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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感恩會
2020年7月

　「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啟動以來，藉

由平台的力量，媒合捐贈者與受助者。永達社

福基金會深深認同其整合力量，於2020年捐

贈乙部長照專車予新北市平溪區公所，讓偏鄉

長輩可以獲得更多元的照護服務，更於同年7

月29日受邀參加感恩會，接受新北市長侯友宜

頒發的感謝狀。

永達捐贈寧園安養院 購置照護復健
設備

2020年10月
　「寧園安養院」為全台首座公辦民營的失

智照護機構，約有8成為低收及中低收入戶

貧困個案，設備不敷使用。永達獲知其需求，

捐助善款30萬購置趴式移位機、足部按摩機、

輪椅垂直律動儀等設備，藉此造福更多失智患

者，減輕照護負擔、提升照護品質。

永達包場《自助旅行》呼籲正視老化
2020年12月

　人口老化、少子化的衝擊，讓老後退休問題愈

顯重要！永達保經認同「用行動關懷獨居老人、

關心自己未來！」的議題，2020年12月24日於

真善美劇院包場，邀請業務代表及客戶欣賞台灣

第一部關注獨老議題的公益電影《自助旅行》，

透過電影賞析，呼籲大眾正視「老化」議題。

關懷長者 永達贊助戲台辦桌
2019∼2020年

　2020年12月18日臺北市歌仔戲推廣協會與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第三次舉辦「戲台辦桌」活

動，邀請中正區忠勤里、萬華區華江里等百位

獨居長輩，一邊吃團圓飯，一邊欣賞歌仔戲。

永達連續三屆支持戲台辦桌，送愛給獨居長

者，讓長輩感受圍爐的溫馨。

歷年公益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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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育幼中心落成
2019年1月

　專事收容失依兒童少年的紅十字會育幼

中心，2019年舉辦新建大樓落成典禮。

2006年，永達陳慧雯業務協理電訪聯絡

十幾家機構，在吳文永董事長的全力支持之

下，串起了紅十字育幼院和永達的善緣，社

工林瑛凰感謝永達讓孩子們有勇氣正向面對

人生。

百萬善款助真善美家園啟用
2019年1月

　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籌建老憨兒家園，

歷經近十年，於2019年舉辦啟用開幕活動。

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謝秀琴感謝十

年來捐款、捐設備的所有善心人士，更感謝

永達拋磚引玉在2014年舉辦「憨有所養，

老有所終」義賣會，總計募得106萬元，協

助打造老憨兒家園！

支持藝術 永達讓孩子看見希望
2019年11月

　永達保經支持新象劇團藝術平權的倡議，給

慢飛兒一個站上舞台演出的希望與機會，連續

兩個月邀請弱勢機構的小朋友，到板橋藝文中

心欣賞新象劇團《驢子逃跑了》雜技兒童劇，

藉由故事傳達勇敢逐夢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精

神，讓這樣的推廣活動更具意義。

親親寶貝 永達守護孩童笑容
2016∼2019年

　守護孩子們的笑容是永達人每年必做的功課。

近年更將關懷範圍擴及中南部的孩童，2019年

永達分別於六福村、劍湖山世界、義大遊樂世界

舉辦活動，號召517位志工，攜手506位失親及

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同遊樂園，期許透過陪伴及歡

樂帶給孩子溫情，打造善循環的良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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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若竹兒 永達捐款助建家園
2017年12月

