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紀

大 事 紀
1993 年

12 月 由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監事個人發起，向教育

6月

1994 年

2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0 月
10 月

1995 年

1996 年

部登記申請設立，並由林鐘雄先生出任董事長。

設立「東元科技獎」─甄選表揚電機、機械、資訊三大領域
之一流科技人才，每獎項頒發新台幣伍拾萬元整。
頒發「第一屆東元科技獎」。

10 月
12 月 編譯 1994 年「日本科技白皮書」，贈閱國內產官學研各界。
8月
8月
10 月
10 月
1月

與元智大學合辦「新能源工程研討會」。
邀請台大鄭建炎教授主講「吸收式冷水冷氣的新技術」。
應文建會邀請參加「基金會展覽會」。
辦理「第二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雷射與日常生活」
演講會。
設立「東元科技培育獎」獎勵具科學創作潛能之本土中、小
學生。
頒發「第一屆東元科技培育獎」

3月
10 月 辦理「第三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先端情報技術與社
11 月

1997 年

11 月
2月
3月
2月
3月
3月

會變革」、「科技進步與經濟前景」演講會。
彙編東元電機四十年史，並與天下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動力
東元」乙書。
辦理「台灣機電產業競爭力座談會」。
辦理「真心、真我、真精彩」全民心靈改革講座全年共五場。
協辦 YWCA「校園科學教育活動」全年共四場。

「東元科技獎」前三屆得獎人晉見李登輝總統。
頒發「第二屆東元科技培育獎」。
獲元智大學頒贈「熱心教育」之感謝狀。

1998 年

奉教育部指示，召集「研華、耕莘、菊輝、金車、崇善童
軍」等六家基金會，成立「網站工作小組」建構全國文教基
金會網站。
辦理「第一屆少年發明教室」，啟發學童科學創造力。
辦理「第一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推展創意科學教育。
協辦 YWCA「金門小科學家培育營」。
協辦台北縣政府「1997 年東亞企業人高峰會議」。
與工研院合作編譯出版「產業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指針」。
辦理「第四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邁向 21 世紀產業科技
研發趨勢座談會」。
協辦「第二屆基金會暨營造良善生活文化展覽會」。

11 月
12 月 與勞委會合辦「1997 年高級技術人力培訓研討會」。
2月
3月
3月
4月
4月
4月
5月
5月
5月
7月
8月

設立「東元創新科技論文獎」，表揚全國大學科技論文創作
成績優異者。
邀請科學教育專家舉辦「豐富孩子的科學天空」座談會。
頒發「第三屆東元科技培育獎」。
完成教育部「文教基金會網站」召集建構，並配合教育部林
清江部長主持啟用典禮，及發表「終身學習白皮書」。
聯合光寶與研華文教基金會支持藝文團體及推廣藝文欣賞
活動，並透過藝文欣賞活動關懷貧童及國內弱勢團體。
參與「台北親子圖書展」。
獲台北市政府頒贈「推動書香社會促進文化建設有功」獎牌。
協辦 87 年度創意兒童戲劇嘉年華會，推廣兒童創意戲劇教
育，獲華江國小頒發感謝狀。
「動力東元」乙書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金書獎。
與師範大學合辦「第二屆少年發明教室」。
辦理「產業自動化」演講，由日本富士電機副取締役梅里泰
正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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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第二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擴大辦理，以營隊活動之型
態推廣創意科學教育，激發學童之科學興趣。
承辦「教育部 87 年度文教基金會電腦網路研習會」。

8月
10 月 基金會行政組織獨立運作。
11 月 辦理「第五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微機電未來趨勢發
展與展望」演講會。
榮獲教育部推薦並獲頒「87 年度推展社教有功團體獎」。

11 月
12 月 推展社教有功獲李登輝總統及行政院蕭萬長院長召見表揚。
12 月 於中工會青年工程師聯誼會中頒發「第一屆東元創新科技論
12 月

1999 年

3月

3月
3月
3月
3月
3月
4月
4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6月
7月
7月
7月

文獎」。
捐贈國立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學中心四樓「物質科學的世
界」展品更新設備。

7月

東元科技獎第六屆起增設「其他科技類」及「人文類」獎，
每獎項提高為新台幣陸拾萬元整。並決議「第六屆東元科技
獎」頒發電機類、機械類、資訊類、環保類及社會服務類等
五大獎項。
頒發「第四屆東元科技培育獎」。

8月

指 導 中 國 工 程 師 學 會 淡 江 大 學 學 生 分 會 辦 理「 1 9 9 9 全 國
HOMEPAGE 創意大賽」。
協辦女青年會「偏遠地區原住民科學研習營─花蓮」。
協辦元智大學「跨世紀三通資訊傳播學術研討會」。
推展「科技人文關懷倡導年」第一波藝文欣賞推廣活動開跑。

8月

8月
8月
9月
9月
10 月

舉辦年度「第一波關懷貧童 • 豐富孩子的科學天空與藝文生
活」活動。
舉辦年度「第二波關懷貧童 • 豐富孩子的科學天空與藝文生
活」活動。
協辦女青年會「偏遠地區原住民科學研習營─蘭嶼、澎湖」
。

10 月

與勞委會及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合辦「1999 年高科技
人力資源發展研討會」。
教育部指定本會擔任「教育部終身學習列車─科技創新學習
列車列車長」、負責整合相關基金會資源，攜手規劃該列車
相關活動，並召開記者會揭櫫教育部與基金會推展終身學
習理念之決心。

