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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 
收支明細與成果報告 

 
1. 勸募活動名稱：99 年度『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 

2. 勸募活動目的：贈送偏遠地區、離島縣市及鄉鎮有需求的國

中、小學校學童愛心電腦 

3. 勸募許可文號：北市社團字第 09932172500 號 

4. 許可募款期間：99 年 3 月 15 日至 99 年 11 月 30 日止 

5. 經費使用期間：99 年 3 月 15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6. 勸募所得與收支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廢電腦勸募 2,175,500
募款收入 3,998
利息收入 326

小計 2,179,824
支出： 

愛心再生電腦組裝

執行費用 2,062,918

活動執行費用 116,906
小計 2,179,824
收支結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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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勸募活動主要是希望能透過「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愛

心再生電腦圓夢計畫的運作，建立一個結合廢二手電腦回收、重組、

愛心認養及轉贈的社會平台，進而將愛心再生電腦贈送至偏遠地

區、離島縣市及鄉鎮有需求的國中、小學校學童，更基於以往實地

操作愛心再生電腦轉贈的寶貴經驗，重新設計包裝該工作。希望能

逐步建立一愛心再生電腦供需的社會平台，結合政府、民間企業及

社會人士的力量，深耕此一園地，以達永續發展的活水目的。本年

度執行成果說明如下： 

一、 廢電腦勸募成果 

共獲 113 個單位捐贈報廢電腦，回收廢螢幕 6,247 台，廢主機

5,394 台，廢筆電 398 台，廢印表機 440 台。詳細捐贈單位如表 1，

廢二手電腦統計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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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捐贈單位 
檢測後缺件統計編

號 
捐贈 
日期 

捐贈單位 廢螢幕

(台) 
廢主機

(台) 
廢 NB
(台)

廢印表

機(台)
其他 

廢螢幕 廢主機

1 99.01.06 新竹市香山區公所 19 14 0 0       
2 99.01.21 新竹縣立二重國中 36 45 0 0   36 45 
3 99.02.04 

99.06.23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1 0 0 12   1   

4 99.02.24 關貿網路股份有限公司 3 13 17 2       
5 99.03.03 台灣東芝先進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7 9 4 1     2 
6 99.03.03 個人 1（簡先生） 2 2 0 0       
7 99.03.04 中國輸出入銀行臺中分行 8 8 0 0   4 4 
8 99.03.09 行政院秘書處 17 0 0 0       
9 99.03.17 

99.04.29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蓮營業處 15 15 0 20     10 

10 99.03.23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4 32 0 0       
11 99.03.25 雲林縣選舉委員會 2 11 0 0       
12 99.03.30 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金會 0 3 0 0       
13 99.03.30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宜蘭營業處 7 14 0 9   3   
14 99.04.01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 4 2 0 0       
15 99.04.06 國立教育廣播電臺高雄分臺 7 3 0 0       
16 99.04.07 

99.04.08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90 79 0 54     36 

17 99.04.12 僑務委員會 19 3 4 0       
18 99.04.13 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 18 6 0 0   18 6 
19 99.04.13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國民小學 18 22 0 7   18 22 
20 99.04.13 臺灣嘉義監獄 2 10 0 4   2 10 
21 99.04.14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13 13 1 0       
22 99.04.15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 200 0 0 0   80   
23 99.04.16 中國輸出入銀行 16 16 8 11   5 8 
24 99.04.19 個人 2（不具名） 1 0 1 3       
25 99.04.21 個人 3（不具名） 0 1 0 0       
26 99.04.22 六六科技有限公司 0 40 0 0 公 司 發 行 儲

值卡 600 張 
    

27 99.04.28 行政院科技顧問組 4 9 5 0   2 3 
28 99.05.04 台新保險代理人股份有限公司 10 0 0 0       
29 99.05.05 

99.08.31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0 0 0 0 監視器螢幕 4

台、零件 1 箱 
    

30 99.05.05 臺北市松山區公所 0 43 0 0     43 
31 99.05.10 臺灣高等法院 182 182 0 0   98 173 
32 99.05.14 財政部關稅總局 15 58 0 10   5 24 
33 99.05.18 個人 4（賴先生） 0 0 1 0       
34 99.05.18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5 142 22 8   76 62 
35 99.05.19 行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0 50 0 0       
36 99.05.20 

99.05.25 
臺北縣政府經濟發展局 63 57 1 0   3   

37 99.05.28 臺北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7 13 0 0     9 
38 99.05.28 個人 5（潘小姐） 1 2 1 0     1 
39 99.06.03~ 

99.06.24 
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 1,632 57 0 0   74   

40 99.06.07 內政部 25 25 0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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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後缺件統計編

號 
捐贈 
日期 

捐贈單位 廢螢幕

(台) 
廢主機

(台) 
廢 NB
(台)

廢印表

機(台)
其他 

廢螢幕 廢主機

41 99.06.09 外交部 210 213 0 0   29 97 
42 99.06.15 臺北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24 24 0 18       
43 99.06.18 桃園縣政府 137 172 18 0   80 105 
44 99.06.18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0 主機板 

249 片 
    

45 99.06.19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 11 12 1 4   8 6 
46 99.06.23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14 14 5 7   2 2 
47 99.06.25 臺北市立士林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4 52 18 8   15 6 
48 99.06.28 銓敘部 25 25 0 0     1 
49 99.06.30 交通部公路總局高雄區監理所 10 7 7 14       
50 99.06.30 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14 6 0 0   2   
51 99.07.01 經濟部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 46 43 9 0   10 12 
52 99.07.01 臺南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2 2 0 0   1 1 
53 99.07.02 財政部臺北區支付處 1 19 0 0     18 
54 99.07.0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第一區工程處 
2 0 0 2   2   

55 99.07.02 
99.07.07 

青雲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40 0 0   13 11 

56 99.07.06 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30 49 7 0   16 17 
57 99.07.08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32 41 9 0   18 13 
58 99.07.08 臺北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查處 9 9 0 0   2   
59 99.07.09 

99.07.27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78 257 10 2   48 248 

60 99.07.09 臺灣雲林地方法院檢查署 30 25 0 0   28 3 
61 99.07.15 財政部國庫署中部辦公室 24 35 0 0     5 
62 99.07.15 

99.07.16 
99.07.20 
99.07.27 
99.07.29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405 311 44 32     63 

63 99.07.15 
99.10.05 

臺北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32 34 1 7       

64 99.07.19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 4 7 0 0   2 1 
65 99.07.21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58 72 0 0     7 
66 99.07.22 財團法人門諾社會福利 

慈善事業基金會 
20 8 0 0     6 

67 99.07.22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41 36 3 6   15 25 
68 99.07.23 經濟部能源局 33 35 1 5       
69 99.07.26 

99.11.10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197 136 0 0   38 4 

70 99.07.29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 
中區環境督察大隊 

8 6 3 0       

71 99.07.29 交通部觀光局參山國家風景區 
管理處 

3 3 0 0       

72 99.07.29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 101 104 0 0   68 43 
73 99.08.03 臺北市士林區百齡國民小學 68 70 0 0   37 5 
74 99.08.05 監察院 87 87 0 0     2 
75 99.08.10 國立教育廣播電臺 12 10 3 2   10   
76 99.08.10 

