000 元 1 份

董事加碼—義工小天使紅包

潘淑瑞董事 加碼紅包 500 元 7 份

董事加碼—義賣心經

楊玉如董事 心經 7 幅

恭喜邱志漢同學抽中董事獎第一獎 【小米】
8Pro 64GB 手機，由吳繼釗董事長頒贈。

恭喜褚恩樂同學抽中李威廷常務董事加碼
3000 元的抽獎紅包。

潘淑瑞董事頒贈加碼紅包感謝來自「肢障者家
庭」的義工小天使們。

恭喜周語軒同學抽中董事獎第四獎【米家】
LED 智慧檯燈 SI，由陳慧娟董事長頒贈。



得獎同學、家庭與董事、貴賓合照。

全體大合照

  1 貝恩沙棘滋潤乳液 300ml 31 份

  2 貝恩沙棘按摩油 50ml 31 份

  3 貝恩嬰兒抗菌洗衣精補充包 800ml 31 份

  4 貝恩沙棘洗髮沐浴乳 30ml  29 份

  5 貝恩潔膚抗菌柔濕巾 30ml 81 份

  6 貝恩經典護手霜 50ml 28 份

  7 貝恩經典足部滋潤修護霜 75ml 28 份

  8 貝恩經典水潤高效保濕乳液 180ml 28 份

  9 貝恩沙棘雪花膏 50ml 4 份

10 貝恩沙棘洗髮沐浴露 300ml 22 份
11 貝恩沙棘全效護膚膏 50ml 2 份

12 貝恩歡樂洗澡超值組 1000ml 2 份

唐緹公司 / 蔣家威協理提供    頒獎典禮高級點心禮盒 10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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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紀念品及餐盒

貝恩企業有限公司 /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提供

受獎肢障學生、肢障家庭、董事監察人、貴賓、破浪勇者團隊、義工志工們
紀念品，總數 317 個 / 總金額約 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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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福袋內容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貝恩德國原裝精品組合
‧貝恩沙棘滋潤乳液 300ml   ‧貝恩沙棘按摩油 50ml  ‧貝恩沙棘洗髮沐浴乳 30ml 
‧貝恩潔膚抗菌柔濕巾 30 抽‧嬰兒抗菌洗衣精補充包 800ml

潘淑瑞董事—

美國運動名牌 New Balance 藍色運動旅行大提袋

書林文化—

2020 新的一年精美桌曆

得獎同學、
家庭與董事們合照。

大合照～



24 25

周允然
著實感謝基金會之用心良苦，能得此獎，極

大榮幸，知福，惜福，再造福，共勉之。

李芷蓉
感謝一路上有父母及同學的陪伴讓我可以順

利地求學，也感謝鄭豐喜基金會。

許庭爾
感謝本會對本人的肯定這獎學金使我信心倍

增 ! 感恩的心。

劉憶年
感謝鄭豐喜老師的大愛，感謝各位善心人士

資助。感謝工作人員辛苦付出，我要努力向

上盼能回饋。

林靖文
今年可以說是讓我收穫豐盛的一年，在這次

的社福論文擔任代表，把自己的經歷向大家

分享，鼓舞大家，真心感謝基金會的肯定 !

李佩真
典禮準備完善 ! 引導細膩 ! 聲樂很好聽 !
抽獎很歡樂 ! 謝謝你們 !

劉立凱
感謝 ! 貴基金會的愛心，能夠辦理這樣的活

動，讓我們的努力可以受到肯定及鼓勵 ! 謝謝

您們 ! 希望明年可以再來。

李翔濬
感謝貴會的支持與肯定，讓我獲得獎學金，

謝謝 !

周語軒
非常感謝貴基金會頒發獎學金，給予這份鼓

勵 ! 能參加頒獎典禮，如此溫馨正向的氣氛也

給予我許多感動和鼓舞。謝謝貴基金會用心

安排典禮，以及工作人員的辛勞 !

