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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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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間依舊受部分區域衝突影響，多起的天災、人禍，

接連侵擾著許多國家或地區；台灣雖然歷經信仰與政治的因素造成

社會的紛擾，大家依然堅守崗位，遵循既定模式，持續的、有秩序

地繼續向前行。

本會亦秉持瑠公服務社會之精神，在健全的組織與各位董事、

顧問女士先生們的帶領與支持下，持續推動年度相關會務，辦理各

項獎助學金，鼓勵清寒學子積極向學，在家庭遭逢困境或急難時，

適時提供援助，使其能安心，繼續學業；持續培育與農業、水利相

關領域之學有專精研究生獎學金，期能鼓勵學子投身農業相關專業

研究，奉獻所學，造福社會，累積在地農業精進與永續發展之能

量。

在推廣教育方面，結合政府與民間相關組織，持續辦理台北市

各級學校書法教學師資培訓研習；賡續政府教育關懷政策，與台北

市政府教育局共同推行課後書法課程，提供弱勢學童主題式課後學

習與照護之機會，減輕家長負擔；合辦台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

毫大會、全國書法比賽及明宗獎全國書法篆刻比賽；贊助台灣書藝

家參與日本蘭亭書法交流東京展，推廣書法教育，弘揚書法藝術；

推廣品德教育，協辦生命饗宴品德種子教師研習營。

在文教交流方面與本市國民小學共同開設課後照顧班，照護經

濟弱勢學生，弭平學習落差；提供文化不利兒童多元學習。培植體

壇優異選手，參加亞洲運動會羽球男女混合雙打、國際公開賽事，

以前進2020東京奧運為目標。

本會執行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委辦之推廣教育專案計畫，呼

應政府終身學習之教育政策，規劃傳統技藝、語言研習等課程，服務

大眾；並與其灌溉區域學校共同開辦課後主題式照護課程、培育社子

島小小解說員、校際交流等活動，盼能多元照護學子，安定家庭經濟

與生活。

本會辦理多元社教活動，持續提升服務層面的深度與廣度，對

各位先進之指教，時刻省思檢討並適時調整方向，以持續服務與回

饋社會為己任。謹此，感謝本會董事、顧問女士先生們的指導及工

作團隊的努力外，我們將克盡永續服務社會的責任，衷心企盼各界

賢達支持，共同開創永續的未來。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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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錫瑠先生字天錫，福建省南靖縣人，生於清康熙44年（西元

1705年）12月25日。幼時隨父渡海來台，定居彰化，從事開墾。乾

隆元年（西元1736年）北上，卜居中崙，從事興雅庄等地開墾，由

於當時水源缺乏，農田常遭旱災，農業無法開拓。郭公有鑑于此，

決定興建水利事業，勘察地勢，探尋水源。

乾隆5年，郭公動工開圳建埤，導青潭及新店溪水灌溉農田，

歷經千辛萬苦，克服了原住民的抗爭及天然障礙，並將彰化家產全

數變賣，投入開圳工作。在地方人士的支援下，終於完成一條灌溉

台北地區農田的供水大圳，使得旱澇無慮，五穀豐登。乾隆30年11

月18日，郭公終為水利劬勞盡瘁，與世長辭，享壽六十有一，諡

「寬和公」。

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是為永久紀念郭錫瑠先生犧

牲奉獻，興辦水利，造福鄉里的豐功偉績而設立的，以獎助相關團

體或學校績優學子暨舉辦教育文化公益事業為宗旨。創立初期設置

獎助學金，以獎助臺北市立瑠公國中成績優良及家境清寒之學生；

發展迄今，獎助對象已擴及臺北市各公立高中職學校之家境清寒學

子、遭遇家庭急難之助學紓困以及培育與農業、水利相關領域之研

究生獎學金。

除此之外，本會亦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推廣教育事項，結合

產、官、學及相關民間組織，借重其專業知能，主辦、合辦或協辦

「生態教育」、「技能教育」、「書法教育」及「藝文教育」等文

教活動；並以農業發展等相關領域之學術活動為範疇，就「傳承農

業文化」及「自然生態保育」為文化交流之主軸，辦理各項相關文

教交流活動，期以積極推展各項多元化的教育活動，對社會大眾有

著積極與正面的意義，使瑠公無私奉獻的精神發揚光大，偉大的德

業得以延綿不朽！

基金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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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董事、顧問芳名錄

	 董	事	長	 陳 	烱 	松	 顧			問	 林	 榮	 彬

	 常務董事	 林	 濟	 民	 顧			問	 林	 明	 貴

	 常務董事	 林	 錦	 松	 顧			問	 林	 周	 義

	 常務董事	 陳	 龍	 輝	 顧			問	 李	 文	 吉

	 常務董事	 楊	 平	 世	 顧			問	 陳	 柳	 金

	 董					 事	 鄭 	興	 成	 顧			問	 周	 孫	 蝦

	 董					 事	 謝	 英	 美	 顧			問	 薛	 名	 材

	 董					 事	 康	 道	 春	 顧			問	 吳	 春	 美

	 董					 事	 周	 福	 來	 顧			問	 陳	 惠	 民

	 董					 事	 周	 世	 賢	 顧			問	 林	 貴	 容

	 董					 事	 陳	 邦	 賓	 顧			問	 張	 坤	 釧

	 董					 事	 陳	 龍	 男	 顧			問	 陳	 月	 秀

	 董					 事	 劉	 進	 財	 顧			問	 漫	 安	 琦	

	 董					 事	 林	 義	 順	

	 董					 事	 林	 元	 麒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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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設董事十五人組成董事會管理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基金會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業務計畫之制訂及推行。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四、獎助案件的處理與有關辦法之訂定。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六、董事之改選（聘）。

