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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普生積極拓展品牌的影響力，從偏鄉教育、人文關懷、藝術接軌及生態永續面向都有我們默默耕

耘的痕跡，其中最難得的是企業對於公益理念的堅持，且員工亦自發性的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由內

而外凝聚一股善意且強大的力量，與社會共存共榮。

9.1 長期發展專案
教育的提升有助於讓偏鄉孩童們吸收更多新知，透過不同的專案給予他們最適切的協助，並開啟孩

童們不同的視角與新的體驗。

9.1.1 富山國小 -921集集大地震之後的長期關懷
富山小學位於南投縣集集大山腳下，是一所長達四十年歷史的迷你小學校。台灣愛普生

與富山小學的緣分始於 921地震，為協助因地震受損之校舍儘速修復，使孩童們能安全
安心的學習與運動，當時台灣愛普生獨立認養了富山小學迄今。 

自 1999年至今，台灣愛普生協助校舍修繕；提供投影機與印表機⋯等教學設備；也設置
長達十年的獎助學金資助弱勢優異學生；每年提供所有畢業生獎品；贊助校外教學、運

動會與社團活動⋯等 , 長期與學校保持聯繫互動。

而為增加偏遠孩童之國際交流機會，也曾於台灣愛普生二十周年慶時，邀請富山全體學

生與台北日僑小學共同演出音樂劇。此段難得的台日交流體驗成為富山小學孩童最深刻

難忘的回憶，更激發父母師長積極培育孩童的強烈念頭。 

富山小學陳明興主任表示，學校因為地理位置偏遠和資源不足等先天條件，阻礙孩童的

終結貧窮

透過企業協助，強化弱勢族

群災後復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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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

學習與發展，特別是視野開拓與新科技設備使用，而台灣愛普生於地震復原完成後，長

期與學校維繫互動關懷，除了實質幫助，更使孩童們在接受照顧的過程中，養成感恩與

回饋的思維。 

許多社會貢獻專案往往無法延續，但唯有長期執行才能產生價值，與富山小學之支援和

互動已建立固定模式，相信未來每一位富山孩童仍有台灣愛普生陪伴成長。

9.1.2 影像好玩藝
台灣愛普生自 2009年啟動「影像好玩藝」專案，主要提供投影機設備及授權影片，透過
各縣市的學校安排每月電影播放，提供偏鄉兒童觀賞各系列電影的機會，並拓展學子們

對於文化與藝術的視野。台灣愛普生於 2017年投入 70萬元經費，共有 58所學校響應，
舉辦近 280場次，並有超過 8,300人次參與。

2015年起台灣愛普生轉為主力贊助單位，由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此一活動，並廣邀
「3C彩研企業集團」、「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良機文化基金
會」、「技嘉教育基金會」等單位成為專案夥伴，透過跨領域的企業投入，來豐富整體

專案的深度與廣度，發揮資源最大效益的利用。

而這些資源協助影像好玩藝專案之延伸，透過定期於各所學校播放影片，讓孩童們對於

課程有額外的期待，在觀看影片、討論與創作的過程中來團結各班級的凝聚力，並藉由

師生們對於影片的觀後感，創造出各種天馬行空的想像，繪畫出許多富有創意且創新的

想像空間；2017年共徵選了 3,312件作品，並透過評選來鼓勵師生們創意不設限、善於
觀察並充分發揮想像力。

苗
栗
縣

育英國小 建中國小

南
投
縣

千秋國小

彰
化
縣

水尾國小 新生國小 草湖國小
內安國小 日新國小 美豐國小
芳苑國小 萬和國小 馬興國小 

雲
林
縣

土庫國小 東榮國小

嘉
義
縣

光華國小 光榮國小 雙溪國小 義興國小
月眉國小 重寮國小 南興國小 太平國小

台
南
市

將軍國小 果毅國小 子龍國小 文昌國小 
那拔國小 嘉南國小 層林國小 陽明國小 
內角國小 龍崎國小 正新國小 新東國小
新泰國小

新
北
市

雙城國小

宜
蘭
縣

同樂國小

台
東
縣

初來國小 初鹿國小
忠孝國小 福原國小
樟原國小 廣原國小
富山國小 利嘉國小

屏
東
縣

白沙國小 琉球國小
全德國小 餉潭國小
萬隆國小 車城國小
仕絨國小 石門國小
丹路國小 長樂國小

運用影像閱讀提升孩子的美學感知與品

學教育，開啟偏鄉孩童對世界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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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影像藝術推動
台北當代藝術館潘小雪館長提到「透過台灣愛普生提供的設備與輸出，精準還原照片像素，將國際

