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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鄭豐喜獎助學金/公益慈善活動
總計頒發新臺幣 326萬 4,000元

鄭豐喜獎助學金 / 公益慈善活動頒發統計

（一）109 年度獎學金   頒發新台幣新台幣 194 萬 9,000 元

●「肢肢障優秀學生」獎學金  錄取   22 名 頒發 NT$ 66 萬元

●「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錄取 189 戶 頒發 NT$125 萬 8,000 元

●「社福論文獎」       得獎   14 名 頒發 NT$  3 萬 1,000 元

 （二）109 年度助學金慈善活動 頒發新台幣 111 萬 6,000 元

● 認養「肢障優秀學生」助學金  共協助 6 位學生    共計 NT$21萬 6,000 元

● 認養「肢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共協助 25戶家庭   共計 NT$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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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底已核發完成

 （三）109 年度認養貧困圖書室慈善活動 共新台幣 9 萬 9,000 元

  共有 17 位認養人，認養全台 11 個貧困育幼院、教養院圖書室。

每單位約 NT$6,000 元～ NT$15,000 元 109 年 8 月底己寄書完畢

   （四）109 年度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公益活動共計頒發新臺幣 10 萬元

   表揚推動「無障礙環境」傑出人士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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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肢障學生獎學金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錄取榮譽榜
錄取 22人  獎學金共計頒發：新台幣 66萬元整

論文獎共計頒發：新台幣 3 萬 1 仟元整

獎學金來源：全數來自「鄭豐喜北、中、南共五場愛心義賣書展」義賣所得

頒發對象：肢障學生（大學／研究所）



109 年度「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錄取榮譽榜

錄取 189 戶，共計頒發新台幣 125 萬 8,000 元
分單親肢障家庭、單一親肢障家庭、雙親肢障家庭，獎助其子女就學。

6

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雙親肢障者家庭 20 戶    
頒發 NT$17 萬 1,000 元

單一親肢障者家庭 123 戶  
頒發 76 萬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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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獎學金

單親肢障者家庭 46 戶  
頒發 32 萬 1,000 元

獎學金來源：鄭豐喜愛心義賣書展提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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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每點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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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 / 潘文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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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媒體朋友出席『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 採訪

109 年度
「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

時間｜ 109 年 11 月 29 日  13：30

地點｜ CITYLINK 松山壹號站三樓會議廳

諸位媒體朋友：

《汪洋中的一條船》主角鄭豐喜先生是一位先天足肢障者，《汪》書及電影是

他力爭上游的奮鬥故事，他雖然英年早逝（民國 64 年），他的遺孀吳繼釗於民

國 66 年創立「鄭豐喜基金會」立誓幫助與鄭豐喜一樣的肢障人擁有強烈的生命

力，用優異的頭腦戰勝肢障的缺憾，造就自己在學業上優異傑出、進而在社會上

有出人頭地的機會。「鄭豐喜基金會」到 109 年度，已發放 43 年！不僅幫助肢

障學生攻讀大學 / 研究所，進而資助出國深造，如今在全國知名大學任教高職、

在學術界傑出成就者不可計數。       

「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非同一般，試想集結全國坐輪椅持拐杖肢障生於

一堂，是多麼難能可貴的盛會。這些受高等教育的肢障學生，比一般學生付出更

多的努力、毅力克服肢體上的孱弱，克服就學的交通問題，克服學校無障礙建設

不全的一切不便⋯⋯能就學到最高學府，中間有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與了不起。 

「鄭豐喜」先生在天之靈，應該十分欣慰，後繼有人。當然如果作為大眾傳播

界的媒體朋友，肯用心來採訪必然能找到打動人心的鬥士寫實故事。期待您的視

角餘光能掃描到生命鬥士。

                                                                                                            執行長

何祖瑛  敬上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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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頒獎典禮開始前本會
楊玉如常務董事為同學做氣功調理

主持人劉嘉琪董事（左） 熊瑞香常務董事（右） 主席吳繼釗董事長致詞鼓勵得獎人

「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於 CITYLINK 松

山壹號站三樓會議廳舉辦，現場邀請得獎研

究所組及大學組共 20 名同學代表及 3 戶家庭

代表參加頒獎典禮。頒獎典禮邀請熊瑞香 ( 香
香 )、劉嘉琪（KIKI）二位董事擔任主持人，

讓典禮進行更活潑流暢。

典禮開始請本會大家長吳繼釗董事長致詞鼓勵得獎人，邀請陳宇仰老師帶領大

家一起合唱「鄭豐喜基金會」立會歌《汪洋中的一條船》。

陳宇仰老師（右）指揮領唱，許庭爾同學（中）
助唱「鄭豐喜基金會」立會歌《汪洋中的一條
船》。

董事、貴賓及所有好友一起合唱「鄭豐喜基金
會」立會歌《汪洋中的一條船》。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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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鄭豐喜研究所、大學獎學金

