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闫亚心

公平贸易商品的忠实践行者

“茧裹子”是台湾永康街巷
弄上一间小小的店铺， 漫步其
间，会不知觉地联想到东野圭吾
的《解忧杂货铺》，虽然没有浪矢
老爷爷的解忧信件，却依旧能给
人一种解忧杂货铺的温暖感，或
许这儿就是浪矢爷爷杂货铺的
现实翻版。

作为台湾第一个世界公平
贸易组织 WFTO 的会员，“茧裹
子”的使命就是贩卖台湾本土设
计的公平贸易商品，致力于让每
件商品都可以结合现代设计与
传统技术，通过现代的元素与简
约的设计，让许多即将失传的工
艺技术能够继续传承。

同时，“茧裹子”还强调自然
材质，细心留意环保回收的生产
方式，并努力达到让所有产品都
具有原创性。 也正是因为这些，
这里的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独
一无二的。

进入“茧裹子”，你会惊讶于
它带有的灵思妙想的创造，也会
感叹于它对于环保理念的践行
程度。 店里招牌是用回收的宜家
砧板制作，“茧裹子”LOGO 上的
字样是用废弃的铁钉排列而成
的，还有用上海老房子拆除的旧
材料制成的板凳，用老房子废弃
的木门拼成的陈列商品的桌子。
而且店里面每样商品上面的标
签，都是从回收的纸袋上剪下手
作而成的。

而且它所售卖的商品也是
有趣而实用的，涉及服装、饰品、
器皿、日常生活用品、乐器等各
种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致力
于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质量及
合理的价钱。

当然这些有趣而实用的商

品所使用的材料及生产方式也
都是与环境友善的。 材料如有机
棉、有机羊毛、有机黄麻、草木
染、手织布及有机食品等，也有
回收的材料如米袋、 水泥袋、回
收布料、回收玻璃、回收金属等。
生产方式就是手工制作，为社会
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将
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

与此同时，“茧裹子”特别注
重和他们的公平贸易伙伴维持
长久的合作关系。 其生产者多为
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除了享
有合理的工资、 安全的工作环
境，“茧裹子”更着重提供社会福
利关怀，部分的营利也用于加强
当地建设与小区需要， 比如，提
供免费教育给低收入家庭和净
水设施。

从建筑设计到公平贸易

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茧
裹子”的创立背后也藏有一对年
轻人为了梦想而奋斗的故事，杨
士翔与蔡宜颖是故事中的男女
主人公。

两个人曾在建筑事务所里
工作，热爱设计，但是在行业内
现实问题地不断冲刷下，原本的
热血也渐渐变得冷却。 于是，工
作闲暇之余，两人开始和朋友经
营一间手作小店，开始了环保设
计、手工制作的生意。 2009 年，一
次偶然机会，他们受邀带着自己
的设计作品在上海参加环保设
计展。 或许是眼界打开了，参展
结束的一个月后他们毅然辞职，
共同投入了公平贸易行列，成立
了“茧裹子”，建立起属于台湾自
己的公平贸易品牌。

“当初目的很明确， 辞职之
后就是要回台湾开一家店。 ”杨
士翔夫妇说。

大众对于公平贸易的陌生

然而，一腔的热血总是会迎
来生活泼过来的冷水，每一个或
组织、团体在追求目标实现与成
功的道路上都不会是一帆风顺
的。“茧裹子”也并不例外，而他
们所遇到的困难或许还不同于
一般的创业商店。

相较于欧美各国及日韩，台
湾大众对于公平贸易的概念相
当陌生。 因此常会有必须不断跟
消费者解释说明的困扰。

“最大的困扰是在回台湾
后，很多消费者不太了解什么是
公平贸易， 或是了解不够深入。
对于消费者来说，公平贸易的概
念还是模糊的，总是以为只有一
个公司在做这件事情、能做这件
事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是他
们口中的那间日本公平贸易公
司之后， 也曾遭到他们的质疑，
因为在他们认知中公平贸易就
是那个既定的公司品牌。 而这对
同样也在做这件事情的我们造
成或多或少的伤害，好像我们的
努力就是一个大公司的分店一
样。 ”夫妇二人说。

事实上， 很多人都不了解
“公平贸易”，对“公平贸易”存在
着或多或少的误解，而这样的商
业模式要成功，却又必须仰赖大
众对于不公义的消费型态有所
觉醒，并愿意做出改变去支持公
平贸易商品才行。

所以营销上，杨士翔选择通
过 Facebook 等网络社群及公开
讲座，推广公平贸易及“茧裹子”
的理念，店面地点选择隐身在人
文艺术气息浓厚的静谧小巷里，
就是希望多与顾客互动，介绍每
件产品背后的故事—来自哪里、
用什么材质制作、 生产者是谁，
拉近消费者与产品间的距离。

经营方式和经营困难

“茧裹子” 采取和一般贸易
不同的生产方式， 他们与 20 余
个第三世界国家（印度、印度尼
西亚、尼泊尔、智利、秘鲁等）的
非营利组织合作，将极具巧思的
设计图交由当地妇女制作，成品
运回台湾销售，并保证五成的利
润回到生产者手中，盈余则用来
将品牌推进至不同国家。 同时给