藝術家的品質完美呈現，提升感動層次。」史帝夫‧麥柯里策展人陳昌仁老師亦回應「透過設備

的輔助可強化藝術與觀者的連結，用新的方式去感受照片的渲染力，用其他感官與裝置下影像進行

深度對談，讓觀者從中產生更多細膩的感受與想法。」

9.2.1 MOCA失重樂園 -河口洋一郎的衍化論
河口洋一郎以大型珊瑚狀雕塑「成長模型」，帶領觀者窺探藝術家獨特的創作表現和細

膩的生命觀察，透過展出 80年代至今以「人工生命」為主題的各式創作，體現不同時序
的作品其截然不同的面貌、共存及更多可能性，觀者不僅可以一睹日本傳統文化與河口

洋一郎創作的交織外，亦能參與藝術家精心規劃的互動項目，跳脫原始顏色的配置，揮

灑色塊的碰撞，讓美學融入教育與生活裡；在 2017/4/22-2017/6/18展出期間，共吸引
了近 32,000人感受電腦藝術創作的獨特魅力。

9.2.2 阮義忠北埔攝影個展
攝影大師阮義忠透過鏡頭忠

實呈現七〇年代民風淳樸的

北埔，黑白方框裡浮現人們

用力生活的影像，而這純真、

純淨、美好的年代也透過台

灣愛普生的輸出真實還原，

在黑白的世界裡撇除了色彩所帶來的視覺衝擊，更強化了畫面中小人物們知足感恩的生

活張力，在 2017/7/14-2017/8/27展覽期間，共吸引了 4,785人一起沉浸在舊時年代的
風光。

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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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飛閱台灣—齊柏林紀念攝影展
透過齊柏林導演眼下的世界，為台灣土地

留下珍貴的空中攝影紀錄，呈現我們不曾

看見的美好的台灣，而在這壯闊的山嵐下

真實存在殘破的傷口，也提醒我們去反思

這片土地無聲的抗議。台灣愛普生透過影

像投影去呈現齊柏林導演對於土地的情感

連結，並忠實呈現出山川島嶼的珍貴景致

以及高空攝影實況紀實；該展覽分別於北

中南三地展出，在 2017/7/28-2017/8/6展
覽期間，共吸引了 15,830人一起關注齊柏
林導演鏡頭下所俯視並擁抱的台灣土地。

9.2.4 《讀衣 II》誠品生活 X 董陽孜
運用董陽孜老師「無聲的樂章」中二十

幅作品，結合台灣及香港知名服裝設

計師進行創作，將傳統文化中硬筆書寫

的底蘊融合服裝柔軟材質的呈現，場

內不僅展出時裝作品外，更結合了台

灣愛普生的投影設備，擴大視覺空間設計與互動式體驗，以親手寫字、投影及數位列

印技術的輔助下，讓書法走入生活，顛覆年輕人對流行的既定印象；在 2017/10/20-
2017/12/3展出期間，共吸引了近 80,000人感受墨寶與時尚衝撞的美學與生命力。

誠品提供

誠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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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面積達27,872 平方公尺

46 位員工

500 株苗木

植樹活動累計至目前已種下

45 種喬灌木，共5,870株幼苗

9.3 支持生態永續
為了落實珍惜地球資源的經營理念，台灣愛普生積極推動生態永續活動，將善的信念藉由員工手中

一次次地向外傳遞出去。

9.3.1 植樹活動
台灣愛普生秉持著經營理念中「珍惜地球資源」，自 2006年起長期推動淡江大學
蘭陽校區植樹活動，在減少企業對環境的衝擊外，更能積極地投入節能減碳的