「鄭豐喜獎學金」來源於「鄭豐喜愛心義賣書展」所得。109 年度共錄取學生

22 名，頒獎典禮邀請研究所、大學得獎者共 20 名同學代表參加。

吳繼釗董事長
頒獎給廖家頡同學

吳繼釗董事長
頒獎給薛雅心同學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頒獎給劉憶年同學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頒獎給李翔濬同學

鞋全家福曹爾海副總經理
頒獎給劉立凱同學

鞋全家福曹爾海副總經理
頒獎給蔡郁萱同學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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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廷常務董事頒獎給褚恩樂同學 王雪沼董事頒獎給李欣恬同學

楊玉如常務董事
頒獎給蔡欣妤同學      

南雅扶輪社陳信隆社長當選人
頒獎給邱志漢同學

南雅扶輪社陳信隆社長當選人
頒獎給卓旻萱同學

李威廷常務董事
頒獎給陳佳瑜同學

楊玉如常務董事
頒獎給郭向洋同學

王雪沼董事
頒獎給許庭爾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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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頒發鄭豐喜肢障者家庭子女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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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共錄取家庭 189 戶，頒獎典禮

邀請 3 戶家庭代表參加。

邱萬益董事頒獎給李佩真同學 邱萬益董事頒獎給賴廷彥同學 潘淑瑞董事頒獎給張芸瑄同學

潘淑瑞董事
頒獎給李芷蓉同學

范瑞蓮監察人
頒獎給孫溥恩同學

范瑞蓮監察人
頒獎給張雅萱同學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雙親肢障者家庭」代表黃
章守先生並與其全家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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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單一親肢障者家庭」
代表范國棟先生並與其全家一起合影

吳繼釗董事長頒獎給「單親肢障者家庭」代
表陳沛云女士並與其全家一起合影

肢障者家庭組別說明

●  雙親肢障者家庭—父母二人都是肢障者     ●  單一親肢障者家庭—父或母是肢障者

●  單親肢障者家庭

頒發社福論文獎

109 年度社福論文獎得獎學生共 14 名，現場頒發論文特優獎。

特優獎：獎金 1 萬元    |    優等獎：獎金：2,000 元    |    佳作獎：獎金 1,000 元

社福論文題目：

世界大流行病下，障礙者如何因應自處與面對？

—— 障礙者該如何挑戰新的環境障礙及堅持自立生活？

社 福 論 文 出 題 /
主審：無障礙行
動 總 監 林 文 華 
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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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獎得獎代表許庭爾同學致詞

社福論文－特優獎得獎人許庭爾同學代表致詞

各位貴賓、同學、家長

大家午安

我是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四年

級的許庭爾，今天很榮幸能受

邀參加頒獎典禮，很謝謝各位

評審對我的肯定，也感謝鄭豐

喜基金會給我這個機會站在這

邊和大家說說話。

有人認為 2020 是個悲傷比歡樂

還多的一年，因為新冠肺炎已

肆虐全球將近一年，此次的論文題目為「世界大流行病下，障礙者如何因

應自處與面對？」，我論文內容的靈感來自於我打工的地方，在那邊我遇

到許多跟我障礙種類不同的同學我才知道原來流行病對障礙者的影響都不

同，舉例來說，因為流行病，政府下令人人在室內都要戴口罩，對小耳症

的朋友來說戴口罩不僅是個浩大的工程，對他們讀唇語也是個阻礙；對走

路需要依靠輔具的肢體障礙朋友來說，本身走路就很吃力，若再戴口罩上

下樓，簡直無法呼吸。再來，政府下令室內大家應該保持防疫距離，且因

為疫情大家對陌生人又更有警惕之心，這些舉動對於需要被幫助的障礙者

無疑是個打擊，更可怕的是身障者如果確診流行病，對他們的身體完全吃

不消，且熟悉的人也不被允許進入病房照顧他們，以上事件都是流行病帶

給身障者不方便的冰山一角，我相信一定還有更多的問題我沒有提到，不

過政府其實也做出了應對政策，例如提出 600 億的紓困預算並通過特別條

例，而身障者能做的是遇到困難時要積極且善用申訴管道，不要讓自己的

權益石沉大海。唯有先保護好自己，才有能力保護別人。

在此次的流行病中，沒有人是局外人，大家都在經驗中成長，因為大家的

努力，今天我們才能安然無恙的在此相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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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同學會」團結時間

