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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備

優先閱讀對象：
□ 員工 / 工會

□ 客戶或合作夥伴或產業協會

□ 政府

■ 鄰近居民

□ 股東 / 投資人 / 金融機構

■ 非政府組織

遠東新世紀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持續投入社會公益五十年，
社會參與已內化為重要的企業文化之一，執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者，利用本業核
心能力或廠區相關資源為社會大眾做出貢獻（如：舉辦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推
廣資源循環教育、志工服務、社區鄰里環境維護等）；另一種則透過長期資助非營利
組織（如：學校、醫院與基金會等），提供教育、醫療、體育、環境保護、科技創新、
藝術文化等資源，增進人民福祉、擴大國際視野與全面提升社會群眾的競爭力。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社會參與現金投入金額

水下生物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8 年 2 月 6 日台灣花蓮市區發生規模 6.0、震度 7 級的大地震，遠東集團關係
企業第一時間捐贈新台幣 3,000 萬元予花蓮縣政府社會救助金專戶，用於救災及協助
重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註：
1. 社區參與現金投入金額統計包含遠東新世紀合併報表中主要子公司，遠
傳電信自行揭露
2. 2016 年金額包含舉辦「台灣之水．生命之源」水展覽費用約 3,300 萬元，
展期已於 2016 年 8 月 21 日閉幕，舉辦此活動總費用約 6,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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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各營運據點社會參與
遠東新世紀長久以來與營運據點周邊居民相處融洽，積極與社區組織互動，主動
提供資源，如出借場地作為社區居民集會或消防演練活動之用…等；此外，我們以本
業核心能力出發，向社會大眾推廣綠色環保回收理念，喚起民眾環保意識；2018 年
各生產營運據點志工時數共 5,626 小時。
在各營運據點的社會參與活動面向多元，包括校園及鄰里清潔環境、捐贈善款物
資、協助弱勢民眾、志工服務、淨灘活動、環保教育等，列舉 2018 年重要活動如下：

4 實現共融生活
5 串聯美好社會

5.1 各營運據點社會參與

5.2 成立公益組織社會參與

6 開創共生園區
7 附錄

優質教育

氣候行動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捐贈北投焚化廠白鷺鷥學堂第三代
環境教育展示品
2015 年 4 月遠東新世紀與北投焚化廠合作建置白鷺鷥學堂，捐贈第
一代環境教育展示品，北投焚化廠於同年 5 月取得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2016 年 4 月本公司與北投焚化廠根據展示品使用經驗及參觀者回饋意見，
共同打造第二代環境教育展示品，透過影片介紹增強參觀者印象。
2018 年我們啟動第三代環境教育展
示品更新專案，增加海洋回收紗鞋款、回
收聚酯製成的收納盒等新展品，使參觀者
了解回收寶特瓶的各類應用，也新增互動
式展示台，透過問答題目了解寶特瓶回收
分類標誌、台灣寶特瓶回收比例、再生寶
特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有趣知識。
白鷺鷥學堂參觀者包含台灣各年齡層
學生及民眾，亦有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國
家訪客。2018 年共接待 643 位參觀人次。
我們將與白鷺鷥學堂持續蒐集參觀者回饋
與建議，做為下一次更新的參考方向。

無貧窮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偕老攜幼助弱勢 捐贈衣食送暖心
2016 年遠東服裝（蘇州）與蘇州市吳中區社會福利院共建老年活動
中心，並組織自願者服務隊，為長者製作愛心大餐與進行慰問演出，2017
年、2018 年分別於農曆春節前舉辦愛心團圓飯，為孤寡老人送暖心。
2018 年 3 月遠東服裝（蘇州）
舉行舊衣捐贈活動，邀請員工捐贈
4-12 歲兒童舊衣，透過蘇州衣加
衣公益服務中心將舊衣寄至貧困地
區，讓愛心傳遞，發揮每件舊衣最
大價值。遠東服裝（蘇州）透過多
元公益活動偕老攜幼助弱勢，期盼
為社會提供正能量。

