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芽 
學習成果報告書 

組織分享者：樂芽有限公司/陳怡帆 創辦人 
提供療癒人心的高品質甜點 

培力身心障礙者，促進包容性就業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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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介紹 
「社會企業： 
    培力、影響力、永續發展能力」 
 



團隊理念與服務對象 

3.好品質 2.好故事 1.好健康 

提供高品質產品，培力身心障礙者就業。 

提升身心障礙者工作職能 
專業職能，輔導考照 
打造包容性就業職場 

兼顧社會影響力與營利 
企業指定採購 
網路熱銷品牌 

獨特定位與產品力 
嚴選食材無添加 
產品檢驗合格 



樂芽社會企業與社福團體之經營差異 

2020年全台捐款 
總金額106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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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快樂的播種者， 
            傳播善的種子」 



全台140家庇護工場8成仍虧損 
樂芽希望改變庇護工廠的經營生態 



計畫創新內容——「培力系統」 
 
將有個體差異的障礙者，培力成高水準的甜點師 

快樂的播種者 

系統 
培力 

面試 
評估 

定期 
考核 

樂芽的培力系統強調「尊重個體差異」，設定個人化的目標。 
主要有三個步驟:： 
員工面試評估，經過半年的系統培力，完成定期考核， 
透過耐心、嚴謹紮實的訓練，讓他們成為高水準甜點師。 



完善培力系統並且輸出 

樂芽本次計畫主軸為成立社會企業烘焙連鎖品牌總部，
建立身心障礙者培力系統，打造包容性職場。 
品牌總部將聚焦業務開發與培力系統。自建示範工廠，
徵求技術轉移、整廠輸出的對象，希望在各縣市找到合
作夥伴，複製模式，將影響力規模化，翻轉一次性的愛
心消費問題，促進永續消費，打造包容性職場。 
 

我們將這套培力系統分成三個層面來建立與整合 
一、烘焙營運系統：產品研發、行銷及生產管理 
二、人員培力系統： 
身心障礙者培力及儲備幹部的經營管理培力 
三、庇護工場輸出： 
執行計畫提案、財務規劃、系統化工作流程設計、模組
化職能培力，將營運模式規模化輸出 

烘焙 
營運系統 

人員 
培力系統 

庇護工場
輸出 



營運模式：透過系統協助庇護工場自給自足 

快樂的播種者 

社福 
團體 評估媒合、職場適應 

自建自營 
永續消費 
協助就業 

品牌總部 

中央 
示範工廠 

烘焙 
庇護工場 

輸出 

生產流程 

員工培力 

經營管理 

業務開發 
身心障礙者 



企業禮盒 
彌月喜餅 

樂芽產品 



餐會餐盒 
客製蛋糕 

樂芽產品 



擴張或延伸本計畫，可能面臨的挑戰或缺乏的資源 

01 
行銷人才 

02 
影片製作人才 

03 
企業窗口 

招募熟稔行銷的人
才，執行線上與線
下行銷活動 

招募熟稔影片製作
的團隊，提高社群
平台曝光成效 

媒合更多企業，執
行CSR專案，以擴
大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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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效 「願每一顆播下的平凡種子， 
                都能盛開美麗的天賦」 