　財團法人若竹兒教育基金會籌備興建永久家

園，澎恰恰得知後，與許效舜募款演出「鐵獅

亮光團」，並在嘉義市立棒球場舉辦「明星公

益賽」，為弱智者興建永久家園募款。永達社

會福利基金會特捐贈100萬元協助若竹兒教育

基金會籌備興建永久家園，已於2019年12月

落成。

永達贊助2017 FOX家庭露營日
2017年10月

　一向重視客戶回饋與弱勢關懷的永達保經，贊助

參與「2017FOX家庭露營日」，邀請保戶、永達

人以及來自雲林縣信義育幼院的小朋友共同參與。

永達志工不僅照顧參與露營活動的小朋友，協助小

朋友搭設帳棚，期間陳慶鴻總經理及志工更陪同小

朋友一同用餐，讓弱勢家庭的孩子們享受被關懷的

溫暖。

花蓮強震 永達搶先捐贈百萬善款
2018年4月

　2018年2月6日深夜時分，花蓮縣遭受67

年以來最強的地震侵襲，永達社福基金會於

第一時間捐贈善款100萬元，協助災區復原

重建。花蓮縣長傅崐萁感謝搜救人員及各界

善款，特頒贈感謝狀表揚，由永達保經范姜

秀珍代表受贈。

永達捐款力挺台東早療計畫
2018年1月

　有感於早期療育對發展遲緩孩童的重要性，而台

東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在經濟或照顧能力有限的

情況下，難以定期回到醫院就診。2018年上班第

一天，永達保經吳文永董事長、田文德副總、賴依

萱協理一同出席公益音樂會，除了捐助50萬幫助台

東基督教醫院早療計劃，更用行動力挺慈善活動。



2022讓愛傳出去公益誌 25

愛˙

回
顧

LO
VE

  REVIEW

捐贈助學金 鼓勵失親兒追夢
2017年9月

　阿泰爸爸因公意外過世，從事清潔工作的媽

媽，獨力撫養有特殊狀況的姐姐和他，負擔沉

重。透過失親兒基金會，永達社福基金會獲知助

學金對於失親兒是最實質的幫助，慷慨贊助60

萬元助學金，幫助100位新竹和花蓮地區的孩

子，鼓勵他們認真念書，勇敢追求夢想！ 

永達重視台灣文化 贊助楊麗花海選
2017年4月

　為重振歌仔戲文化，楊麗花老師特舉辦「我是

楊麗花」海選活動，培養歌仔戲接班人。永達保

經為了不讓台灣傳統戲曲斷層，特別冠名贊助此

活動，海選活動選拔出二十名歌仔戲菁英，投入

《忠孝節義》的開拍，刻劃忠孝節義精神，節目

已於2019年於台視播出。

回饋保戶 心靈成長系列講座
2017年10月

　抱持回饋保戶的想法，永達社福基金會10月

14日假台中大墩文化中心舉辦公益講座，邀請

高志斌教授主講「從排行談個性分析」，藉由

了解排行性格差異，給予家中小孩不同教育方

式，陪伴孩子成長。永達長期舉辦心靈講座，

期許為民眾找回生命熱情，開拓寬廣未來。

復康巴士傳愛十年有成
2008∼2017年

　10年前，全台復康巴士只有330輛；10年後的

今天，中度肢體障礙者人口約18.5萬人，而復康巴

士已增加至1,914輛。永達保經繼2008年宣示進

行「10年傳愛」捐贈百台復康巴士計劃後，2017

年，永達社福基金會圓滿達成100台復康巴士的目

標，協助超過百萬人次之身心障礙者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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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老憨兒 連年義賣達標
2008～2016年

　長期關注老憨兒議題的永達保經及永達社會

福利基金會，連續九年為老憨兒發起愛心義賣

會，永達的捐助讓育成在老憨兒服務上站穩了

腳步，從購進第一部讓老憨兒可被安全轉位的

移位機，到協助終老家園人力、物力，提升照

護品質等，至今已累積募款破千萬元。

永達點燃重症兒希望之光
2016年8月

　秉持著讓世界發光的夢想，由11位青年組成的

LA90團隊，與「光點兒童重症扶助協會」合作，

邀請協會的孩子及其家人度過不一樣的父親節。

8歲罹患腦惡性腫瘤的喬喬，開心的分享到遊

樂園旅遊的心情，訴說永達社福基金會幫助重症

病童圓夢旅行的感人故事。

長青軟棒賽 點燃不老棒球魂
2016年11月

　2016年第6屆亞洲盃長青軟式棒球錦標賽於

台南市舉行，比賽代言人和贊助者澎恰恰除擔

任台南市長青代表隊主戰投手之外，在歡迎晚

會上親率「鐵獅亮光董董嗆」樂團演出。台南

市長青棒協吳志祥理事長也特別感謝該活動最

大贊助商永達保經慷慨相助此次比賽。

贊助脊髓傷者 看見希望
2016年10月

　人生總有意外，但有時意外帶來的傷害卻是永久

的。為幫助脊髓損傷患者走出低潮而舉辦的「脊髓

損傷心愛美人及鬥士選拔」，2016年舉辦第2屆，

因為看見這個活動對脊髓損傷患者帶來的正面力

量，永達保經李麗英業務執行副總自掏腰包贊助

活動單位5萬元善款，期望活動能永久傳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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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古蹟 愛在惠明
2015年12月