七、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

本會由董事長綜理會務，指揮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處理經常性業務，並設祕

書處，置執行長及秘書各一人，內分下列三組分掌各項業務。

一、業務組。

二、財務組。

三、行政組。

執行長承董事長之命，策訂年度工作計畫並督導所屬員工，推動會務，其職掌

如下：

一、執行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條規定之目的事業。

二、執行董事會決議事項。

三、業務發展研究及業務考核改進事項。

四、所屬員工之考核獎懲事項。

五、各單位之聯繫事項。

秘書襄助執行長處理會務並協調各單位會簽文書及會計憑證之審核簽轉。負責

本會文獻資料彙集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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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組

一、年度事業計畫之釐訂及事業報告事項。

二、辦理有關農業新知之學術研究及推廣教育活動事項。

三、辦理有關農村青年技能教育及資優農村子弟之培育輔導事項。

四、辦理國際文教交流活動事項。

五、辦理台北市立瑠公國中在校生及畢業後繼續升學、就讀國內各級

學校（含研究所）之獎助事項。

六、辦理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員及員工之在學學子獎（助）學金

事項。

七、辦理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師生在學術、文化、教育等各項競

賽活動有特殊傑出事蹟之獎助事項。

八、辦理親職教育、兩性教育及青少年問題諮詢及輔導工作。

九、推展青少年德、智、體、群、美五育活動。

十、辦理母語及多國語言教育工作。

十一、配合政府辦理教育改革事項。

十二、辦理有關在校學生偶發事件亟待支助事項。

財務組

一、基金及運用經費之管理與調度事項。

二、財產之管理、登記事項。

三、年度預、決算及會計、審計事項。

四、財務憑證、帳冊、檔案管理及資料彙集、統計分析、編撰報告事項。

行政組

一、圖記、圖書檔案管理事項。

二、人事管理及有關健保、勞保工作事項。

三、事務管理及出納工作事項。

四、辦理董事改選事項。

五、上級交辦事項。

為推動會務，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員、研究助理、佐理員、辦事員、服務員

各若干人，其編制員額，由董事長視工作需要及財務狀況核定之並列入年度計

畫，提報董事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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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欣賞 全國書法比賽得獎作品

長青組 《特優》

謝朝清 周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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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真 潘 紅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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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溫禧 張有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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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 《特優》

林彥佑 江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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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瑞貞 蘇清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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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彩雲 魏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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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帆 廖完萍



 

17

2019 ANNUAL REPORT

陳小燕 盧育琳



獎助學金

定期召開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108年4月10日、11月15日分別召開107學年度第2學期及108學

年度第1學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各項獎助學金：

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在校生及繼續升學校友之獎助，共核
發獎助學金175人。

臺北市、新北市新店區公私立高中職清寒績優學生助學金，
合計獎助294人。

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員暨員工子弟等獎助學金，合計獎
助731人次。

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由本會選定國內大專院校與農業水利
相關系所研究生推薦申請，合計獎助25人。

紓困助學金

委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學生基金會代為受理申請，本

年共協助家庭遭遇困境或急難之學子39人次繼續學業。

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頒獎暨座談會

本會107學年度第2學期、108學年度第1學期培育專業人才獎

學金分別於5月17日、12月2日，假本會10樓會議室舉行頒獎

暨座談會，會中由陳董事長烱松、林會長濟民、楊常務董事平

世、林顧問榮彬等四位共同主持，就社會發展與生活倫理及瑠

公圳發展現況等與受獎研究生進行座談。

持續發給郭錫   先生後裔獎學金

郭錫瑠先生後裔–郭子菱同學，現就讀屏東大學應用英語系四

年級，本會為鼓勵其努力向學，於在學期間，比照本會獎助學

金獎助辦法規定，持續以專案方式發給獎學金。

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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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2學期獎助學金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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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1學期獎助學金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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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獎助學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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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頒獎暨座談會

107學年度第2學期

108學年度第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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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良		偉	 臺	灣	大	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曾		筠		庭	 臺	灣	大	學	 農業化學系博士班

	 謝		葦		勳	 臺	灣	大	學	 農藝學系博士班

	 林		柏		瑋	 中	興	大	學	 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班

	 王		玉		安	 中	興	大	學	 應用經濟學系博士班

	 黃		偉		翔	 臺	灣	大	學	 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傅		鈺		閔	 臺	灣	大	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田		豐		溢	 臺	灣	大	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

	 潘		敏		琪	 臺	灣	大	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莊		依		奇	 臺	灣	大	學	 昆蟲學系碩士班