成效：媒體報導 

樂芽提供優質產品，培力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創業

故事獲得TVBS新聞台、年代新聞、民生新聞等7

家媒體影音報導，協助讓更多人了解社會創新模

式並以行動支持。 



成效：市場驗證 

樂芽的產品受到各大企業的支持與口

碑推薦，今年雖在疫情影響下遇到一

些挑戰，但仍保持營收持續成長。 



相關受益人——身心障礙者（2021年） 

2張烘焙丙級證照 6位身心障礙就業機會 300+人次 

烘焙職能培力工作坊 



快樂的播種者 

相關受益人——身心障礙者（2021年） 

2000+小時 

身心障礙者職能培力 

500+小時 

身心障礙者職場見習及 
體驗活動 



預計辦理活動（2022年上半年） 

活動 受益人 預期效益 

身心障礙者職場培力課程 身心障礙者10人/場，預計辦理3場 
協助身心障礙者在進入職場前提升職
場認知，做好暖身準備。 

親子烘焙體驗課程 親子12組/場，預計辦理3場 
促進親子關係，並獲得適當休閒與放
鬆的活動。 

SDGs3 職場心理健康相
關工作坊 

在職員工與民眾20人/場，預計辦理
3場 

調節職場壓力，給與情緒的支持及紓
壓管道，提升工作效率。 

SDGs3 劇場體驗工作坊 民眾30人/場，預計辦理2場 
給予情緒的支持及紓壓管道，並認識
精神疾病與精神康復者。 

SDGs3 園藝治療工作坊 民眾30人/場，預計辦理2場 
紓解生活壓力，並認識精神疾病與精
神康復者。 

與星兒的校外教學 
身心障礙者10人、民眾20人/場，
預計辦理1場 

認識自閉症兒童，並讓照顧者與兒童
獲得適當休息與放鬆。 

公益音樂會 民眾200~500人/場，預計辦理1場 
透過音樂陶冶身心，獲得適當休閒與
放鬆，同時認識身心障礙者。 

*如遇疫情狀況不佳，將順延至下半年辦理 



2019-2021 
樂芽連續三年入選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Buying Power 社創良品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社會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規模化：整廠輸出 

快樂的播種者 

6-12位/單位 

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 

300-600萬元/年 

可降低之家庭社會照護支出 
1家庇護工場 

樂芽於2021年底申請成立庇護工場，台北市富陽1店庇護工場（樂芽1號）已得標、桃

園市蘆竹二號庇護工場已得標、其他5個縣市的庇護工場陸續申請中，預計三年內成立

20家以上庇護工場，創造100-150個就業機會。 

每輸出一家庇護工場，  具體可得到的影響力產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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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芽 
未來展望 

「永續經營」 
        就是 
        「善的循環」 



樂芽的夥伴曾為思覺失調症所苦 
從找工作被拒，到考取專業烘焙證照 
成為高水準的甜點師，獲得工作成就感與自信 
 

樂芽培力身心障礙者，為他們打造適合的舞台，發揮自己的天賦 

持續培力身心障礙者 



持續提供優質商品及服務 



持續優化培力系統，營運模式輸出 
    完善身心障礙者職能培力系統，建立不同模組工作站的培力手冊，包含烘焙、包裝、出貨、清潔

等，將整個培力系統的 S O P再細分化，把每一個夥伴擺到適合自己的崗位，發揮自己的能力、快

樂且自信地工作。 

    樂芽預計於2022年1月起開始經營台北市富陽1店庇護工場（樂芽1號），完成整廠輸出的第一步，

可提供至少6位精神障礙者工作機會，未來，規模化會持續進行，預計於2024年完成20家庇護工場

設立，創造300個以上的工作機會，成為指標性的包容性就業品牌。 



持續提供CSR提案 
樂芽持續與各大企業合作，提供各項CSR提案，邀請企業參與，讓公益活動 

不只是建立在消費同情心，而是支持優質產品，達到消費者、企業與社會三方共好之目的， 

創造永續消費的正向循環。 

 符合聯合國 SDGs 17 項發展目標所倡議的 

目標 3 之「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目標 8 之「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目標 10 之「減少不平等」 

目標 12 之「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 

 

天然食材 
安心吃甜點 

客製化送禮 
支持 

身心障礙者
平等就業 



職場培力工作坊或志工活動乙場 (線上/線下)及感謝狀乙紙 

合作效益 

1. 提升品牌公益形象：製作課程花絮影片、FB 活動貼文乙篇做聯名活動曝光 

2. 提升ESG採購金額：Buying Power 獎項採購金額累積 

3. 提供志工時數：參與人數10人(3小時/人)，或依實際活動規模大小提列志工

需求、名額及時數 

課程說明 

樂芽社會企業致力於烘焙產品經營及身心障礙者職場培力，目前一般員工及身心

障礙員工比為1：1，烘焙體驗教學人次超過 500 人，曾與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台北市心生活協會等身心障礙服務單位，協力舉辦多場職場培訓課程及職場參訪

活動，協助身心障礙者在進入職場前提升職場認知、做好暖身準備。 

課程對象 年滿15歲以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以精神障礙者為主，不限障別。

課程內容 職場介紹、工作環境介紹、烘焙體驗、職前準備工作坊、工作心得分享等。 

課程時間 
時間3小時，預計於樂芽實體據點或是至合作之非營利組織據點授課，歡迎認購

禮盒企業員工擔任志工(提供志工時數)共襄盛舉。 

冠名呈現 製作課程花絮影片、FB 活動貼文乙篇做聯名活動曝光 

活動影片 
新竹市精神健康協會：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702749523100162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8398446606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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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方案【活動 A】介紹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702749523100162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702749523100162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702749523100162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83984466066991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83984466066991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4702749523100162