實務，達成綠化美化的目標，並促進周邊生態系的發展。台灣愛普生於

2017年投入了約 9萬經費，邀請 46位員工共同栽植 500株苗木，植
樹活動累計至目前已種下了 45種喬灌木，共 5,870株幼苗，
種植面積達 27,872平方公尺。

台灣愛普生往年的植樹活動約於每年 2-3月
舉辦，然而此一時節氣候不穩定，且林務局

訂定該區域的最佳植栽時間為每年

10月至隔年 3月，因此今

9.2.5 MOCA「晃│影 - 史帝夫‧麥柯里個展」&「影像的謀反」
史帝夫‧麥柯里以麥式漫遊的拍照為意象，即興捕捉人性本質。麥柯里的攝影透露出影

像與歷史間糾結式的情感，儘管照片中紀錄了多場國際衝突，然而他關注的是人物所呈

現的特質、人性及精神的發揮，透過影像中人物的凝視與外界溝通，強調眼神中更深層

的訊息與意義。其中廣為人知的《阿富汗少女》，眼神中對於外界的好奇、驚恐、探索

等情緒更是讓觀者有無限想像的延伸。

影像的謀反主要邀約國內外五位藝術家作品參展，影像主軸是基於對現實的不滿，以動

態影像方式呈現現今社會關於種族、階級、國家強權的權力介入所產生的批判與反思。

該敘述手法不再是以傳統的直

觀敘述，而是以多元多面的方

式，輔以旁白、錯置手法呈現

畫面虛實交錯的空間感，讓觀

者對於事情的面相有更多的體

悟與批判式的視角。

在 2018/2/24 - 2018/5/6展出
期間，共吸引了逾 83,000人
感受影像藝術與歷史縱橫交錯

下所迸發的美學與情感流瀉。

陸域生態

透過植樹與坪林藍鵲茶園認養活動，保護該地區的生態系

統與生物多樣性，提高其對於極端氣候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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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面積達27,872 平方公尺

46 位員工

500 株苗木

植樹活動累計至目前已種下

45 種喬灌木，共5,870株幼苗

年的植樹活動調整至 11月舉
行。植樹當天天公不作美，

但雨勢無法澆熄大家的熱忱，

在觀賞完環保影片後，各組

分別往植樹區域移動；在過

程中，透過大人帶著小孩一

起栽種以及員工們互相協助

的歡樂氣氛下，完成了此次

的任務。

9.3.2 坪林藍鵲茶園認養活動
台灣愛普生自 1993年起推動 Green Project計畫，今年更首次與八百金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八百金 )合作，八百金致力於藍鵲茶流域收復企劃，邀請 12位茶農加入，進行不
施灑農藥的環境友善耕作，逐步淨化翡翠水庫集水區的茶園。2017年台灣愛普生出資
125,000元與特約茶農進行契作認養，面積涵蓋 2,425平方公尺，收購其出產之「台灣
藍鵲茶」，共 23.33台斤，並由八百金提供每年 3次的生態工作假期，協助台灣愛普生
對員工進行環境教育。

今年 5月台灣愛普生舉辦了「台灣藍鵲茶」生態工作假期，邀請員工們進行茶事體驗、
炒茶、揉茶、品茶及茶園生態巡禮，藉由人工採茶摘取一心二葉，並進行去青工序，體

驗傳統製茶工藝，午間享受農家純樸的午餐混合著茶香裊裊，再透過茶道巡禮來了解整

個茶園的生態環境與原生作物，感受這片茶園的生命力、包容力與永續性。

為了保護並維護坪林水源地與台灣藍鵲的生態環境，八百金本著讓民眾喝到安全、健康

又安心的在地好茶，使用無毒種植、友善環境的理念去催生了「台灣藍鵲茶」的品牌，

此舉與台灣愛普生珍惜地球資源的理念不謀而合；因此我們透過茶園的認養契作以及茶

葉的收購，不僅可以讓員工們有更多環境面的體驗外，更可藉此活動將這單純的信念宣

揚給更多人知道，促使整體社會朝著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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