　為了幫助失去光明的視障孩童，林家後代—林

俊明總經理舉辦「聽見歷史 愛在惠明」霧峰林

家公益活動，號召看古蹟做公益，以公益樂捐

的方式開放購票參觀，募得款項全數捐給惠明盲

校。永達余松坤業務高級副總特代表永達認捐

50萬元，期望號召更多人一起勇於付出。 

永達捐贈聖心教養院「早療服務專車」
2015年7月

　多年來，嘉義聖心教養院戮力推動遲緩兒童各

項療育工作，卻因受限於交通、工作及經濟，導

致遲緩兒錯過黃金治療期。永達保經董事長夫人

侯淑華及業務主管林國龍、丁雲卿等，特捐贈一

部「早療服務專車」，擴大服務範圍，讓更多遲

緩兒可以得到專業的照護與服務。

永達力挺國球 回饋基層棒球
2016年8月

　抱著關懷回饋的理念，自2012年開始，永達持

續贊助「原鄉盃國際軟式少棒錦標賽」，以實際行

動力支持國內體壇運動，冀望培養更多的棒球明日

之星，喚起台灣民眾對於基層棒運的關注與支持，

讓原鄉的小朋友有更多展現實力的舞台，也讓我們

的國球能在國際棒球運動上持續發光發熱。

永達用音樂築起親子回憶
2016年5月

　「啦啦呼啦啦…，救救舅舅」伴隨著溫馨的歌聲

及高潮迭起的劇情，不時傳出大小朋友開心的笑

聲，偶也見到大人們感動拭淚的情景。永達業務副

總張家蓁，透過永達社福基金會邀請公益團體、弱

勢家庭一起欣賞如果兒童劇團「舅舅的閣樓」音樂

劇，藉由音樂劇建築起親子的新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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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建山國小 歡喜入厝
2014年11月

　歷經八八風災重創的建山國小，舉行新建校舍落

成典禮，全校師生歡喜入厝。新校舍由紅十字會總

會、永達社福基金會及中華航空公司合力捐助近三

千萬元善款援建，運用大量石板鋪設，展現十足的

原住民特色建築，讓師生擁有嶄新舒適的教學空

間，也為部落孩子奠定良好的學習基礎。

少年磐石希望工程「夢響成真」音樂會
2014年10月

　由彰化市立管弦樂團CCO策劃執行的2014少年

磐石希望工程，於彰化演藝廳舉辦「夢響成真」音

樂會。慈生仁愛院的身障朋友認真演出，獲得民眾

熱烈迴響，彰化市邱建富市長特別感謝永達保經自

2008年起的經費贊助，讓彰化音樂管弦樂團可以

有計劃的執行音樂教育，協助身障朋友找到舞台！

永達志工帶領育成老憨兒勇闖故宮
2015年6月

　為了幫助老憨兒走出戶外，完成探訪故宮的圓

夢之旅，永達志工挑戰艱辛任務，帶領老憨兒及

他們的家人搭乘大型復康巴士，前往故宮進行一

場文物之旅。永達保經陳慶鴻總經理表示，照護

老憨兒非常辛苦，但能夠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

幫助他們實現夢想，一切都值得了！

贊助「環雲聚虎」倡導健康娛樂
2014年12月

　為了提供青少年正當健康的休閒活動管道，永

達保經再度贊助「環雲聚虎」三校聯合晚會。晚

會加入公益、表演、宣導影片，期望藉由多元化

的活動安排，喚醒青少年助人為樂的情懷，讓青

少年陶冶文化氣質，透過偶像藝人表演及宣導，

呼籲節約能源愛地球，並支持反暴力、反煙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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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年菜 關懷台北市獨居長者
2012～2014年

