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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藝療癒傳遞熱情與生命
為國爭光的花藝設計師   卓月蘭

稍長後，她有更多時間投入在花藝，她的求

知慾很強，一旦投入興趣就非常專注研究，

不久就拿到日本東京花藝正講師資格，因緣

際會之下，到當年知名的陳香樺花藝學苑繼

續研習，努力加上天份，修不到十堂課時，

就被發掘升格為學苑講師，讓她有信心也更

有決心跨入喜歡的花藝這行。卓月蘭說：「一

直以來，就覺得老師是個神聖的角色，意外

實現了當老師的夢想。」  

她始終不以所學自滿，把握每個進修的機

會，四處聽演講，研讀相關書籍，遠赴日本、

法國、瑞典、瑞士、荷蘭等地精進，並在瑞

士完成花藝學院及歐洲聯盟花藝學院的學位。

作品曾榮獲 1992 年日本自然環境保護流通協

會賞、2001 年歐洲盃地景藝術比賽佳作，受

栽入花藝世界長達三十幾年，卓月蘭靠著

自己的創意與想法在國際花藝界闖出一片天

地，能抓住時尚與流行趨勢，讓花卉變成是

一個可以療癒人身心靈的生活藝術，且在歐

洲比利時根特花卉展，以臺灣特有的蘭花與

竹編藝術，榮獲「國際組銀牌獎」，再次讓

臺灣精緻的花卉藝術在國際舞台大放光芒。

掌握機會就不輕易放棄

卓月蘭的父親喜歡種蘭花怡情養性，耳濡

目染的她，從小就對花草情有獨鍾，讀書時

主修領域在會計、國貿，一直把花藝當興趣

培養，二十歲出頭時，曾在不動產鑑價中心

擔任要職，後來和家人合夥創業不動產仲介

公司，經營成效也頗佳，但婚後一度把重心

放在照料幼子，便暫停下手邊的事業。孩子

106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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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於各處進行花藝研究交流；以及參與臺北

市花博爭豔館及未來館之展覽。    

貫徹信念築夢踏實

看似拈花惹草的工作歷程，一路走來其實

並不容易，卓月蘭為籌措進修的學費，除了

教學也必須承作各種婚禮、節慶、活動佈置

花藝，有時須每日沒夜的趕工，手做到破皮，

腳站到無力，同時還要兼顧家庭。她凡事堅

持親力親為，邊做邊學，想學什麼就虛心找

專業指導，跟老師傅學竹編，她從整根 3 米

長的竹子開始學如何剖竹片，學園藝設計從

畫平面圖、搬磚頭、鋪磁磚等粗活，樣樣都

自己動手，直到現在仍認真鑽研其他相關領

域，只要有進修、有交流的機會她都會盡量

參與。她堅信：「年輕時若不好好學習，會

錯失繼續前進的動力，浪費青春歲月，要很

珍惜打拚學習的每段過程。」

育才 癒心 發揚花藝

卓月蘭目前致力於教學，針對不同需求設

計各類型課程，包括生活花藝、花店營銷班、

花藝設計師培訓、園藝丙級技術士考照班、

造園景觀乙 / 丙級技術士考照班等。曾有學

生遠從高雄、臺南而來，只為每週來上一堂

課，她也受邀至英國、上海、杭州、廈門教學。

至今，她所培訓的學生超過上萬人。卓月蘭

表示：「想把技術、相關經驗傳承給年輕世代，

成就想成為專業的人。臺灣有豐富的花卉自

然資源，不論在培育技術或藝術表現上都相

當頂尖，希望臺灣能有一間專門的國際花藝

學校。」 

同時也是園藝治療師的卓月蘭，透過花

藝教學幫助了不少憂鬱症、躁鬱症的患者找

回快樂，讓帕金森氏症或肢障者打開心胸，

她認為「花卉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

品。」尤其現代人工作壓力大，花藝是療癒

身心靈的生活藝術，是幫助人們獲得紓解壓

力與穩定情緒的極佳媒介，期望能藉推廣花

藝豐富人們的生活內涵，讓臺灣成為媲美瑞

士、荷蘭聞名世界的花藝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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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蓁擔任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推動的職務

