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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務務影影響響力力的的源源頭頭  TThhee  OOrriiggiinn  ooff  tthhee  IImmppaacctt  

 

年興紡織創辦人 陳榮秋 先生出身清寒，從小刻苦努力、奮發向上，

一路白手起家打造了跨國

紡織事業版圖；而在事業

有成後也不忘慷慨捐資回

饋家鄉，以父之名創立 

「陳清波文教基金會」， 

協助弱勢家庭學生努力向

學的義舉與精神，奠定 年興持守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石。  

創辦人其誠樸務實的個性、行善不欲人知的謙遜精神更是激勵了海內外各

產區一同響應、默默推動社區公益活動，包括: 台北總部至兒童醫院探視、傳統

節慶時至身心障礙長者日照中心關懷；苗栗後龍廠發起捐血活動；賴索托國(南

非)產區發起的「植樹日」推廣永續環境，以及協助當地幼稚園和小學的課桌椅、

黑板製作或階梯修繕，甚至捐贈牛仔褲至當地孤兒院以及提供修繕服務，並於

廠內推動兩性平權教育講座…等；運用企業營運資源及員工的力量投入規劃、

執行各項服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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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務務緣緣由由  IIggnniittee  tthhee  HHeeaarrtt  ooff  SSeerrvviiccee  wwiitthh  aa  SSppaarrkk  

 

永續發展一直是年興的願景與貫徹的承諾，多年來在人文深耕教育型

公益、提供獎學金嘉惠學子，並由董事長領頭積極關懷弱勢需要。近年來也於

海外各產區投入社區關懷與服務、展現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決心。為貫徹企業

社會責任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主要目標，將利害關係人的活動

與「未來業務成效」與「社會影響力」結合，落實建立、推廣、維護及改善公

司的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和 環境責任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2019 年台北總部帶頭響應，針對「弱勢家庭與婦女議題」，自當年九月起，

與 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合作，開辦為期十個月的「拼布培力班」。 藉由整

合各方資源，關懷並幫助近 30 位弱勢婦女/家庭 (弱勢族群、經濟困苦、獨立

分擔家計與養育孩子之單親婦女) 提供陶冶身心兼顧一技之長的學習機會。 

對內更是向所有子公司表明對於女權、性別就業

平等的重視與決心，一步步朝向將其視為企業

DNA、營運的一部份邁進。同時對外為日後推動

友邦產業鏈能投入技能/術科公益教育計畫拋磚引玉，期盼讓更多企業同仁響應、

一同參與並落實社會關懷，點亮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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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作作夥夥伴伴  CCoo--ppaarrttnneerrsshhiipp    

 

臺北市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為一社區型

婦女服務中心，主要針對弱勢婦女與家庭進行個

案管理服務並辦理相關成長團體、親子活動、倡

議性別平等與原住民權益並開拓社區資源連結，服務需要的民眾。民國 103 年

4 月起該中心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承攬，專注於關懷、搶救

憂鬱症、精神健康關護，立意在肯愛的環境下建立美好身心生活，並以關懷弱

勢婦女議題出發，促進婦女及家庭福祉的服務網絡。 肯愛協會相信，愛是最大

的「療鬱力」。因此肯愛協會相信: 「肯愛就有希望，肯愛就是力量」。 

這次與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張安娜主任在討論合作方式時，便有共識

地以「賦能(Empowerment)」為主軸，特聘輔導就業經驗與專業拼布教學經驗

豐富的 姚翠華老師，不只教導拼布技能，就連基礎商業概念、行銷觀念與技巧

一併傳授，成就這次的「拼布培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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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務務計計畫畫::  拼拼布布培培力力班班  TThhee  EEMMPPOOWWEERR  CCllaassss    

「感謝年興提供這麼優質的牛仔布，讓我們可以

無後顧之憂地學習第二專長，看到自己一次比一次進

步的感覺真好，謝謝你們。」   

- 本期學員 秀玉 

年興與 內湖婦女暨家庭中心合作開辦 

每月一堂 2.5 小時的 「拼布培力班」，年興不僅贊

助四台桌上型縫紉機供課程使用、協調紡織廠捐贈

次布再利用及相關課程教材，還安排由台北總部各

部門輪流徵召、擔任協助課程進行與關懷學員的志工。 

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協助招生與提供場地、個案媒合，將資源集中在

真正需要的對象。每堂課的成品學員們除可自用外，更可於日後的義賣活動、

企業年終拍賣活動中販賣；藉此鼓勵學員學以致用、培養第二專長。 

特聘專業講師 - 姚翠華 老師，不只負責

教導縫紉、拼布技能、更是傳授成本概念與銷

售技巧…等實務知識、媒合就業，協助提升服

務對象之自我實現與社會發展潛力再造。 

當時由 年興人資經理代表於 
台北社會局例會中說明專案計畫 

右一、內湖婦女中心主任 張安娜主任 
左二、拼布老師 姚翠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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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服務務紀紀實實  RRiippppllee  tthhee  HHeeaarrtt  ooff  SSeerrvviiccee  wwiitthh  aa  DDrroopp  

 

