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Buying Power 獲獎名單 

一、首獎：100 萬(含以上) 

序 單位 屬性 縣市 採購類型 採購簡述 實際採購金額 

1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環境保護 

鮮乳坊、里仁、芙彤園

產品採購 

NT 40,983,609 

2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櫃 台北市 其他 綠點能創種福電計畫 NT 5,550,000 

3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產品採購 NT 3,131,552 

4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新竹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產品採購 NT 2,763,888 

5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新竹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友善大地產

品採購 

NT 2,523,946 

6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政府機關 台北市 就業促進 第一社會企業辦公大樓

清潔勞務承攬 

NT 2,300,000 

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家

樂福)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源天然、鄰鄉良食、八

百金(台灣藍鵲茶)產品採

購 

NT 1,968,995 

8 品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雲林縣 食農創新 採購 2021 社會企業產品 NT 1,763,712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產品採購 NT 1,751,715 

10 經濟部 政府機關 台北市 食農創新 

就業促進 

黑暗對話、社企流、幸

福良食等產品及服務採

購 

NT 1,324,720 

1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櫃 新竹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產品、社會企

業百寶盒採購 

NT 1,210,257 

12 文化部 政府機關 台北市 就業促進 

社區發展 

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

懷協會產品採購、甘樂

文創「工藝揚星計畫」

服務採購 

NT 1,146,050 

13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 101)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公平貿易 

環境保護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年節禮品、公關禮品、

展售活動辦理 

NT 1,104,663 

14 

 

擎道國際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新北市 環境保護 採購芙彤園產品 NT 1,097,021 

15 王品集團(石二鍋) 上市櫃 台中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幸福良食產

品採購 

NT 1,003,313 



二、貳獎：50萬(含)~100 萬 

序 單位 屬性 縣市 採購類型 採購簡述 實際採購金額 

1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格外農品、

康福得寶、好食機產品

採購 

NT 419,521 

2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就業促進 

鄰鄉良食、心路基金

會、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產品採購 

NT 818,642 

3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格外農品、

康福得寶、好食機產品

採購 

NT 419,521 

4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財團法人 

 

台北市 

 

食農創新 

 

鹿窯菇事產品年節禮

品、生態綠咖啡及機器

租賃、鮮乳坊採購 

NT 654,545 

5 華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採購「社會企業圓夢百

寶盒」 

NT 741,357 

6 台灣愛丁頓寰盛洋酒股

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教育學習 與黑暗對話合作員工教

育訓練 

NT 643,820 

7 宇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沃畝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採購 

NT 619,710 

8 六福旅遊集團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教育學習 

環境保護 

採購社企年節禮品、活

動辦理、展售會 

NT 516,474 

9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鄰鄉良食產品採購、三

明志工 

活動服務採購 

NT 514,910 

10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網絡、鄰鄉良食、

幸福良食產品採購 

NT 503,619 

 

 

 

 

 

 

 

 



三、參獎：10萬(含)~50 萬 

序 單位 屬性 縣市 採購類型 採購簡述 實際採購金額 

1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區發展 

2021 社會企業產品採購，甘

樂文創、吟詩企業服務採購 

NT 499,797 

2 台灣歐舒丹股份有限公

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教育學習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訓練 

NT 403,200 

3 台北市政府 政府機關 台北市 就業促進 採購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關懷協

會、里仁事業產品 

NT 402,071 

4 巴拿馬商帝亞吉歐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教育學習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訓練 

NT 330,500 

5 前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315,000 

6 六堆釀興業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屏東縣 食農創新 2021 社會企業產品採購 NT 301,111 

7 幸福食間有限公司 社會企業 屏東縣 食農創新 福氣大禮包採購 NT 300,170 

8 品安生命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環境保護 綠色冀泉產品採購 NT 300,000 

9 魁鉞運星文創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環境保護 採購芙彤園產品 NT 294,000 

10 聯合利華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教育學習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訓練 

NT 252,000 

11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人力資源暨行

政處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公平貿易 

採購社會網絡、社會企業百寶

盒 

NT 219,450 

12 樂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木人艸有限公司」特色餐點

合作 

NT 216,777 

13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

署 

政府機關 嘉義市 就業促進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麻痺

關懷協會勞務採購 

NT 183,850 

14 SOGO 太平洋崇光百

貨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木人艸有限公司」產品及服

務採購 

NT 174,195 

15 康新室內裝修設計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教育學習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訓練 