　永達保經連續三年響應「迎春年菜，溫馨快遞

」活動，於歲末年終之際，募得「五星級愛心年

菜」，讓台北市地區超過2,000名低收入戶的獨

居長者過個好年，由民政局陳其墉副局長及社會

局徐月美副局長代表收受，再透過里長及里幹事

宅配分送給台北市低收入的獨居長者。 

永達志工陪伴失親兒同遊麗寶
2013年8月

　永達保經在台中麗寶樂園舉辦「送你一份愛的

禮物—小天使的暑假作業」公益活動，召集全台

各地守護志工，全天陪伴來自偏鄉的失親兒，一

同完成暑假中最甜蜜的出遊作業。近1,300名志

工及失親兒同時湧入遊樂園，不絕於耳的歡樂笑

語，也為活動譜出最完美的序幕。

好險有你愛相挺 你我一起心飛揚
2014年5月

　一向致力於關懷弱勢的永達保經，參與「好險有

你愛相挺 你我一起心飛揚」公益園遊會，由韓孫

珍華、魏滿妹、陳威琳及林惠萍四位業務主管設置

愛心攤位，分別銷售永和豆漿及水煎包、可麗餅、

脆皮雞蛋糕及免費相框製作等，永達董事長吳文

永、總經理陳慶鴻亦到場為活動盡一分心力。

台韓觀光交流公益明星棒球賽
2014年3月

　由韓國明星棒球隊與台灣閃亮之星明星棒球

聯隊共同發起，永達保經與TOTAL SWISS國

際企業力挺，號召企業共同舉辦之「2014球愛

星空 為公益而戰—台韓觀光交流公益明星棒球

賽」，是從體育活動出發，展現台灣觀光特色，

關懷星星兒（自閉孩童），傳播社會公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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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成立「兒童少年發展中心暨療育復健中心」  
2013年1月

　看到澎湖遲緩兒需求，永達保經贊助「澎湖縣

兒童少年發展中心暨療育復健中心」成立，並且

由姚振昌副總代表出席揭牌儀式，啟動遲緩兒早

療計劃。復健中心是專為照護澎湖縣遲緩兒而設

立，安排醫師定期門診，並交由專業療育復健團

隊介入治療課程，讓遲緩兒能獲得永續照顧及療

癒。

全國非營利組織(NPO)博覽會
2012年12月

　NPO是長期關注台灣社會議題的團體，包含社會福

利、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及勞

工權益等領域。永達保經榮幸名列「2012全國非營利

組織博覽會」協辦單位，不僅提供NPO交流的平台，

亦可讓NPO促進台灣社會發展及進步，透過專題研

討、經營分享，討論未來強化策略與方案。

「球愛高雄 幸福天空」慈善棒球賽
2013年4月

　棒球可以很熱血，也可以很公益，高雄市政府

主辦的「球愛高雄 幸福天空」慈善棒球賽，吸

引高雄市弱勢團體及民眾到場加油。高雄市陳菊

市長，感謝永達社福基金會長期支持高雄市公益

活動，捐贈一輛社福服務專車，作為接送受兒少

法保護個案的車輛，支持市府推動社會福利。

永達義助「鳥與水舞集」綻放生命力量
2013年3月

　「鳥與水舞集」是由截肢者、視障者及侏儒症患

者組成的舞蹈團體，永達特別為他們舉辦「展翔生

命之歌」公演，儘管成員來自不同障別，讓隊形融

合更添難度，但他們不斷地從失敗中站起來。從享

譽國際的「鳥與水」，到深具台灣風情的「青蚵

嫂」，舞者傳遞勇氣及希望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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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早產兒募集愛的希望
2011年12月

