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關懷及回饋 

本公司自 2010 年起即參與企業社會公益活動，透過相關團體深入瞭解社會需

求，積極關懷及協助弱勢族群。每年度不僅參加公益課輔服務，並多次捐助款項給

育幼院、家扶中心、偏鄉學童寒暑假期活動等，同時也鼓勵員工用身體力行的方式

具體實踐社會責任。 

以下是本公司歷年社會關懷事績： 

1. 物資捐贈 

自 2015 年  12 月起，公司透過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持續將每月

兩次拜拜活動後之米、食油、餅乾、罐頭等祭品，托付予文化里張里長，  

請里長代轉發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以期略盡回饋照顧鄉里之責。  

2. 社團活動經費贊助 

本公司長期資助桃園地區瑞原小學弱勢學童教育及社團活動，如：贊助低

年級扯鈴社團、中高年級科學團康活動等經費，以期學生能於讀書之外，  

同時透過實際操作奠定趣味學習的基礎，並能強健體魄養成運動習慣。  

3. 閱讀書籍贊助 

本公司關心教育城鄉差異，自 2014 年  9 月起與天下雜誌合作參加中壢地

區小學圖書計劃，贊助桃園市中壢區 24 所小學，每校 3~4 年級每班一份

雜誌，期盼學童透過閱讀累積知識，同時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養成好品格。 

4. 關懷弱勢兒少 

(1) 每年 2 次參與捐款弘化育幼院急難救助金(2012 至 2015 年)。 

(2) 持續贊助元智大學社服工作隊，針對家庭變故的孩子們，執行睦祥育幼院

每週課輔計畫，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提供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透過正確的

關懷可充實孩子的生活經驗並激發孩子迎向未來生活的期待與希望。  

5. 無障礙數位資源充實計劃贊助 

2015 年贊助國立台灣圖書館”無障礙數位資源充實計劃” 加速數位資源

的製作，有效縮短身心障礙者取得資訊的時間，以提升我國公共圖書館身

心障礙服務的內涵和品質。 



6. 募集愛心捐助有難員工 

本公司 Chip 線同仁因罹患罕見疾病需長期追蹤治療，又身處單親家庭，獨

立扶養兩名未成年子女，在無其它親友可供資助的情況下，單位主管集合

管理處一同召集內部員工募款，募款所得自 2016 年 6 月份起為期 13 個月， 

每月撥款至該員工帳戶，協助其生活開銷，盼這些美意能讓同仁得到更多

溫暖並早日恢復健康。 

7. 賑災捐款 

在天災急難之時，本公司抱以回饋社會的理念，在台南 0206 大地震、高

雄 81 氣爆發生時，公司於第一時間積極投入賑災捐款的行列，協助警消人

員幫助受難者重建家園。 

 

 社會公益實績大要 
 

年 份 內 容 概 述 

2022年 1.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拜

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2. 1月至亨護理之家收容遊民，極缺大量成人冬季夏季衣物供替換。此

活動公告在社團群組後，獲得大家熱烈響應，捐贈家中幾大箱的舊衣，

不但達到舊衣再利用的價值，也幫助遊民  

3. 3月援贈烏克蘭難民物資活動公告在社團群組後，獲得大家熱烈響

應，捐贈家中全新醫療口罩、衛生棉、雨衣、拐杖共計二箱物資，不但

達到國民外交，也幫助烏克蘭逃亡的人民 

4. 8月陽光基金會愛心活動,老窩咖啡愛心中秋禮盒義賣,共計21盒,金額

10,920元全數作為燒傷顏損者重建基金 

5. 11月a.舊鞋救命b.二手牛仔褲回收再創新機 

捐贈家中的舊鞋讓舊鞋及包包,讓這些物資在非洲有新主人,能延續它們的

生命,二手牛仔褲成為環保再製的設計原料,讓木匠的家將廢棄衣物蛻變成

為新的文創良品,做為支持弱勢就業的義賣商品收入,並培育聾啞媽媽與在

地婦女接單製作 

2021年 1.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拜拜祭品捐

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2.愛心社團以行動支持公益活動： 

(1)上年參與「76行者遺體美容修復團愛心募集物資活動」，共募集約40項物資

進行捐贈。 



(2)推動「觀音愛心家園母親節蛋糕團購」，支持弱勢團體。 

(3)參加「自閉症孩童周末籃球體驗營志工團」活動，幫助自閉症孩童融入社會。 

(4)進行「袋我走—塑膠袋減量計畫」，共募集約上百條二手牛仔褲進行捐贈 

(5)與登山社聯合舉辦滿月圓登山淨山活動 

 