	 林		柏		穎	 中	興	大	學	 園藝學系碩士班

	 聶		廷		芸	 中	興	大	學	 農藝學系碩士班

	 涂		景		閎						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1 0 7學年度第2學期

培育專業人才受獎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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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學年度第1學期

	 呂		恬		萱	 臺	灣	大	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博士班

	 許							宸	 臺	灣	大	學	 農業化學系博士班

	 蔡		顓		均	 臺	灣	大	學	 農藝學系博士班

	 劉		宜		君	 中	興	大	學	 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班

	 林		聖		閔	 中	興	大	學	 應用經濟學系博士班

	 張		恆		維	 臺	灣	大	學	 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楊		承		賢	 臺	灣	大	學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班

	 譚		智		丞	 臺	灣	大	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蔡		尚		諺	 臺	灣	大	學	 昆蟲學系碩士班

	 李		冠		欣	 中	興	大	學	 農藝學系碩士班

	 尤		振		豪	 中	興	大	學	 園藝學系碩士班

	 曾		韻		頤						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25



喫水果拜樹頭

                                              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楊平世

「飲水思源頭，喫水果拜樹頭；喫檨

仔，拜戶神頭。」

前半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俗諺，意思

是說一個人必須懂得感恩，要時常感懷上天

的眷顧，有了雨水、雪水，才能在水源頭源

源不斷，顧好源頭，也就不用擔心沒乾淨的

水喝。同樣地，能喫到好吃的水果，要感恩

農民辛苦耕耘，顧好樹頭，才能使果樹正常

開花結果，我們才有可口好吃的水果可吃。

至於後半句是我加上去的，「檨仔」就是芒果，「戶神」是蒼

蠅；為什麼喫檨仔要拜戶神頭呢？因為芒果必須靠蠅類，尤其是俗稱

「金蠅」的麗蠅授粉；大家一向認為蠅類是衛生害蟲，無不想除之而

後快，沒想到在生態系中，牠們的幼蟲會分解動物腐屍，是自然界的

清道夫，變成成蟲後卻是芒果最重要的花媒。如果果農沒有麗蠅的協

助授粉，芒果是無法結好果實的；所以這句話是要告訴大家，麗蠅在

我們住家周遭是騷擾性昆蟲，可是在果園、自然界，牠們是芒果授粉

昆蟲，也是自然界的清道夫；對於麗蠅我們不但不能再心持偏見，也

要體會「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進而要感恩這群常被誤會的昆蟲

會協助果農授粉芒果，讓我們能吃到好吃的鮮芒果、芒果汁，及可口

的芒果冰！

所以，期待大家時時記住這句俗諺，心中常懷感恩的心！！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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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伯仔的功德再造

                                              

如果不是留在原生長地方，生計難以為繼，如果不是還有一顆冒

險犯難的精神，在十七世紀交通十分不便，出門可能遇匪，上船通過

「黑水溝」也可能九死一生，還有也會碰上海盜的風險，有誰願意賭

上性命，到人生地不熟，又多種族的台灣謀生？來自福建漳州的郭錫

瑠家族就是「唐山過台灣」，留下來開發台灣，也影響大台北農業發

展的關鍵人物。

他幼年隨父遷居彰化，1736年再帶著子弟由彰化遷居台北；由於

靠原有陂塘灌溉，難以維生，1739年竟然變賣家產，鑿渠引水，但

卻失敗了！可是他不喪氣，聯合當時大坪林蕭家，終於成功完成瑠公

圳，使當時新店、景美、松山一帶的農地有足夠的水源可用。「飲水

思源」，瑠公的德澤，庇護後人。之後，成立之水利組合、水利會乃

以瑠公為名，紀念這位民間出資，澤被後代的先人。

為了回饋社會，水利會先後成立的病理、農產品產銷檢驗、農業和

社會公益、綠化及文教等五個基金會，長年以孳息支持政府進行農業研

究，病理檢驗，農產品產銷和殘毒檢測，推展農業區、機關、學校、綠

化、美化工作，也長年獎勵農民子弟、清寒學子、培育大專院校優秀人

才的獎學金。造福無數莘莘學子。

除此之外，像台大校園生態池的開挖，舟山路周邊綠化美化、瑠

公圳後續復舊建設及金門生態園區灌排和綠美化工作，全都是瑠公圳水

利會的恩澤。瑠公水利會歷屆會長、會務委員和全體工作人員長年秉持

瑠公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本業發揚光大之外，灌區溝圳土地因都市化獲

利，也同樣挹注在農田水利建設及透過各種基金會從事民間各種公益活

動，這全都是後人秉持瑠公伯仔的精神，再造功德！

可是這個來自私人奉獻的水利會卻從明年起即將「被公有化」，希

望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一定要秉承瑠公無私的精神，持續奉獻社會！

也期待年輕一代的朋友們能效法瑠公不屈不撓的創業精神，越挫越勇，

開創自己前程，將來也能回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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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  新人才
   

                          

