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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概述 

1. 分案簡介 
「五味屋-囝仔們ㄟ店」，位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火車站前，是

一間週末才營運的公益二手商店，也是社區裡弱勢孩子們的學習與

築夢園地。成立四年多以來，二手物的販賣所得用做五味屋營運活

動經費以及做為社區弱勢照顧之用，各地的捐物同時也是孩子學習

認識外界的重要媒介。 

為解決捐物品質與數量的困境，五味屋號召企業/單位協助五

味屋，成為「團體捐物」的成員。在企業組織內號召同仁「負責任

的捐贈」，具體宣導募集物資-減少破損物件，並由組織內志工，先

經過初步篩選過濾，避免運送垃圾。讓「捐物資做公益」的美意，

有更適情適切的發揮。 

本方案是五味屋企業捐物再利用的創新方案，使企業捐物能將

物資再利用的捐助對象從豐田社區進入鄰近的部落或社區，使企業

透過物資捐贈與社區產生連結。在方案執行同時，引進大專學生進

行志工參與學習資源再利用，並透過物資共同整理，大專服務學習

人力也能夠更有系統且有督導的進入社區。本方案將整合大學人

力、企業物資、公益托運等資源，使社區組織(五味屋)、地方學校

與部落(化仁國小與社區)、企業與大學進行策略聯盟。 
 

 

 

  

 
再次轉換與創新服務的提案，同時透過物資與社區的關連，促

進社區互助的機能活化，使資源更完整地達到整合。 
 

2. 預計執行方式  

大學 

五味屋 

在地社區/學校 企業 



本計畫係使用五味屋原有的公益托運系統進行操作，篩選適宜

的捐贈單位，將原本要捐給五味屋的物資送至化仁國小，由五味屋

派遣資源再利用達人(初步規劃為鄭仁富、林錦葉)擔任業師前往，

進行物資整理、標價、上架等教育訓練，促成在地人力增能與升級；

整理過後的二手物資直接在社區進行銷售。此模式建立後，將促成

企業與社區長期的互動與連結，並產生關係。 

預期成效 

1.企業物資的再利用創新方案：從單一場域到多場域 

2.大專生服務學習志工參與：物資的再利用學習 

3.社區結盟：透過物資共同整理，大專服務學習人力能有系統的進

入社區 

4.公益托運成效擴張：使公益托運效益拓展到部落與社區 

5.整合資源與策略聯盟：大學人力、企業物資、企業公益托運、社

區組織(五味屋)、地方學校與部落(化仁國小與社區)  

6.在地業師培養：使在地工作者（五味屋店長與倉儲長）工作層次

提升、增能，並成為大學生的指導者。 

聯絡助理：社參中心籌備處 李淑靜小姐 （8635242）s.lee@mail.ndhu.edu.tw 

mailto:s.lee@mail.ndhu.edu.tw


從慈善手工到輕工業：化仁國小服務學習方案成果報告 

壹、 方案緣起 

如何將單純的助人心意與行動，藉由企業模式發揮更大效益，解決社會問

題，成了許多人的想望。在社參中心的連結下，匯集部落、社區內中小學、大學

的人力資源、鄰近社區的弱勢照顧資源以及縣外企業資源，成為一個資源整合與

分享的平台。在此平台上，以改善部落弱勢文化為前提，以學校／社區營造的操

作模式，進行社區動員與參與式設計，試圖從非救濟或補救的思維出發，逆向操

作，以部落、大學、小學三方攜手合作、促進部落社區發展：弱勢在地照顧模式

創新、微型社會企業運作建制。 

貳、 方案動機 

里漏部落位於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為阿美族部落。「五味屋 – 囝仔們ㄟ店」

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利用豐田火車站前之日式閒置空間「風鼓斗」建築為

空間，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式經營，作為鄰近村落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場