予生产者足够的时间（3~6 个月，
多至 1 年） 以完成或手工生产，
并会预支 50%订购金额，帮助生
产者生产期的经济支出。

因为市场不大，以及这种特
殊的销售模式，“茧裹子”在经济
和体力上都备受压力，不仅是提
前预付工资，事后还面临着巨大
的销售压力。 起初，杨士翔夫妇
选择分期贷款的方式去运营这
间小小杂货铺，台中小店的 7 万
工程款就分期还了一整年。 即使
如此，两人也步履维艰地一步步
走来，迎着压力而上。

开始时，他们自己设计，自己
生产，在市场上进行推广，没想到
作品大受好评，市场反应热络，供
不应求。为了壮大能量，杨士翔与
蔡宜颖开始积极号召台湾设计师
加入行列， 用公平贸易的材料制
作成品。 随着团体的不断扩大，

“茧裹子”也逐渐迎来春天。

缺乏生产流程和生产者

不单单是消费者不了解，很
多公平贸易团体的供货商也并不
知晓这个刚刚入门的公平贸易平
台。 而大部分的团体已经有固定
的供应链，好比是英国、日本、美
国……很少人选择台湾， 台湾对
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有些连台
湾在哪都不知道， 寄送的运费一
时间算不出来， 所以大部分团体
听到是台湾来的都没有回应。

面对这一困难，杨士翔夫妇
只能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去寻
求愿意供货的供货商，他们积极
地联系各大供货商团体，争取同
他们达成合作。 在他们的坚持不
懈下， 开始慢慢有一两个两三

个，有了开始就越来越多，而且那
些公平贸易团体的供货商也相当
贴心，“某个 NGO 会帮我们找到
另一个 NGO，互相介绍，一个传
一个。每当有盈利时，茧裹子就会
再找不同国家的 NGO合作”。

申请加入公平贸易组织

在不断与供货商取得联系
的同时，杨士翔夫妇了解到：“以
现今国际公平贸易的规则来谈，
如果成为公平贸易组织中的会
员，那么就有可能去找到自己的
厂商和运作方式，自己去认证哪
些是台湾的公平贸易产品。 ”

所以，杨士翔夫妇开始尝试
加入公平贸易组织，希望能够组
织属于台湾公平贸易的 NGO。

要成为公平贸易组织的会
员， 首先还是要通过国际的认
证。 就像国外的生产者也往往不
是自己申请到公平贸易认证，而
是通过当地的 NGO， 甚至外来
例如欧盟、 日本的 NGO 团体去
帮忙填表、申请。 经过不断地摸
索与尝试，“茧裹子” 于 2013 年
成为世界公平贸易组织 WFTO
的会员。

从最初的举步维艰，一个月
营收仅 3 万元， 到如今的在华
山、诚品都有营业据点，每月营
收 70 万元； 从 2012 年 4 月获西
非加纳的 NGO 首肯， 茧裹子开
启与各国 NGO 合作，5 月是孟
加拉国， 截至 9 月已遍及印度、
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智利、秘鲁
等，共计 20 余个团体。 他们脚踏
实地，克服了种种困难，让梦想
的阳光照进了现实。

（据公益慈善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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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裹子：小二，来一升公平加半斤正义！

支持中西部公益 交大学子出征北极
2018 年 4 月 4 日，上海交通

大学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北极点
马拉松出征仪式。 交大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院大一学生邢佳雯将
作为国际上最年轻的选手参与
该赛事。 邢佳雯表示，将在北极
点助力“中西部公益人才支持行
动”， 让这场马拉松成为名副其
实的公益之旅。

2008 年被称为“中国公益元
年”， 北川地震成为无数爱心人

士从事专职公益的起点。 十年过
去， 国内公益行业取得巨大进
步， 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草根
组织和从业人员亟待提升专业
服务能力。 为此，全国社会组织
教育培训基地———上海交通大
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于 2018
年联合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
院、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等共同
发起了“中西部公益人才支持行

动”， 旨在为中西部地区百家公
益机构提供能力建设专业支持
服务。

借助北极点马拉松出征仪
式，交大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与
邢佳雯一道，积极为“中西部公
益人才支持行动”筹款，目前该
项目已在联劝网上发起众筹。

交大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
成立于 2016 年，通过举办论坛、
研讨会、工作坊等活动，旨在打

造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公益网
络。 同时，研究院探索对接全球
范围内的公益需求，为项目执行
机构、学术机构、资助机构以及
支持性机构牵线搭桥，促成跨地
区、 跨领域的公益合作项目，打
造公益领域的国际性枢纽组织。

“北 极 点 马 拉 松 ”（North
Pole Marathon） 自 2002 年创始
以来，就以“世界上最冷酷的马
拉松”闻名于世，每年 4 月份来

自世界各地的跑者在地球之巅
对极寒发起挑战。

交大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郭俊华主持本次出征仪
式。 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
院长樊博代表校方致辞，他表示
今年适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建院十五周年，“饮水思源、爱国
荣校”， 邢佳雯此次的行动是对
母校校训的最佳诠释。

（张龙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