NT 170,100 

16 美商德盟全球凱展(股)

台灣分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教育學習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訓練 

NT 170,000 

17 芙彤園股份有限公司 社會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回甘人生股份有限公司辦桌活

動 

NT 168,600 

18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教育學習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訓練 

NT 168,000 

19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65,000 



20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 

公股行庫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福氣大禮包採購 NT 157,000 

2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政大

經營管理協會(政大

EMBA) 

民間組織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51,500 

22 老日光冷凍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50,000 

23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政府機關 高雄市 食農創新 採購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產

品 

NT 141,780 

24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38,000 

25 台商資源國際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33,100 

26 昕樸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社會企業 台南市 食農創新 沃畝股份有限公司紅玉紅茶茶

葉採購 

NT 127,032 

27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20,000 

28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採購有限責任台南市後壁區仕

安社區合作社產品 

NT 115,000 

29 

 

喫菜吧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新竹市 食農創新 沃畝(元沛農坊)、擇食、成真

社會企業、友善大地、里仁產

品採購，众社企服務採購 

NT 111,474 

30 昱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中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11,300 

3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

科學學會 

民間組織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05,000 

32 精技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03,500 

33 豪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中市 食農創新 社會企業圓夢百寶盒 NT 100,500 

34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

份有限公司 

一般企業 台北市 食農創新 「木人艸有限公司」產品及服

務採購 

NT 100,000 

 

 

 

 

 

 

 

 

 

 



肆、特別獎 

 序 單位   屬性 縣市   合作類型 特殊專案合作事蹟 

1 社會福祉及社

會企業公益信

託循環基金

(SERT) 

公益信

託 

台北市 多元社會 

創新企業 

(1)台灣第一家社會創新企業公益信託：「社會福祉及社會創新企

業公益信託循環基金(SERT)」成立於 2015 年底的, 提供年輕人創

業所需的資金, 並義務提供社會創新企業經營管理的諮詢與輔

導。 

(2)提供投資、諮詢管理服務：2016 年已投資兩家台灣社會創新

企業社會網絡(NPO Channel)新台幣 200 萬、壹菜園(厚生市集)

新台幣 250 萬。 

(3)社會創新企業圓夢百寶盒推動：2017 年，為擴大幫助和鼓勵

更多在台灣各個角落默默耕耘的社會創新企業，由宋文琪女士號

召 12 家社會創新企業精選 12 樣台灣好物，共同推出物超所值，

限量 4,600 份的「社會創新企業圓夢百寶盒」，共計販售新台幣

690 萬元。 

2 騰德姆斯技術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一般企

業 

台北市 多元社會 

創新企業 

(1)「Labs for Life」企業精神：近十年，致力於投注在食糧、農

化，與藥妝的品質監護，期許透過食品安全檢驗與農業顧問輔導

認證等專業，讓台灣的農食有更好的發展，實現安心飲食、友善

土地、永續資源的價值。 

(2)「小農自主品管計畫」為小農吸收高昂檢驗費用：騰德姆斯與

沃畝(元沛農坊)合作 CSR 專案，由騰德姆斯吸收高昂的檢驗費用

成本，創立「檢驗代用金」專戶及檢驗制度，降低優質小農的檢

驗成本（優質稅），提高小農競爭力。預計未來擴張協助更多社會

創新企業加入檢驗代用金制度，促使農民進行農產品自我品管，

並協助建立農產品溯源機制，健全及提升國家食品安全。 

(3)與社會創新企業合作持續深耕企業 CSR：未來將延攬並支援更

多有同樣核心理念的社會創新企業合作夥伴，透過台灣食農創新

的社會創新企業網絡，推動力將有倍增效果，並藉由專業分工各

司其職，朝向同一目標，有共識地發揮社會影響力。 

3 台北金融大樓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 101)  