「大家看我這邊! 這裡要特別注意、因為這一面翻過去會在外側…」 

提高嗓音耐心溫柔地叮嚀著，拼布老師 姚老師專業

又充滿「正能量」的鼓勵式教學，讓學員們拋開個人

資質能力高低，相互支援和學習。而老師對於課程的

投入，更是深深感動了每位學員。每堂課提前將材料

分裝備課、提早半小時到教室預備、甚至下課後還留

下來解決學員們的製作疑問和交流，這樣的熱忱態度

也感染了學員們，讓大家更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而更

認真投入。即便每位學員都帶著各自的故事來到這，但在「拼布培力班」中，

透過對願景的明確刻畫、對技術的具體賦能、與對生命的真實關懷，讓這些婦

姚老師向學員們仔細講解作法 

姚老師耐心提點與講解步驟 

學員們樂在學習 
彼此互助教學相長 

學員們專注地看老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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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員們不僅專注於手作，更享受作品帶來的成就感與

滿足感。在老師課中及課外的引導下，無形中更是向他

們傳達「拋開過往、活在當下」的盼望。而課程後由內

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人員介入關懷、輔導與建

立關係，一同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見責任。 

 

年興這次在服務團隊中的角色，

充其量僅是位媒合者，負責將資源整合，

投注在能加成其價值的服務上；除了媒

合老師及社福單位之外，也是所有投入

本次企劃的年興同仁們所發揮的個人特質

和努力，才能槓桿出更多面向的服務意義。

這一年的服務中，有打版室同仁運用職

務技術所長，在聽完老師的講解後化身

助教，主動協助指導學員、解惑與提點

姚老師認真地做個別指導 

姚老師與年興志工(主管)討論布紋 

分享產業知識 

年興志工(主管)帶著部門同仁 
一同參與課程進行、關心陪伴學員的學習歷程 

學員們相互合作幫助、一步步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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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成衣業務部及生管部主管積極地在課堂中幫助學員認識布紋…等提供產

業基礎知識。甚至有成衣生管部同仁在單次服務後仍持續關心此計畫，熱心地

媒合個人資源與拓展其他布料捐贈可能；甚至還

發起親友團購，不只讓「拼布培力班」學員們獲

得額外訂單來源、技藝得以透過練習而更純熟，

也讓他們的努力學習備受鼓勵與肯定。當然還有

許多不及備載、默默付出的年興同仁們，不以事小而不為，一同與公司關心社

會需要、正視女權、以及兩性就業平權的議題，明白公司為下個階段所需之軟

實力的培養所展現的決心。 

 

三方合作努力下，弱勢婦女培力暨就業脫貧的服務計畫開展，成為雇

主價值觀、領導者影響力、以及企業責任的延伸，一針一線、織出生命故事的

新篇章、織出一線新希望!  

自從老公意外過世之後，一夜間扛起家計的 珮華(化名)，因經濟壓力過大

不論是否有拼布經驗，在「培力班」
訓練下皆培養出實戰技能 

學員間的互動與彼此鼓勵 

更加成了培力班的具體效益 

保持願意學習的心 

超越年齡的自我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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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了焦慮症，生活總在擔憂和浮動的情緒中度過。去年(2019 年)經由轉介報

名了 年興 與 內湖婦女之家的「拼布培力班」學習布藝後，她開始體會到縫紉

是一個藝術治療的過程，當埋首於拼布時、整

個世界只剩下她和眼前的縫紉機，不再擔憂未

來或家庭的瑣事，只需專注於當下的一針一線。

當看著作品一步步成形，就像紛亂的思緒被抽

絲剝繭撫平的過程，心中的躁動也逐漸沉澱下來。每當焦慮症發作時，珮華會

有孤立自我、因過度擔憂而無法出門的狀況；

因此當其他學員邀約去永樂市場挑選課程素

材時，珮華由起先的遲疑害怕，到後來選擇

勇敢赴約! 最後不僅透過課程，認識了志同道

合的朋友，還透過每一次的縫紉課，找到了與世界和平共處的方法。 

 

 

 

 

 

 

 

學員依老師的範例做的提花裝飾 

學員發揮創意，結合蝶谷巴特 
應用在牛仔布包上 

學員作品充分發揮牛仔布 
製作實用耐用的手作商品 

將布材重組 
做出具個人特色的紅酒袋 

將材料再利用、發揮創意 
展現獨一無二的巧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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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力扶養孫子、長期受憂鬱症困擾的 阿芳奶奶(化名)，因著課程而對拼布

產生興趣而固定上課，也漸漸打開心房、建立起自信；在社福單位追蹤關懷下

逐漸走出憂鬱症的陰霾。原本長期手抖或偶有恐慌的情形，卻也在全心投入拼

布製作後，不只手抖的情況漸緩，更重新建立正向的自我價值。 

還有身為外籍配偶的單親媽媽 - 小茜(化名)，

在家庭與工作之間兩頭煎熬，也特別挪出時間參加

了拼布培力班。而在培養一技之長半年後，開始找

到通路販售他的手作小物，給自己增加額外的收入

供年幼的孩子作為學習基金。 

 

 

 

 

 

還有許多超乎最初服務期望的生命故事與改變正在發生，透過這份簡短的

報告書，一來回顧 年興總部這一年社區關懷所投入的過程；二來也拋磚引玉邀

請各位朋友們給予建言、啟動影響力的漣漪效應，攜手關懷與正視他人需要! 

令 年興驕傲的不只是織造一件高品質耐用的牛仔褲，而是一件可陪伴一生

的堅實溫暖。 

結合環保減塑運動 
製作耐用的飲料杯提袋 

十堂課累積超過十種商品製作方法 
奠定學員們的基礎實作能力、達到培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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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特別感謝: 

 融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姚翠華 女士 

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主任 張安娜 女士 

內湖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專案企劃 林雨儂 女士 

共同參與計畫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