11 月

11 月

11 月
12 月

召開「第六屆東元科技獎」受理申請記者說明會，並開始受
理申請。
舉辦年度「第三波關懷貧童 • 豐富孩子的科學天空與藝文生
活」活動。
「科技人文關懷倡導年」第二波藝文欣賞推廣活動開跑。
協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迎向新千禧太空探奇科學教育
巡迴展」。
辦理「第一屆東元志工培訓充電營」。
教育部「科技創新學習列車」推展小組正式成立，並展開規
劃作業。
以三天二夜之營隊活動型態辦理「第三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
營」，竹東「大聖渡假遊樂世界」贊助協辦。
辦理三天二夜之「第一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營隊活動，
由南投縣草屯鎮中原國小承辦，並由南投縣政府負責當地
營隊活動資源之協調與行政支援。
受教育部邀請以「東元創意科學 DIY」參與台北「終身學習
之旅博覽會」之展覽。
舉行「第六屆東元科技獎」評審籌備會議。
完成教育部「科技創新學習列車」推展小組活動提案作業。
完成教育部「科技創新學習列車」活動提案審查作業。
舉行「第六屆東元科技獎」總評審會議。
教育部「科技創新學習列車」研議規劃 921 賑災活動，並確
立相關籌備事項及網站工作小組之籌備方針。
「科技人文關懷倡導年」第三波藝文欣賞推廣活動開跑，舉
辦「跨世紀真情關懷─東元慈善音樂會」募款所得捐贈「921
集集大地震受災戶」、「財團法人跨世紀醫療促進基金會」及
「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召集教育部「文教基金會聯合網站工作小組」召開「文教基
金會網站」強化功能籌備會議。
集結第一至五屆「東元科技獎」得獎人之成就歷程，出版
「科技人深耕路第一輯」乙書。
辦理「第六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從經濟看台灣未來
發展趨勢」座談會。
假台北聯誼社辦理「寬頻醫療資訊網路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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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教育部科技創新學習列車」以舉辦「創意科學教育為探討
12 月

2000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4月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主題之焦點座談會」開跑，並假師範大學辦理記者說明會。
受教育部邀請以「東元創意科學 DIY」參與嘉義「終身學習
之旅博覽會」之展覽。

2001 年

3月
3月

於新竹實驗中學及台中科博館舉辦兩場「科技創新學習列車
焦點座談會」。
假淡水雙連安養中心辦理「第二屆東元志工培訓充電營」。

4月
5月

假台中科博館舉辦「行動科學博物館啟用」記者會。

假台北晶華酒店舉辦「e 酷爸媽理家有一套徵文比賽」頒獎
典禮暨座談會。
「第四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
假桃園復興山莊舉辦，三天
7月
兩夜營隊活動，以光電科學及童軍教育為活動主題。
「第二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
假桃園復興山莊舉辦，三天
7月
兩夜營隊活動，以網路資訊為活動主題。
11 月 辦理「第七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綠色矽島座談會」，假
來來飯店金龍廳辦理。

由基金會出資支持永和市竹林路榮光育幼院 45 位小朋友在
春節前夕接受年代招待欣賞「迪士尼冰上溜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行動科學博物館」捐贈計劃。
假國立藝術館在全國科展頒獎典禮中頒獎共計十六個團隊
得獎。
2001 年第二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接待家庭計劃」。

由中國工程師學會中原大學學生分會主辦，假台灣科技大
學舉辦「第四屆東元創新科技論文獎」。
7 月 「第五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假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所舉辦，三天兩夜營隊活動，以光電科學及童軍教育為活
動主題。
7 月 「第三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假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所舉辦，三天兩夜營隊活動，以生物科技及環境保護為活
動主題。
9 月 由教育部指導，基金會主辦「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台灣
區選拔賽」。
10 月 偏遠地區兒童創意科學教育營隊於南投縣仁愛鄉平靜國小
舉辦。
「第八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論壇」
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1 月
卓越堂辦理。

假中壢萬能技術學院辦理「創意科學教育種子師資培訓營第
一梯次」。
由教育部指導委辦女青年會與基金會主辦，於澎湖中興國
小辦理「偏遠地區科學研習營」。
由教育部指導高苑技術學院主辦基金會協辦之「寬頻網路與
多媒體世界研討會」。
教導社區民眾簡單基礎上網開辦「酷媽科技親子體驗班」。
由教育部指導結合公共服務資源舉辦「科技創新學習列車聯
合行銷記者會」。
邀請國內創意專家陳龍安教授主講「創意科學教育演講會—
快樂親子飆創意」。
與紙風車兒童劇團合作於中壢藝術音樂廳舉辦「創意科學教
育兒童劇—敲開你的健腦袋」，並邀請桃園縣弱勢團體學童
來觀賞戲劇。
透過網路辦理「e 酷爸媽理家有一套徵文比賽」。