一般企

業 

台北市 多元社會 

創新企業 

(1)世界最高公益平台：台北 101 以身為台灣地標應肩負的社會創

新企業責任自我要求，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期許成為世界最

高公益平台。 

(2)與租戶攜手推動：台北 101 支持推動優質、重視公益的台灣社

會創新企業品牌站上國際舞台。2015 年起，舉辦一連串

「Passion101 社會創新企業週」活動，邀請租戶共同推動，讓更

多消費者認識台灣在地產品的美好。2016 年與 JASONS Market 

Place 合作，讓租戶與顧客得直接於超市內選購社會創新企業產

品。 

(3)支持採用公平貿易產品：2015 年攜手台北 101 大樓內的租戶



餐廳「隨意鳥地方」、「欣葉」與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台灣分會簽署

四方「企業公平貿易產品採購暨創新 CSR 合作備忘錄」宣示支持

採用公平貿易產品；並於台北 101 大樓大門前飄揚起公平貿易城

市的旗幟，代表對台北市獲得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認證成為繼日本

之後亞洲第二個公平貿易城市的支持。 

(4)結合商場提供社會創新企業展售平台：自 2013 年與 KPMG 聯

手舉辦「愛市集」公益活動，邀請近 40 家庇護工場、社會創新企

業及社福團體前來設攤義賣，每年皆創下百萬採購額。2016 年 9

月與第一銀行攜手舉辦「愛 Fun 第一綠生活」嘉年華，推廣社會

創新企業新理念。2017 年 9 月辦理「台北 101 中秋社會創新企

業圓夢禮盒記者會」，邀請政務委員唐鳳及「社會創新企業公益信

託循環基金」創辦人宋文琪共同參與，讓消費者藉由中秋節送禮

時機認識許多社會創新企業品牌。 

4 六福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六福

旅遊集團) 

一般 

企業 

台北市 多元社會

創新企業 

(1)設立新創與社會創新企業共享平台：2016 年成立「創新研發

中心」，透過與國發基金創業天使計畫合作，開放六福這個平台，

讓所有新創團隊、社會創新企業共享，共同打造「最貼近消費者

的創新平台」，短短一個月媒合近 50 家單位。 

(2)導入社會創新企業食材：2017 年 7 月 21 至 24 日，於 16 萬

人次進場的「六福旅遊集團美食展」特別設立獨立空間供 18 家優

質社會創新企業及小農陳列商品及理念，並安排 6 場講座現場與

現場民眾互動推廣理念，媒體效益達 146 則。 

(3)搭建跨界橋梁推廣台灣社會創新企業：2017 年 11 月 27 日，

免費贊助價值 30 萬的六福皇宮永樂宮宴會場地辦理「社會企業金

融論壇」，匯聚中央及地方政府、金融產業及國內外專家學者，共

同探討社會創新企業可行且創新的商業模式投入環境永續、社會

關懷、食農創新等新興議題，期完善社會創新企業生態系統，建

立完整產業鏈之重要角色。 



5 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櫃 台北市 就業促進 (1)友善餐廳資訊計畫：提供 3G、4G SIM 卡行動上網（3 年來市

價約新台幣 300 萬），協助众社會企業培訓身心障礙朋友擔任友

善特派員，迄今全台已有 318 名身心障礙朋友參與，建置各地餐

廳無障礙環境和友善服務資訊，訓練超過 1500 多人次，服務遍

及台灣北、中、南部共計 10 個城市並建置 3000 多家友善餐廳資

訊；創建 8 個各地友善餐廳 APP，服務下載人數超過 20 萬人

次，並成功地將服務輸出至香港和馬來西亞吉隆坡，創造臺灣社

企與資訊服務的海外服務可能。 

(2)智慧場站攜手計畫：結合 4G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服務計畫，中

華電信共投入約新台幣 1800 萬元，由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

司、中華電信研究院與众社會企業共同研發「智慧場站」IoT 物

聯網資訊系統，運用在視障者之行動引導，以及身障者之緊急定

位、求助以及多媒體互動導覽服務。此種領先創新服務，在

2017BARCELONA MWC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獲得高度關注，提高

臺灣社會企業創新服務的國際能見度。應用案例： 

a.友善捷運 APP：提供身障者台北、桃園、高雄捷運各項無障礙

電梯出入口無障礙設施服務資訊、大眾運輸（低地板）公車即時

動態進站之時刻資訊。 

b.友善高鐵及關西國道服務區 APP：設計特殊手機操作介面和語

音報讀功能，方便身障與視障者查詢時刻及網路訂票，自動標定

高鐵站及服務區位置，主動提示各項友善設施或在緊急狀況發送

簡訊求助。 

c.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聽我說說畫」公益活動 APP：以伊

甸基金會畫展為主題，為年長者、兒童、學習障礙、不識字、低

視能和全盲朋友設計「博物館智慧行動導覽與友善引導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