近十年，前年替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爭取

獲選中科 104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績優單位，

自己也同時榮獲績優人員、機械家族論文獎，

以及臺中市政府辦理之職場健康促進獎，對

執行各項安全衛生措施，積極提出改善計畫，

提升場廠內安全不遺餘力。

全心投入 就一定會「被看見」

陳家蓁描述獲選全國模範勞工時，心情真

的非常雀躍也感到不敢置信，將此榮耀歸功

於公司、主管的一路相挺，家蓁表示：「不

管哪個領域與職位，每項業務推動都不是場

個人戰，而是一場團體戰，需要公司的支持、

主管與各部門的配合才有辦法達到雙贏的局

面；讓公司能在短期內將各項制度與政策推

動達到一定的程度與成果。

自國中到大學，家蓁半工半讀，曾待過餐

廳廚房、賣鞋等服務業，造就肯吃苦，不怕

苦的精神。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畢業後，學以致用，進入永信藥品藥廠、

傳產及生物科技產業，以負責安全、衛生、

環保及教育訓練之工作為主。對於工作，家

蓁秉持著『當責』的心態，勇於挑戰各種領

域與工作內容，不輕易說不，家蓁相信：「每

一個挑戰都是一次讓自己被看見的機會，也

都能從中學習到不一樣的經驗。」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是她從小到大的

座右銘，家蓁樂觀的說：「我相信今天的付

出與努力，在未來都會變成甜美的果實回到

自己身上。」所以每件事都要用心盡力做到

最好，不管成果是實質的或只是符合自己的

期待跟目標。

不忘初衷，盡己所能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5 年前，從

有實力就主動爭取
106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永勝包公陳家蓁
採訪撰文   卓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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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個人，至今已擴展到近一千人的規模，

陳家蓁是永勝光學初期建廠的第一批員工，

回憶起初期同仁與主管對於安全衛生規定的

不了解，有時容易產生部門對立之問題，需

要靠時間與多次的溝通去解決；對於法令規

定與實際執行之落差，更需要思考不同執行

方案，站在公司立場考量各項業務，讓老闆

支持且能將政策推動，又要能符合法令規定，

同時要站在同仁立場盡到保護他們的職責，

實屬不容易。今獲獎的肯定，不只是五年成

果的展現，也讓公司看到安全衛生不只是一

個花錢、沒有產值的部門，可幫公司爭取到

形象名譽，主管們也能更認同安全衛生未來

的推動。

在推動環安業務上，家蓁很有一套，關鍵

在於她會做足準備，積極參與政府法規說明

會、瞭解法規重點，主動回報，考量生產狀

況，說明預計如何執行。她表示：「符合法

令規定只有 60 分，不是最高標準只是及格，

當初會想進到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就是因為

抱持著新公司新氣象，可以重頭建立起自己

所設定要達成的安全文化，雖然重頭建立很

辛苦但也是一種自我挑戰，希望讓別人一聽

到永勝，就知道是對安全衛生很要求的公

司。」家蓁期許自己不管位於哪個職務，都

能不忘初衷，盡己所能達成公司所交付之任

務，甚至能展現超出主管期許的表現。

創造自我價值 來自不斷的行動

在同事眼中，家蓁公平、公正、有原則、

執行力強，還給了她一個「永勝包公」的封

號，事實上她執行業務雖嚴格，私下對作業

人員卻很親切，包括外籍勞工，假使有同仁

受傷，她必定第一時間跳出協助就醫、作筆

錄、處理保險理賠，利用私人時間也不在意，

因此即使總扮黑臉，也不曾遭受同仁白眼或

反抗。家蓁直率地說：「不敢當黑臉，對安

全衛生業務的推廣就會有困難，尤其公司員

工偏向年輕化，倘若沒有要求與規範就容易

違規，這並非刁難而是保護同仁的安全。」

她特別感謝初踏入職場時，遇到的公司主

管給予機會，讓她從零開始學，並且勉勵她

多投資自己，「投資在自己身上的經驗與知

識，絕對是別人偷不走的。」她始終銘記在

心，只要有外部課程、有新證照與業務有相

關就算不是公司派任，她也會自己花錢也會

去上課學習，她督促自己每年都要至少考取

一張證照，畢業至今她已考取超過十幾張以

上的證照，橫跨各領域。家蓁說：「在公司

沒有誰是無可取代，公司請我們來就是要解

決問題，因此要在職場上當個有價值的人就

要不斷精進充實自己、豐富自己的知識與技

能，並且全力以赴完成各項任務，別人才回

相信你說的話。」 

機械家族安全衛生經驗分享與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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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歲的周昱廷在雲林從事農業機具生