邱志漢
感謝貴基金會提供了肢障獎學金，幫助更多

肢障人士努力不懈，以及在全家福鞋店有單

腳鞋銀行這方案，能省下一雙鞋子的錢，感

謝鄭豐喜基金會對社會的貢獻。

黃健彰
自赴日研修後，對臺灣無障礙甚感失望，依

目前現況臺灣須團結倡議無障礙的重要，希

望爾後臺灣能像日本那麼完善。

廖家頡
非常感謝基金會給我的肯定，肢體障礙者在

求學上或是生活上，皆需有大量輔具協助，

基金會頒發的獎學金，剛好可以減輕我購買

輔具的部分負擔，真的很感謝你們。

耿美琪
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能夠得到此筆獎助學金，

對於我來說是一大榮譽，非常感恩，將來我

會發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幫助

更多人。也會致力於身障區塊，讓社會了解

需求，想為更多身障者爭取權益發聲，會一

直努力，感恩基金會的細心規劃典禮，及用

心的給於予幫助。

張芸瑄
感受得到單位對這個典禮、對我們的重視，

不管是哪個方面，包括接待，佈置，準備的

獎品都很周到、豐富，看到這麼多同伴都如

此優秀也很欣慰，希望我們都能一起努力愈

來愈好。最想感謝的還是貴單位，有你們的

支持，我會更努力朝我的目標前進，不為自

己的人生設限。

郭向洋
我很榮幸得到鄭豐喜獎學金，受邀到臺北頒

獎，非常感謝主辦單位以及每個董事的用心

策劃這次典禮，也了解到鄭豐喜基金會的認

識，讓我最欣賞的是每一個得獎人及同學的

致詞都講的特別棒，讓我有了這份學習的精

神，也讓我知道如何把關於身障者出國的論

文能夠寫的更好，也理解到當身障者在社會

障礙上遇到困難時，要勇敢的跟政府去爭取

屬於我們身障者權益，真是收穫滿滿。

李婕妤
第四次參與鄭豐喜頒獎典禮，每次都備感榮

幸！也很感謝！

謝謝鄭豐喜基金會在大學求學階段一路上的

支持肯定與鼓勵！在未來我會繼續努力，努

力生活、努力發光、活得精采！

石佩玄
可以得到這個獎學金我真的很開心，在準備

資料的過程中，我很擔心家裡的經濟支持。

謝謝獲得這筆獎學金，舒緩家庭困境，也是

在這段時間我更釐清了自己，對未來的想望

（寫論文）、我知道讀書是我的力量，我希

望自己持續精進，有一天我也能幫助有需要

的人。

高琮軒
活動辦得很好、嗯、感謝鄭豐喜基金會把活

動辦得如此成功圓滿。活動的順序排得很好，

像是邀請了二位聲樂家表演如此完美的演出，

還有謝謝各 位董事的支持，讓我們學生能在

學業上，能夠往自己的興趣一同加油。

蔡欣妤
很榮幸這次成為鄭豐喜基金會的受獎人、感

謝基金會準備的精彩活動，其中二重唱由二

位專業的聲樂家帶來的表演，尤其令人印象

深刻！

蔡郁萱
很開心能獲得基金會的幫助，有了這筆助學

金我便能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參與志工的行

列，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幫助更多留院的患

者。可以暫時不必受困於經濟的限制，也能

勇於追求人生的夢想。期許自己在未來也不

斷的勤奮努力，成為和基金會一樣溫柔的人。

褚恩樂
這是我第三次參與鄭豐喜頒獎典禮，很高興

在大學能夠有鄭豐喜基金會鼓勵我們身心障

礙學生努力向學。在大學期間我不斷地努力

兼顧課業及社團，也在大學裡非常快樂，即

便我罹患先天性成骨不全症，我還是依舊把

我樂觀開朗的性格，傳遞給我身邊的人，儘

管人生中會碰到許多障礙，但我們還是要勇

敢地去面對它克服它，就像鄭豐喜先生一樣，

乘風破浪不屈不饒的精神 !

卓旻萱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鄭豐喜基金會獎學金的

頒獎典禮現場，雖然不認識典禮上的人，卻

感覺氣氛很溫馨，大家都是很努力才得以來

到這裡聚集在一起，我很高興認識到其他同

學和來賓。

而我今年是第一次獲得鄭豐喜獎學金，希望

明年可以再接再厲，繼續來參加典禮。

很感謝能夠被選上來參加。也很感激現場提

供福袋，餐盒及運動旅行包，很開心 !

