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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公益服務

「發於勤、止於美」，勤美集團自 1972 年鑄鐵起家，多年來不斷發展，朝向多角化經營，其中更強調人文關懷、自然環保的企業文化，以
及人、社會與這片土地共存共榮的永續價值。2019 年，勤美持續耕耘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工作，以「探索自然」、「扶植藝文」、「參與公益」
三大面向落實核心理念。
7.5.1 探索自然、永保好奇心
 K2 Project 計畫山體贊助

勤美集團以鼓勵戶外運動、探索自然的企業文化作出發，期望向社會傳達與倡導「探索自然、永保好奇心」之精神，因此，以鑄鐵本業為基底，
贊助「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以茲鼓勵，其中提供專業的開模技術與材料資源，與設計團隊─無氏製作 Pili 設計師合作，於勤美新竹
廠製作 200 座「未知黑」山體模型，作為參與集資贊助者的禮品。「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由兩位台灣青年─張元植與呂忠翰於 2019
年 4 月在募資群眾平台共同發起，此計畫是台灣青年首次向 K2 發起的完整探險計畫，也是台灣社會第一個登山群眾募資計畫，吸引了超過
1300 位的應援夥伴。勤美為支持此計畫，以回收金屬製成、高度 86.(11) mm 的等比微型 K2 雕塑鑄型。呼應標高 8,611 公尺高的 K2 山峰 ( 喀
拉崑崙山脈 )，贈送給募資支持者的禮物。
 PLOGGING 拾光跑

Plogging 是由慢跑（jogging）和瑞典語中的撿垃圾（plocka upp）兩個單詞組合而成，隨身攜帶一個背包或垃圾袋，一邊慢跑，一邊撿拾
沿路的垃圾淨街。天津勤威響應泰達區「PLOGGING 拾光跑」與各學校、社區、企業等近 50 個團隊的千人活動，邀請員工在健身之餘，同
為社區環境盡一份心力。

SS 「未知黑」山體模型製作過程

SS 「未知黑」山體模型實體

SS CMW PLOGGING 拾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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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支持創作、扶植藝文產業

7.5.3 參與公益、愛心慈善服務

為蓬勃台灣創作藝文能量，勤美集團與《Shopping Design》風
格雜誌合作，贊助 「Taiwan Design Best 100」年度頒獎典禮與
獎盃製作。《Shopping Design》以「買設計．學設計．享受設計」
為品牌核心，從自身立足的土地出發，發掘、欣賞美好的人、事、
物，大型年度活動─ Taiwan Design Best 100，設定年度主題，
透過不同領域人士的觀察與探討，推薦 100 組優秀的品牌 / 人物
/ 計畫，公開表彰與頒獎。2019 年特與勤美合作，以超過 90%
以上的回收鐵料製成，於勤美新竹廠特別製作 100 座鑄鐵獎座，
落實扶植藝文與創作產業之精神。

自 2015 年起，以企業公民的重要角色出發，連續五年發起「員
工捐贈、公司出錢」公益送愛心專案，以同仁個人名義捐贈壹仟
元至所需要的弱勢團體至今共累計 41 個非營利組織，捐贈類別
觸及人道關懷、教育議題、醫療服務、藝文扶植、環境保育、動
物關懷等多種議題，其服務範圍擴及台灣各地，捐助逾百萬元的
善款。然而，今年勤美集團同仁參與率更是高達 94%，捐贈金額
為新台幣 26.7 萬。

 Shopping Design 2019 Taiwan Design Best 100 獎座贊助

 勤美璞真愛心捐贈專案

第一階段：

依以下三大類別，邀請同仁提名關注的社福或非營利單位

1. 人道弱勢關懷：關懷人最基本的生命、生存狀況，幫助身心障
礙者照護，與少年、兒童、婦女與老人等照料與關懷
2. 環境動物保育：捐助流浪動物保護，推廣環保生活、海洋山林
自然保育
3. 藝文教育扶植：支持教育議題、藝術與文化相關團體
第二階段：

SS Shopping Design 2019 Taiwan Design Best 100 獎座

依據類別地區選擇、配合意願，選出十大受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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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養老年公寓志工服務

第三階段：

邀請同仁於十大受贈單位中擇一捐贈，2019 年度共計捐贈新台
幣 26.7 萬元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受少子化、高齡化影響，家庭的照護功能逐漸下降，長輩缺少心
理層面的關懷已是一大社會議題蘇州勤美達緊鄰當地社區，感謝
鄰近住戶的愛護，自發前往當地的怡養老年公寓進行志願服務與
贊助。每週至少一次協助日常清潔、參與咖啡吧烘焙、圖書室閱
讀活動外，舉凡春節包餃子、元宵猜燈謎、端午節綁粽、臘八節
飲粥、公寓籌辦的美食節與跳蚤市場無一缺席。老年公寓感於在
地企業的付出，熱情提供住所，邀請蘇州勤美達青年志工共創青
銀共居的新火花，更致贈「熱心公益揚美德、敬老愛老獻愛心」
錦旗表達對志工們的感謝與陪伴。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015 年至 2019 年愛心捐贈專案綜覽
捐贈類別

人道弱勢關懷
環境動物保育

藝文教育扶植

捐贈總額

1,138,500
116,000
69,000

捐贈家數

30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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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送暖─幫助兒童安心長大

璞真每月提供育兒津貼，給予家中有六歲以下幼兒的同仁撫育上
的協助。歲末年終之際更推己及人，在大夥兒忙著互道祝福同時，
璞真帶著同仁樂捐逾十四萬元的善款、各項日常物資與點心，前
往關愛之家與牧恩中途之家，協助年末掃除、陪伴孩子，期許以
自身之力為社會付出，讓需要幫助的孩子們都能和璞真寶寶一同
健康、安心地長大。

「愛在碧湖畔、攜手共相傳」─公益音樂會

悠閒的週末、碧湖水面上的音樂會，是璞真為鄰里舉辦的週末小
憩活動。首次邀請周邊以及偏鄉多所學校共七組孩童音樂團體前
來共享舞台，並攜手兒童福利相關的五大公益團體前來義賣募
款，在具備美景、音樂、慈善的音樂會中，完成璞真關注兒童福
利、勤美集團長年推廣藝術走進生活的理念，更完備與鄰里共榮
共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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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部平權運動─台北國道馬拉松

「友善對待每個人，不因外貌而有差別，讓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能
獲得應有的尊重及公平對待」，璞真建設連續兩年響應臉部平權
運動─台北國道馬拉松，由總經理領軍，號召三十位同仁用行動
為平等權益、與獨一無二的個人價值發聲。

 關懷弱勢兒童，一圓棒球夢

在台灣許多學童十分熱情於棒球，但礙於環境限制少有機會親臨
中華職棒現場觀賽，勤美特別邀請新竹縣五峰鄉花園國小竹林分
校全校 39 位師生、阿尼色弗兒童之家 21 位師生，前往台中洲
際棒球場勤美之森貴賓廳盡興為心目中支持的隊伍與球員高聲加
油、享受比賽。

 新春年前走訪─貧困家庭關懷

春節即將來臨之際，蘇州勤美達走訪周邊社區的貧困家庭、慰問
了解其生活情況並給予鼓勵與協助，隨後送上米、麵條、油等生
活物資及新年祝福，希望生活較為困頓的居民們也能溫飽過冬，
祥和過年。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