所，已有五年營運及與孩子共同工作之經驗。「心靈捕手」則是以東華大學學生

為主要組成的志工團隊，已成立十六年，除了每年的最重要工作——提供花東地

區中小學生之營隊「你來做大學生」之舉辦外，近年來也開始嘗試將志工事業常

態化，提供花蓮鄰近社區所需之青少年陪伴工作服務。在里漏部落內化仁國小校

長的邀請下，這些單位聯合進入學校幫助教師進行服務學習課程，一方面以化仁

國小的服務學習課程為基礎，建立學生愛物惜物珍惜資源的態度，同時由五味屋

提供二手物資作為服務學習的素材，發展適合部落弱勢者學習的另類模式，提升

學習興趣與自信，並藉著二手物的認識拓展視野。善用各種就地取材的資源，設

計教學方案與活動、製作教材、繪本等輔助媒材，與部落內中小學合作，將學習

者生活經驗、部落文化、在地生活特質等融入學習方案中，不但有利於學習者發

展，更使部落的價值與文化默默的融入學習中，得以延續。 

照顧循環系統概念 

＊資源共享：在地社區或學校可透過五味屋媒介平台，接和企業回饋，並藉由此

平台加入五味屋孩子的學習體系，並藉此培育在地的關懷系統。 

＊發展志業：大學生志工的參與發展另一種創業的可能性。 



 
透過與機構／學校的合作，為東部地區的孩子開啟另一扇窗。「五味屋」不

只是一個提供服務與資源的平台，而是藉由雙方的遭逢，帶給彼此不同的激盪，

與機構／學校合作期盼能以「相互利用」的方式進行。藉由各階段活動提供給孩

子不同體驗埋下一顆種子，經由機構／學校老師帶孩子進行參加前的醞釀、參加

後的延續，結合班級經營、輔導等方式，長期輔導的施肥，孩子們的未來也就不

一樣了。 

參、 方案內容 

與五味屋的合作規劃，以二手物資的整理作為學習方案。二手物資是個很好

的學習媒介，可藉由標價訓練，嘗試觀察資訊取得、分析與判斷，從中獲得學習。

化仁國小的服務學習課程嘗試以五味屋做為合作對象，讓都會邊緣的學生有機會

認識不同於「慈善」的機構。和他們一樣「弱勢」的五味屋孩子，平時都在五味

屋做些什麼？而這些所謂的「二手物」又有哪些與自己相關的學習？ 

在媒介這樣的認識、理解及轉化的過程中，大學可以扮演的角色有許許多

多，而本方案是以課程設計出發，設計一系列課程來媒介這樣的學習。同時，也

為大學小學合作模式創造一個可能性。 

心靈捕手的志工在經過常態性志工課程訓練後，進入化仁國小這個領域，和

工作團隊合作，於實際課程進行過程協助帶領孩子熟習各種操作，如進行二手物

資的整理和標價訓練；嘗試觀察資訊取得、分析與判斷等，並提供孩子情感支持

與實質陪伴。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為學校和社區引入大學資源，同時也讓大學

生的社會參與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肆、 方案目標：善念企業化 

一、村／部落發展微型文化產——開創微型文化產業 



透過二手物再利用的多重形式，創造全新的工作角色，建立村／部落的微型

產業，與文化共創。提倡環保再利用之消費型態，建立二手物流在部落內的微型

商業模式，一方面照顧部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養成綠消費習慣。 

二、將資源帶入偏鄉部落 

初期導入已有十六年規模，以東華大學師生為主要成員的「心靈捕手」志工

人力資源，同時連結花蓮縣內弱勢照顧平台（五味屋），將二手廉價物資引入社

區。中程目標為建立企業遠端支持與參與模式，遠程則吸引物資捐贈企業進一步

認養與投注長期贊助於村／部落。 

三、均衡城鄉發展 

不以「補足、補救」方式處理城鄉發展落差，而是以融入社區各層面住民（居

民、學校、學童等）參與式設計與行動，認識與運用外部導入資源，成為資源的

主導者，透過部落學習方案設計師的研發與創新，部落住民能主動使用資源自