1月

2002 年

3月
3月
4月
4月
5月
5月
6月

舉辦「創意科學教育學習列車共識凝聚諮詢座談會」。
出版「創意科學教育學習列車聯合行銷計劃—資源手冊」，整
合國內「創意科學教育」之資源，並鼓勵社會大眾積極運用。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之一「台灣文學的夢與現實」假成功大學
舉行。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之二「創意思考演講會」假屏東高中舉行。
為推廣養成創意思考之習慣，鼓勵創意思考，塑造創意
文 化 ， 開 展 創 意 新 生 活 ， 假 北 新 國 小 舉 辦「 創 意 啟 發 教
學活動」。
推動全民培養「終身學習、勇於創造」之生活態度，於嘉義
中正大學禮堂舉辦「中區創造力教育推動座談會」。
基金會與智翔電腦合辦「NU 電子資訊網路人才培訓專案」
無線區域網路技術工程師實務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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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0 月
10 月

假桃園復興鄉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辦理「東元電腦網路資訊
研習營」，協助青少年認識電腦及認識網路。
推廣創意科學教育，啟動青少年機器人 DIY 的創意思維，
假台灣大學機械系舉辦「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科學營」。
以光電科學、創意啟發及提昇創造力為主題，假中研院生
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舉辦「第六屆東元寶寶創意科學營」。
由中研院生醫所協辦，舉辦「第四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
。
合併南投縣合作與平靜國小學童於仁愛鄉合作國小舉辦「賽
德克族兒童創意科學營」。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之三「激發創意潛能營造精彩人生」假台
灣大學舉行。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之四「生命的創新與教學的創意」假石牌
國小舉行。
由基金會與東友科技主辦「賽德克兒童參訪高科技廠區專案
活動」，邀請平靜國小師生北遊提供城鄉交流及表演機會。
假金門縣中正國小辦理「金門離島兒童創意科學營」。

10 月
10 月 配合東元廠慶辦理「2002 年奈米科技論壇」，邀請中研院院
11 月

士吳茂昆、何志明、工研院楊日昌副院長及台大牟中原教
授與談。
辦理「第九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科技與人文創新
論壇」。
假總統府前廣場舉辦「創意科學教育學習列車成果博覽會」
。

7月
7月
7月
8月
8月
8月
8月
9月
9月
9月
10 月

12 月
12 月 由東元電機捐贈南投仁愛鄉靜觀部落平靜及合作國小「南投

10 月

1月

11 月

災區羽絨雪衣捐贈活動」。

2003 年

6月

2月
3月
4月
4月
4月

支援童子軍文教基金會假高雄縣佛光山辦理「全國幼童軍
大會」。
舉辦「創造力教育推動策略聯盟」籌備會議。
創造力教育推動志工培訓開始，共計全年 10 次。

「創意教學教案研習活動」開始，4-7 月共計辦理課程 4 次 17
小時。
主 編 教 育 部 文 教 基 金 會 6 7 期「 回 饋 」會 訊 － 創 造 力 教 育
專輯。
舉辦創意女紅志工培訓活動。

11 月

合併南投縣合作與平靜國小學童於仁愛鄉平靜國小舉辦「賽
德克族兒童科學創意體驗營」。
以光電科學、創意啟發及提昇創造力為主題，假中研院生
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舉辦「第七屆東元寶寶創意科學營」。
以生物科技、創意啟發及提昇創造力為主題，由中研院生
醫所協辦，舉辦「第五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
舉辦「創造力教育學習列車共識凝聚諮詢座談會」。
假南港軟體工業園區辦理「東元戲劇創意體驗營」藉由戲劇
來體會創意。
舉辦「創意教學教案評鑑」活動。
假南投縣水里鎮水里商業高級職業學校，針對南投縣小學
教師辦理「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
假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小辦理「布農 & 鄒族兒童科學創意體
驗營」。
假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辦理「創意體驗工作坊」。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之一「閱讀的神經機制」由陽明大學認知心
理研究室負責人洪 蘭教授主講，假台北縣積穗國中舉行。
合併新竹縣玉峰與秀巒國小學童於尖石鄉秀巒國小舉辦「泰
雅族兒童科學創意體驗營」。
配合東元集團廠慶，邀請南投縣仁愛鄉平靜國小、信義鄉
久美國小師生北上提供城鄉交流及表演機會，並於園遊會
中舉行原住民傳統編織飾品義賣活動。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之二「閱讀的神經機制」由陽明大學認知
心理研究室負責人洪 蘭教授主講，假台北縣林口鄉麗林國
小舉行。
辦理「第十屆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暨「基金會十週年紀念
音樂會」。
配合東元科技獎頒獎典禮，邀請南投縣仁愛鄉合作國小、
信義鄉久美國小師生北上，提供城鄉交流及表演機會。
協辦「2003 年教育事務基金會終身學習年會」。

12 月
12 月 與宅配通共同主辦「原夢計畫」，捐贈南投仁愛鄉靜觀部落
平靜及合作國小、信義鄉久美部落久美國小學童 224 份耶誕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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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2 月 出版「創意快遞─創造力教育資源手冊〈2004〉」
12 月 與中華創造學會共同主辦「創意導航 • 挑戰 2008 研討會」
2月
4月
4月
5月
6月
6月
7月
7月
7月
7月
8月
8月
8月
9月