99.10.12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0 80 0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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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後缺件統計編

號 
捐贈 
日期 

捐贈單位 廢螢幕

(台) 
廢主機

(台) 
廢 NB
(台)

廢印表

機(台)
其他 

廢螢幕 廢主機

77 99.08.11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桃園國際航空站 57 57 0 7   10 14 
78 99.08.12 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南區業務組 
146 125 0 2   26 12 

79 99.08.17 最高法院 2 3 0 38       
80 99.08.18 臺北市立雙園國民中學 11 65 0 0     35 
81 99.08.19 臺北市立圖書館 104 101 0 0     5 
82 99.08.19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北區工程處 23 23 0 0       
83 99.08.20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73 254 120 3     187 
84 99.08.25 臺北市政府人事處 11 19 4 2   1 19 
85 99.08.31 財團法人台北市新光吳氏基金會 14 21 0 0   3 7 
86 99.09.01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37 0 3     3 
87 99.09.01 個人 6（不具名） 0 0 0 0 其 他 週 邊 設

備 
    

88 99.09.07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20 208 0 22   33 59 
89 99.09.08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 30 30 5 0       
90 99.09.10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0 181 0 0     34 
91 99.09.13 交通部基隆港務局 35 35 0 0   7 34 
92 99.09.14 高雄縣仁武地政事務所 31 13 0 9   5 3 
93 99.09.15 臺北縣新莊市豐年國民小學 7 24 0 0       
94 99.09.17 桃園縣立桃園國民中學 19 32 2 3   17 20 
95 99.09.17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捷運工程處 12 12 0 0   12 12 
96 99.09.24 台灣東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5 22 0 5   3 21 
97 99.09.24 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7 48 1 4     5 
98 99.09.29 臺北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 7 2 7   10 7 
99 99.09.30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132 132 2 40       
100 99.10.05 臺北市市場處 10 10 0 0     1 
101 99.10.06 

99.10.07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304 287 22 0   125 90 

102 99.10.08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4 36 10 4     1 
103 99.10.12 美商耐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6 15 0 0       
104 99.10.14 臺北市政府政風處 9 9 0 1     1 
105 99.10.19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154 96 1 11   6 4 
106 99.10.21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47 117 3 0   17 41 
107 99.10.22 喬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 26 3 10       
108 99.11.04 臺中市東區樂業國民小學 6 7 1 0     2 
109 99.11.05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 50 112 0 15   8 23 
110 99.11.05 威世世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9 0 0       
111 99.11.09 思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121 17 2     121 
112 99.11.10 個人 7（劉先生） 2 5 1 1       
113 99.11.12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59 52 0 0     18 
    合   計 6,247 5,394 398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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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廢電腦二手電腦統計 
廢主機 廢螢幕 

日期 
全 缺件 空殼 LCD CRT 奇美

LCD

廢筆記

電腦

廢列 
表機 備註 

99.5.14 123     15 14   33   
99.5.24 181   234 205 18  24 34   
99.6.18 98     148 7       
99.6.24 192     70 62  24 9   
99.7.5 103     108 24  32 40   
99.7.9  135   300        
99.7.15 173     268 76  12 2   

99.7.23 107     3 278  16 33   

99.7.28 285     100 110   14   

99.8.5 94     152 71  40     

99.8.13 101     104    2   

99.8.19 140     74    104   

99.8.26 80     7 122  87 5   

99.9.3 240     195 11   5   

99.9.15 255     147 3   22   

99.10.1 119     165        

99.10.14 273     195 140   25   

99.11.2 236     185 4   62   

99.11.4 100   8 14 28  68 2   

99.11.19 49      150  21 48   

99.11.23 93   780 223 107  74     

99.11.24 293 552   200  913      

不允收      881        
愛心電腦 350     350      99 年度送出

台數合計 3685 687 1022 4109 1225 913 398 440   
總合計台數 5394 6247 398 440   

註：不允收螢幕不合格原因為面板破裂、外殼為環保材質破損嚴重(碎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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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心再生電腦轉贈成果 

(一) 申請程序 

本活動於九月一日起，開放偏遠地區且有電腦需求的國中、小

學校清寒學童申請愛心再生電腦。符合以下所述之申請條件的國中

小學童，可於期限內由學校代為申請，並提出證明文件作為佐證。

本會就申請案進行審核，至年度轉贈目標 350台為止。申請條件如

下： 

1. 偏遠地區：依行政院研考會認定基準。 

2. 需求的國中、小學校學童：就讀國中、小學校之學生，家中無電

腦且每人每月收入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97 年度最低生活費標

準：台北市 14,152 元；高雄市 10,991 元；台灣省 9,829 元】之低

收入戶。 

3. 其他特殊案例，經確認有緊急求助之需求者。 

4. 限一戶一機。 

轉贈優先順序如下，但本會得依申請者的特殊性保留核定權。  

1. 偏遠程度高鄉鎮之家戶中有在學學生為原住民低收入戶者 

2. 偏遠程度低鄉鎮之家戶中有在學學生為原住民低收入戶者 

3. 偏遠程度高鄉鎮之家戶中有在學學生為非原住民低收入戶者 

4. 偏遠程度低鄉鎮之家戶中有在學學生為非原住民低收入戶者  

5. 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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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學校學童愛心再生電腦申請表 
您好： 

為讓您的申請流程更加順暢，請先詳閱申請資格並詳實填寫申請表，感謝您的

大力協，謝謝。 
敬祝    萬事如意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  敬上

填答後請郵寄至台北縣板橋市大觀路一段 29巷 127之 3號 「台灣三益策略發展

協會」，或傳真至 02‐2969‐9974。若有回收轉贈問題歡迎來電，服務專線：

02‐2969‐6864  吳秀清小姐。 

下列基本資料請務必填寫正確，以免無法送達或審核；如變更資料，隨時通知。 

申請人： 

申請人地址： 

偏遠地區鄉鎮屬性（詳見下表勾選）：   偏遠程度高      偏遠程度低      其他 

申請人學校／年級： 

收件者電話：                                                  收件者手機： 

申請人資格：（請逐項勾選，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1.   原住民          非原住民     

2.   低收入戶      其他                       

3. 家裡現在有可以使用的電腦嗎？    有          無 

申請人簽名：                                                監護人簽名： 
 
學校代申請聯絡人簽名：                             
 
學校代申請聯絡人聯絡方式： 
 
代申請學校用印：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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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贈學童 

經審核後，今年共有 350位學童獲贈愛心再生電腦，轉贈學童

以低收入或清寒家庭孩童為主，並以偏鄉地區為優先。受贈學童中，

共有高偏鄉地區學童 123 位及低偏鄉地區學童 44 位。另外，有近

80位學童位於莫拉克水災受災區（六龜鄉、三地門鄉、林邊鄉等）。

詳細的受贈名單詳如表 3。 

 
#120-林永康-桃園縣大溪鎮 

 
#137-戴慧珍-桃園縣楊梅鎮 

 
#298-林芳善-高雄縣內門鄉 

 
#322-王天豪-高雄縣大寮鄉 

 
#40--曾竺萱-高雄縣六龜鄉 

 
#179-陳宗廷-高雄縣林園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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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馮子蓮-高雄縣旗山鎮 