助。培力的理念在自助的過程中落實，城鄉落差亦在此過程中獲得另類均衡發展

的可能。 

伍、 階段任務 

為使本方案之規劃更有效益，並達成永續經營之效果，將各階段任務規劃如

下。 

階段 項目 內容 效益 

一 變更企業捐贈地

點 

篩選出一個適當之捐

贈單位，請他們將原本

要捐贈給五味屋之物

資寄至化仁國小，然後

由五味屋派志工前往

進行物資整理、標價等

教育訓練。 

相較於 25個學生舟車往返

五味屋，較為節省交通費節

省，也有機會讓更多人參與

學習。 

二 於社區當地銷售 由志工協助將整理過

後的二手物資直接在

社區當地銷售。 

社區民眾得到價廉物美的

二手物資，孩子完整學習經

營的過程，學校與社區彼此

互惠，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與互動。 

三 五味屋培訓 參與完整的學習過程

後，學生如果在個過程

產生進一步學習的興

趣，可以再到五味屋來

學習。（交通費可以物

資拍賣的盈餘支付。） 

由學生自發性的、有興趣的

學習，使學習更具效益與意

義。 



四 媒合企業與社區

的連結 

此模式建立後，促成企

業與社區長期的互動

與連結，並產生關係。 

1. 建立企業的社會責任，

讓慈善從手工業進入輕

工業。 

2. 進一步促進社區互助整

合之機能。 

五 大學志工參與互

動 

擔任志工進入場域，一

同完成物資訓練。並藉

由辦你來做大學生營

隊，連結在地區域孩

子，一同築夢。 

發展志業：大學生志工的參

與發展另一種創業的可能

性。 

陸、 方案願景 

1. 創造就業機會 

此模式建立後，可聘任一名方案管家，由方案管家自己創造薪水。兩年內將

此微型規模作起來，便可以建立一套更有規模的經營模式，也創造更多在地

的就業機會。 

2. 建立企業的社會責任 

企業的慈善行為若只是單方的贈與，而沒有建立任何關係，就很難永續經營，

使慈善行為淪於形式，若企業能透過物資捐贈與社區產生連結，甚至更進一

步以一年 1次到 2次員工公益旅行的方式來操作，可以使慈善的捐贈達到更

深刻的意義。 

3. 完成社區的整合互助 

透過這樣的過程，有助於進一步促進社區互助整合之機能，看見物資與社區

的關連與關係，使社區互助的功能活化，許多資源也能更完整地達到整合。 

4. 發展大專的新興志業 

大學生透過與孩子的接觸，在孩子生活中投下一個「變化球」，讓孩子生命的

基因獲得了「突變」的環境誘因，讓他們可以在這裡，嘗試成為一個不一樣

的自己。大學生在帶領後山學童的同時，也同時自我學習。每一個活動都有

一個完整的生命歷程，透過「接觸、學習、展示」的一個完整歷程，讓參與

的人得到最完整的成長，透過與在地的機構／學校互動，引領大學生看見自

己的價值進而發展自己的志業。 



柒、 執行內容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人 員 目 標 

4/14（日） 

10:00~11:00 
二手物資教學資源設計 曉雯、億純  

4/16（二） 

14:10~15:45 

  

第一次上課 

a.介紹五味屋 

b.二手物概念 

曉雯(教學)、文玲

(攝影)、富佳(紀錄) 

請孩子回家詢問

社 區 需 要 的 商

品，並培養「愛

物」、「惜物」的態

度。 

4/23（二） 

14:10~15:45 

第二次上課 

a.銷售購物經驗分享 

b.負責任捐贈 

曉雯(教學)、文玲

(攝影)、富佳(紀錄) 

蒐集、彙整社區需

要商品資訊，瞭解

負責任的態度與

如何彙整資源。 

4/30（二） 

9:00~10:00 
物資進場存放 五味屋(小葉、阿富) 