10 月 配合東元集團 48 年廠慶 ~ 歡樂東元科學園遊會，邀請新竹
11 月

召集創造力教育學習列車計十家基金會，假國立台灣科學
教育館七樓提供 72 場次之創意 DIY 工作坊，協辦「第一屆
全國創造力博覽會」，並獲頒攤位創意特優獎金及獎狀。
「創造力教育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4-5 月共計辦理課程 4 次。
與中華創造學會合辦「台港創新教育研討會」，假台北市立
師範學院勤樸樓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
與大眾教育、桂蘭文化藝術基金會共同認養南投信義鄉「布
農兒童合唱團」。
辦理創意教學教案評鑑初審及複審。
假南投縣竹山國小，舉辦二梯為期兩天的「教學創意體驗工
作坊」，4/24-25 及 5/1-2，共計 219 名學員參加。
假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辦理為期三天的「東元資優青少年 3Q
成長營」，7/06-08 共 122 名。
假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小辦理三天兩夜的「布農兒童科學與
音樂創意體驗營」，7/20-24 共計 52 名。
假南港軟體智慧園區辦理為期三天兩夜的第八屆「東元寶寶
科學活動營」，7/16-18 共計 122 名。
假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舉辦三天兩夜的地六屆「東元
創意少年成長營」，7/30-8/01 共計 126 名，其中開放 40 位賽
德兒童免費參加。
舉辦「創意教學教案評鑑」決審活動。
假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舉辦三天兩夜的「東元腦科學
知識成長營」，首創以腦科
學知識為主題的營隊，共計
122 名學員，其中開放 40 位布農族兒童免費參加。
與小天下合辦「科學數學創意教學研習會」，三場分別在台
北市立師範學院、台北縣新莊國小、高雄市三民國中針對
台北及高雄地區的教師免費參加。
創意啟發巡迴演講「閱讀的神經機制」由陽明大學認知心理
研究室負責人洪 蘭教授主講，假南投縣仁愛鄉合作國小及
同富國中辦理。

11 月
12 月
12 月

2005 年

1月
1月

2月
2月
3月

縣尖石鄉石磊、玉峰國小師生北上學習。
假台北圓山大飯店十樓國際會議廳辦理「第十一屆東元獎頒
獎典禮」。
配合東元獎頒獎典禮，邀請南投縣仁愛鄉新鄉國小合唱團
北上與國北師實小城鄉交流及表演。
協辦「2004 年教育事務基金會終身學習年會」，並擔任議事
組組長負責規劃大會議程。
「部落學校師生創意體驗活動」，赴南投縣仁愛鄉靜觀部落
假平靜國小針對合作、廬山及平靜國小，及假信義鄉新鄉
國小針對久美、新鄉及羅娜國小，共計 468 位原住民兒童為
縮短城鄉教育資源落差而辦理。

假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小針對信義鄉教師舉辦「數理提升信
心活動－部落教師研習會」。
與中正大學語言所合作，假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原住民活動
中心及新鄉國小分別辦理三天二夜『部落青少年實力成長活
動 ~ 科學 ˙ 英語 ˙ 藝術創意體驗營』
「中學營」及「兒童營」，
中學營參加對象為信義鄉信義、仁愛鄉仁愛、民和國中合
計 69 人；兒童營參加對象為信義鄉新鄉、久美、羅娜國
小、仁愛鄉合作、平靜、清境國小合計 99 人。
於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新鄉、久美國小舉辦數理信心提升
活動－數學營，為期三天。
與「台北打擊樂團」合作分別假台北市南港軟體園區及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辦理兩場『有一點頑皮音樂會』。
『2005 年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於三月起針對國內較偏遠的
十個縣市的教師，辦理十場二天的研習活動，由國立陽明
大學洪蘭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國內二十餘位教育學者及
專家擔任課程講師，並邀請全省十個縣市政府教育局共同
主辦，參加對象以國中小校長、主任、教師及家長會為優
先。三月份場次：第一場 3/04-05 雲林縣教師研習中心；第
二場 3/11-12 嘉義縣創新教育學院；第三場 3/18-19 彰化縣
溪湖高級中學；第四場 3/25-26 屏東縣屏東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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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月

4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7月
7月
7月
7月

辦理『胡乃元音樂大師班』，於 4/11-22 巡迴九所學校進行
專題演講、個別指導及樂團觀摩。參與學校為台灣師範大
學、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台北藝術
大學、師大附中、中正高中、仁愛國中、民權國小，共計
超過 800 名學生參與。
舉辦『泰雅族兒童科學創意體驗營』，邀請新竹縣尖石鄉秀
巒國小、秀巒田埔分校、玉峰國小、新光司馬庫斯分校前
來台北參加為期四天三夜 (4/18-21) 的營隊。並於 4/19 與台
北市康寧國小辦理城鄉交流，內容包括隨班附讀、才藝交
流表演及寄宿家庭體驗台北都市生活。
第 五 場 及 第 六 場『 2 0 0 5 年 教 學 創 意 體 驗 工 作 坊 』分 別 於
4/08-09 及 4/29-30 假台南市勝利國小及高雄市文府國小辦理。
與中央研究院、大眾教育基金會、桂蘭文化藝術基金會共
同主辦『原住民兒童之夜』，邀請南投縣新鄉國小布農兒童
合唱團、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於中研院活動中心一
樓大禮堂演出，主持人為李遠哲院長，當晚民眾參加踴躍
超過 800 人。次日安排演出團體參訪 101 大樓，陳敏薰董事
長歡喜接待，與原住民的孩子們共創難忘的經驗。
舉辦『布農族＆賽德克兒童科學創意體驗營』，邀請南投縣
信義鄉新鄉國小及仁愛鄉合作國小北上，參加為期四天的
(5/4-7) 營隊。並於 5/6 與台北市胡適國小辦理城鄉交流活動。
第七場『2005 年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於 5/20-21 假澎湖縣
特教研習中心國小辦理。
第八場『2005 年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於 6/03-04 假苗栗縣
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第九場『2005 年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於 6/25-26 假台北縣
錦和高中辦理。
第十場『2005 年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於 7/01-02 假台東縣
台東大學辦理。
假台北市陽明書屋舉辦三天兩夜的「創造力教育推動志工培
訓活動」，共 42 位學員參加。
假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舉辦三天兩夜的「東元寶寶科
學活動營」，共 123 位學員參加。
假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舉辦三天兩夜的「東元創意少
年成長營」，共 119 位學員參加。