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得獎感言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得獎感言

「鄭豐喜獎學金」得獎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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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第三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推薦人：           

                                    

 20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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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辦法：每年 9 月至 10 月 推薦申請（本會官網公告）

「鄭豐喜破浪勇者獎」琉璃獎座

第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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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淑菁女士

推薦理由：

首先，非常感謝劉俊麟先生大力協助我，順利完成本屆候選人推薦。

雖然長期以來基金會一直致力於無障礙環境推動，尤其以肢體障礙

族群的需求為重點，然就「障礙兒童」部分甚少著墨，也非專業。

很幸運的，我們戰友中有位很特殊的無障礙環境推動者，重點著力

於障礙兒童的周淑菁女士。她目前也是臺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

會理事長。近年，周女士倡議「共融遊戲環境」讓障礙兒童們也能

快樂和大家玩在一起；也見到當局終於開始重視障礙兒童權益，成

果豐碩。經與劉俊麟先生討論後，決定推薦周淑菁女士為本屆破浪

勇者候選人。

106 年開辦「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至今年是第三屆，三位勇者與本會

二位總監組成「破浪勇者團隊」，

在「無障礙環境推展」的使命中奮

勇直前力爭不懈，更希望有更多勇

者加入生力軍。
第三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琉璃獎座

頒發第三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本會董事們與「破浪勇者團隊」合照

108 年度 11 月 30 日頒發第三屆「鄭豐喜破浪
勇者獎」由本會吳繼釗董事長（右）頒發獎座
及 5 萬元獎金給得獎人周淑菁女士（左）。

周淑菁女士簡介
周淑菁女士倡議「共融遊戲環境」讓障礙兒童們也能快樂和大家玩在一起。

她覺得「共融遊戲場」能有今日的一點點成績，其實都歸功於女兒，「重點是我
真的很愛她、我非常非常的愛她，才有辦法做到現在這樣。」她希望在女兒有限
的生命裡多陪陪她，能有更多人站出來幫忙，為「共融遊戲環境」一起努力。

現任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理事長

破浪勇者團隊
林文華

鄭豐喜基金會無障礙行動總監

黃俊男
鄭豐喜基金會身障權益行動總監

劉俊麟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林君潔
社團法人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

周淑菁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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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去除怪物（路阻）大家努力奔波已十多年了，可恨的是怪物一直沒能被完全

消滅；雖然我們的法規已經很完備，中央政府也有共識甚至信誓旦旦會解決。

雖然曾有一段時間全臺怪物數

量快速降低過，但隨著時間

變動各式怪物已經逐漸復

活，甚至地方政府還以

各種新設計造型「體貼」

障礙者視為政績。

我們非常苦惱，

明明是不對的東西

又為何能生生不息？

政府的態度讓人氣結：

•  每次我們向當局投訴，

幾乎都被「官樣答覆」

打槍回來，或官員隨意

找法令錯誤解釋，要不

就是主管單位找藉口推

卸責任。當我們一再反

映後，才不情願的辦理

各單位會勘，讓投訴人

奮戰多方。

•  若幸運的話，會勘後怪

物會被決議拆除；但往

往事後又會被偷偷裝回

去。

臺北內湖紫陽公園。
法規明明規定出入口至少 150 公分寬，且要讓障礙者走直
線。我們又不是蛇，為何要彎來轉去？（攝影／陳明里）

臺北南港家樂福。通常官員都會把這種案件推給商家，家樂福不論哪個賣場總是樂於裝
設羞辱障礙者的怪物，且不會拆除。（攝影／陳昶睿）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無障礙環境探討