 
#134-劉宛瑄-高雄縣岡山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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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9 年度受贈愛心再生電腦名單 
 

編

號 
申請人 
學校 年級 姓名 地址 

1 佳里國小 四年級 陳○○ 台南縣七股鄉 
2 網寮國小 四年級 戴○○ 嘉義縣東石鄉 
3 華南國小 四年級 劉○○ 嘉義縣梅山鄉 
4 水林國小 四年級 王○○ 雲林縣水林鄉 
5 成功國小 五年級 張○○ 基隆市仁愛區 
6 五福國小 六年級 謝○○ 高雄縣鳳山市 
7 五福國小 六年級 陳○○ 高雄縣鳳山市 
8 五福國小 三年級 伍○○ 高雄縣鳳山市 
9 五福國小 二年級 朱○○ 高雄縣鳳山市 
10 光華國小 五年級 卓○○ 桃園縣復興鄉 
11 曹公國小 五年級 魏○○ 高雄縣鳳山市 
12 內門國中 一年級 戴○○ 高雄縣內門鄉 
13 內門國中 一年級 韋○○ 高雄縣內門鄉 
14 內門國中 一年級 許○○ 高雄縣內門鄉 
15 新庒國小 五年級 陳○○ 高雄縣杉林鄉 
16 同安國小 五年級 吳○○ 桃園市 
17 大樹國中 一年級 曾○○ 高雄縣六龜鄉 
18 忠孝國小 四年級 林○○ 高雄縣六龜鄉 
19 橋頭國中 一年級 吳○○ 高雄縣杉林鄉 
20 六龜國中 一年級 杜○○ 高雄縣六龜鄉 
21 寶山國小 二年級 陳○○ 高雄縣桃源鄉 
22 寶山國小 六年級 戴○○ 高雄縣杉林鄉 
23 信義國中 三年級 黃○○ 基隆市中正區 
24 信義國中 三年級 蔡○○ 基隆市中正區 
25 信義國中 二年級 張○○ 基隆市中正區 
26 信義國中 二年級 徐○○ 基隆市中正區 
27 信義國中 二年級 朱○○ 基隆市仁愛區 
28 信義國中 二年級 林○○ 基隆市信義區 
29 信義國中 二年級 莊○○ 基隆市信義區 
30 民和國小 四年級 趙○○ 屏東市 
31 泰山國小 六年級 張○○ 台北縣泰山鄉 
32 秀林國小 四年級 張○○ 嘉義縣民雄鄉 
33 龍岡國小 五年級 林○○ 桃園縣中壢市 
34 鳳西國中 三年級 簡○○ 高雄縣大寮鄉 
35 旗尾國小 六年級 馮○○ 高雄縣旗山鎮 
36 旗尾國小 六年級 林○○ 高雄縣旗山鎮 
37 中正國中 二年級 陳○○ 基隆市信義區 
38 龍興國小 五年級 莊○○ 高雄縣六龜鄉 
39 龍興國小 二年級 鄭○○ 高雄縣六龜鄉 
40 龍興國小 三年級 曾○○ 高雄縣六龜鄉 
41 龍興國小 三年級 王○○ 高雄縣六龜鄉 
42 龍興國小 二年級 蔡○○ 高雄縣六龜鄉 
43 龍興國小 三年級 林○○ 高雄縣六龜鄉 
44 龍興國小 三年級 萬○○ 高雄縣六龜鄉 
45 龍興國小 四年級 潘○○ 高雄縣六龜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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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龍興國小 三年級 廖○○ 高雄縣六龜鄉 
47 龍興國小 五年級 王○○ 高雄縣六龜鄉 
48 龍興國小 五年級 全○○ 高雄縣六龜鄉 
49 龍興國小 五年級 陳○○ 高雄縣六龜鄉 
50 龍興國小 五年級 徐○○ 高雄縣六龜鄉 
51 六龜國中 一年級 林○○ 高雄縣六龜鄉 
52 龍興國小 五年級 李○○ 高雄縣六龜鄉 
53 龍興國小 五年級 顏○○ 高雄縣六龜鄉 
54 鹽埔國中 八年級 黃○○ 屏東縣鹽埔鄉 
55 下營國中 二年級 洪○○ 台南縣下營鄉 
56 高樹國小 一年級 范○○ 屏東縣高樹鄉 
57 高樹國小 二年級 梁○○ 屏東縣高樹鄉 
58 高樹國小 二年級 潘○○ 屏東縣高樹鄉 
59 高樹國小 三年級 陳○○ 屏東縣高樹鄉 
60 高樹國小 四年級 賴○○ 屏東縣三地門鄉

61 高樹國小 五年級 曾○○ 屏東縣高樹鄉 
62 新圍國小 五年級 李○○ 屏東縣鹽埔鄉 
63 高樹國小 六年級 楊○○ 屏東縣高樹鄉 
64 高樹國小 六年級 陳○○ 屏東縣高樹鄉 
65 高樹國小 六年級 邱○○ 屏東縣高樹鄉 
66 高樹國中 一年級 陳○○ 屏東縣高樹鄉 
67 安順國中 二年級 林○○ 台南市 
68 三地國小 五年級 陳○○ 屏東縣三地門鄉

69 三地國小 四年級 孟○○ 屏東縣三地門鄉

70 三地國小 六年級 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1 三地國小 二年級 戴○○ 屏東縣三地門鄉

72 三地國小 四年級 杜○○ 屏東縣三地門鄉

73 三地國小 三年級 馮○○ 屏東縣三地門鄉

74 三地國小 四年級 洪○○ 屏東縣三地門鄉

75 三地國小 四年級 莎○○ 屏東縣三地門鄉

76 瑪家國中 八年級 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7 三地國小 四年級 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8 三地國小 六年級 曾○○ 屏東市 
79 三地國小 三年級 秉○○ 屏東縣三地門鄉

80 三地國小 四年級 李○○ 屏東縣三地門鄉

81 三地國小 二年級 馬○○ 屏東縣三地門鄉

82 瑪家國中 九年級 舒○○ 屏東縣三地門鄉

83 三地國小 四年級 劉○○ 屏東縣三地門鄉

84 安慶國中 一年級 陳○○ 屏東縣三地門鄉

85 三地國小 五年級 李○○ 屏東縣三地門鄉

86 三地國小 四年級 葛○○ 屏東縣三地門鄉

87 三地國小 四年級 伊○○ 屏東縣三地門鄉

88 三地國小 六年級 陳○○ 屏東縣三地門鄉

89 三地國小 五年級 林○○ 屏東縣三地門鄉

90 三地國小 五年級 甘○○ 屏東縣內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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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三地國小 五年級 李○○ 屏東縣內埔鄉 
92 三地國小 四年級 洪○○ 屏東縣三地門鄉