依據社區所需要

商品準備進場物

資 

4/30（二） 

14:10~15:45 

第三次上課 

a.跳蚤市場的物資分類 

b.標價的藝術 

曉雯(教學)、文玲

(攝影)、富佳(紀

錄)/ 

五味屋(小葉協助標

價藝術課程 

阿富協助物資分類

教學)/ 

心靈捕手 

實際操作物資開

箱、分類後進行標

價，認識商業進行

模式，如何運用在

生活中。 

5/13（一） 

12:35~13:10 
繪製海報與標語 

曉雯/文玲/心靈捕

手/ 

為建立與學生的

互動關係，由大學

志工（心靈捕手）

規劃利用兩次的

午休時間進行假

日市集的前期作

業  



5/27（一） 

12:35~13:10 
張貼海報與宣傳 

曉雯/文玲/富佳/心

靈捕手/ 

大學志工用一問

一答的方式引導

孩子對和社區店

家進行二手假日

市集宣傳， 

孩子們透過實際

的練習了解如何

鼓起勇氣與人溝

通和學會如何表

達出自己的想法

讓他人能懂，並串

連與在地社區的

互動。 

6/9（日） 假日二手市集 

五味屋/心靈捕手/

大學生志工/ 

課程設計團隊 

藉由二手市集串

起在地社區人的

連結，瞭解二手物

資的募集、管理的

應用、物資的整理

及銷售擺攤。 

6/15（六） 參訪豐田五味屋 
五味屋/大學生志工

/課程設計團隊 

參與五味屋的平

日生活，與五味屋

孩子互動學習，建

立偏鄉與都會邊

緣的關係。 

6/25（二） 

14:10~15:45 

第四次上課 

a.成果展 

曉雯(教學)、文玲

(攝影)、富佳(紀錄) 