『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於民國

66 年創立至今已屆 40 多年，基金會歷年來

的努力，對政府的監督與各項建言，更獲得

社會大眾肯定。

歷年曾獲獎助學金的同學們，都是“鄭豐喜

同學會＂當然會員，基金會本著“不能沒有

我＂的新鄭豐喜精神努力向前邁進；更有多

位曾獲鄭豐喜獎學金的同學，成為社會菁

英，在社會上深耕播種造福人群，期望『鄭

豐喜同學會』會友們運用自身各種能力，與

基金會緊密結合，投身社會公益。
論文獎得獎代表許庭爾同學致詞

同學會會長 邱萬益董事致詞

現任國立聯合大學副教授，受本會獎
助於 83 年出國深造—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校區數學博士，學成歸國擔任本
會董事。

電影「盲人律師」主角班鐵翔先生與陳宇仰先
生獻唱隱形的翅膀，鼓勵同學勇敢追逐夢想。

獎學金受獎學生代表陳佳瑜同學致詞。

藝文饗宴

感謝熊瑞香常務董事邀請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業協

會蒞臨頒獎典禮以舞蹈鼓

勵得獎人。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業協會美女姐姐們為會場同學、來賓表
演舞蹈。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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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贈「仁心璀璨」琉璃獎座給捐款累計超過30 萬或對本會有重大貢獻善心人士。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
感謝狀給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業協會。

陳宇仰老師為同學、來賓獻唱 You Raise Me 
Up。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給陳宇仰老師。

向行善的朋友致謝

三商行鞋全家福和鄭豐喜基金會於

民國 80 年一起設立「單腳鞋銀行」

提供足障會員鞋子可一隻一隻的

買。造福畸形腳、長短腳、單足肢、

肢架腳的朋友。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仁心璀璨」獎座感謝三商行
鞋全家福事業部，曹爾海副總經理代表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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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恩公司李張美鳳董事長也是鄭豐喜基金會

副董事長，長年協助本會義賣書展進場 / 退
場人力支援、提供書展來店禮、抽獎獎品。

提供大量的貝恩伴手禮贈送「鄭豐喜獎學金

頒獎典禮」與會得獎人代表、董事、貴賓、

破浪勇者團隊、記者、義工朋友們。

李威廷先生是鄭豐喜基金會常

務董事，也是基金會法律顧問。

心懷大愛善心捐款累計 30 萬元

以上。

感謝提供歡樂的朋友

楊玉如常務董事提供墨寶《金剛經》、《心經》
現場義賣。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給楊玉如常務董事。

潘淑瑞董事提供美國運動名牌 New Balance 運
動旅行手提 / 肩背二用袋，吳繼釗董事長頒贈
感謝狀給潘淑瑞董事。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仁心璀璨」琉璃獎座感謝
貝恩企業有限公司李張美鳳董事長。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仁心璀璨」琉璃獎座
感謝李威廷常務董事。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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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豐喜董事會提供 3C 精品抽獎獎項及董事禮品，表達對受獎同學及家庭的

珍惜與勉勵，20 位出席同學及 3 戶家庭代表一同為此次盛會留下美好回憶與

紀念。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右）現場義買楊玉如常務
董事（左）手寫墨寶心經，致贈「勝立生活百
貨」林清江董事長伉儷，感謝多年贊助本會慈
善活動。

感謝唐緹公司捐贈 100 盒點心禮盒。吳繼釗董事
長頒贈感謝狀，潘淑瑞董事代表接受。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感謝狀給義賣書展出版社代
表「新月文化出版社」，陳羽柔女士代表接受。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贈「董事禮品」給三戶肢障者家庭代表。



陳宇仰老師為會場同學、來賓獻唱鼓勵得獎
人。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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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頡同學抽中第六獎
TESCOM 大 風 量 負 離
子專業吹風機由李威廷
常務董事頒贈。

恭喜許庭爾同學抽中頭
獎 BOSE 藍芽揚聲器由
吳繼釗董事長頒贈。

BIG 抽獎結束後，董事及貴賓們紛紛加碼，歡樂紅包大放送，為抽獎活動添光

加彩，會場氣氛更加熱烈。

柏登牙醫診所黃斌洋院長蒞臨鼓勵同學與董
事長、副董事長及熊瑞香常務董事合照（從
左到右）。

李威廷常務董事為同學們抽加碼紅包獎。 在 BIG 抽獎及加碼紅包獎後，人人有獎，
受邀同學及家庭都歡樂滿載。

感謝范瑞蓮監察人提供紅包給來自
「肢障者家庭」的義工小天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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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獎獎項內容