8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1 月
12 月
12 月

2006 年

1月

2月

假台北市陽明書屋舉辦四天三夜的「部落青少年科學創意體
驗營」第一梯，並開放 68 位布農、鄒族、賽德克族兒童免
費參加。
假台北市陽明書屋舉辦四天三夜的「部落青少年科學創意體
驗營」第二梯，並開放 50 位布農族青少年免費參加。
9 月 17 日假台北市南港軟體園區辦理第一屆東元獎聯誼
會，特別邀請第一至十一屆東元獎得獎人及歷屆評審委員
計 52 位出席共襄盛舉。
假台北圓山大飯店十樓國際會議廳辦理「第十二屆東元獎頒
獎典禮」。頒贈「特別貢獻獎」予國立陽明大學洪 蘭教授。
並由宜蘭縣立蘭陽戲劇團在典禮中，精緻演出黃春明老師
編導的作品歌仔戲「杜子春」。
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國譽廳辦辦理 2005 年文教基金
會高峰論壇「掌握脈動 ˙ 預見 2020」，共計 69 位出席參加。
假台北市六福客棧二樓福園餐廳辦理「2006 年教學創意體
驗工作坊發展餐會」。
協辦「2005 年教育事務基金會終身學習年會」，並擔任議事
組成員協助大會活動執行。
「2005 部落師生科學 ˙ 藝術創意體驗活動」，假南投縣立文
化中心廣場 / 演藝廳辦理，並邀請仁愛鄉靜、信義鄉共計九
所部落學校共計 600 位以上師生參加本活動。本計畫活動一
為歡樂科學創意體驗園遊會－邀請國內科教專家講師提供
三十個科學 DIY 活動攤位；活動二由台北市民生國小蘇 蘭
老師提供教師創意教學體驗課程；活動三邀請南投縣仁愛
鄉合作國小賽德克兒童舞蹈團表演原住民舞蹈；活動四邀
請到黃大魚兒童劇團演出「小駝背」，並由國寶級文學大師
黃春明老師擔任賞析。
《2006 想像未來．打開新視野》系列「偏鄉青少年實力成長
支持計劃」，假南投縣信義鄉東埔、羅納、愛國國小辦理，
為部落青少年提供創意體驗課程並整建圖書館，共計 255 位
學員參與。
辦理「2006 創造力教育策略聯盟共識凝聚工作坊」，計 13 家
基金會 15 位夥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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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月
4月
4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6月
7月
7月

辦理《2006 想像未來．打開新視野》系列「感恩熱愛生命藝
術創意體驗活動」台東場，共計 600 位偏鄉學童參與。
辦理《2006 想像未來．打開新視野》系列「感恩熱愛生命藝
術創意體驗活動」花蓮場，共計 800 位偏鄉學童參與。
「第一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以《機器人設計》為主題開放受
理報名，共 42 隊報名，39 隊計 154 人符合參賽資格。
「第十三屆東元獎」科技類獎開放受理申請，共計 39 位申請
人角逐。
與法國巴黎銀行、錸德文教基金會、禎祥食品共同主辦之
『原住民兒童之夜』，邀請基金會認養之原住民歌謠舞蹈團
隊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越堂演出，共計 600 位民眾熱烈
參與。
《2006 想像未來．打開新視野》系列「偏鄉青少年花東縱谷
科學創意體驗營」假花蓮縣萬榮鄉萬榮國小辦理，共計 239
位學童參與。
辦理《2006 想像未來．打開新視野》系列「感恩熱愛生命藝
術創意體驗活動」屏東場，共計約 600 位偏鄉學童參與。
與中華電信共同主辦《2006 想像未來．打開新視野》系列
「偏鄉青少年數位學習創意體驗營」，兩梯營隊共計 83 位原
住民學童參與。
辦理「2006 創造力教育推動志工培訓活動」，共 40 位學員
參加。
第二次「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以「健康人生與社會參與」
為主題，假北投春天酒店辦理，參加之得獎人共計 28 位。
主辦「從台灣社會的《現象、亂象及走向》中看 NPO 組織的
經營與發展」非營利組織公益論壇。
「2006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七月起假全省十個縣市辦理十
場工作坊，並邀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共同主辦，共計 1826
位教師及教育工作者參與。七月份場次：第一場 7/3-4 澎湖
縣特教資源中心、第二場 7/6-7 花蓮縣鑄強國小、第三場
7/10-11 雲林縣僑真國小、第四場 7/13-14 宜蘭縣光復國小、
第五場 7/17-18 台東縣台東大學。