CSR方案【活動 B】介紹 

企業員工親子烘焙體驗課程乙場 (視疫情彈性辦理線上/線下活動) 

合作效益 

1. 提升品牌公益形象：製作課程花絮影片、FB 活動貼文乙篇做聯名活動曝光 

2. 提升ESG採購金額：Buying Power 獎項採購金額累積 

3. 提供企業親子活動乙場：參與人數 12 組家庭、使員工獲得適當休閒與放鬆

的活動，促進親子關係，帶著愉悅的心情工作。 

課程說明 

樂芽社會企業致力於烘焙產品經營及身心障礙者職場培力，目前一般員工及身心

障礙員工比為1：1，烘焙體驗教學人次超過 500 人，曾與國泰世華銀行、台新

銀行、王道銀行、雷亞遊戲合作多場親子手作體驗課程，從溫馨有趣的互動中認

識甜點的製作以及參與包容性就業的職場。 

課程對象 企業之員工及其家屬，每場至多12組家庭。 

課程內容 產品介紹、烘焙體驗、遊戲及互動。 

課程時間 
2021年~2022年擇期辦理乙場，時間3小時，預計於樂芽實體據點或是至合作企

業之據點授課。 

27 



SDGs3 職場心理健康相關工作坊一場 (視疫情彈性辦理線上/線下活動) 

合作效益 

1. 提升品牌公益形象：製作課程花絮影片、FB 活動貼文乙篇做聯名活動曝光 

2. 提升ESG採購金額：Buying Power 獎項採購金額累積 

3. 提供心理健康工作坊一場：參與人數 40 人、協助調節職場壓力、給與情緒

的支持及紓壓管道、提升工作效率  

課程說明 

樂芽社會企業致力於烘焙產品經營及身心障礙者職場培力，服務對象多為精神康

復者，員工大部分過去也曾經歷過精神疾病的困擾，但如今在家庭、社會、職場

的支持下逐漸往恢復元氣的路上邁進！本課程將由樂芽偕同合作之心理治療師、

專業社工師協力辦理「心理健康工作坊」，一同響應SDGs3 — 促進各年齡層健

康生活與福祉。 

課程對象 企業之員工，每場至多20人。 

課程內容 
如何面對心理健康議題，如：職場焦慮及壓力、瞭解憂鬱症、心理健康的自我評

估、情緒覺察等主題分享及互動。 

課程時間 
2022年擇期辦理乙場，時間3小時，預計於樂芽實體據點或是至合作企業之據點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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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方案【活動 C】介紹 



親子互動體驗活動一場 (線下活動) 

合作效益 

1. 提升品牌公益形象：製作課程花絮影片、FB 活動貼文乙篇做聯名活動曝光 

2. 提升綠色採購金額：Buying Power 獎項採購金額累積 

3. 提供親子互動體驗活動一場：參與親子 50 組、使員工獲得適當休閒與放鬆

的活動、促進親子關係，共同成長。 

課程說明 

樂芽社會企業致力於烘焙產品經營及身心障礙者職場培力，目前一般員工及身心障礙員工比

為1：1，烘焙體驗教學人次超過 500 人，曾與國泰世華銀行、台新銀行、王道銀行、雷亞

遊戲合作多場親子手作體驗課程，從溫馨有趣的互動中認識甜點的製作以及參與包容性就業

的職場。 

提案規劃：與樂芽合作夥伴單位—小人小學（籿苗創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致力於親子

陪伴和探索學習。一同辦理「親子互動體驗課程」，將能增進親子關係及促進不同族群的理

解，創造精緻的親子時光，陪伴孩子積極認知友善平權觀念、理解身心障礙者的多元需求。 

課程對象 企業之員工親子，至多20組(或60人內)。 

課程內容 
上半場分成兩組成員分別進行樂芽烘焙教室與親子成長教室，下半場兩組交換教

室。 

課程時間 2022年擇期辦理乙場，時間約4小時，預計於至合作企業之據點或另租場地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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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方案【活動 D】介紹 



f TriBake 樂芽     

提供療癒人心的高品質甜點 

培力身心障礙者，促進包容性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