產組裝三十多年，為改善農友費時費力的，

不斷改良並研發新機種，目前已獲得十多項

專利，且他不吝提攜後進，免費傳授農民基

本維修技術，造福許多農民，深受在地推崇。 

體貼農民脊椎 研發噴霧機 

周昱廷出身農家，他從小就對機械很有興

趣，畢業於虎尾農工農機科，深知務農的辛

苦，期望能自己發揮所長，改善農民們的工

作型態。退伍後隨即創業，經銷及維修以小

型為主的農機與園藝機械，如噴霧機、中耕

機、乾燥機、鏈鋸、剪枝機等。周昱廷感概

地說：「務農人是弱勢族群，脊椎病變的人，

十個有八個是農民。」他曾問醫生農友們脊

椎病變的主因，這才得知農民背負沉重噴灑

機具，踩在泥濘濕軟的田埂缺乏支撐點，長

期工作下，容易造成脊椎病變。於是他積極

投入研發「免背」、「免推」「自走式」的

噴霧機，以環保、省時、省力的農機為目標，

除了想對環保出一份，起心動念，更是對農

人的一份關心。

虛心求教專家  YouTube 當參考書 

他經常主動關心詢問農友們的需求，作

為研發改良的依據，他笑著說：「農民需要

為農民設想周到揪感心
106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農機發明王周昱廷
採訪整理 卓姵君 / 張育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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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會跟我講。」聽了農友反應擔心農

藥噴灑到人體會有害，他就往此方向努力，

向電機專家請教；找零件廠商討論，上網在

YouTube 蒐集資料，花了 3 年時間，發明「自

動遙控噴霧機」，他驕傲地說：「噴灑農藥

變成就像玩遙控車一樣，不論老人小孩學一

次就會操作了。」

周昱廷研發的農具功能創新、品質好，但

相對成本反映在售價，推廣更須費一番心思。

回憶 6 年前，他推出第一臺自行研發的「電

動單輪搬運車」時售價訂在 18,000 元，手動

的機具只要 1 千多元，價格差 10 倍多，他說

農機界當時都在看他笑話，但不甘示弱的他

想到用體驗行銷的方式，讓機械「走出去」，

只要哪戶農家在收成，就把新產品借給對方

用 3 天，使用過的農友各各愛不釋手，自然

就上門訂購，創下 1 年賣 2 百多台的佳績。

周昱廷因地制宜研發、改良出許多小型農

機，包括還有「溫室專用陸地行走式小型噴

霧機」、「線控溫室升降採收機」等小型農機，

農機發明王的名聲，吸引客戶遠從日本、花

蓮、屏東而來，採收旺季時，甚至供不應求。

秉持熱忱貼心服務  門庭若市

周昱廷修農機常常「半買半送」，總是免

費檢查故障農機，如無動用大動作修護或僅

置換小型零件，都沒有收費，還義務教農民

如何維護，遇到學習動機強烈的農友，則傾

囊相授。他的專業又貼心的行事作風，也影

響到他身邊的員工，交貨前必定會逐一示範

教導農友如何使用，或測試維修後的農機是

否一切正常，因此廠房的前庭總是很熱鬧。

「努力的人不一定會成功，但成功的人一

定是最努力的。」這是周昱廷從事研發農機

具三十多年來，所領悟到的一句話，他更把

它當作他人生的座右銘。他強調人畢竟是肉

做的，總要有休息的時候，但為了能幫助更

多農友排除困難，加上家人們的支持與鼓勵，

周昱廷仍堅持延續他對於研發的熱忱。未來

他也將繼續聆聽農民們的需求，努力不懈地

發明出提升效率的農機具，為雲林這個農業

大縣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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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同時榮獲全國模範勞工和嘉義市模範