董事獎—BIG 大抽獎

第一獎 【BOSE】藍芽揚聲器 1 台

第二獎 【Honeywell】過濾除醛除菌空氣清淨機 2 台

第三獎 【小米】小愛音箱 aRT 3 台

第四獎 【SAMPO】定時陶瓷電暖爐 3 台

第五獎 【歐樂 B】活力亮潔電動牙刷 5 台

第六獎 【TESCOM】大風量負離子專業吹風機 6 台

董事獎—三戶「肢障者家庭」代表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貝恩】高級禮品 3 件

得獎同學合照。

大合照～

董事、貴賓加碼—抽獎

李威廷常務董事 加碼紅包 1,000 元 3 份

熊瑞香常務董事 加碼紅包 1,000 元 2 份

楊玉如常務董事 加碼紅包 1,000 元 3 份

王雪沼董事         加碼紅包 1,000 元 3 份

邱萬益董事         加碼紅包 1,000 元 1 份

張雪琦監察人     加碼紅包 1,000 元 3 份

黃斌洋先生         加碼紅包 1,000 元 2 份

李秀霞女士         加碼紅包 1,000 元 3 份

董事加碼—義工小天使

范瑞蓮監察人  加碼紅包 500 元 6 份

潘淑瑞董事      加碼紅包 500 元 6 份

董事加碼—義賣心經

楊玉如常務董事   心經 4 幅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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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同學．家庭、董事、貴賓、義工們大合照。

得獎同學．家庭合照。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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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蔣家威拹理    頒獎典禮高級點心禮盒 100 盒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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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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福袋內容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
貝恩德國原裝精品組合
BA 寶貝暖心護膚組 X1 組
BA 潔膚抗菌柔濕巾 30 抽 X1 包
CR 蜂膠酵素漱口水 600mlX1 罐
NL 南六醫用口罩 X1 和（50 入）

潘淑瑞董事—
美國運動名牌 New Balance 運動旅行手提 / 肩背二用袋

新月文化出版社—
瘋狂貓隻仲夏狂想曲 筆記本

帝尹文化出版社—
看電影學英文 DVD

109 年度頒獎典禮紀念品及餐盒

貝恩企業有限公司 / 李張美鳳副董事長提供紀念品

受獎肢障學生代表、肢障者家庭代表、董事監察人、貴賓、破浪勇者團
隊、記者、義工人士及義工小天使們，總金額約 11 萬多元。

1.） BA 沙棘奇肌保養組 20 組
2.） BA 潔膚抗菌柔濕巾 30 抽 83 包
3.） CR 蜂膠酵素漱口水 600ml 73 罐
4.） NL 南六醫用口罩（50 入） 33 盒
5.） 貝恩禮盒紙袋（大） 43 個
6.） 貝恩禮盒紙袋（小）  40 個
7.） BA 經典手足呵護組 50 組
8.） BA 寶貝暖心護膚組 23 組

唐緹公司  頒獎會場高級點心禮盒   10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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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從 2019 年底就開始肆虐全球，直到現今還持

續擴散中，對於全球人民都造成不便，台灣對於此次病毒做的因應措施可謂世

界名列前茅的國家，不僅保護國民，也實施口罩外交幫助他國。雖然台灣此次

危機處理得當，但總有那麼美中不足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身心障礙者的權

益。此次的防疫措施對於一些身障者較不友善，例如室內保持安全距離 1.5 公

尺、室內必須戴口罩等。        

本研究訪問兩位身障者 COVID-19 對他們所帶來的不便，其中一位是肢體障礙

者、另一位是聽力障礙者，兩位都說道 COVID-19 確實對他們生活造成不便。

肢體障礙者表示他日常生活需要人在旁邊協助，防疫距離 1.5 公尺使自己無法

被幫助；聽力障礙者表示自己在與人對話時，有時需要靠唇形來了解內容，室

內人人戴口罩使自己無法分辨對方唇形。

本研究有四種討論方向：第一，身障者生活

的改變與應對方法；第二，政府應對身障者

反應之措施；第三，身障者中標病毒及居家

隔離之應對措施；第四，吸取過往經驗。有

些身障者本身抵抗就比一般人弱、老化的也

可能比一般人早，因此政府更應該加強身障

者權益，不要讓他們處在危險境界。……

共計頒發：新台幣 3 萬 1,000 元整

論文特優獎：新臺幣 1 萬元整

社福論文題目：

世界大流行病下，障礙者如何因應自處與面對？
—障礙者該如何挑戰新的環境障礙及堅持自立
  生活？

社福論文特優獎：

許庭爾同學（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所）

109年度「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獎

更多 109 年度社福論文

歡迎至鄭豐喜基金會官網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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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鄭豐喜基金會！