前不久，張忠謀應邀在國際扶輪社高峰

論壇以「新世代 新人才」為題的演講中提

到：他在面談高階主管人選時都會問到的問

題是「你為什麼要到我們公司來？」而他最

不想聽到的答案是「我覺得在這間公司有很

多學習的機會」。他認為，高階主管都至少

40〜50歲以上，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應該是

時候要有所貢獻。如果應徵者回答「我認為

在台積電貢獻的機會非常多」，對他來說就

是正確的答案，面談也不會就此結束。他會繼續問應徵者想在什麼地

方有所貢獻？

    這讓我想起以前在職場上有一位長者常常勉勵工作同仁要「找

到自己，站好位置；提升自己，追求貢獻」，要有自知之明，認清自

己有什麼本事，適任什麼工作，更要對自己的職位有清楚的「角色認

知」，認真做「角色學習」，追求「角色的實現」。

    張忠謀在演講中還提到，現在是加速的社會，年輕人要早一點成

熟，不能太慢。將來的社會，成功會比較早，跟他這一代有點不一

樣。因為教育、資訊、知識的普及化提升了全球性的競爭。新人才光

有學校教育、學位、甚至智識都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系統、有計

畫、有紀律」的終身學習。因為工作上所需要的知識，絕大部分都要

從終身學習獲得。而能夠從資料的整理，進到資訊的內部化，並能夠

轉化為知識，再總結成對事物有「洞見」的能力，最終才能真正擁有

「創新」的能力。

錦里慈善基金會 董事長 林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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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這一代年輕人叫屈
   

                          

    每年11月11日，是雙十一大優惠的採購日，當大家正在車拚搶購

的同時，聯合報在當天的頭版大篇幅報導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

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黨員大會中的講演。斗大的標題寫著「台灣愛拚

才會贏的精神減弱」；第二天，聯合報的社論再度以「張善政的憤怒

與李顯龍的警語」為題，指出：「愛拚才會贏」曾經是鼓舞台灣從戰

亂及貧脊中崛起的奮鬥精神，是鼓舞台灣人拎著手提箱走向世界的動

力，但曾幾何時，這個政府不斷拘限人民的腳步…。

    個人親身經歷過「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也眼看著「小確幸」

的偏安和整個國家的衰退。憶往俯今，最大的感傷，竟然是想要為這

一代的年輕人叫屈。

    我年青的時代，經歷過823砲戰，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一連

串的苦難，舉國上下，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奮發圖強，也共享了十

大建設的成就和榮耀。如今，不僅感受不到國家整體發展的目標和方

向，社會的撕裂和內耗，更是令很多年輕人無所適從，甚而失了奮鬥

的志向。

    李顯龍向他的黨員說：在其他許多社會，大家已不再信任政治菁

英，導致民粹勢力宣稱要顛覆體制，翻轉現狀，卻不見得能提供更好

的東西，新加坡不能讓這種大眾和菁英分裂的情況發生，所以必須繼

續秉持高道德標準，對於艱難或不受歡迎的決策，必須坦承，且要實

踐承諾，才能累積民眾的信任，更要為每一個新加坡人創造機會，讓

人民參與國家成長，給予人民對未來的希望，提出並實現「對於未來

的大膽計畫」。我們深切期盼，在我們的國家，也能有這種高瞻遠矚

的領導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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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與本會合辦「迎己亥新春送春聯」活動，

1月18日9時〜11時假醫院門診大廳舉行，旨為配合農曆新年迎新

除舊，增添人員歡樂喜氣，拉近醫院與往來民眾之距離，活動邀

請停雲書法社鄭錦章老師及書法同好現場開筆揮毫，書寫春聯供

民眾索取，並安排台北市民權國小國樂團表演，弦樂書法相伴，

氣氛熱鬧。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本會共同主辦，由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承辦之「2019年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

會」。2月1日~2月17日假國父紀念館文化藝廊舉辦國際書法展，

現場展出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台灣等地書法名家作品145

件；2月17日下午舉行迎春揮毫大會，邀請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鄭司長乃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洪副局長哲義、國父紀念館

梁館長永斐、中國書法藝術基金會連董事長勝彥、中華民國書法教

育學會楊理事長旭堂、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謝小韞女士及本會張執

行長麗華共同開筆揮毫。

持續「教育關懷年」之政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本會續辦「推

行課後書法課程實施計畫」，自本年2月起至109年1月止，分為上

下學期實施，上學期假台北市舊庄國小、大安國小、社子國小辦

理；下學期假台北市三興國小、大安國小、社子國小辦理。實施目

的係為關懷弱勢學童，優先照護中低收入家庭學童，每周課後指導

書法習寫4小時，期能激發學習書法興趣，體驗書法藝術之美，同

時兼顧照護學生課後之安全。

書法教育

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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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己亥新春贈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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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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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書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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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與本會共同主辦，由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承

辦之「臺北市107學年度第2學期及108學年度第1學期中小學書法教

育師資培育研習」，自3月13日～6月19日、9月18日～12月18日假

台北市中山國中舉辦，參加研習教師計186人，持續培訓書法種子

師資，推廣書法藝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長官代表蒞會主持始業式

及結業式，給予學員極大鼓勵。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函邀本會共同辦理「2019中日書法交流