93 三地國小 五年級 王○○ 屏東縣三地門鄉

94 三地國小 四年級 馬○○ 屏東縣三地門鄉

95 三地國小 二年級 拉○○ 屏東縣三地門鄉

96 三地國小 四年級 地○○ 屏東縣三地門鄉

97 三地國小 四年級 潘○○ 屏東縣三地門鄉

98 金潭國小 五年級 潘○○ 高雄縣林園鄉 
99 南榮國中 二年級 張○○ 屏東縣林邊鄉 
100 岡山國小 四年級 林○○ 高雄縣岡山鎮 
101 東新國中 一年級 張○○ 屏東縣林邊鄉 
102 大潭國小 三年級 林○○ 屏東縣林邊鄉 
103 南榮國中 七年級 林○○ 屏東縣林邊鄉 
104 大潭國小 五年級 鄭○○ 屏東縣林邊鄉 
105 大潭國小 四年級 李○○ 屏東縣林邊鄉 
106 景山國小 三年級 王○○ 嘉義縣布袋鎮 
107 景山國小 五年級 邱○○ 嘉義縣布袋鎮 
108 安溪國中 二年級 張○○ 台北縣三峽鎮 
109 文華國小 二年級 許○○ 高雄縣鳳山市 
110 杉林國中 三年級 許○○ 高雄縣杉林鄉 
111 甲仙國中 三年級 蔡○○ 高雄縣甲仙鄉 
112 過溝國中 二年級 邱○○ 嘉義縣東石鄉 
113 過溝國中 二年級 李○○ 嘉義縣布袋鎮 
114 過溝國中 二年級 戴○○ 嘉義縣東石鄉 
115 過溝國中 一年級 李○○ 嘉義縣布袋鎮 
116 過溝國中 二年級 陳○○ 嘉義縣布袋鎮 
117 過溝國中 二年級 陳○○ 嘉義縣布袋鎮 
118 過溝國中 三年級 李○○ 嘉義縣布袋鎮 
119 中庄國中 一年級 蔡○○ 高雄縣大寮鄉 
120 田心國小 二年級 林○○ 桃園縣大溪鎮 
121 田心國小 二年級 黃○○ 桃園縣大溪鎮 
122 樟湖國小 五年級 謝○○ 雲林縣古坑鄉 
123 竹東國小 六年級 趙○○ 新竹縣竹東鎮 
124 竹東國小 四年級 林○○ 新竹縣竹東鎮 
125 竹東國小 三年級 鍾○○ 新竹縣竹東鎮 
126 竹東國小 六年級 戴○○ 新竹縣竹東鎮 
127 竹東國小 六年級 張○○ 新竹縣竹東鎮 
128 竹東國小 五年級 劉○○ 新竹縣竹東鎮 
129 龍津國小 五年級 吳○○ 台中縣龍井鄉 
130 龍津國小 五年級 紀○○ 台中縣龍井鄉 
131 龍津國小 三年級 羅○○ 台中縣龍井鄉 
132 龍津國小 二年級 紀○○ 台中縣龍井鄉 
133 梅山國中 八年級 陳○○ 嘉義縣梅山鄉 
134 壽天國小 三年級 劉○○ 高雄縣岡山鎮 
135 壽天國小 五年級 曾○○ 高雄縣岡山鎮 
136 楊梅國小 四年級 楊○○ 桃園縣楊梅鎮 
137 楊梅國小 五年級 戴○○ 桃園縣楊梅鎮 
138 安順國中 二年級 李○○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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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壽天國小 二年級 杜○○ 高雄縣岡山鎮 
140 林邊國小 三年級 郭○○ 屏東縣林邊鄉 
141 林邊國中 一年級 鄭○○ 屏東縣林邊鄉 
142 林邊國中 二年級 侯○○ 屏東縣林邊鄉 
143 仁和國小 六年級 蔡○○ 屏東縣林邊鄉 
144 仁和國小 二年級 曾○○ 屏東縣林邊鄉 
145 林邊國中 二年級 戴○○ 屏東縣林邊鄉 
146 林邊國中 三年級 洪○○ 屏東縣林邊鄉 
147 仁和國小 六年級 吳○○ 屏東縣林邊鄉 
148 仁和國小 五年級 吳○○ 屏東縣林邊鄉 
149 林邊國小 五年級 蕭○○ 屏東縣林邊鄉 
150 林邊國中 三年級 周○○ 屏東縣林邊鄉 
151 億載國小 五年級 洪○○ 台南市 
152 中山國中 一年級 郭○○ 台南市 
153 秀巒國小 二年級 賴○○ 新竹縣尖石鄉 
154 大同國小 四年級 高○○ 新竹縣竹東鎮 
155 二重國小 四年級 黃○○ 新竹縣竹東鎮 
156 秀巒國小 四年級 劉○○ 新竹縣尖石鄉 
157 秀巒國小 四年級 劉○○ 新竹縣尖石鄉 
158 秀巒國小 五年級 蔡○○ 新竹縣尖石鄉 
159 楊梅國小 五年級 劉○○ 桃園縣楊梅鎮 
160 秀巒國小 五年級 劉○○ 新竹縣尖石鄉 
161 秀巒國小 五年級 劉○○ 新竹縣尖石鄉 
162 秀巒國小 五年級 張○○ 新竹縣尖石鄉 
163 秀巒國小 六年級 高○○ 新竹縣尖石鄉 
164 秀巒國小 六年級 羅○○ 新竹縣尖石鄉 
165 秀巒國小 六年級 陳○○ 新竹縣尖石鄉 
166 竹東國中 一年級 江○○ 新竹縣尖石鄉 
167 六甲國中 一年級 林○○ 新竹縣尖石鄉 
168 二重國中 一年級 吳○○ 新竹縣竹東鎮 
169 尖石國中 一年級 陳○○ 新竹縣尖石鄉 
170 尖石國中 一年級 邱○○ 新竹縣尖石鄉 
171 尖石國中 一年級 江○○ 新竹縣尖石鄉 
172 建國國小 四年級 許○○ 屏東市 
173 延平國中 一年級 李○○ 台南縣永康 
174 燕巢國中 二年級 張○○ 高雄縣岡山鎮 
175 鎮南國小 四年級 陳○○ 雲林縣斗六市 
176 尚仁國小 四年級 吳○○ 基隆市七堵區 
177 尚仁國小 三年級 張○○ 基隆市安樂區 
178 高樹國小 六年級 王○○ 屏東縣高樹鄉 
179 林園國中 三年級 陳○○ 高雄縣林園鄉 
180 文山國中 二年級 林○○ 高雄縣鳳山市 
181 中崙國中 三年級 朱○○ 高雄縣鳳山市 
182 中崙國中 三年級 林○○ 高雄縣鳳山市 
183 三地國小 三年級 尤○○ 屏東縣內埔鄉 
184 三地國小 三年級 林○○ 屏東縣三地門鄉