無貧窮

優質教育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越南慈善公益捐助系列活動
遠東服裝（越南）長期資助當地弱勢團體及慈善機構，2018 年捐助
故鄉人道中心及順安孤兒院共扶養 409 名孤兒，同時贊助平陽省勞動雜誌
舉辦的「窮困好學學生接力年度慈
善活動」，期望透過慈善捐助幫忙
有困難的孩童度過難關，並配合當
地政府進行春節關懷活動，捐贈物
資予偏鄉地區低收入農民，給當地
農民一個溫暖的春節假期。
窮困好學學生接力年度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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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飲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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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生物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為下一代注入源源希望 協助偏鄉
建置淨水塔
遠東新世紀自 2007 年起進入越南拓展生產據點，持續於當地進行
許多社會參與及救助活動。2016 年越南面臨近 10 年最嚴重的旱災，超
過 60 萬人無水可用，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
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2018 年由子公司遠東服裝（越南）與客戶
Columbia 及非營利組織 Planet Water Foundation，共同企劃淨水塔專案。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淨灘愛地球 環保護海洋
為維護海洋生態，遠東新世紀於 2018 年參與三場次淨灘活動，透過
淨灘活動，可減少海洋廢棄物，也可實際感受海洋生態面臨的問題，進一
步教導下一代愛護地球的重要性，我們也在活動期間安排趣味遊戲，教育
民眾建立正確的環保回收觀念，呼應淨灘的環保理念。

本專案自 2018 年 5 月 21 日啟動，選定於工廠鄰近省份平福省鄭懷
德（Trịnh Hoài Đức）小學設置淨水塔，該小學距離工廠約 45 公里，全
校師生約 300 人，過去使用未經淨水處理的地下水，在淨水塔設置後，每
日可提供 1,000 人次飲用及清潔水。
2018 年 10 月 25 日淨水塔完工落成，當水塔源源不斷流出清澈可飲
用的淨水，在場的孩童無不露出燦爛的笑容，過程中的辛勞也演繹成歡欣
鼓舞的樂章。落成日當天也舉辦了用水安全教育課程，教導學童如何正確
飲用水與清潔身體，避免病毒傳染，透過從小教導學生用水安全知識，預
防疾病發生。我們也捐獻文具用品給學童，協助他們在學業上有所進展。
淨水塔的落成不是專案的結束，而是新的開始，我們將持續關注該小
學的需求，隨時提供協助。我們也將持續檢測水塔，以確保水質供應品質
良好。本專案受到當地政府官員、媒體的關注及報導，獲得熱烈迴響。

三場淨灘活動共清除約 2.5 公噸廢棄物，我們將 6 月 9 日淨灘活動所
收集的廢棄寶特瓶再製成 3,000 雙環保襪，為海洋廢棄物再創新生命。

萬里區翡翠灣淨灘活動

海洋廢棄寶特瓶製成的環保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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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經典馬拉松 一起跨越十週年
遠東新世紀 2009 年開始於新竹地區舉辦馬拉松賽，至 2018 年已連續舉
辦 10 年。十年來賽事規模不斷成長，選手數量從 516 位增加至 6,518 人，成
長超過 11 倍。參與盛事的志工自 196 位增至 822 位，成長 3 倍。為回饋社會，
2014 年開始與公益基金會合作，包括伊甸基金會、家扶中心與華山基金會等，
邀請參賽選手共同參與公益捐贈活動。此外，每年賽事皆安排不同的賽道路
線，使跑者體驗不一樣的新竹在地風情，一覽鄉間美景。
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曾獲得網路平台「運動筆記」票選為全台第三
名優質賽事，代表此賽事籌辦規劃深獲專業跑者肯定。2016 年我們執行公益
投資社會報酬分析（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以了解路跑活動
對於社會帶來的影響，將各項社會效益與成本貨幣化計算後，平均每投入 1
元成本創造 8.19 元社會效益，總效益 1.31 億元，效益主要來自健康、人際關
係、參賽成就感、完賽滿足感、同仁向心力等，並將 SROI 專案研究結果用於
精進 2017、2018 年賽事規劃。