展」，7月2日至7日假東京都美術館2樓第4展覽廳舉行，彙集有日

本、中國、香港、台灣等地書法同好作品共同展出，本會林顧問榮

彬、張執行長麗華、陳組員佳雯代表出席開幕活動。  

文化部、高雄市政府指導、高雄市湖內國小主辦、財團法人南鯤

鯓代天府、書法教育月刊、墨游當代藝文雜誌與本會等單位協辦之

「全國書法篆刻暨印鈕比賽」，分為書法、篆刻與印鈕等組，初賽

採徵件方式；入選決賽：社會組書法類、篆刻類、印鈕，以依規定

格式裱褙、拓印裱褙及原件等再送件方式；學生書法組，則以現場

命題，依式臨寫方式比賽。預計選出：社會書法組、社會篆刻組、

印鈕等前三名、新人獎、佳作、入選等；學生書法各分組等前三

名、優選、佳作等，初賽徵件時間為本(108)年7月15日至20日止，

決賽作品再送件日為10月9日前，現場臨寫比賽日為10月20日，賽

後評選隨即頒獎。得獎作品將於本(108)年12月19日至109年1月16

日假明宗書法藝術館展出。

文化部指導，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與本會等共同主辦之「第39

屆（2019）全國書法比賽」，共分為創意組、長青組、社會組、大

專組、高中組、國中組、高小組、初小組等8組，參賽者來自全國

各地，共計有747件作品參賽，10月30日公布評選特優、優等得獎

名單，11月17日上午假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6樓國際會議廳舉行頒

獎典禮，會後將優勝作品彙編專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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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小學書法教育師資培育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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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日書法交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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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屆(2019)全國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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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依據環境教育法辦理員工環境教育，8月5、6日假台南、高

雄地區、12月4、5日假花蓮地區舉行，參訪漁產品加工場、濕地

生態園區、立川漁場等地，觀察南臺灣、花蓮等地自然生態保育

及農漁業發展現況。

環境教育

推廣教育

本會協辦「臺北市推動語文教育相關人員教育參訪活動」，6月

5～12日前往重慶市田家炳中學等地參訪，雙方就語文教育理論

與實務進行對話交流，探討兩岸語文教育之同異，對於語文教育

品質與教學策略之方案形塑與改進應有助益。

臺北市新生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與本會合辦生命饗宴品德種子

教師研習營，旨希望透過短期且密集的討論及思辨過程，讓參與

培訓的老師們能進一步習得如何思考品德、教授品德，並將其價

值內化，帶回校園，與青年學子們分享。成長營共招收49名兩岸

現職教育、文化相關人員報名參加，活動時間為8月5日至8月8日

假實踐大學高雄院區舉行。

語文教育

品德種子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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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種子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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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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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終身學習課程

本會與台北市泰北高級中學共同辦理終身學習課程，呼應政府終

身學習之教育政策，規劃傳統技藝、語言研習等課程，除保留相

關基金會等人員研習名額外，另以社會人士為招生對象，開辦課

程有書法、日文、水墨書畫等，自本（108）年3月4日至12月30

日，分為春、秋兩期課程，假泰北中學舉行。辦理情形如下：

•書法班 

每周一晚間假泰北中學向榮樓2樓會議室辦理，課程內容為書法

通史介紹、書體簡介、臨摹要領、自運技法與觀摩分享等，規劃

課程32週(96節)，共21人參加研習。

•生活日語會話班

每周三晚間假泰北中學語文教室辦理，課程內容為日常會話進階

介紹等。課程規劃32週(96節)，共24人參與研習。

•水墨書畫班

每週四晚間假泰北中學向榮樓二樓會議室辦理，課程實施方式係

由教師引導學員鑑賞水墨書畫，示範運筆技巧，依學員學習能力

與程度學員個別指導，增進學習興趣，激發創作潛能，研習課程

32週(96節)，計有21人參與研習。

辦理傳統技藝研習

•書法研習班

自3月5日至7月9日、9月17日至12月24日，每週二假本會昌吉會

所10樓研習教室辦理書法研習班，本年臨寫唐代僧人—懷素以狂

草所書之〈自敘帖〉為重點，並以109年成果展為目標，規劃2

期共29次/週之研習課程，每次時數3小時，上下兩期共計有43人

(次)參加。

農業、技能教育

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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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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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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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瑠公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相關活動

結合富安國小辦理相關活動

•小小解說員培訓計畫

係為保存社子島在地民俗風情與文化，彙整在地文史資料，闡揚

社子島特殊自然景觀，活絡在地社經活動，建構地區特色產業，

強化學校鄉土教育資源，培養學生認同及熱愛鄉土的情操等。

•校際交流計畫

則為結合課程主題,落實「教育即生活」的理念，讓學生從實際

體驗活動中，建構生活並增加知識，假南投縣中寮鄉森優生態實

驗教育學校舉行。

•主題式課後照護社團

以書法社團方式，課後習寫，照護學生，長期培養學生對書法藝

術的興趣，增進國字寫字能力。

辦理社子島藝文活動

贊助台北市士林區富洲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之「社子島合唱團」、

「書法研習班」、「國畫研習班」等藝文活動，凝聚社子島居民

情誼、建構具有文化特色的社子島，服務瑠公水利會灌溉區域居

民，提升社子島善良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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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校際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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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小小解說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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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書法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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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交流