8月

2007 年

辦 理「 2 0 0 6 教 學 創 意 體 驗 工 作 坊 」八 月 份 場 次 ： 第 六 場
8/7-8 高雄市文府國小、第七場 8/10-11 台南市光復國小、第
八場 8/14-15 屏東縣東興國小、第九場 8/17-19 彰化縣私立
大葉大學、第十場 8/21-23 台北縣實踐國小。
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
「第十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光
8月
電科學》」，共計 119 位學童參加。
8 月 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第八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生
物科技》」，共計 120 位學童參加。
「第十三屆東元獎暨第一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 機器人競賽
10 月
> 頒獎典禮」假臺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辦理，並於典禮中演出
人文類「社會服務獎」得獎人黃春明先生編導之精緻歌仔戲
「白蛇傳 - 恩情 • 愛情」，共計 507 人出席典禮。
12 月 「2006 部落師生 -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假南投縣政府文
化局演藝廳辦理，計 950 位仁愛鄉及信義鄉部落師生參與。

2月
3月
3月
3月
4月
4月
4月
4月

「96 年教育部終身學習－創造力教育列車」，2/06 假東元大
樓九樓高級會議室，辦理「創造力教育列車活動提案工作
坊」，計 20 家子列車基金會，共 29 人參與。
2007 教育部終身學習列車啟動儀式，結合台北市元宵燈節
慶祝活動，假國父紀念館西側迴廊辦理。
「2007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三月起假全省十個縣市辦理
十場工作坊，共計 2013 位教師及教育工作者參與。第一場
3/31-4/1 屏東教育大學教師研習中心。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屏東場假縣立文化中心藝術館辦理，計 750 位師生參與。
第二場「2007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4/21-22 假台東大學
辦理。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台東場假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辦理，計 630 位師生參與。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營」
共七場，第一場假高雄縣龍星國小辦理，計 220 位學員；第
二場假台東大學辦理，計 85 位學員。
「第二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延續《機器人設計》主題開放受
理報名，共 31 隊報名，28 隊計 153 人符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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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養方案

偏遠教育支持
計

畫

4月

「第十四屆東元獎」科技類獎開放受理申請，共計 44 位申請
人角逐。

5月

第三次「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以「掌握趨勢與促進社會參
與」為主題，假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辦理，參加之得獎人
及眷屬共計 60 位。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花蓮場假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辦理，計 877 位師生參與。
第三場「2007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5/19-20 假花蓮教育大
學國際會議廳辦理。
與法國巴黎銀行、錸德文教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
CFP. CLUB 理財規劃顧問師俱樂部、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及禎祥食品共同主辦之『原住民兒童之夜』，邀請基金會
認養之原住民歌謠舞蹈團隊假台灣中油大樓國光廳演出，
共計 950 位民眾熱烈參與。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
營」，第三場邀請 120 位南投縣部落師生至台北市吳興、博
愛、三興國小參與營隊並進行城鄉交流；第四場假花蓮教
育大學辦理，計 80 位花蓮青少年參與。
辦理「2007 創意青年成長計劃」，共 24 位學員參加。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7月

8月
8月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
營」，第五場假雲林縣教師研習中心辦理，計 85 位雲林青少
年參與。第六場邀請花蓮縣吉安國中青少年至台北市陽明
書屋及台灣科學教育館參與營隊並進行城鄉交流，計 80 位
學員。
第四場「2007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6/2-3 假雲林縣教師研
習中心辦理。
「2007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七月分場次：第五場 7/2-3 宜
蘭 縣光 復 國 小 、第 六 場 7 / 9 -1 0 苗栗 縣銅 鑼國 小 、 第 七 場
7/12-13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燕巢校區、第八場 7/23-25 台南縣
大灣高中。
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第十一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
《生活科學》」，共計 80 位學童參加。
「2007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八月分場次：第九場 8/2-3 台
中縣明道中學、第十場 8/6-7 彰化縣和群國中。