臺北西寧市場，多次投訴後終於拆除；但隨後又被偷偷裝
回去！（攝影／陳昶睿）

我們常碰到的狀況：

•  我們最常碰到，「這是私人土地不違法」。但明明就是退縮地或開放空間，

也有些是供公眾不特定人通行的既有巷道；官員總把責任推給管委會。我們

不解，我們也有法令規範管委會的責任呀，違法怎不處理？

•  我們又常聽到「我們會提醒商家，但我們沒權責。」官員總濫用道德勸說以

代替糾正違法，忘了「依法辦理」是公務員的天職。

• 「這裡不屬於都市公園綠地」。總之，當局處理怪物問題總是以「設施設備」

為考量，而不是思考該設施是否傷害「過路人」的權益。

我們要問當局，何時才能終止讓障礙者被無情羞辱？

何時還給年長者過路的尊嚴？

為了社會的進步，我們認為這個社會不應該讓障礙者及年長者存在各種歧視，

請當局依據 CRPD 的立法精神，趕緊訂定《反歧視法》！

何時才能讓障礙者終止被無情羞辱？
何時還給年長者過路的尊嚴

鄭豐喜基金會 無障礙行動總監　林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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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可想而之，事實並非如此。我們認為，障礙是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所造成

的。如果一個地方，有樓梯但也有斜坡和電梯，人人都進得去，相關的生活及

參與都機會平等，就不會有所謂障礙或負擔的問題出現。因為這個社會每個人

都是互相依存的。若是一個社區或一個職場有足夠的支持，就不會有人被排

除，多元族群都應該共融在同一個社會裡，這是最基本的權利。

除了障礙者個人要自立之外，在臺灣，

障礙者組織要維持營運也非常不容易，

拿了政府的資源就會被不合理規範限制

住，僵硬的制度除了被削弱能量之外，

也會被要求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大的事

情，如果在爭取權利一稍微不小心，很

可能就被政府列為黑名單，成為拒絕往

來戶，因此障礙者團體特別是權益倡導

團體的經濟獨立自立性就很重要，有了這些深刻的經驗後，我們在 2020 年的

3 月 28 日也辦理了一個「障礙自立，社企給力 !」的論壇，期望打破過去障礙

團體大多以慈善或愛心募款模式，運用科技的進步、源源不絕的創意及專業，

將障礙者的「弱點」轉為「優勢」，經過國內幾個社企、障礙團體的分享，讓

社會看見障礙者的力量，也希望經過彼此交流後，激盪出不同新的火花，開創

障礙者自立生活更多藍圖。以下為活動資訊，歡迎有興趣的好夥伴和我們一起

參與喔 !

為什麼會談到社會企業 ? 去年 10 月，我因緣際會受

邀至巴基斯坦參加 Collaboration Forum o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9 in 
Pakistan — Introducing the Mindset “From Charity to 
Investment” amo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主題

在講身心障礙從慈善模式轉向投資模式），除了分享

自己在臺灣推動自立生活的經驗之外，也學習到很多

事情。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巴基斯坦 Milestone 自立生

活中心因應巴基斯坦國內沒有人製造輪椅，他們的輪

椅都是從中國來的，除了不方便之外，也貴，品質也不一定比較好，所以自立

生活中心的夥伴成立了一家公司，派遣障礙者工作人員到日本學習製作手推輪

椅的技術，回來透過公司販賣之外，也得到巴國政府的計劃支持，其中經費支

持他們製作輪椅，完成之後將手推輪椅送到

巴基斯坦國內，需要輪椅的人們手上。這些

人是不用付費的。

透過社企的方式，運用障礙者本身是障礙專

家的優勢，邊解決障礙者在社會上面臨到移

動、自立生活的問題，也增加不少障礙者就

業的機會。這一次就有訪問那邊的一位男性

障礙工作人員，怎麼認識自立生活中心的，

他說原本被父母丟到障礙者庇護工場，而庇護工場裡的人不斷毆打虐待他，並

且要將他的器官賣掉，後來遇到自立生活中心的工作人員，將他「買」回來，

現在他展開全新的人生，在輪椅公司協助製作輪椅給需要的人，他說他很開心

現在的生活。聽到他的故事讓我非常震驚，原來當地障礙者器官被拿去賣掉並

不是罕見的事情，這和我們自立生活協會透過訪視，讓障礙者從隔離的家中或

機構，透過協助進而自立生活的故事雖南轅北轍，但也同樣地讓人十足心酸。

障礙者真的只是社會的負擔嗎 ? 障礙者真的只剩下提供他人器官的用處嗎 ? 看

Milestone 自立生活中心成功地將障礙者從被協助者的角色轉換為提供服務者

社團法人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 林君潔

日期：3 月 28 日（六）

時間：13:00~17:00
地點：育成蕃薯藤
               臺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81 號