由孩子們發表這

一學期活動的心

得分享。回顧前四

次課程，進行反思

與回饋，整理留下

的影像資料，分享

此課程中印象深

刻的事情，從中引

導這次的服務學

習，到底是服務了

誰 ？ 學 習 了 什

麼？ 



1.介紹五味屋及二手物概念 

第一節課，由教學團隊透過 ppt 簡報及影片故事簡介五味屋成立的理念與生

活。由「你希不希望化仁也有個五味屋？」切入下面活動。由一箱來自五味屋的

二手物資，開始孩子對於二手物的想像與期待，從物資的來源，為何被捐贈等討

論開始，展開活動：幫物資說故事(擴散式聯想詞彙，串成故事)、一人一物，倆

倆進行物資找物資。 

2. 銷售購物經驗分享及負責任捐贈 

由物資分類達人小葉姊為我們講解五味屋的物資類別並且開箱實作示範（於

教室內擺置馬蹄形的空箱，於空箱上標記文具類、衣著類、鞋子類、配件類、電

器類、民生用品類、玩具類、娃娃類、裝飾品類、書籍類、包包類等）。一組共

分得兩箱物資，分別是來自國語實小與趨勢科技所捐贈，由小隊輔帶領分類實作。 

3. 物資分類及標價藝術 

進行物資標價課程，小葉達人拿出做工細緻與看起來有些汙垢的兩隻娃娃，讓學

生進行目測標價，以此說明物資品質與新舊如何作為標價的依據。另外，達人拿

出兩只水杯，其一為星巴克所販售，另一只則為普通的透明水杯。也同樣讓學生

練習標價，有學生認出星巴克的logo，達人亦口頭補充這個牌子的杯子在網路上

的價格約是350元，讓學生對於標價有更多的線索可參考。達人在講解的過程中，

提醒學生在定價時要盡量讓買、賣雙方都能滿意以及能夠讓物資流動速度快為一

大前提。學生實作的部分，依舊以組別為單位，將上節課已分類完成的物資進行

標價。舉例來說，玩具類頇先再細分有包裝和無包裝，再從有包裝的玩具裡找出

10以下、10~50元、50~100元的物品，無包裝的操作亦然。於標價結束後，完成

學習單。 

以下活動是為了建立與維持與學生的互動關係，由大學志工規劃利用兩次的

午休時間進行六月份化仁假日二手市集的前期作業。 

4. 繪製海報與標語 

繪製海報與標語，一開始與學生進行破冰活動，並討論如何宣傳跳蚤市場。

大學志工帶著孩子認識如何將商品與活動資訊設計在海報中，引導孩子創造標語

並學習商品資訊元素。 



5. 張貼海報與宣傳 

張貼海報與宣傳，大學志工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引導孩子對和社區店家進行二

手假日市集宣傳，孩子們透過實際的練習了解如何鼓起勇氣與人溝通和學會如何

表達出自己的想法讓他人能懂，並串連與在地社區的互動。 

6. 假日二手市集 

舉辦化仁假日二手市集，藉由二手市集串起在地社區人的連結，瞭解二手物

資的募集、管理的應用、物資的整理及銷售擺攤。將學生分為活動組、結帳組與

賣場整理組。市集營業時間從正午12時到 15時，每組活動時間為一個鐘頭，結

束後交換，以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參與到不同的工作團隊所帶來的學習經驗。學生

來到賣場整理的團隊中，學習維持賣場整潔、招呼客人與即時上貨的技能。在鐘

點換班時，結帳組的學生要進行點收的動作。 

7. 參訪豐田五味屋 

參訪豐田五味屋，介紹五味屋的相關課程，對於化仁的學生而言，似乎僅僅

停留在想像的層次上，究竟五味屋有什麼魅力，能讓附近社區的孩子每到週末都

急於參與，箇中的滋味究竟為何？讓化仁國小學生豐田五味屋走一遭，建立偏鄉

與都會邊緣的關係。設計讓每位學生都能實際參與五味屋的平日生活，與五味屋

孩子互動學習，而非只是草草地參觀訪問。因此學生會在沙遊整理區、物資整理

區、書籍標籤區、賣場整理區和電器測試區都待上一回。二手物資教學，藉由整

理的物資發展學習空間，例如產地、特色。拍賣會沒有賣掉的東西會去哪？我們

可以怎麼做讓那些商品變身？然後商品會發生什麼變化？ 

8. 成果展 

加值商品與成果展，藉由拍賣會中沒有賣出的商品，思考如何使外觀、用途、

消費者型態產生變化再出售，也讓學生進一步思考二手物資的再利用，與負責任

捐贈的意義。最後是回顧前幾次課程，整理留下的影像資料，由團隊與大學志工

共同繪製海報，與學生一同進行反思與回饋，彼此分享此課程中深刻的事情。 

捌、 執行效益與未來展望 

一、執行效益 



五味屋的達人們、心靈捕手的團隊實際走入教室與小學生互動。前面兩堂課

程設計的五味屋影片；一箱二手物資；銷售購物經驗；負責任捐贈的概念，也透

過這次的活動讓學生串聯與體現五味屋孩子的學習經驗。我們企圖創造出一種社

區、大學生與小學生的合作模式；並從認識五味屋、二手物資的媒介下轉向實作

與理解所謂的社區服務學習。 

1.課程向度 

    課程大致分成課室上課以及實際操作，課室設計主要是與五味屋合作，經由

五味屋提供二手物資作為服務學習的素材，發展適合部落弱勢者學習的另類模