9月
10 月
10 月
11 月

11 月
12 月

2008 年

3月
4月

4月

《2007 關懷原鄉青少年》系列「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
營」，邀請花蓮縣富里國小 80 位青少年至台北市陽明書屋及
台灣科學教育館參與營隊並進行城鄉交流。
「96 年教育部終身學習－創造力教育列車」，10/5 假東元大
樓九樓高級會議室，辦理「活動行銷專業成長工作坊」，計
19 家子列車基金會，共 25 人參與。
與 工 商 協 進 會 、 許 遠 東 基 金 會 共 同 主 辦「 茉 莉 義 方 二 重
奏」，假國家音樂廳舉行，全場幾近滿座，所得盈餘全數捐
贈許遠東基金會做為音樂教育之基金。
「第十四屆東元獎暨第二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機器人競
賽）頒獎典禮」假臺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辦理，並於典禮中
演出國光劇團京劇「美猴王」，獲得熱烈回響，共計 560 人
出席典禮。
「2007 全國教育基金會年會系列活動 -『學習 • 行動 • 愛地
球』節能減碳大展」，11/29-12/16 假臺灣民主紀念館辦理，
成功創下 14,000 位社會大眾參觀。
「2007
『部落師生 • 歡樂耶誕』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由
禎祥食品、龍顏基金會等支持，假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辦理，計 1090 位南投縣仁愛鄉及信義鄉部落師生參與。
「2008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三月起假全省十一個縣市辦理
十一場工作坊，第一場 3/29-30 假屏東教育大學教師研習中
心辦理。
《2008 創造力教育推廣及深化活動》系列 < 花蓮場 >，與在
地昱華教育基金會共同主辦，活動包含 4/10「 偏鄉兒童科學
與創意體驗營 - 萬榮梯」於花蓮萬榮鄉萬榮國小，4/11「 生命
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於花蓮縣立文化中心，4/12-13「 教學
創意體驗工作坊」、「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營 - 花蓮梯」
於花蓮教育大學，計 1308 名花蓮縣青少年、教師及教育工
作者參與。
2008 教育部終身學習列車啟動儀式，以「魅力學習 ˙ 看見未
來」為主題，假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舉行，計有 9 部學
習列車、45 個學習工作坊、8 項藝文表演，超過 5000 位社
會大眾參與，本列車服務人次超過 1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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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第四次「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以「立足台灣 • 放眼世界」
為主題，假礁溪老爺大飯店及龜山島辦理，參加之得獎人
及眷屬共計 60 位。
「第十五屆東元獎」科技類獎，首次開放網路受理申請，共
計 57 位申請人角逐。
「第三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以《Green Tech》為主題，開放
大專院校學生組隊報名，共 28 隊報名，計 106 人符合參賽
資格。
與錸德文教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龍顏基金會、光泉
文教基金會、法國巴黎銀行、CFP.CLUB 理財規劃顧問師俱
樂部、禎祥食品公司、南京資訊公司及首都客運公司共同
主辦之『2008 原住民兒童之夜』，邀請基金會與企業團體共
同認養之七所原住民歌謠舞蹈團隊假台灣中油大樓國光廳
演出，計 1000 位民眾熱烈參與。
「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營 - 台北梯」，邀請 270 位南投、
屏東及台東縣部落師生北上，由台北市信義區七所國小擔
任接待家庭，進行城鄉交流及營隊課程。
「2008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屏東場假大仁科技大學活
動中心辦理，計 1287 名屏東青少年及教師參與。
《2008 創造力教育推廣及深化活動》系列 < 雲林場 >，與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共同主辦，5/17-18「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
坊」、「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營 - 雲林梯」於雲林縣教師
研習中心辦理，計 335 名雲林縣教師、教育工作者及青少年
參與。
《2008 創造力教育推廣及深化活動》系列 < 高雄場 >，與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共同主辦，5/31-6/1「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
坊」、「偏鄉兒童科學與創意體驗營 - 高雄梯」於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燕巢校區辦理，計 412 名高雄縣教師、教育工作者及
青少年參與。
「2008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台東場假縣立文化中心演
藝廳辦理，計 963 名台東青少年及教師參與。
支援 2008 教育部社教館所「驚艷 • 仲夏 • 學習趣」宣傳活
動，假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戶外廣場舉行。

7月

「2008 教學創意體驗工作坊」七月份場次：第五場 7/1-2 台
北市吳興國小、第六場 7/2-3 宜蘭縣凱旋國小、第七場 7/7-8
苗栗市聯合大學、第八場 7/10-11 台中縣明道中學、第九場
7/14-15 台南縣大橋國中、第十場 7/17-18 嘉義縣協志高中、
第十一場 7/22-23 彰化縣中州技術學院，全案完成，計 2223
名教師參加。
7 月 「第三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Green Tech」初審假台北喜來登
飯店舉辦，14 隊晉級決賽。
7 月 第十二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課程以《節能減碳》為主
題，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計 101 位學童參加。
8 月 第十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課程以《節能減碳》為主題，
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計 119 位學童參加。
8 月 「第三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Green Tech」決賽假台灣科技大
學國際會議廳舉辦，14 隊參賽，共計 130 人參加。
9 月 「歡度中秋 - 探訪部落學校」於 10~12 日探訪南投、屏東、台東
認養學校，並提供鋼琴、邦笛、小提琴等音樂會，以及魔術
表演等教育活動，12 所學校參與，計 1280 位師生出席。
11 月 「第十五屆東元獎暨第三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
競賽）頒獎典禮」假臺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辦理，並於典禮中
邀請認養學校原住民兒童（親愛、東埔、武陵、合作、南和
及泰武國小），展現歌謠舞蹈認養成果。
「基金會十五週年晚宴」
假台北世貿中心聯誼社舉行，邀請
11 月
捐贈人、認養人、認養學童、專家學者、評審委員、得獎
人、講師等出席與會，計 100 人參加。
「2008
『 部落師生 • 歡樂耶誕』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12 月
假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及演講廳辦理，預計 1000 位南
投縣仁愛鄉及信義鄉部落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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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月
4月