勞工的蔡秀鳳表示：「我深刻體會到努力不

一定會成功，但成功一定要努力，只要有信

心，終究會有成功的契機，能讓母親感到驕

傲，這輩子感到很滿足了。」蔡秀鳳從基層

做起，勤勉認真，堅守工作崗位的表現，先

是獲得公司優秀員工獎，以及嘉義市公會模

範勞工的肯定，才一路被推舉到這次全國性

的表揚。

為撐家計不喊苦

蔡秀鳳的父親早逝，家中 4 個兄弟姊妹中

排行老三，不忍母親要獨力撫養 4 個孩子，

為分擔家計，她在國中求學階段，就開始利

用暑假到香水工廠、鐵椅子工廠打工，畢業

後，便跟著母親到皮帶工廠做了 3 年的女工，

隨著臺灣皮帶製造訂單產量減少，收入也變

少，在母親朋友的介紹下，進到如今任職的

公司上班，至今已有 26 年的服務年資，目前

擔任鑫東隆安防股份有限公司裝配部組長。

談起蔡秀鳳那些辛勞的歲月，她卻不覺得

苦，反倒說：「那個年代就是如此！」「看

著母親長期在工廠擔任作業員，一手拉拔我

們長大，給我們一個避風遮雨的家，母親更

是偉大，現在有自己的小孩，即使累，為了

孩子，還是要繼續努力。 」

以身作則 提攜後輩

看著現在的蔡秀鳳侃侃而談，偶爾還會打

趣的說說自己和丈夫的糗事，很難想像她過

去是個內向又寡言木訥的人，她回想當初還

是菜鳥時，配合度高、抗壓性高，表現很快

就被主管肯定，不到半年就想升他做組長，

腳踏實地成將才
106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平凡而不平庸蔡秀鳳
採訪撰文   卓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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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卻擔心太年輕無法服人，並沒有馬上答

應。所幸她不認輸的個性，一直鼓舞著她面

對每一項新任務的挑戰，他督促自己利用空

檔時間不斷練習，從電腦開機從頭學起，如

今她已有能力管理有二、三十人的團隊。

蔡秀鳳驕傲地說：「我團隊裡的每一個人

都被訓練的很強！」提到目前已升為儲備幹

部的女同事，前一份工作是百貨公司的專櫃

小姐，剛進公司時手無縛雞之力，托運零件

就想哭，抓到技巧後，現在厲害的像頭牛。

她認為每個人都是可以經過學習跟訓練的，

她不藏私地培養團隊中的每一個人都能成為

「多能工」，避免缺工或同仁請假時，會影

響產線進度，這樣的管理方式即使有些人無

法適應，她仍會試著幫助同仁調配工作內容，

提攜後輩能成為幹部，她總會這麼說：「因

應現在市場需求『少量多樣』，必須什麼都

要去學，不要害怕去學，這對自己也是一種

工作的保障。」

行善不落人後 盡責工作視為使命

蔡秀鳳說自己唯一的遺憾就是學歷太低，

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去進修讀書，從不覬覦太

高的職位，只是希望提升能力後，能更有立

場幫助其他人，畢竟過去家境不好，受到過

別人的幫助，如果自己也有能力了就盡力而

為。蔡秀鳳長期以來，一直在協助華山基金

會和嘉義市腦性麻痺協會行善，在公司福委

會推動園遊會募款、農曆新年送年菜給獨居

老人等愛心勸募活動。她戲稱自己臉上沒笑

容，新進人員都會以為她很兇，認識久了才

會知道其實她心很軟。

蔡秀鳳有在輸送帶作業經驗，手腳俐落，

現在文書處理工作較多，反而非她擅長的領

域，但她仍不會拒絕公司交付的工作、給予

的教育訓練，包括管理課程、QCC 品管圈訓

練或考試，她認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不

是只有自己一個人的功勞，還有家人、公司

的支持跟組員的相挺，把工作做好就像是一

種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