               近捷運忠孝新生站

參加對象：民間企業、障礙團體、
                  相關工作者、一般民眾

      時間 活動程序

13:00~13:30 開幕致詞

13:30~14:00 黑暗對話

14:00~14:30 若水國際

14:3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30 無礙玩家

15:30~16:00 內城社區—

 鐵牛力阿卡

16:00~16:30 政府部門

16:30~17:00 綜合座談

障礙自立，社企給力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主　　辦：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贊助單位：日本財團、日本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協会

無障礙環境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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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遊戲場在國外已推行多年，但在臺灣卻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所以在推動的

過程中，經常要面臨觀念衝突與需求排擠的問題。當我們在說「共融遊戲場

的遊戲對象是包含所有人」時，多數人聽了嗤之以鼻、不以為然。當我們在說

「遊戲場如果能考慮長者的遊戲需求」時，有人笑說他們只想要體健設施。當

我們在說「讓身障兒童走出復健教室回到遊戲場」時，有人覺得遊戲對他們來

說根本是多餘，甚至更有人說「共融」只是政治同情心下的亮點。即使我們認

為推動共融是一件立意良善、公平正義的事，卻仍然有各種的打擊在阻礙著我

們，回想當初如果我們沒有傻傻的做、傻傻的說、傻傻相信一切的努力會夢想

成真，就不會看到滑梯上身障兒童大聲地歡呼，也不會看到坐輪椅的孩子和朋

友一起在旋轉盤上開心的嬉鬧，更不會看到輪椅鞦韆上的長輩開心又令人動容

的畫面。

從大方向的政策推動，到小社區的落實參與，我們以『自己的遊戲場自己做』

的方式，讓各族群有機會參與遊戲場的改變過程，讓天馬行空的想像成為貼近

生活的真實存在。透過遊戲場工作坊，我們讓不同能力、障別的孩子共同創作，

讓大家透過遊戲、互動、創作的關係，自然看見、認識、學習與理解彼此的不

同。有人說「把不同能力的人放在一起合作與互動是困難的」，也有人說「為

什麼不選擇比較好操作的方式？」但我們本來就存在於一個多元複雜的世界，

一個城市的進步，在於人

們懂得關懷分享、擁抱差

異，相互同理時，『共融』

就是要創造一個讓所有人

可以平等參與的環境，並

讓它自然發生在各種的生

活空間裡。有人說這個理

想太困難了，只有傻子才

會想要改變世界，但我們

自許不要當個只會享受別

人努力成果的人，如果有

機會，還是勇敢當個堅持

理想、付諸行動的傻子

吧！

在醫院的物理治療室裡，障礙程度不一的孩子各自在角落裡努力做著復健，有

人咬緊牙關在跑步機上緩緩練習走路，有人雙手撐在大球上練習支撐及腹肌力

量，隔壁教室還不時傳來因拉筋痛得嚎啕大哭的聲音。這樣的場景，是許多身

障兒童的日常，不論是把握黃金治療期或是為了維持、延緩身體退化等各種原

因而讓他們忙碌奔波在不同的醫院或治療室，但原本這樣年紀的孩子，該是在

遊戲場盡情的奔跑歡笑，但身障兒童卻只能把「復健」當遊戲，在空間有限、

哭鬧聲不斷的復健教室裡，填滿他們的童年回憶。

遊戲是兒童的天性，公園遊戲場是培養孩子社交能力與性格養成的最佳場所，

但我們卻很難在這裏看見身障兒童的蹤影，不論是沙坑、磨石子滑梯或是清一

色的罐頭遊具，因為沒有無障礙的設計而讓肢體障礙兒童難以參與，也由於遊

戲需求長期被忽視，讓他們從小無法和朋友、同儕玩在一起，致使他們在人際

關係與社會經驗的養成上出現困難。因此，我們身障童盟致力打造一個人人皆

可參與，並以無障礙為基礎，結合公平、 融合、 聰明、 獨立、安全、積極、

舒適為原則，滿足多元族群及多樣需求為概念的遊戲空間，將原本枯燥乏味、

身障兒童難以靠近的罐頭遊戲場，逐一變身為所有人都可及可玩的「共融遊戲

場」，不僅翻轉了過去以兒童為遊戲主體的舊思維，更是開創了臺灣前所未有

的遊戲場革新運動。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理事長 周淑菁

從身障兒童遊戲權看見共融遊戲場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物理治療之上肢
擺盪訓練。