第 1 屆「遠東新世紀盃馬拉松賽」

第十屆「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於 2018 年 11 月 3 日早上六點開跑，
共有 6,518 位選手熱情參與，並邀請選手將晶片押金 100 元捐予華山基金會，
照顧在地的弱勢長者，2018 年捐贈金額為 196,800 元。本屆贈送跑者之機能
路跑衣，以海洋廢棄寶特瓶為原料，加上外層隔熱抗 UV 纖維與無氟環保疏水
紗線，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補給站與志工

第 10 屆「遠東新世紀經典馬拉松賽」

鄉間賽道

歷屆馬拉松賽參賽人數

歷屆馬拉松賽志工人數
遠東集團聯誼會暨
第十屆遠東新世紀
經典馬拉松活動
活力登場
遠東新世紀 / 范富珍

徐旭東董事長與小朋友同樂

公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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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醫療類

3 領航綠色未來

遠東新世紀自 1960 年代開始投入教育、文化、藝術、醫療與科技等公益事業，
推動各類型社會參與。1968 年成立「私立亞東工業技藝專科學校」（2000 年改制更
名亞東技術學院），從事教育興學。1976 年設立「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
（以下簡稱：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舉辦各項藝術文教活動及公益贊助。1977 年成
立「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開始醫療公益相關服務。2001 年為紀念遠
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成立「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徐
有庠紀念基金會），獎勵及培育科技研發人才進行科技創新研究發展。

1970 年代，有鑑於當時公司所在地的新北市板橋、土城一帶，無現代化大型醫
院，無法對於緊急傷患提供即時救援服務，因此我們以自建醫院、急診援助、貧病義
診及獎勵醫藥研究為宗旨，參與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1981
年在板橋創立「亞東紀念醫院」，1988 年於台北市成立「遠東聯合診所」，其後也
與台大醫院合作，提升醫護水準，並增設新式醫療設備，以完善醫療服務。1999 年「亞
東紀念醫院」與「台大醫學中心」策略聯盟，且分別於 2006 年、2008 年獲得「國家
品質獎」個人獎及團體獎的肯定。

4 實現共融生活

5.2.1 教育類

亞東紀念醫院多年來不斷以專業的醫療技術與醫護團隊，追求卓越醫療服務品
質，讓民眾享有高水準的醫療服務，2006 年升級為醫學中心。2014 年 9 月第二院區
啟用後，總病床數近 1,400 床，持續朝向國際級醫學中心的目標邁進。

1 建構穩健治理
2 驅動無限創新

5 串聯美好社會

5.1 各營運據點社會參與

5.2 成立公益組織社會參與

6 開創共生園區
7 附錄

遠東新世紀為社會培養人才，推動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先後設立亞東技術學院、
豫章工商及元智大學。自 2013 年起，我們及遠東集團關係企業擴大提供優秀學生進
行實務歷練，縮短學用落差。迄今累計有 573 位在學學生於寒暑假期間參與產學實習
計劃，進而於畢業後進入企業服務，創造學生、企業與社會多贏的局面（相關內容請
參閱「4.1.2 僱用政策」）。

2017 年成立新北市第一家失智共同照護中心，並完成全台首例健保給付的人工
電子耳手術。2018 年專業醫療與服務品質獲國民健康署「健康醫院典範選拔 - 優良
獎」；首次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獲「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永續報告 - 金獎；
卓越永續績效獲「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企業永續綜合績效 -TOP50 台灣永續企業
獎，為首次獲此殊榮之醫療機構；此外，協助友邦實行醫療專案獲外交部「外交之友
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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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開創新猷論壇暨高齡政策白皮書發表會

遠東建築新人獎

徐元智紀念基金會關注社會發展，持續出版遠東開創新猷論白皮書，提供政府前
瞻發展建言。高齡化及老人照護是現代社會面對的嚴峻挑戰，2018 年徐元智紀念基
金會發表第五本與第六本白皮書 -《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護勞動權益》及《智慧科技
於高齡者照護之前瞻發展與應用》，探討老人照顧及科技應用，融合國際及在地政策
觀點，提出台灣老人照顧政策。