孫博恩
…………………………………………………

謝謝大家的鼓勵與支持。

賴廷彥
…………………………………………………

非常令人感動，內心很受激勵。

李佩真
…………………………………………………

典禮辦的很好，大家辛苦了，謝謝！

許庭爾
…………………………………………………

頒獎部分稍亂，也許可以請同學上台拍照～

會更有受獎感覺～紅包加碼超讚！謝謝你

們！！

郭向洋
…………………………………………………

今天又再度領取鄭豐喜獎學金，很有成就感

及感動，謝謝基金會的用心。

陳佳瑜
…………………………………………………

感謝鄭豐喜基金會，今天很開心！

張芸瑄
…………………………………………………

典禮辦得很好，還有許多禮物，讓我備感榮

幸，辛苦了，謝謝～

劉憶年
…………………………………………………

感謝基金會的愛心資助！

感謝善心人士熱心贊助！

感謝工作人員用心協助！

褚恩樂
…………………………………………………

這次是我第四次來到鄭豐喜頒獎典禮，很感

謝基金會在我大學四年來給予我很多幫助，

讓我面對自身的疾病，也能一個人靠自己的

力量完成學業，就像乘風破浪一樣～

李欣恬
…………………………………………………

非常感謝所有為鄭豐喜基金會付出的好心

人們 ^^ 可以感受到您們的用心，及致力

improve 無障礙環境的決心，萬分感謝！

蔡欣妤
…………………………………………………

很高興今日參與鄭豐喜的活動，整場活動的

動線及主辦工作人員都令參與者非常舒適，

期待下次的！

卓旻萱
…………………………………………………

很高興時隔一年又回到鄭豐喜基金會這個大

家庭，儘管在這個艱困的一年，還是如期舉

辦，感謝所有辛苦付出的同仁。

也感謝今年基金會頒發獎學金給我，並且邀

請我回來參加，希望以後有機會還能再來。

整個典禮安排了許多活動，並且進行的很順

利，感謝所有幫忙的人員，還有提供許多禮

品的善心人士 / 企業，謝謝！

邱志漢
…………………………………………………

今年升上四年級，也是最後一次申請大學部

的獎學金，感謝鄭豐喜基金會提供了肢障獎

學金，幫助更多肢障人士努力不懈，再次感

謝鄭豐喜基金會對社會的貢獻。之後大學畢

業後考上研究所一定會再申請鄭豐喜獎學金。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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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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萱
…………………………………………………

謝謝鄭豐喜基金會的肯定，不但頒發獎學金，

還邀請我來頒獎典禮，我倍感榮幸。

第一次受邀來典禮，經過前面的流程，讓我

對基金會有進一步的認識。

真的很感動也很感謝所有幫助我們的人。希

望下次還有機會能受邀，我一定會更加努力

的，感謝～感謝～

廖家頡
…………………………………………………

非常榮幸此次獲頒甲等獎學金，誠摰感謝鄭

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提供獎學金獎學金給

予肢體障礙的學生，鼓勵著我在學業上努力

爭取好成績！

很開心能得到這份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於

我的家庭來說很重要幫助很大。因為身體的

不便，求學之路比一般同學走得艱辛，在生

活上、學習上借助許多輔具來使我更加便利

些，但這些輔具、設備的花費也造成了家裡

不小的負擔。

所以求學期間我很努力爭取好成績，期望能

達到獎學金申請門檻，獲得獎學金以減輕父

母的經濟負擔，不要讓我在學習上造成父母

另一個種擔。因此，能夠獲頒此筆獎學金對

於我及我的家人來說猶如雪中送炭。

劉立凱（劉瞬杰代筆）
…………………………………………………

感謝基金會的肯定，這是第二次來參加頒獎

典禮。看著基金會的用心，每年為我們舉辦

這個活動，像今年有陳老師的歌唱，華人工

商協會美女的舞蹈，還有明星班先生的柔情

鼓勵。

看著各行各業的菁英，無私的奉獻，不僅提

供財力贊助，還有滿滿的愛心，今天也很幸

運的得到楊老師的氣功加持，感覺很舒服，

希望並期待以後我也有能力來奉獻我的所能。

蔡郁萱
…………………………………………………

謝謝基金會每年用心舉辦獎學金頒獎活動，

謝謝基金會給我的肯定，不僅給於我莫大的

鼓勵，也幫助了我們不用為了一些日常費用

而擔憂，讓我能專心唸書。有了這筆獎學金

我也能夠買一些自己喜歡的課外書及教材。

每年參加這個活動不僅是來受獎而已，總有

一種回家的感覺，一種家庭的聚會，謝謝基

金會的每一位叔叔、阿姨給於我滿滿的愛。

祝福每一位叔叔、阿姨，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109 年度「鄭豐喜獎學金」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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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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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申請（本會官網公告）

「鄭豐喜破浪勇者獎」琉璃獎座

主審郭英釗董事、列席董事們（右排）
本會無障礙行動總監林文華與歷屆破浪勇者（左排）

「鄭豐喜破浪勇者獎」郭英釗董事（右） 主審，李張美鳳
副董事長（左）陪審。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