185 六嘉國中 三年級 黃○○ 嘉義縣六腳鄉 
186 六嘉國中 二年級 侯○○ 嘉義縣六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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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六嘉國中 三年級 劉○○ 嘉義縣六腳鄉 
188 公正國中 一年級 鄭○○ 屏東市 
189 公正國中 二年級 王○○ 屏東市 
190 公正國中 三年級 陳○○ 屏東市 
191 溪口國中 二年級 賴○○ 嘉義縣溪口鄉 
192 溪口國中 二年級 楊○○ 嘉義縣溪口鄉 
193 溪口國中 二年級 郭○○ 嘉義縣溪口鄉 
194 溪口國中 三年級 游○○ 嘉義縣溪口鄉 
195 溪口國中 二年級 陳○○ 嘉義縣溪口鄉 
196 林園國中 三年級 林○○ 高雄縣林園鄉 
197 林園國中 二年級 劉○○ 高雄縣林園鄉 
198 東安國小 四年級 鄭○○ 桃園縣平鎮市 
199 中山國小 四年級 黃○○ 新竹縣竹東鎮 
200 中山國小 六年級 蘇○○ 新竹縣竹東鎮 
201 中山國小 六年級 房○○ 新竹縣竹東鎮 
202 清水國小 三年級 左○○ 新竹縣竹東鎮 
203 清水國小 五年級 范○○ 桃園縣楊梅鎮 
204 楊梅國中 一年級 鍾○○ 桃園縣楊梅鎮 
205 崇明國中 三年級 王○○ 台南市 
206 新光國小 三年級 黃○○ 新竹縣尖石鄉 
207 新光國小 五年級 黃○○ 新竹縣尖石鄉 
208 文賢國中 三年級 陳○○ 台南市 
209 義盛國小 五年級 宗○○ 桃園縣大溪鎮 
210 義盛國小 五年級 賴○○ 桃園縣復興鄉 
211 義盛國小 五年級 黃○○ 桃園縣復興鄉 
212 義盛國小 五年級 黃○○ 桃園縣復興鄉 
213 義盛國小 三年級 覃○○ 桃園縣復興鄉 
214 義盛國小 三年級 呂○○ 桃園縣復興鄉 
215 介壽國中 一年級 湯○○ 桃園縣復興鄉 
216 義盛國小 三年級 胡○○ 桃園縣復興鄉 
217 八斗國小 三年級 杜○○ 基隆市中正區 
218 八斗國小 四年級 林○○ 基隆市中正區 
219 八斗國小 四年級 陳○○ 基隆市中正區 
220 中興國中 一年級 余○○ 桃園市 
221 大同國中 一年級 忽○○ 屏東市 
222 大同國中 二年級 林○○ 屏東市 
223 大同國中 三年級 朱○○ 屏東市 
224 迴龍國小 二年級 徐○○ 桃園縣龜山鄉 
225 迴龍國小 六年級 蔡○○ 桃園縣龜山鄉 
226 迴龍國小 六年級 吳○○ 台北縣樹林市 
227 迴龍國小 五年級 徐○○ 桃園縣龜山鄉 
228 迴龍國中 一年級 張○○ 桃園縣龜山鄉 
229 自強國中 一年級 劉○○ 桃園縣中壢市 
230 迴龍國中 九年級 李○○ 桃園縣龜山鄉 
231 東新國小 六年級 蔡○○ 台中縣東勢鎮 
232 東新國小 六年級 李○○ 台中縣東勢鎮 
233 東新國小 五年級 劉○○ 台中縣東勢鎮 
234 中山國中 二年級 羅○○ 基隆市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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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竹圍國中 八年級 劉○○ 桃園縣大園鄉 
236 楠陽國小 四年級 黃○○ 高雄縣燕巢鄉 
237 楠陽國小 四年級 陳○○ 高雄縣燕巢鄉 
238 廣福國小 三年級 徐○○ 南投縣中寮鄉 
239 大南國小 五年級 許○○ 嘉義縣梅山鄉 
240 南化國中 二年級 陳○○ 台南縣南化鄉 
241 楠西國小 二年級 黃○○ 台南縣楠西鄉 
242 楠西國小 三年級 鄭○○ 台南縣楠西鄉 
243 楠西國小 五年級 張○○ 台南縣楠西鄉 
244 秀巒國小 三年級 羅○○ 新竹縣尖石鄉 
245 秀巒國小 一年級 高○○ 新竹縣尖石鄉 
246 秀巒國小 四年級 葉○○ 新竹縣尖石鄉 
247 秀巒國小 四年級 劉○○ 新竹縣尖石鄉 
248 秀巒國小 六年級 彭○○ 新竹縣尖石鄉 
249 泰山國小 六年級 張○○ 台北縣泰山鄉 
250 秀巒國小 六年級 邱○○ 新竹縣尖石鄉 
251 秀巒國小 三年級 江○○ 新竹縣尖石鄉 
252 陽明國小 一年級 廖○○ 雲林縣崙背鄉 
253 烏來國小 二年級 蔡○○ 台北縣烏來鄉 
254 烏來國小 四年級 王○○ 台北縣烏來鄉 
255 烏來國中 九年級 張○○ 台北縣烏來鄉 
256 烏來國小 三年級 張○○ 台北縣烏來鄉 
257 烏來國小 五年級 鍾○○ 台北縣烏來鄉 
258 新光國小 五年級 莊○○ 新竹縣尖石鄉 
259 新光國小 六年級 張○○ 新竹縣尖石鄉 
260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周○○ 新竹縣五峰鄉 
261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周○○ 新竹縣五峰鄉 
262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宋○○ 新竹縣五峰鄉 
263 五峰國中 一年級 趙○○ 新竹縣五峰鄉 
264 高樹國小 六年級 葉○○ 屏東縣高樹鄉 
265 高樹國小 六年級 李○○ 屏東縣高樹鄉 
266 高樹國小 六年級 馮○○ 屏東縣高樹鄉 
267 高樹國小 五年級 戴○○ 屏東縣高樹鄉 
268 高樹國小 二年級 方○○ 屏東縣高樹鄉 
269 高樹國小 一年級 修○○ 屏東縣高樹鄉 
270 高樹國小 一年級 曾○○ 屏東縣高樹鄉 
271 高樹國小 六年級 黃○○ 屏東縣高樹鄉 
272 崙背國小 五年級 李○○ 雲林縣崙背鄉 
273 崙背國小 三年級 李○○ 雲林縣崙背鄉 
274 崙背國小 四年級 林○○ 雲林縣崙背鄉 
275 崙背國小 二年級 蘇○○ 雲林縣崙背鄉 
276 崙背國小 四年級 陳○○ 雲林縣崙背鄉 
277 崙背國小 四年級 林○○ 雲林縣崙背鄉 
278 安溪國中 三年級 蔡○○ 台北縣三峽鎮 
279 崙背國小 四年級 張○○ 雲林縣崙背鄉 
280 崙背國小 六年級 許○○ 雲林縣崙背鄉 
281 高泰國中 八年級 張○○ 屏東縣三地門鄉