臺北花博舞蝶共融遊戲場之輪椅鞦韆。

無障礙環境探討



社福論文題目：

出國旅遊可讓我們的人生色彩
更豐富—為何障礙者更需努力

爭取出國旅遊的機會？

林靖文同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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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特優獎 108 年 8-12 月公益業務大事記  

108年 8-12月

「旅遊」對一般人而言，是一種轉換心情，增加生活樂趣的方法，在現今的經

濟發展及社會風氣下非常容易執行。但是，對於肢體障礙的朋友而言，卻是「望

之卻步，無法實行」。本身的不方便加上空間障礙的限制，肢體障礙的朋友無

法輕易的踏出戶外，「出國旅遊」對他們而言更是「奢侈的夢想」。

一、研究目的與動機

身為一位重度肢體障礙，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提及「旅遊」都無法參與，甚至

是外出到別的行政區看展覽、用餐，都需要旁人再三地提早場勘，才能安心前

往，更別說是「出國旅遊」。

很感謝  林文華老師這次的主題拋磚引玉，因為我自身也曾以為這輩子與旅遊、

出國這些名詞沾不上邊，而今我卻有過三次自助旅行到日、美旅行的經歷，然

而從一次次的旅遊我更認識自己、更了解自身價值，同時也更自信，這些如何

從無到有、由畏懼到享受出國的歷程想分享給更多肢體障礙，身為障礙者真的

沒有理由放棄出國旅遊！

現實生活中，肢體障礙者的確在旅遊過程會面臨

不少交通及環境上的限制。因此以「肢體障礙者

面臨的出國旅遊困境」為切入點，希望能藉此了

解肢體障礙的朋友所遇到的旅遊困境，進而讓肢

體障礙者了解這些問題的關鍵，並進一步加以改

善，提供肢體障礙朋友友善的旅遊環境及交通設

施。………( 完整的文章請至基金會官網查看 )

108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獎 參與公益業務大事記

更多 108 年度社福論文

歡迎至鄭豐喜基金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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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特優獎：新臺幣 1萬元整



36 37

單腳鞋銀行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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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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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巿南京東路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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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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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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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 人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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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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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腳鞋銀行
如何申請單腳鞋銀行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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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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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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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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養清寒肢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

民國 95 年開辦

慈善
活動

1
單腳鞋贈鞋中心

單腳鞋銀行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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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認養肢障者家庭」必須填妥本會徵信相關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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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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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戶     認養助學金 : 每戶 36,000 元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109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何祖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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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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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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祖玫

109 年度「認養清寒優秀肢障學生」助學金入選名單

受認養人數：6 人 認養助學金：每人 36,000 元

「認養清寒優秀肢障學生」助學金

民國 94 年開辦

109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慈善
活動

2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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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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官網或義賣書展期間至會場櫃台處填

    寫捐款人資料。

2. 本會將於「鄭豐喜義賣書展」期間，選購

    適當圖書，詳列清單，交由認養人及認養

    單位收執。

3. 每本捐贈圖書會加蓋〈認養圖書室紀念章〉

    ( 如右圖 )，寄給被認養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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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會函發感謝狀 。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何祖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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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地址及備註「認養圖書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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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認養貧困圖書室」慈善活動

※ 上列圖書室若有更動，以官網公布為準。

※ 全臺灣的孤兒院 / 教養院請向鄭豐喜基金會洽詢被認養申請辦法

「認養貧困圖書室」

民國 91 年開辦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109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慈善
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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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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 8 月～ 12 月慈善活動

行義的朋友
108年度 8月 ~12月慈善活動

無障礙雜誌更正啟事
本誌第 72 期「認養清寒肢障者家庭子女」結報名單中，將林聖恩先生（捐款 36,000 元）誤植為林聖典，謹
此更正以致歉意。



主  辦：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

發行所：10570 臺北市松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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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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