獎」評審會議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

獎」經本會郭英釗董事推

動增加一位名額並捐款十

萬元，專款運用於本年度

破浪勇者獎金兩名，每名

五萬元。

英釗董事以綠建築（台北

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盛

名建築界，本會以推動無

障礙環境建設為己任，英

釗董事德高望重於此可見

初心！ 

由林文華總監提名初審，

主審郭英釗董事及列席董

事們共同決審，評審會議

中肯定陳明里先生及吳秋

芬女士他們在「無障礙環

境推展」上的付出，歡迎

加入本會破浪勇者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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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推薦人：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推薦書

提名初審：本會無障礙行動總監 林文華先生

推薦理由：

候審人 1：陳明里先生

推薦理由：本身是顏面損傷的陳明里先生，深切體

會身障朋友生活上所受到的種種不公平與歧視，早

年就積極參與社會公益為爭取身障者各項權利不時

走上街頭；也因此我們相互認識至今已是很長很長

的時間，他是身障界長期猛戰友。

也因各項抗爭活動一直都有不少的肢體障礙朋友相

互配合，讓明里兄一腳踩進無障礙環境的推動工作。

有系統的理解與四處勘檢提供相關見解給當局，對

肢體障礙朋友「環境無障礙」來說是一大助益；另

一方面，參與法規修訂的各項會議我們也是常有搭

配合作的愉快經驗。

經與俊麟兄討論後，我們決定推薦陳明里先生接受

基金會今年的「破浪勇者獎」，以獎勵明里兄長期

推動無障礙環境的耀眼成績。

候審人 2：吳秋芬女士

推薦理由：閱讀去年同學們的論文《出國旅遊可讓我們的人生色彩更豐富》，

清楚了解到出國旅遊對肢體障礙者來說不見得是舒壓或輕鬆愉快的休閒活

動，反而會是一件未知難度的挑戰或害怕擔心。

今年我想推薦吳秋芬小姐來領受這個鼓勵獎項，她不是職業領隊但對「肢

障旅遊」來說絕對是專業不論國內外。我個人也是跟著她的引領，走遍台

灣各地；更讓我見識到出了台北都會，肢體障礙者行的權利是如何被剝奪

或歧視，讓我在推動無障礙環境課題上不會用發達都市觀點看正個台灣。

有幸，也幾次跟上她到發達國家 Google-map 自由行，親身感受異國障礙

者的生活處境；也大大排除對出國旅遊的無數問號。

總是無視任何回報或掌聲的吳秋芬小姐，從另個角度來說對無障礙環境推

動貢獻頗大。

「鄭豐喜破浪勇者」
琉璃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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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頒獎典禮

109 年度 11 月 29 日頒發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得獎人陳明里先生、

吳秋芬女士由本會吳繼釗董事長、郭英釗董事頒發琉璃獎座及 5 萬元獎金。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由本會吳繼釗
董事長（右）頒贈琉璃獎座及 5 萬元獎金給
得獎人陳明里先生（左）。

陳明里先生

現任 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專

案經理 / 辦公室主任

最能代表破浪勇者的歌《愛拚才會贏》陳宇仰
老師（右）與台北市南雅扶輪社好友們一起合
唱。

郭英釗董事（左）和台北市南雅扶輪社好友們
為同學獻唱。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由本會吳繼釗董事
長（左）、郭英釗董事（右）一同頒贈琉璃獎座
及 5 萬元獎金給得獎人吳秋芬女士（中）。

吳秋芬女士

現職 東南旅行社（無障礙旅遊）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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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開辦「鄭豐喜破浪

勇者獎」至今年是第四

屆，獲獎勇者與本會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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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浪勇者團隊

林文華 現任 鄭豐喜基金會 無障礙行動總監暨資訊作業總監

黃俊男 現任 鄭豐喜基金會 身障權益行動總監

劉俊麟 現任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

林君潔 現任 社團法人臺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

周淑菁 現任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理事長

陳明里 現任 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專案經理 / 辦公室主任

吳秋芬 現任 東南旅行社（無障礙旅遊）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合照。
前排左到右：林文華總監、吳秋芬女士。
後排左到右：何祖瑛執行長、劉嘉琪董事、陳明里先生。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與本會董事們、貴賓合照。

第四屆「鄭豐喜破浪勇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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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業務大事記

109年 8-12月

參與公益業務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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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環境探討

已經整整一年，回想這一年真沒想到我的生活已被改變這麼大了。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是一個身體強健的肢體障礙者，但我的活動力算並