徐元智紀念基金會為鼓勵台灣建築新秀結合台灣在地特色前進亞洲，2014 年
開始與日本團紀彥建築師（Mr. Norihiko Dan）及李暎一教授（Dr. Youngil Lee）等
多位建築名家參與的「亞洲建築新人戰」（Shinjinsen, Asian Architecture Rookie
Awards）合作，於遠東建築獎下增設「遠東建築新人獎」，為「亞洲建築新人戰」
選拔台灣參與代表。

2018 年 4 月 19 日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與元智大學及台灣大學舉辦「2018 遠東開
創新猷論壇暨高齡政策白皮書發表會」，由徐旭東董事長親自出席，為高齡智慧照護
提出建言，並將高齡政策白皮書贈予政府；2018 年 9 月 14 日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與遠
傳電信及遠東百貨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舉辦「智慧守護 • 安心樂活 - 遠東白皮書論
壇」，徐旭東董事長也親自南下參與，為國內長照發展盡一己之力。

2018 年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舉辦第五屆「遠東建築新人獎」，本屆初選共 135 件
優秀作品參賽，35 件作品入圍決賽，並舉辦「遠東建築新秀展」展出決賽入圍作品。
2018 年 9 月 8 日於台北遠東飯店舉辦最終評選和頒獎典禮，由逢甲大學
建築系劉詠齊同學以作品《住宅的島嶼 - 想像陽台的靈活性和增建的可
能性》奪得「新人獎」（首獎），成為「亞洲建築新人戰」台灣代表，
另選出「佳作獎」四名及「潛力獎」五名，「佳作獎」得主之一實踐大 遠東建築新人獎
網站
學建築系葉靜文同學也同時獲選為「亞洲建築新人戰」台灣代表。

5.2 成立公益組織社會參與

6 開創共生園區
遠東白皮書 5長照需求下的外籍
看護勞動權益

7 附錄

遠東開創新猷論壇暨高齡政策白皮書發表會

遠東白皮書 6智慧科技於高齡者
照護之前瞻發展
與應用

亞洲建築新人戰
「亞洲建築新人戰」自 2012 年起舉辦，透過公開評審、提問、講評的流程使
優秀的建築系學生得到成長，因此評審與參賽學生間的討論是本獎的重點。台灣自
2014 年起參與，由「遠東建築新人獎」選拔台灣代表，參賽食宿及旅費均由徐元智
紀念基金會贊助。透過參與此國際賽事，加強台灣與亞洲各地建築院校學生直接對話，
建立亞洲建築教育交流平台。

5.2.3 藝文類
遠東建築獎
徐元智紀念基金會於 1999 年創立「遠東建築獎」，獎項包含「傑出建築設計獎」、
「舊屋改造特別獎」、「遠東建築新人獎（亞洲建築新人戰台灣選拔賽）」，並舉辦
「遠東建築新秀展」與「遠東國際建築講座」。「傑出建築設計獎」每
2-3 年舉辦一次，2017 年為第九屆；「舊屋改造特別獎」於 2015 年與
2017 年舉辦。2018 年遠東建築獎舉辦「遠東建築新人獎」、「遠東建
築新秀展」、「遠東國際建築講座」，並首次承辦「亞洲建築新人戰」。 遠東建築獎粉絲團

13 國參賽選手模型於元智大學展出

徐旭東董事長頒發「亞洲建築新人戰」
最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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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亞洲建築新人戰」首度移師台灣，由徐元智紀念基金會、元智大學與亞
洲建築新人戰台灣實行委員會共同主辦。2018 年 11 月 2-3 日舉行總決賽與頒獎典
禮，總決賽由來自亞洲 13 國 20 位傑出建築新秀角逐大獎。
最終由越南胡志明市建築大學的 Pham Duy Tan 同學以作
品《Arrival of The Floral Boats》榮獲最優秀獎。台灣代表
亞洲建築
逢甲大學建築系劉詠齊同學及越南胡志明市建築大學 Vo Thi 2018 亞洲建築
新人戰在台灣
新人戰在台灣
Thao Uyen 同學並列優秀獎，創下台灣歷屆最優成績。
網站
粉絲團