282 高泰國中 九年級 柯○○ 屏東縣三地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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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高泰國中 一年級 郭○○ 屏東縣高樹鄉 
284 重興國小 六年級 黃○○ 雲林縣林內鄉 
285 彌陀國小 四年級 黃○○ 高雄縣彌陀鄉 
286 彌陀國小 三年級 陳○○ 高雄縣彌陀鄉 
287 彌陀國小 六年級 張○○ 高雄縣岡山鎮 
288 杉林國中 三年級 陳○○ 高雄縣杉林鄉 
289 永芳國小 六年級 林○○ 高雄縣鳳山市 
290 永芳國小 三年級 黃○○ 高雄縣大寮鄉 
291 永芳國小 六年級 潘○○ 高雄縣大寮鄉 
292 永芳國小 六年級 李○○ 高雄縣大寮鄉 
293 永芳國小 三年級 蔡○○ 高雄縣大寮鄉 
294 永芳國小 五年級 李○○ 高雄縣大寮鄉 
295 木柵國小 四年級 力○○ 高雄縣內門鄉 
296 木柵國小 三年級 許○○ 高雄縣內門鄉 
297 木柵國小 五年級 洪○○ 台南縣左鎮鄉 
298 木柵國小 二年級 林○○ 高雄縣內門鄉 
299 南成國小 六年級 邱○○ 高雄縣鳳山市 
300 南成國小 二年級 劉○○ 高雄縣鳳山市 
301 南成國小 一年級 孫○○ 高雄縣鳳山市 
302 南成國小 四年級 陳○○ 高雄縣鳳山市 
303 南成國小 四年級 胡○○ 高雄縣鳳山市 
304 南成國小 六年級 蘇○○ 高雄縣鳳山市 
305 南成國小 六年級 葉○○ 高雄縣鳳山市 
306 壽天國小 五年級 陳○○ 高雄縣岡山鎮 
307 壽天國小 二年級 張○○ 高雄縣岡山鎮 
308 壽天國小 三年級 吳○○ 高雄縣岡山鎮 
309 壽天國小 四年級 王○○ 高雄縣岡山鎮 
310 明義國小 二年級 曾○○ 高雄市小港區 
311 中正國小 六年級 蕭○○ 高雄縣鳳山市 
312 中正國小 六年級 廖○○ 高雄縣鳳山市 
313 中正國小 四年級 王○○ 高雄縣鳳山市 
314 中正國小 五年級 李○○ 高雄縣大寮鄉 
315 中正國小 五年級 陳○○ 高雄縣鳳山市 
316 中正國小 五年級 王○○ 高雄縣鳥松鄉 
317 鳳西國小 六年級 潘○○ 高雄縣鳳山市 
318 彌陀國小 四年級 邱○○ 高雄縣彌陀鄉 
319 溪寮國小 三年級 李○○ 高雄縣大寮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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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溪寮國小 二年級 曾○○ 高雄縣大寮鄉 
321 溪寮國小 二年級 廖○○ 高雄縣大寮鄉 
322 溪寮國小 一年級 王○○ 高雄縣大寮鄉 
323 泰山國小 二年級 邵○○ 台北縣泰山鄉 
324 彌陀國小 六年級 宋○○ 高雄縣彌陀鄉 
325 溪寮國小 六年級 潘○○ 高雄縣大寮鄉 
326 溪寮國小 五年級 陳○○ 高雄縣大寮鄉 
327 溪寮國小 五年級 鄭○○ 高雄縣大寮鄉 
328 杉林國中 一年級 潘○○ 高雄縣杉林鄉 
329 杉林國中 一年級 江○○ 高雄縣杉林鄉 
330 杉林國中 一年級 林○○ 高雄縣杉林鄉 
331 杉林國中 一年級 劉○○ 高雄縣杉林鄉 
332 中庄國小 四年級 方○○ 高雄縣大寮鄉 
333 五峰國中 一年級 趙○○ 新竹縣五峰鄉 
334 五峰國中 三年級 詹○○ 新竹縣五峰鄉 
335 泰山國中 一年級 駱○○ 台北縣泰山鄉 
336 五峰國中 三年級 趙○○ 新竹縣五峰鄉 
337 五峰國中 三年級 田○○ 新竹縣五峰鄉 
338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吳○○ 新竹縣五峰鄉 
339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夏○○ 新竹縣五峰鄉 
340 五峰國中 一年級 戴○○ 新竹縣五峰鄉 
341 五峰國中 一年級 陳○○ 新竹縣五峰鄉 
342 五峰國中 一年級 林○○ 新竹縣五峰鄉 
343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吳○○ 新竹縣五峰鄉 
344 五峰國中 一年級 何○○ 新竹縣五峰鄉 
345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張○○ 新竹縣五峰鄉 
346 五峰國中 一年級 吳○○ 新竹縣五峰鄉 
347 泰山國小 三年級 林○○ 台北縣泰山鄉 
348 泰山國小 五年級 高○○ 台北縣泰山鄉 
349 安溪國中 三年級 劉○○ 台北縣三峽鎮 
350 安溪國中 三年級 黃○○ 台北縣三峽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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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贈過程 

如上所提，今年受贈學童有多位居住在偏鄉地區或莫拉克水災

災區。即使交通不便且路程遙遠，花費的時間及人力皆不符合成本，

但本會仍堅持將愛心再生電腦親自送至學童家中安裝。累積這些實

地走訪的經驗，更能確實體會到台灣城鄉及資訊落差的嚴重性，無

形間也喚起本團隊工程師更多的熱忱投入工作中。 

 
桃園縣復興鄉卡維蘭部落（高偏鄉） 

 
高雄縣六龜鄉路段（高偏鄉及災區） 

 
高雄縣桃源鄉山區路段（高偏鄉及災區）

 
南部橫貫公路重建路段 

 
妥善包裝，避免運輸途中碰撞  

有問必答，提醒電腦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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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宣成果 

本年度廣宣規劃以網路媒介為主，分為三階段執行，說明如下。 

(一) 初期 

本活動早期在環保署的推廣下已建立一定的口碑和合作網絡，

但今年首度由本會主導並以勸募活動方式辦理，故在活動初期的宣

傳目標是通知過去合作的單位本活動的轉型，並邀請認同本活動「環

保」「教育」、「公益」三項理念的舊雨新知繼續支持。 

1. 新聞發佈 

透過中央社訊息平台發布新聞稿「『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

邁向新階段 盼你一同圓孩子的電腦夢！」（如下），在 Yahoo!奇摩

新聞（教育版）、sina 新浪新聞（文教版）、Pchome 新聞（生活版）、

msn 新聞（生活版）和 Hinet 新聞（社會版）等網路入口平台獲得

轉載，以及 Kiss Radio 大眾廣播在新聞時段代為宣傳。另外，寶島

新聲廣播電台的節目「寶島好生活」及教育廣播電台也邀請本會上

節目宣傳本活動。 

網路新聞的宣傳主要是針對初次認識「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

望」活動的民眾，尤其是以個人為主，希望能讓民眾建立廢資訊物

品回收再利用的環保觀念。在新聞露出後，本會接到許多民眾來信

及來電詢問捐贈報廢電腦相關事項，今年也獲得 7 位民眾捐贈家中

廢棄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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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新聞稿敬請廣為宣傳】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新聞資料                                            99年 3月 24日 