　為減輕早產兒家庭醫療負擔，永達連續二年與兄

弟象教練暨台灣早產兒基金會志工—馮勝賢，號召

體壇明星球員舉辦「體壇心齊力。讓生命更棒」為

早產兒加油義賣會，義賣所得全數捐贈早產兒基金

會。2011年，王建民捐出其國民隊簽名球衣，最

後拍賣價達38萬元，創活動單項最高價格。 

天使之愛 夢想起航
2011年11月

　每年的12月3日為「國際身心障礙者日」，透

過這一天，希望大眾關注身心障礙的問題，並宣

導身障者的權益和措施。唐氏症基金會於「國際

身心障礙者日」前夕舉辦「天使之愛 夢想啟航」

活動，透過唐寶寶及其他身障天使的演出，讓大

眾看見身障者的藝術才華，並給予關懷與支持。

永達傳愛 幸福滿載 捐助愛心到宅車
2012年11月

　永達社福基金會捐贈「愛心到宅車」投入林邊

站籌募行動，補足短缺的經費，完成購車計劃，

讓獨居長輩可以受到完善的照顧。永達志工更招

待林邊40位獨居長輩參訪佛陀紀念館，看到志

工們把自己當作家人般陪伴呵護，很多長輩都哭

了，因為他們的雙手已經很久很久沒被牽著走。

永達捐贈北區兒童之家電子佈告欄
2012年7月

　由內政部設立的兒童之家，為孤苦無依、家庭遭

遇變故及受虐兒童、少年提供安全的庇護所，並扮

演親職教養與照護之替代角色。為了讓孩童擁有得

以展現與分享成長作品的平台，永達保經捐贈全新

電子佈告欄，藉此鼓勵孩子們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找

到自己的興趣，推出更多更棒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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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部落扶植計劃」提升原民經濟
2010年4月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部落種植的葡萄不僅品質優

良，並發展出全國唯一「出貨只出通過檢驗的葡

萄禮盒」，這種誠信負責的精神，得到永達吳文

永董事長的讚許，並親自率領高階主管赴豐丘部

落，現場採收「布農TOYOkA」葡萄品嚐及認

證，且贊助扶植經費，協助其品牌持續發展。

星光齊耀 照亮罕病義賣會
2009年12月

　罕病家庭長期以來承受莫大的心理與經濟壓力，

有許多病友藉由畫畫、寫作、唱歌，活出自我，即

使咬字不清、動作緩慢，他們也沒有放棄希望。永

達社福基金會支持罕病義賣，吳文永董事長特別與

小小的罕病寶寶、SOGO基金會黃晴雯董事長與

罕病基金會董事長曾敏傑一同為義賣會揭開序幕。

永達與藝人齊心 為肯納兒家庭加油
2011年8月

　「公益100‧肯納夏日音樂會」以古典樂團與偶

像歌手演出，結合攤位義賣，吸引5千多名民眾參

與。台北市郝龍斌市長及藝人到場站台，永達保

經吳文永董事長標得王俠軍的杯組以及陳曹倩女

士贊助的手工開運兔。永達人也設立公益服務攤

位，邀請社會大眾一起加入關懷肯納兒的行列。

反制暴力 贊助陰道獨白舞台劇
2010年8月

　每年全球會有一千多個城市相繼舉行「V-DAY

陰道獨白」的劇碼，活動總數超過三千項，所募得

款項則是作為推動終止對婦女和女孩暴力的基金。

生活周遭的壓力潛藏，失去控制而來的是暴力的出

口，永達不願受暴人口數持續增加，透過舞台劇的

演出，宣導國人拒絕暴力、迎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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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青蘋果發展帳戶脫貧專案」計劃
2009年8月

　為了協助台北市低收入戶家庭經濟自立及保障

其第二代子女受教權，於2007年啟動的「貴人

相助、作伙來牽成」青蘋果發展帳戶專案，開辦

時100位參與學員，每月存3,000元，永達保經

提撥相對金額，3年來79位同學共同儲蓄了754

萬元，加上永達提撥款，儲蓄總額1,508萬元。 

「守護新單身 開創新人生」義賣會
2009年5月

　單親家庭一旦面臨失業，將讓整個家庭陷入生活

危機，進而影響子女成長與教育發展，嚴重影響到

基本生活的權利，為協助單親家庭，永達保經舉辦

愛心義賣會，邀請到多位知名藝人捐出個人珍藏

品，共同為單親家庭發聲，義賣所得亦全數捐贈，

作為「單親家庭就業輔導扶助計劃」經費。

八八水災救援計劃
2009年12月

　2009年8月8日全台遭受莫拉克颱風侵襲，重

創南台灣，永達保經迅速集結了物資與人力參與

賑災行動。募集2,674箱糧食、衣物用品，於第一

時間送達災區；更將募集的1,000萬元善款，作為

屏東縣建山國小整校經費；捐贈高雄縣政府兩輛

四輪傳動車，協助鄉民往返交通及物資運輸。

心路不熄 讓愛永達
2009年8月

　心智障礙者的失業率比一般人高出三倍！

永達保經協助心路一家工場購買生產設備，

幫助提升產能及效率，並由吳文永董事長帶

領員工擔任推廣大使，認購3,700盒永達手

工肥皂，提升工場收入，給心智障礙者一個

工作機會，找到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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