以永續建築為主軸，徐元智紀念基金會於 2018 年 9 月 8 日以「形隨風、適於溫、
成於建築」為主題，邀請日本新銳建築師末光弘和針對全球氣候變遷提出永續建築設
計可行的解決之道，企圖打造與自然共生的空間形式； 11 月 3 日
則由台灣綠建築設計師黃謙智發表演講。黃謙智為「遠東環生方舟」
設計團隊「小智研發」創辦人，他以「用垃圾玩建築」為題分享如
遠東國際建築講座 何以建築專業致力於廢料回收及低碳排放的科技研發，讓建築能夠
「社會．住宅．設計」
兼具設計感與環保本質。
國際論壇網站

遠東國際建築講座

極限震撼 + 藝文表演贊助

徐元智紀念基金會持續舉辦遠東國際建築講座，以建築設計為主題切入各類發展
趨勢及永續議題，邀請國際建築名師發表專題演講，促進各方經驗分享。
為了提升大眾對社會住宅設計的重視，2018 年 3 月 29 日徐元智紀念基金會與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舉辦「社會．住宅．設計」國際論壇，由大陸、日本、台灣
十多位具豐富設計實務經驗的傑出建築工作者，分享並討論曾參與的公共住宅設計案
例。論壇探討如何因應不同家庭結構調整居住設計，例如針對身障人士、高齡者、高
齡單身者及頂客族等不同類型生活的居住環境，挑戰建築的想像。除了居住者需求之
外，建築構造及使用材料也須考量與環境共存，因此，論壇中也探討因應地震天災設
計適合的建築構造，或是使用可再生利用的建築材料，打造循環再生綠建築。

為了讓社會大眾接觸更多元的藝文活動，遠東新世紀多年來贊助各類藝文表演。
2009 年至今贊助 4 次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包含《歡躍之旅》、《魔幻森林》、
《OVO 蟲林森巴》及《阿凡達前傳》。2015 年贊助加拿大卡瓦利亞劇團（Cavalia）《夢
幻舞馬》表演，為結合馬術、尖端科技、
多媒體特效及現場音樂舞蹈的表演節目。
2018 年 贊 助 極 限 震 撼 +（Fuerza Bruta
Wayra）表演。極限震撼 + 表演來自阿根
廷，打破以往觀眾面向單一舞台方向欣賞
表演的印象，打造 360 度的舞台，讓觀
眾被來自四面八方的表演效果包圍，近距
離和演員互動，70 分鐘的表演包括視覺、
聽覺、觸覺的刺激，提供觀眾劇場結合派
徐旭東董事長與極限震撼 + 演員互動
對的享受。
台灣燈會贊助
遠東新世紀為推廣台灣傳統節慶文化，於 2018 年贊助於嘉義縣舉辦的台灣燈會，
提供 5,000 件台灣燈會志工代表防風外套。

遠東國際建築講座 -「社會．住宅．設計」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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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科技類

有庠科技獎獎項類別

徐有庠紀念基金會以「科技與創新」為創立宗旨，為第一間由科技部主管核准成
立的民間科技基金會，由本公司負責籌劃與執行會務。徐有庠紀念基金會 2002 年起
舉辦「有庠科技獎」獎勵台灣學術界投入科技研發與創新；2009 年起與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物理系合作舉辦「徐有庠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推動科學教育向下
扎根，培養台灣學生英語表達能力與物理邏輯思考能力； 2013 年起舉辦有庠青年創
新論壇，提供學者與學生的交流平台；此外，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自創辦以來贊助各類
科技相關研究專案及活動，每年平均贊助金額近新台幣百萬元，2018 年共贊助「近
代工程技術討論會」及「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論壇」等案件。
有庠科技獎
「第十六屆有庠科技獎」於 2018 年 8 月舉行頒獎典禮。本屆共有 27 位得獎人，
頒發獎金合計新台幣 1,100 萬元，其中，科技獎最高榮譽「有庠科技講座」得主每位
獲得獎金新台幣 100 萬元，本屆 5 位得主分別為成功大學謝達斌教授（奈米科技類）、
台灣大學郭大維教授（資通訊科技類）、台灣大學蔡定平教授（光電科技類）、台灣
大學江伯倫教授（生技醫藥類）與中山大學高志明教授（綠色科技類）。本屆科技獎
調整「奈米科技」類範圍，增加納入半導體科技，並擴大宣傳範圍，收件量創下歷史
新高達到 188 件。
頒獎典禮邀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創
意、創新、創業」，以電晶體的發展史說明如何從一個簡單的構想成
為最終改變世界的發明，再藉由商業應用改變人們的生活，鼓勵獲獎
者投入產學合作與新創事業中。