Triple‐E Institute (Energy, Environment, Economy) 

聯絡人：許蕙千  0922‐652‐228    Taiwan.triple@gmail.com 

「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邁向新階段  盼你一同圓孩子的電腦夢！ 

「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二手電腦回收轉贈計畫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拋磚引玉推廣及社會各界的熱烈響應之下，近年來已完成 16,756 台再生電腦的

轉贈，亮眼的表現深獲得社會及學童之肯定，也已達成階段性的環保宣導目

標。今年度，本活動正式轉由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Triple‐E Institute）
主導接續辦理，並邁向新的階段，發起民間勸募認養，且已奉台北市政府社會

局核准在案（北市社團字第 09932172500 號），盼支持本活動的舊雨新知繼續

支持，並踴躍傳遞此項訊息。 
「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二手電腦回收轉贈計畫不僅極具環保教育意

義，帶動政府及企業團體妥善處理廢資訊物品，且間接縮短城鄉數位落差，提

昇偏鄉學童的學習競爭力，受贈學童更因此潛移默化而深植環保愛心。承接環

保署此項公益活動為期三年的文化大學經濟系柏雲昌教授，同時也是台灣三益

策略發展協會的現任理事長，在許多支持本活動的老朋友鼓勵之下，即使沒有

政府預算支援，也希望能維持這個建立不易的供需社會平台繼續運作。故率領

本協會繼續舉辦公益活動，希望能集結民間企業和社會人士的力量，讓二手電

腦回收轉贈活動能達到永續發展的活水目的。本年度的活動邁向新的階段，除

了回收重組欲汰換的報廢電腦外，更希望能透過勸募活動，集結社會大眾的愛

心捐款，每一筆捐款（3,998元或 7,998元兩種等級）將可認養一台組裝完成的

愛心再生電腦，並由本協會專業工程師親自到偏鄉地區的弱勢國中、國小學童

家中安裝。亦歡迎小額捐款，本會將主動匯集捐款，轉贈愛心再生電腦電腦一

台。完成轉贈後將開立收據，並寄送學童感謝卡與照片，感謝民眾及企業團體

對本活動的支持。更多活動訊息可上本協會網站 www.triple‐e.org.tw查詢。 
據本協會估計，台灣地區因M型社會發展，導致貧富差異日益明顯，每年

約有一萬台人次的中低收入學童需要愛心再生電腦。在面對去年金融海嘯及八

八水災重擊後的台灣社會，預期會有更多的清寒學童需要愛心再生電腦的奧

援，迫切需要愛心再生電腦跟上學習步調，因此急需您一同加入這項社

會工作的行列。 
此外，延續過去的活動規劃，本專案籲請各機構團體捐贈閒置或欲汰換的

二手電腦設備（含彩色螢幕、主機、鍵盤、滑鼠、喇叭、電源線、輸出線等），

作為本專案的可用資源。請撥打回收專線 02‐2969‐6864洽詢，即有專人接洽後

續回收事宜。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於民國 97 年依法成立，由熱心公益的學

者、專家、及社會人士共同組成，宗旨為從事能源‐環境‐經濟永續發展(Triple‐E: 
Energy‐Environment‐Economy)相關之智庫研發、會議展覽、公益活動及教育推

廣。愛心再生電腦圓夢計畫是本協會目前核心的公益活動。透過每年的二手電



99 年度『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勸募活動 

 18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

腦回收轉贈活動，希望能讓大眾了解再生電腦回收的重要性，以及轉贈背後的

重大意義，除了縮小城市與鄉村的資訊落差，也同時擴散環境保護的具體行

動。如果您也認同此次愛心活動的「環保」、「教育」與「社會關懷」三項目標，

誠摯地邀請您一同共襄盛舉，不論是捐款認養愛心再生電腦或捐贈報廢電腦，

讓我們一起以行動完成偏鄉地區學童第一台電腦的夢想！   

 

2. 宣傳信件寄發 

本會由致力於能源 (Energy) 、環境 (Environment) 及經濟

(Economy)研究領域的大專院校學者專家所組成，多位成員長年關心

社會的環境議題，投入許多政府政策研發專案或社會團體的環保運

動，故累積出許多人脈及資源。活動初期採用電子郵件大量寄發 html

宣傳郵件（如下）給本會成員提供的聯絡名單，希望能透過網路傳

播的力量將活動訊息以最快的方式傳送給同領域相關的夥伴。 

 
 
 

3. 活動 DM 寄發 

本年度活動因邁向新的階段，和往年執行方式略有不同，因此，

活動起跑初期特別製作了活動文宣（如下圖），清楚說明活動規劃及

參與方式，以紙本寄送給各政府機關單位及企業行號進行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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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後期 

中後期的媒體宣傳策略著重在和參與本活動的企業合併宣傳，

結合企業資源以達到 1 加 1 大於 2 的效果。企業對內可將活動訊息

及環保觀念傳達給員工，對外出版文宣刊物以建立社會責任的企業

形象之餘，也等於是本活動最佳的宣傳契機。 

1. 華擎科技參觀愛心再生電腦工廠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今年的活動共捐贈主機板 249 片，妥

善包裝後主動送到本會工廠。作為世界領先級的主機板製造商，華

擎的同仁也親自走訪本會工廠，和工程師做技術及經驗的意見交

換，並主動詢問是否有可提供幫忙的之處（下圖左）。另外，年終感

恩會當日，華擎行銷企劃部的李正揚副理代表出席領獎，該新聞也

同步露出在華擎科技網站上（下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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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擎科技副理劉欣誠（右)）和本會工程師

（左）交流意見與經驗 華擎科技網站最新消息刊載年終感恩會新聞 

 

2. 受邀參加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舉辦之「財政部公股事業機構公

益活動-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愛心關懷』再生電腦設備捐贈儀

式」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今年共捐贈報廢電腦 37 台，並邀請本會於九

月一日參加「財政部公股事業機構公益活動-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愛

心關懷』再生電腦設備捐贈儀式」。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潘隆政副總經

理大力肯定本會的活動，也期許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勿忘企業的社會

責任，能持續為社會的公益盡一份心力。 

 

 
潘隆政副總經理代表捐贈報廢電腦 

 
本會致贈感謝狀一紙，代表受贈學童表達感謝

 

3. 接受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鼎月刊」374 期採訪報導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今年共捐贈 257 台主機與 178 台螢幕，

以具體行動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給社會有需要的角落。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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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工程柯恆信經理率領同仁在七月時蒞臨本會工廠參觀，瞭解愛

心再生電腦從回收、組裝到轉贈的流程；於九月份中鼎月刊（374

期）報導本團隊執行背後辛苦卻又溫馨動人的故事，並給予本活動

大力的肯定。藉中鼎月刊的刊載，盼能拋磚引玉讓更多人加入為弱

勢學童圓夢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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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新聞中心刊載本活動訊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今年共捐贈 142 台主機與 145