培植體壇優異選手，為國爭光
持續培育獎助臺北市立大學推薦該校球類運動系—李佳馨、
李佳豪同學。兩位均為我國深具潛力之羽球選手，2018年比
賽成績亮眼，未來將前進2020年東京奧運，以奪牌為目標。

鼓勵音樂交流
本會贊助泰北高中國中部管樂社樂器維護經費，協辦音樂教
育，期藉由校內各項活動展現教學成果外，亦能進行國際音樂
交流，未來學校將積極規劃參與各項比賽及慈善展演活動，推
廣教學成效。

規劃行程辦理國外觀摩參訪
本會以「學生課後教育」為主題，於4月25日至29日由董事會組
團前往韓國釜山等地參訪，開拓視野，汲取經驗，藉由現地多
方討論交流，多元意見交換整合，形成會務發展方針。活動結
束後，已撰寫報告，作為相關會務推動參考。

協力推動台日農業產業文化交流
本會協力推動台日農業產業文化交流，參贊國際產業精神文化
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持續辦理農村青年赴日有機農業研修視
察參訪、子供之森計畫、邀請日本農業專家來台訪問指導等，
期能增進農業技術交流深度，學習農業新技術並深入檢討農業
生態環保等問題。

常總市農業委員會來訪交流
日本茨城縣常總市農業委員會會長倉金一廣11月5日率團來會參
訪，本會陳董事長烱松親自接待，雙方就台日農業教育交流等
議題進行對話。會後，倉金會長當面邀請陳董事長撥冗前往常
總市參訪。

愛在脊時，關懷脊柱側彎病童
本會贊助台灣脊柱側彎關懷協會於12月7日假陽明大學活動中心
一樓表演廳，辦理年度「愛在脊時慈善音樂會」，旨為幫助更
多罹患早發性脊柱側彎的孩子們—「脊寶寶」及家屬，以歌舞
及音樂會方式將公益服務與文化藝術結合，特別邀請脊寶寶、
TSCA愛樂團、佛朗明哥表演團、LOVE輪椅舞等表演團體。希望
藉由精彩的演出，引起迴響，產生共鳴，激勵社會更多階層人
士的關懷與支持。

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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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釜山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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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農業產業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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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常總市農業委員會來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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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脊時慈善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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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開董事會議等

108年2月21日召開本會第9屆第8次董事會議。會中審議通過本

會107年業務報告案、107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會議紀錄於108

年2月25日以瑠文基字第1080020、1080021號函分別報請臺北市

政府產業發展局及教育局核備。

108年7月8日召開本會第9屆第9次董事會議。會中審議通過：本

會109年工作計畫案、109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本會辦事細則

修正案、人事管理規則暨聘僱人員待遇表修正案等，會議紀錄於

108年7月9日以瑠文基字第1080045、1080046號函分別報請臺北

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及教育局核備。

108年9月25日召開本會第9屆第10次董事會議。會中審議通過：

本會107年經費收支決算修正案、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修正案

等，會議紀錄於108年9月27日以瑠文基字第1080062、1080063

號函分別報請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及教育局核備。

108年10月30日召開本會第9屆第11次董事會議。會中審議通

過：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修正案，會議紀錄於108年10月31日以

瑠文基字第1080069、1080070號函分別報請臺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及教育局核備。

108年12月30日召開本會第9屆第12次董事會議。會中審議通過：

本會人事管理規則修正案、會計制度草案、誠信經營規範草案、內

部控制與稽核制度草案等，會議紀錄於109年1月2日以瑠文基字第

1090001號函報請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及教育局核備。

健全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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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法人變更登記

本會章程修訂完成後，依主管機關函示，108年11月13日以瑠文基

字第1080073號函併同驗印資料一式4份報請主管機關核備用印。

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發還驗印冊後，併同法人登記聲請書、

民事聲請法人捐助章程變更狀等送由台灣士林地方法院聲請法人

捐助章程變更及變更登記，108年12月31日奉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民事裁定108年度法字第115號。捐助章程准予變更第三條、第五

至二十條、第二十二條。本會俟不變期日後，民事裁定確定書送

達，另送請法院登記處續辦法人變更登記。

財團法人業務自我檢查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5條、臺北市財團法人暫行管理規則第17點規

定，本會於108年5月28日以瑠文基字第1080040號函報教育財團法

人業務自我檢查表、財產清冊及經董事會審議通過之工作報告、

修正格式後之決算等，報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備查。

依法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

本會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3條暨台北市政

府勞動局107年4月12日北市勞資字第10730005900號函，於4月18

日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並於台灣銀行設立勞工退休準

備金專戶，自4月起依適用勞基法退休金制度之員工薪資總額8%，

按月提撥舊制勞工準備金至專戶。6月8日將本會截至106年度員工

退職準備金決算數，依規定全數轉存至台銀勞退準備金專戶。

59



召開委辦計畫執行報告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委辦之「108年農業教育、技能教育暨社子島

藝文活動推廣實施計畫」分別於6月26日、12月10日召開執行期中報

告與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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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財務制度

本會108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暨所得稅簽證，委託亞東會計師事務

所承辦，該事務所於本(108)年12月9日到會進行108年度期中查

帳作業。

本會106年度稅務結算申報於108年2月19日經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核定之106年度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符