有庠科技獎網站

徐旭東董事長與五位有庠科技講座得主合照

有庠科技獎自開辦以來累計頒發 336 個獎項，累計頒發獎金約新
台幣 1.4 億元，為國內最主要的科技獎項之一。
2018 年評審委員會改組，提高評審專業度及平衡男女性別比例，
改組後 8 成以上評審擁有中央研究院院士榮譽，女性比例為 2 成。

徐旭東董事長致贈石版畫予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

第十六屆有庠科技獎
頒獎典禮表揚
台灣科研菁英
遠東新世紀 / 方自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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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庠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有庠青年創新論壇

自 2009 年起，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合作舉辦「徐有庠
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為台灣首見針對高中生舉辦的英文物理辯論賽，
旨在培養台灣學生英語表達能力與物理邏輯思考能力，推動科學教育向下扎根。比
賽形式完全比照「國際青年物理學家辯論錦標賽」（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s'
Tournament，簡稱 IYPT），比賽過程包含實驗、模擬及與對手攻防，需具備流利的
英文口語表達、思考辯證及團隊合作的能力方能獲勝。比賽選出 3 面金牌、5 面銀牌
及 5 面銅牌隊伍，從金牌隊伍中選出總冠軍隊伍，並另外頒發 10 名個人獎。金牌隊
伍獎金新台幣 15 萬元、銀牌隊伍獎金新台幣 6 萬元、 銅牌隊伍獎金則為新台幣 3 萬
元，個人獎獎金新台幣 1 萬元，比賽頒發獎金合計新台幣 100 萬元，為國內獎金最高
的高中科學競賽活動。

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自 2013 年舉辦有庠創新論壇，提供優秀學者與年輕學子共同
交流的平台，對於科技推廣具有重要意義。本次論壇由徐有庠紀念基金會與科技新報
合作，於 2018 年 9 月 29 日舉辦，論壇主題定為「透視科技多元價值 打造跨域創新
競爭」，邀請有庠科技講座得主 - 國立台灣大學光電所孫啟光教授及化學系周必泰教
授，分別以「突破框架 重新定義研究視野」及「如何創造學術價值及樹立其獨特性」
為題演說，由元智大學吳志揚校長與兩位講者一同擔任座談與談人，探討如何在投入
專業學術領域研究的同時，發展跨領域能力和創新思維。
論壇現場觀眾近百人，以社會新鮮人佔比最高。參與觀眾對於本次論壇滿意度高，
專題演講滿意度 93%，綜合座談滿意度達 96%，多數觀眾表示本活動具啟發性。

「徐有庠盃 -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2018 年邁入第十屆，頒獎典禮於
2018 年 3 月 19 日舉辦，共 26 支來自北、中、南各地學校組隊參加，總冠軍由台北
美國學校 All Niters 隊伍摘下，另兩名金牌獎得主為協同中學的 ExcelPhy 隊及 The
Vegan 隊。透過此競賽也選拔優秀的同學組成台灣代表隊，特請十餘位大專院校教授
集訓後，參與 2018 年 7 月在北京舉辦的第 31 屆 IYPT，本屆在 32 國的激烈競爭中獲
得團體銅牌獎佳績。2010 年至今，在基金會的贊助下，台灣代表隊於 IYPT 國際賽已
累積獲得 1 面金牌、5 面銀牌獎及 3 面銅牌獎的優異表現。
有庠青年創新論壇網站

有庠科技獎得主發表演說

影片：2018 年有庠青年
創新論壇精華

徐有庠盃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
競賽網站

徐旭東董事長請總冠軍隊伍 - 台北美國學校 All Niters 分享獲獎感言

「徐有庠盃 - 第十屆
台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
賽」舉行頒獎典禮
遠東新世紀 / 沈維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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