台螢幕，且在回收過程中有著極高的配合度，主動召集了公司內部

人力協助本團隊清點和搬運，讓本團隊在短時間內就完成回收工作。 

該公司今年獲贈金箔感謝獎牌，由堵一強副總經理、劉大慶副

理及王立柏協理代表出席受獎，該則新聞公告在世曦工程網站的新

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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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尾聲 

1. 新聞發佈 

在勸募活動接近尾聲時，希望能向社會大眾分享今年回收報廢

電腦的環保成果和轉贈愛心再生電腦的公益成果，除傳達環保理念

外，以透明且具體的成績取信於社會，相信能讓越來越多人願意主

動參與本活動的行列。 

由中央社訊息平台發布的新聞稿「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三益促

成電腦回收再利用平台」（下圖），新聞訊息在 PChome 新聞（生活

版）、MSN 新聞（生活版）、Hinet 新聞（社會版）、Sina（文教版）

新浪新聞等網路入口平台獲得轉載（下圖）；同時，有多個環保相關

網頁，如綠色新聞網、EcoLife 清淨家園顧厝邊綠色生活網亦同步轉

載本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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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新聞稿敬請廣為宣傳】

  社團法人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新聞資料                                              99年 12月 13日 

Triple‐E Institute (Energy, Environment, Economy) 

聯絡人：許蕙千  0922‐652‐228    Taiwan.triple@gmail.com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三益促成電腦回收再利用平台 

往年由環保署主辦之「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二手電腦回收轉贈的活動，

今年正式由民間團體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Triple‐E Institute）自行開辦運作，

向民間勸募捐款認養再生電腦及回收報廢電腦，在沒有任何政府預算的補助下，

今年愛心再生電腦的轉贈成果依舊亮眼！ 
台灣三益策略發展協會理事長柏雲昌堅持「讓廢資訊物品物盡其用才能減輕

地球污染和負擔」的理念，該團隊以「資源回收」及「重組再利用」作為此次愛

心活動的核心，希望在推廣環保概念之餘，更能落實社會公益目標，進而間接達

到縮短數位落差的成效。在沒有政府經費支持下，柏雲昌理事長設計了一套由資

源回收及勸募的流程來維繫再生電腦轉贈的運作，以此鼓勵各企業和團體「取之

社會、用之社會」，為環保盡一份心力，也回饋給社會的弱勢家庭。以過去四年

所建立的信譽，以及和許多單位良善的配合關係，今年二手電腦回收仍大有斬

獲，共獲 113個單位捐贈，包含北區國稅局、遠傳電信、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新

世紀資通、中鼎工程、台灣世曦工程等政府、學校和企業團體，其中更有數位民

眾主動將電腦運送至工廠。 
雖然經費短缺，但三益團隊在組裝及轉贈電腦時一點都不馬虎，仍舊堅持組

裝出等級最好最穩定的再生電腦。經檢測重組後，今年共送出了 350 台愛心再生

電腦，其中不乏來自高偏鄉地區及去年八八水災災區的學童。即便花上大半天的

車程僅能送到偏鄉地區的一戶，但三益團隊仍不肯放棄社會每一個需要關心的角

落。實際走訪的經驗也證明，這些偏鄉地區的學童確實需要電腦輔助學習，相較

於都會區的小朋友，他們也更珍惜得來不易的第一台電腦。 
因市場上價格越趨便宜的新電腦，使得許多人質疑再生電腦的價值，但柏雲

昌理事長和三益團隊仍堅持著理念，「再生電腦的價值來自它能減緩資訊產品汰

舊換新的速度，並藉此延緩對地球資源的耗用，此外，集結各界的愛心所累積的

社會價值更是無法計算」柏雲昌理事長說。此外，他表示：「由民間團體起頭，

結合政府、企業及社會各界的力量所建立的再生電腦供需平台，才能真正達到永

續發展的目標。」有了今年試辦成功的鼓勵，明年「你的舊電腦，他的新希望」

愛心再生電腦圓夢計畫仍繼續舉辦，三益團隊呼籲，如果您也認同此次愛心活動

的「環保」、「教育」與「社會關懷」三項目標，誠摯地邀請您共襄盛舉，不論是

捐贈報廢電腦或捐款認養愛心再生電腦，皆可撥打回收專線 02‐2969‐6864 聯絡

或上網站 http://www.triple‐e.org.tw/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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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路媒體宣傳 

為加強媒體宣傳的成效且讓新聞議題發酵，配合新聞發布和稍

後敘述的年終感恩會期程，本會於 PChome 新聞首頁刊登了三天

（12/14-1216）的「看版便利貼」及「頭條文字輪播」，讓活動訊息

能高度的曝光。 

此外，借重網路媒介超連結的特性，使網路文宣能連結至活動

網頁，讓活動訊息不僅是片段的訊息呈現，更能讓有興趣的民眾透

過活動網頁有進一步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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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內容 型式 

看版便利貼 (165 x 57 + 165 x 320 )pixels < 40K/輪播 swf 

頭條文字 輪播 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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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年終感恩會 

年終感恩會是勸募活動一個完美的句點，除了邀請媒體到場採

訪外，更重要是能藉此機會向 113 個捐贈單位表達感謝之意，並分

享今年勸募的成果。藉由這些受贈小朋友開心滿足的照片、感謝卡

片和老師的感謝影片，讓捐贈單位能感同身受這些無價的回饋。今

年度的年終感恩會已於 12 月 13 日舉辦完畢，活動流程如下： 

年終感恩會活動流程 
時間 內容 

14:10-14:30 報到 / 年度轉贈照片回顧 
14:30-14:35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14:35-14:40 年度成果分享 
14:40-14:45 屏東三地門鄉大社村的感謝短片 
14:45-14:50 頒發協力廠商(環能有限公司)感謝狀 
14:50-15:15 頒發捐贈單位感謝狀 
15:15-15:20 捐贈單位代表致詞 
15:20-15:25 活動儀式：「點點愛心、希望無限」 
15:25- 合照 / 媒體採訪 / 交流時間 

 
 

感恩會當天共有將近 30 位捐贈報廢電腦單位的代表及本會協

力廠商環能有限公司到場共襄盛舉。規模雖不大，但能藉此機會和

每位到場的朋友交換意見，實屬難得的機會，每位的建議都是本會

修正步伐以求進步的參考。 
 

年終感恩會邀請卡 金箔獎牌 裱框感謝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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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共有三家媒體到場，分別是中央社（新聞標題：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  三益促成電腦回收再利用平台）、國立教育廣播電台（新

聞標題：二手電腦送偏鄉  教育電台參一腳）、大愛電視台新聞報導。

除了在上述各家媒體平台露出外，也獲 PChome 新聞（生活版）、

MSN新聞（生活版）、Hinet 新聞  （社會版）及 Sina 新浪新聞（文

教版）轉載。 

 
本會理事長分享今年成果 

 
本年度受贈學童照片及捐贈單位名錄 

 
頒發感謝狀予今年捐贈廢電腦單位 

 
中鼎工程柯恆信經理肯定並鼓勵本活動

 
「點點愛心、希望無限」的象徵儀式 

 
全體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