不算小。由於身體還不屬於多病的人，不知不覺也漸漸覺得年齡增⾧體力衰退

相當大，也有血壓偏高的問題。

在以往，我一年之中總離不開感冒個兩三次，當然看診吃個藥就能順利恢復；

但過去這一年裡我非常非常害怕感冒，因為我一感冒難免會發燒，而周遭診所

環境障礙嚴重，通常讓我必須到台北的醫院看診。

問題來了，疫情期間如果我發燒，恐怕火車捷運都別想搭！那怎辦？

所以我這一年來，衣服總是多穿以防著涼或風襲；秋冬天來每天戰戰兢兢不敢

挑戰低溫，外出還帶暖暖包，連鼻塞都不讓發生。

肢體障礙者最頭疼的就是冬天逃不過四肢冰凍問題，這一年我盡量少出門但寒

流來時在家裡手腳還是會冰冷呀！

幸好我去年底不惜成本「提前部署」，把家裡所有冷氣機都換成冷暖型的，荷

包大傷有點心疼。至今來了一兩波寒流，我全天開著暖氣睡覺也不擔心，尤其

洗澡安全多了。

平常吃的問題，我算有點計較，不太會亂吃。之前有點想不通，為什麼那麼多

人喜歡叫外賣送食，還得付出多點金額。

現在沒辦法了，坦白說和以前比起來算是有點亂吃了，常覺得能度過這餐就

好，當然也只好接受每次不同的陌生人送食到家。

還好，我已經長時間適應網路購物習慣，必需品添購還

不算大問題。

以上是我個人的部分生活分享，並不能參考到每個肢體

障礙者的身上，我非常擔心其他朋友的生活問題；尤其

城鄉差距大，這一年全台恐怕障礙者的故事不算少，但

這種問題通常不會引起媒體關注呀！還有，無障礙環境

大概也被政府給忘光光了吧，總是聽說防疫優先！

我們祈求上帝，讓這樣的生活趕快過去，障礙者的居家

生活已是寒冬中的寒冬。

因為疫情，我的生活被改變了！
林文華 鄭豐喜基金會 無障礙行動總監暨資訊作業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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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台北捷運不再引導協助肢體障礙者，經俊男提案又媒體披露，北捷從

善如流，繼續恢復服務障礙朋友。

今晚小女因腳傷，向北捷借助輪椅，原是另一位不熟悉台北車站無障礙動線的

清潔同仁服務，但另一位清潔服務的大姐，自願接手協助，因為她說：「我熟，

我來！」，且好聲好氣，態度親切，雖然依照規定，只能服務到台高鐵處（建

議以後可服務至機捷）我們還是很感謝這位大姐 !

熟料我們到台北車站值班站長室，請他開電梯，讓我們從地下一樓前往機捷，經

再三溝通，站長室人員依然口氣很和平，結果很拒絕（白話叫做，死都不願意）。

他說：「我每天這樣走，很安全的」

這兩張照片，就是站長室人員口中，很安全的 ?

台鐵啊！台鐵！何時才願意進步呢？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台鐵何時才願意改善啊?
黃俊男 鄭豐喜基金會 身障權益行動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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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夢想，而我的夢想是旅遊，但

夢想歸夢想，坐輪椅之後深覺受限許多，

只要有一小階都是我們的障礙，觀景台上

不去，美食餐廳進不了，但這幾年在好友

相陪下，我們用行動去克服障礙，飽覽四

季不同的美景，春天的櫻花，夏天的稻香，

秋天的楓葉，冬天的雪景，每個季節都有

它的美！我也希望能帶更多的好友繼續旅

遊，完成大家的夢想 ~~

旅行令人著迷，無論是一個人，一段旅途，

或一個夢想！

無障礙旅遊

旅行之美
吳秋芬 東南旅行社

日本姬路城天守閣

日本東京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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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桌子設計，其實蘊藏著不簡單地人文關懷與面對高齡化社會趨勢，日愈