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定，免納

所得稅

本會107年度稅務結算申報作業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已於5月依規定

報呈稅捐稽徵機關在案。

召開工作會報

召開工作會報，檢視行事曆所訂工作日程與相關業務實施概況，落實

執行層面，適時調整會務發展方向，力求服務績效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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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9屆第8次、第9次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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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9屆第10次、第11次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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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9屆第12次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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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病理中心年終業務暨感恩聯誼餐敘。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假天成飯店舉辦108年專題研

究報告與春節聯誼餐敘。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舉辦之瑠公墓園春、秋祭。

●行政院防制洗錢辦公室舉辦之非營利組織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會議。

●法務部辦理之「財團法人法宣導會」。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舉辦之「樹造健康」

論壇～漠地、海岸沙地、泥灘造林及其效益。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假國立中興大學辦理之「108年

農業科技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

●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辦理之「2019飲水思源室內綠化

巧手藝活動」。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辦理之員工室內在職訓練講座—溝通

與領導。

●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辦理之「大台北地區綠竹筍行銷

推廣活動」。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基金會辦理之認助相見歡。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辦理之「金門綠能生態教育園區」落

成典禮。

●台灣各農田水利會第55屆水利盃運動大會錦標賽水利之夜。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年度業務研習。

會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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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辦法

一、本辦法依據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
第二條訂定之。

二、獎助對象：

（一）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在校學生及繼續升學之在學校友。

（二）臺北市暨新北市新店區公私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在校學生。

（三）１、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員及其在學子弟。

         ２、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員工（含退休）及其在學子弟。

         ３、本會員工及其在學子弟。

         4 、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全額捐助創始基金之財團法人基金會員工及其

               在學子弟。             

（四）遭遇變故而有急難之在學青年。

（五）為培育專業人才，選列為獎助對象者。

三、獎助方式：

（一）發給獎學金：獎勵學行成績優異之在學生。

（二）發給助學金：獎助家境清寒而學行成績良好之在學生；或在學子女眾多，學

費負擔偏重者。

（三）紓困助學金：給予遭遇變故而有急難之在學青年。

（四）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給予選列為培育專業人才之在學青年。

四、獎助名額、金額及申請標準：

（一）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在校學生及繼續升學之在學校友，獎助名義、名

額、金額及甄審核定程序，請該校全權處理，適時知會本會。

（二）臺北市暨新北市新店區公私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在校學生，每一學期

每校各獎助三名，每名發給助學金3,000元。其申請標準及錄取順位如

下：

      １、申請標準：

前學期成績，智育平均70分以上。（高一新生以國三下學期成績為

準。）就讀自願就學班者，一般學科平均乙等以上（即五等第平均

列三分以上）。

      ２、錄取順位：

優先考量下列順位：【１】經市政府核定為低收入戶者【２】家境

清寒有里（村）長證明者【３】家境清寒有導師證明者。順位相同

者再比較其學行成績。

獎助學金獎助辦法
                                     107年5月10日北市教終字第10733110000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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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員、員工（含退休）、本會員工及其在學子弟之獎助：

	 					１、獎助名額：

（1）獎學金：每一學期國中30名；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60名；大專

（含研究所）及五專後二年30名。各學程之名額得相互遞

補，但以不超出本項獎學金總金額為限。

（2）助學金：助學名額按每學期獎助學金預算額度訂定之。（申請人數

如超出名額時得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２、獎助金額：

（1）獎學金：就讀國中者每名2,000元；就讀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

者，每名3,000元；就讀大專（含研究所）及五專後二年

者，每名4,000元。

（2）助學金：就讀國中者每名3,000元；就讀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

者，每名4,000元；就讀大專（含研究所）及五專後二年

者，每名5,000元。

	 					３、申請標準：	

（1）獎學金：

甲、就讀國中者，前學期「學習領域評量」量化紀錄須為甲等（80

分）以上；國中一年級或九年一貫制七年級上學期申請者，採

國小（含九年一貫制）六年級下學期評量紀錄。（註：適用對

象為95年入學之國中一年級或九年一貫制七年級新生）

乙、就讀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者前學期總成績智育成績平均80

分以上。高中（職）及五專一年級上學期申請者，採國中三年

級或九年一貫制九年級下學期評量紀錄。

丙、就讀大專（含研究所）及五專後二年者前學期總成績智育成績

平均80分以上且德育列甲等以上；且每學期修業學分需達10學

分以上（研究所學生不在此限）。五專四年級上學期申請者採

五專三年級下學期成績，大一申請者採高三下學期成績，研究

所碩士班一年級上學期採大四下學期成績，博士班一年級上學

期採碩士班最後一學期成績。

（2）助學金：不規定其學行成績，同時有直系親子三人以上（含三人）

在學者，得以學歷最高之一名提出申請，如未在同一戶籍

內，應指明獎助對象。（同一在學者不得重覆計列於不同

之申請案件）

（四）遭遇變故而有急難之在學青年獎助名額、金額，由本會主動考量其實際情況，

並衡酌本會財力，個案處理，暫不對外受理申請。

（五）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獎助名額另於作業要點中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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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程序：