4月
5月
5月

5月
6月

6月
7月

「2009 原鄉科普教育種子師資培訓計畫」假三個縣市辦理六
場研習，第一場：3/7-8 苗栗市福星國小教師研習中心、第
二場：3/21-22 南投市康壽國小視聽中心。
「2009 符合大腦功能教學的師資人才培訓計畫」四月起假
四個縣市辦理七場研習，第一場校長研習 4/10、第二場教
師研習 4/11-12 假花蓮市鑄強國小辦理，第三場校長研習
4/24、第四場教師研習 4/25-26 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辦理。
「2009 原鄉科普教育種子師資培訓計畫」第三場：4/11-12 屏
東縣光華國小教師研習中心。
「2009 符合大腦功能教學的師資人才培訓計畫」五月份場
次：第五場校長及教師合班研習 5/2-3 假澎湖縣特殊教育資
源館辦理。
「Pay it forward－感恩與傳遞音樂會」與南京資訊（股）公司
共同主辦、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竹東鎮樹杞林客
家文化協會協辦，假三個縣市辦理三場音樂會，第一場：
5/4 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第二場：5/5 新竹市文化局演藝
廳、第三場：5/9 竹東鎮大同國小，計 2600 位民眾參與。
5/27「創意快遞電子報」重新改版發行。
與中國國際商銀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錸德文教基金會、
大眾教育基金會、龍顏基金會、光泉文教基金會、光泉關
懷慈善基金會、法國巴黎銀行、CFP.CLUB 理財規劃顧問師
俱樂部、南京資訊公司、首都客運公司、浪琴表、臺灣中
油公司、中華電信板橋訓練所及台灣高鐵公司贊助之『2009
原住民兒童之夜』，邀請基金會與企業團體共同認養之七所
原住民歌謠舞蹈團隊（親愛、青山、久美、青葉、霧鹿、金
岳及合作國小）共 293 人，假台灣中油大樓國光廳演出，計
1000 位民眾熱烈參與。
「泰武排灣兒童古調歌謠傳唱隊訪歐之旅」於 6/8-16 參訪歐
洲盧森堡、比利時、德國及法國等四個國家，辦理 7 場古調
歌謠音樂會。
5/01-7/15「第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網路受理申請，共
計 39 位申請人角逐。

7月
7月

7月
7月
7月
7月
8月
8月
8月

8月

3/01-7/15「第四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連續兩年以《Green
Tech》為主題，開放大專院校學生組隊報名，共 46 隊報
名，計 254 人符合參賽資格。
「驚嘆號－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
會、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耕莘
文教基金會、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新港文教基
金會及金車教育基金會等 8 個教育部扶植團隊，於 7/8 假玫
瑰古蹟—蔡月瑞舞蹈研究社辦理教育部扶植團啟動茶會。
「2009 原鄉科普教育種子師資培訓計畫」第四場：7/7-8 國立
聯合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五場：7/14-15 南投縣草屯國小視
聽中心、第六場：7/21-22 屏東縣東興國小視聽中心。
第十三屆東元寶寶科學活動營，課程以《節能減碳》為主
題，7/24-26 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計 120 位學童參加。
7/24「第十六屆東元獎」評審籌備會議假台北國賓飯店 12 樓
陶然廳舉辦。
7/25「第四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初審結果確
認會議假新竹國賓飯店舉辦，決議共 15 隊晉級決賽。
「2009 符合大腦功能教學的師資人才培訓計畫」八月份場
次：第六場校長研習 8/4、第七場教師研習 8/5-6 假雲林縣
教師研習中心辦理。
第十一屆東元創意少年成長營，課程以《節能減碳》為主
題，8/14-16 假中央研究院生醫所舉辦，計 118 位學童參加。
「莫拉克颱風災後援助計畫」於 8/13-22 假屏東三地門鄉立體
育館，對大社、達來及德文部落的受災村民與學童，提供
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表演、小提琴鋼琴二重奏、梆笛、銅
管五重奏等音樂會，以及學童課輔活動。
8/29「第四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決賽假台灣
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12 個學校、15 個團隊、127 人
參與決賽。冠軍為聖約翰科技大學－「追火族」，亞軍為成
功大學－「Eco-Spirit 趴趴走的空間精靈」，季軍為雲林科技
大學－「無螢光粉型高效能白光 LED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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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第十六屆東元獎」總評審會議假本基金會九樓會議室
舉辦。電機∕資訊∕通訊科技類得獎人為吳家麟先生，機
械∕材料∕能源科技類得獎人為張豐志先生，化工∕生物∕
醫工科技類得獎人為余淑美女士，人文類獎（新住民服務）
得獎人為阮文雄先生、夏曉鵑女士。
「部落歡樂中秋活動」於 22~23、28~29 日探訪南投、屏東、
嘉義認養學校，並提供台灣銅管五重奏、0105 曾鄭男聲二
重唱、台灣民謠童謠欣賞、梆笛等音樂會，以及科學遊戲
等教育活動，13 所學校參與，計 1200 位師生出席。
9/10-9/11「萬丹鄉莫拉克受災學童城鄉交流教育計畫」與洪
蘭教授、國家文化總會、和欣客運、麥當勞叔叔之家兒童
慈善基金會、長榮海事博物館、國父紀念館、天文科學教
育館、台北信義威秀影城、台北探索館、植物園、教育廣
播電台、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災童城鄉
交流。
第五次「東元獎得獎人聯誼會」以「人文之旅 • 科文共裕」
為主題，假隨意鳥地方觀景餐廳台北 101 大樓 85F 辦理，參
加之得獎人及眷屬共計 80 位。
「博士農場」開張，東元集團黃茂雄會長以《連結感情、促
進健康》，將自己陽明山家後的土地，整建闢成東元獎得主
專屬的菜園和花園
11/07「第十六屆東元獎暨第四屆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頒獎典禮」假臺灣中油大樓國光廳辦理，特別邀請
前行政院長 劉兆玄先生擔任頒獎人。並於典禮中播放深富
教育意義的電影－心中的小星星，展現科技與人文並重的
精神。
「2009 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假苗栗、屏東縣兩場
聯合大學大禮堂及屏東縣中正藝術館辦理，兩場合計 1947
（含教師）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