 

 

 

2020 年 

1. 贊助華星光通愛心志工社”善牧基金會愛心捐物活動”， 將募集到

物資分別寄送至善牧高雄中心與臺北市松德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2. 贊助華星光通愛心志工社”睦祥育幼院課輔計畫”, 進行課業輔

導，以培育孩子們未來善用所學知識改善生活環境。 

3. 贊助華星光通愛心志工社”桃園愛淨灘活動”，一同為海洋環境

盡一份心力。 

4. 贊助華星光通愛心志工社” 非洲募集救命活動”，透過募集舊鞋得

以幫助東非人民獲得生活上的苦難，免於「沙蚤」的威脅。 

5.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拜

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6. 贊助內壢文化里集會之環保宣導聯歡晚會摸彩活動，增進  

里鄰互動。 

 

2019 年 

1.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

拜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2. 贊助內壢文化里集會之環保宣導聯歡晚會摸彩活動，增進里 

鄰互動。 

 

2018 年 

1.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

拜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2. 贊助內壢消防局義消活動費。 

2017 年 1. 與天下雜誌合作贊助桃園市中壢區小學班級雜誌：桃園市中壢區 17 

所小學 3~4 年級生每班一份，共 278 個班、278 份雜誌；另捐贈桃園市

偏鄉地區 6 所國中 7 年級每班一份共25 班 25 份，總計 303 班 303 份 

2. 長期資助桃園地區瑞原小學弱勢學童教育及社團活動：贊助中高年級

(4~6 年級)扯鈴社團發展計畫經費、及中高年級(3~6 年級)每班一份

天下兒童閱讀雜誌。 

3.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拜

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4. 贊助元智大學社服工作隊”睦祥育幼院”課輔計畫 

贊助內壢消防局義消活動費。 



 

 

 

2016 年 

1. 與天下雜誌合作贊助桃園市中壢區小學班級雜誌：桃園市中壢區 24 

所小學 3~4 年級生每班一份，共 308 個班、156 份雜誌。 

2. 長期資助桃園地區瑞原小學弱勢學童教育及社團活動：贊助中高年

級(4~6 年級)扯鈴社團發展計畫經費、及中高年級(3~6 年級)每班一

份天下兒童閱讀雜誌。 

3. 台南 0206 地震捐款賑災共計 100 萬元整。 

4.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

拜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5. 贊助元智大學社服工作隊”睦祥育幼院”課輔計畫 

6. 贊助內壢消防局義消活動費。 

 

 

 

2015 年 

1. 與天下雜誌合作參加中壢地區小學圖書計劃，贊助桃園市中壢區 24 

所小學，每校一年級、四年級生，每班一份共計  

182 份雜誌。 

2. 參與國立台灣圖書館”無障礙數位資源充實計畫”加速數位資源

的製作。 

3. 本年度共計 24 次參與行動千里村里平安箱活動，透過里長將每月

拜拜祭品捐助給需要的邊緣戶。  

4. 贊助元智大學社服工作隊”睦祥育幼院”課輔計畫。 

5. 本年度共參與 2 次捐款”弘化育幼院”急難救助金。 

6. 贊助內壢消防局義消活動費。 

 

 

2014 年 

1. 贊助桃園縣楊梅瑞原國小無能力繳交午餐費之學童的午餐費、舉

辦科學營。 

2. 贊助輔仁大學醒新社港安原住民友團寒假營隊活動經費。  

3. 高雄 81 氣爆捐款 30 萬元整。 

4. 贊助元智大學社服工作隊”睦祥育幼院”課輔計畫。 

5. 年度共參與 2 次捐款”弘化育幼院”急難救助金。 

6. 贊助內壢消防局義消活動費。 



 2010 年至今 社會公益活動花絮 

1. 善牧基金會愛心捐物活動 
 

2. 睦祥育幼院課輔 
 



3. 桃園淨灘活動 

4. 非洲募集舊鞋救命活動 

 



5. 弘化懷幼院 

 

 

 

 

 

 

 

 

 
6. 北區兒童之家 



7. 瑞源國小 
 

8. 桃園家扶中心 
 

9. 復興鄉-親子故事堡活動 

 



10. 贊助輔仁大學社會服活動 11.創意生活體驗寒假營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