增多的障礙使用者的產品（通用）設計值得嘉許與鼓勵，期盼有更多的生活產

品（通用）設計能夠普及化於市面上，讓不同的需求者（障礙或非障礙者）都

能夠獲得有尊嚴地享有生活上的公平對待。

過去（現在 ING.）常見的桌子（餐桌、化妝桌或工作桌）設計對於障礙者是

相當的有障礙的，換句話說就是無視於一些人的需求的（社會參與活動），導

致於造成輪椅族障礙者要去餐廳用餐，要

去喝咖啡，要去職場工作，在居家化個妝，

進行社交生活，男女交往談戀愛等皆不可

得，皆造成或多或少的內心苦惱與不方便、

哀怨之處！

如果每一家的餐廳都能夠設想周到思考到

不同的客人對於餐桌的需求樣態，設計出

通用設計的用餐環境設施設備提供給消費

者，才是真正的無障礙社會情境，實現無

障礙生活環境於當下，讓每一個人都能夠

想去那裏就能去那裏的生活流動處遇。

這一張桌子的設計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然而其可貴之設計（重點）就在於桌腳下

方中央的固定橫桿（結構平衡支撐點）位

置於無障礙處，一來讓輪椅的踏板有足夠

的容納空間不受深度的限制，二來桌子的

淨高度（桌面底板）在 75-80 公分之間適

宜輪椅（把手高度）合宜出入且少有障礙

的空間限制。

總之，有關室內的餐桌、咖啡桌、小吃桌、工作桌、會議桌；有關戶外的風景

區、景點、烤肉區、露營區、流動攤位等等設備（可移動的）、設施（不可移

動的）皆是如此的以人文為先、以人為本設計，讓所有的消費者、使用者皆可

及性、可接近性，這才是真正平等的友善社會與實現無障礙生活世界。

設計不難，難在設計者及施作者是否有思考到以使用者（不特定對象）為中心

的產品（通用）設計。

陳明里 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專案經理辦公室主任

簡單的桌子設計，其實蘊藏著不簡單的關懷

無障礙檢測委員會 

桌子下方騰空方便輪椅者出入餐桌或辦公桌
的產品 ( 通用 )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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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義賣書展—台北、桃園書展花絮

小休片刻，接續第 74 期無

障礙雜誌書展花絮報導，9
月中旬來到第四場義賣書展

台北場，感謝新光三越台北

A9 館的支持，給了我們既

寬敞又舒適的環境，讓所有

的書迷、會員能在一個舒適

的環境慢慢挑選自己所喜愛

的書。

10 月中旬接著在桃園辦義

賣童書特展，謝謝新光三越

桃園大有店同仁傾力幫忙，

也讓桃園的童書媽媽們能就

近找到喜愛的好書。

在疫情之下，優質的環境戰

勝了疫情，熱情的媽媽們、

書迷們、因為有你們的愛心

支持，我們的義賣書展才可

以順順利利的完成，期望大

家能繼續的支持【鄭豐喜義

賣書展】，感謝所有參與書

展愛心人士。

台北義賣書展新光三越 A9 館會場

桃園義賣童書展會場

桃園五折義賣童書展

展出：10/17（六）～ 11/01（日）

會場：新光三越桃園大有店 7 樓

109 年義賣成績：NT$384,079（未扣除成本）

台北五折義賣書展

展出：9/16（三）～ 10/11（日）PM17：00 止

會場：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館 9 樓

109 年義賣成績：NT$2,236,973（未扣除成本）

愛心結緣五折義賣書展

感謝百家參展出版社支持義賣書展愛心奉獻

感謝 109 年度五場義賣書展場地贊助單位

（台中）日曜天地 OUTLET ︱（台南）新光三越台南中山店 ︱（高雄）大統百貨︱

（台北）新光三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9 館︱（桃園）新光三越桃園大有店

全力支援本會義賣書展

110 年度鄭豐喜義賣書展已開展，請於官網查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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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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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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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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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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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 QR Code
申請單腳鞋會員



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鄭豐喜歲末餐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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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張美鳳副董事長體恤員工的辛勞，1/29 在燚個人鴛鴦鍋餐廳舉辦歲末餐會，

招待基金會員工、義工、破浪勇者團隊並贈送每人一份伴手禮～貝恩全套保養

系列，真是開心！謝謝副董事長的愛護，全體員工獻上金鑽蘭花，感謝副董事

長的厚愛，也祝福副董事長新的一年身體健康 ! 財源滾滾！

本會知名美女書法家楊玉如董事，現場贈給在場所有人親筆書寫的《福到平

安》小春聯，讓大家感受到濃濃的年節氣氛。

用餐後董事們還為大家準備抽獎紅包，更讓我們體驗 BIG 大抽獎的緊張感……

每人都想抽到大獎啊！哈哈哈。

餐會在歡樂的氣氛下進行，溫暖又愉快，謝謝董事們的照顧，台北書展 2/4 在
新光三越信義天地 A9 館開展，大家全力以赴，為幫助肢障朋友們努力加油！

鄭豐喜基金會歲末餐會

何祖瑛執行長、郭英釗董事、王雪沼董事、
熊瑞香董事、李張美鳳副董事長、楊玉如董
事參加餐會（從左到右）。

破浪勇者團隊、義工與董事們合照。

基金會員工合照。 第一大獎 3,000 元紅包，由劉俊麟抽中。

歲末聚餐每人 700 元左右，李張美鳳副董事長請客，

紅包抽獎由全體董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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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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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養清寒肢障者家庭子女」助學金
民國 95 年開辦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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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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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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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祖玫

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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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4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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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戶     認養助學金： 每戶 3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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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清寒優秀肢障學生」助學金
民國 94 年開辦

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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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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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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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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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認養清寒優秀肢障學生」助學金入選名單

受認養人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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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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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養貧困圖書室」
民國 91 年開辦

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110 年度慈善活動開始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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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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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認養請洽詢 02-275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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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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義的朋友
109年度 8月 ~12月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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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8 月～ 12 月慈善活動

※按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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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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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推行無障礙環境的雜誌

期

郵政劃撥帳號：0111760-3 
兆豐銀行帳號：04209-8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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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