（一）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在校學生及繼續升學之在學校友，請依照瑠公國

民中學所訂申請標準，直接向該校提出申請。

（二）臺北市暨新北市新店區公私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在學生，由本會適時

檢附申請表件函請各校代為公告週知該校學生，自行備妥相關文件個別

向本會提出申請，或由就讀學校將申請表件彙轉本會受理。

（三）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員、員工（含退休）、本會員工及其在學子

弟。由本會適時將受理申請之公告及申請表件分別函請台北市瑠公農田

水利會會務委員、水利小組長、班長轉知所屬會員暨員工直接向本會提

出申請。

（四）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之申請程序，另依作業要點辦理。

六、審查作業：

（一）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受理申請者，請該校組成審查會審定。

（二）本會直接受理申請者，承辦單位應於申請日期截止後，先就申請標準及

要件逐一審查過濾，並分類造具申請人名冊。其屬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

會會員及員工之申請人名冊，應先函請水利會審查註明申請人是否確為

該會會員或員工，再併同其他申請案件提報本會全體董事及顧問組成之

審查會議審定。

（三）審查考量事項：

1、未具學籍或補習班之學生，不予獎助。

2、各校選讀生、重讀生，不予獎助。

3、已享有公費之學生，不予獎助。

4、申請人數超過所定名額者，擇優獎助。若成績相同時，則以申請表件

送達本會先後順序或抽籤決定之。

5、繼續升學未有中斷者，得以國小六年級及國中三年級下學期學行成績

證明與高中（職）或五專一年級在學證明提出申請；高中（職）升大

專（含研究所）依次類推。

七、獎助學金之發放：

（一）由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審定獎助者，請該校自行訂定發放時機，代為

發放。

（二）由本會審查會審定獎助者，分別通知接受獎助者於規定期間內持本會通

知、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來會具領；亦得委由親友持上述文件及受託人

身分證明文件代為領取。逾期未來領取者，視同放棄接受本會獎助。

八、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審查會議之決議辦理；獎助名額及獎助金額，如需作局部

彈性調整，授權董事長決定。

九、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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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依據「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簡稱本會）捐助

及組織章程第二條訂定之。

二、本辦法獎助對象如下：

	 （一）對促進學術、文化、教育交流活動著有貢獻者。

	 （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級中小學校教師從事教學研究及教材教具之	

	 製作，確能提昇教學效果者。

	 （三）代表臺北市參加全國性或臺灣區教育主管單位舉辦之各項學藝	

	 或體育競賽活動成績特優者。

	 （四）臺北市教育主管機關輔導之童子軍等社團，對實踐力行生活教	

	 育，養成學生誠實、勇敢、互助合作、服務人群之美德著有成

	 	 效者。

三、	前條所列獎助對象，包括個人和團體，均以本會主動考量發掘或洽

請相關主管機關團體推荐為原則。非有特殊情形，概不直接受理當

事人或團體之申請。

四、	各類獎助對象獎助名額及金額，由本會衡酌經費預算及實際需要訂

定之，並適時專案提報董事會議審議決定。

五、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決議行之。

六、	本辦法經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術、文化、教育交流活動獎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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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獎學金金額	 獎學金人數	 助學金金額	 助學金人數

	 84~91	 3,248,500	 1,059	 1,717,000	 385

	 92	 595,000	 176	 218,000	 49

	 93	 805,000	 236	 216,000	 50

	 94	 1,120,000	 331	 408,000	 93

	 95	 1,148,000	 341	 434,000	 100

	 96	 1,272,000	 375	 496,000	 114

	 97	 1,486,000	 453	 559,000	 128

	 98	 1,755,000	 543	 732,000	 164

	 99	 1,633,000	 519	 738,000	 165

	 100	 2,198,000	 530	 926,000	 167

	 101	 2,607,000	 625	 976,000	 175

	 102	 3,085,000	 731	 1,010,000	 182

	 103	 2,922,000	 680	 1,016,000	 182

	 104	 2,903,000	 688	 919,000	 163

	 105	 2,811,000	 651	 856,000	 151

	 106	 2,935,000	 688	 849,000	 150

	 107	 3,027,000	 693	 744,000	 130

	 108	 2,756,000	 621	 632,000	 110

	 合計	 38,306,500元	 9,940人	 13,446,000元	 2,658人次

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員暨員工子弟等

歷年獎助學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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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NNUAL REPORT

臺北市、新北市新店區公私立高中職

	 學年度	 獎學金金額	 獎學金人數	

	 86~91	 3,801,000	 1,267	

	 92	 537,000	 179	

	 93	 588,000	 196	

	 94	 630,000	 210	

	 95	 621,000	 207	

	 96	 642,000	 214	

	 97	 846,000	 282	

	 98	 834,000	 278	

	 99	 813,000	 271	

	 100	 1,450,000	 290

	 101	 1,410,000	 282

	 102	 1,410,000	 282

	 103	 1,430,000	 286

	 104	 1,425,000	 285

	 105	 1,415,000	 283

	 106	 1,440,000	 288

	 107	 1,370,000	 274

	 108	 1,390,000	 278

	 合計	 22,052,000元	 5,6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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