式，著重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自信，藉著二手物的認識拓展視野，再者認識

二手物價值到綠色消費觀念，實作則分成兩部分，一個是物資整理、標價到銷售，

課程主要由五味屋的在地業師執行，另一個則是大學志工陪伴小學生，從海報製

作到校內外宣傳，試著讓學生走出校園進入社區大小巷弄間，為假日拍賣會宣

傳，這是一種難得的社會經驗，讓學生知道知識、學習並不是高不可攀，只要願

意便觸手可及。 

    這樣的課程，不僅讓小學生有機會嘗試另類的學習模式，同時也帶動學生開

始關心自己的社區，關心物資的使用，對於五味屋的在地業師如何異地教授專

業、概念傳達，以及面對不一樣的對象及場域這都是一種挑戰。 

2.學校社區向度 

此計畫結合大學、小學、部落三方，大學主要是人力導入，在地東華大學的

師生可以參與村/部落的營造，而「心靈捕手」的大學志工此次所帶入的熱情與

動力，給予弱勢孩童一對一的支持與陪伴，增加學童的信心與價值感。再者，小

學不僅有針對此專案配置的教師協助，硬體上更是全力配合，從上課教室、擺放

物資到假日市集地點的選擇，都促使活動順利的主要因素，另外，學校的教職員

也因為這個活動，重新看待另類的教學、活動的設計以及學生的高度參與，在教

職員的心中也埋下一粒革命的種子。至於部落，因為假日市集的拍賣，部落的人

第一次可以在假日進校園買東西，而賣東西的人也正是自家或鄰家小孩，這樣的

改變也顛覆了部落的消費認知與型態，同樣，也嘗試打破部落與學校間的藩籬。 

3.整合效益 

此整合性計畫從 4月到 6月，共計 8次的課程活動，對於五味屋團隊、大學

志工團隊與課程教學團隊三個團隊而言，都是第一次的組合，這些團隊彼此攜手



合作，建立一種合作模式，在這模式中不僅重組小學生、社區居民及東華大學生

的關係，更將資源延伸出去，把五味屋的媒介與平台、經營模式、企業物資捐贈

帶入鄰近的部落或社區，共同為社區、教育、創造出多方的發展可能性。 

這樣的方案，除了在校園場域內進行外，同時也與學校所在的社區產生在地

連結。二手物物美價廉的特性，可以實質改善社區生活；狀態不佳需修理或改作

的二手物，則提供創新發展工藝的契機；更重要的，工作團隊致力於以二手物作

為「創新教材」的研發，開發「部落學習教材包」，並開創一種新型態的職業類

型：「部落學習方案設計師」。 

二、未來展望 

(一)扶植人才在地就業、創業 

1. 規劃、培訓與設計「部落學習方案設計師」，使方案設計師成為在地人才，

創造區域型就業與創業的模式。部落學習方案設計師所研發設計之教育訓練產

品，不是憑空創造，而是跟村/部落內學校教師針對學習者需要客制化研發而成。

當這類「教材包」設計完成，可以複製與推廣，成為其他狀況相同偏鄉村/部落

可以使用的產品。 

2. 「部落學習教材包」的產品研發與創新，藉由此計畫的補助，以實作工

作坊、參與式設計工作坊進行「產出型」培訓，邀集此區內的學校教師、大學師

生、社區住民一起研發，創造另類文創產品。 

除了完全的創新外，二手物資的再利用也將是「部落學習教材包」的產品的

媒材，使二手物資的價值不停留在廉價商品，搖身轉換為可複製與推廣的實用商

品。 

(二)建立村落產業文化特色 

村／部落微型產業之產品，有別於一般文創或紀念品，必頇是居民生活可以

使用、且對生活有幫助的產品，兼顧生活與教育需要，住民使用產品可以改善生

活品質與價值。 

(三)推動村／部落永續發展 

以永續作為前提研發產品與培力，永續的基礎在於村／部落之日常生活，必

頇貼近在地常態運作，從中發展創新與永續策略。「部落學習方案設計師」的培

訓與工作研發，作為推動村／部落永續發展的啟動與延續力量。 

 



玖、 活動照片： 

課程進行前，課程設計、五味屋與 

心靈捕手團隊做最後的溝通與準備 

物資分類達人小葉姊實際開箱操作 

學童完成物資分類後， 

開始討論該如何標價 

 

認識物資的各種材質 

 

一起合作繪製宣傳海報 

 

和社區商家溝通宣傳假日二手市集活

動 



 

發揮創意完成宣傳海報 

 

在社區各角落張貼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五味屋企業捐贈轉換工作學習方案 

 活動日期：102年 4月至 6月 

 活動地點：化仁國小 

 參加人數：化仁國小學生 30人、五味屋團隊 3人 

                    課程設計團隊 3人、心靈捕手 40人 
 

五味屋企業捐贈轉換工作學習方案 



 

 

＊活動宗旨： 

五味屋企業捐物再利用的創新方案，使企業捐物能將物資再利用的捐助對象

從豐田社區進入鄰近的部落或社區，使企業透過物資捐贈與社區產生連結。在方

案執行同時，引進大專學生進行志工參與學習資源再利用，並透過物資共同整

理，大專服務學習人力也能夠更有系統且有督導的進入社區。本方案將整合大學

人力、企業物資、公益托運等資源，使社區組織(五味屋)、地方學校與部落(化仁

國小與社區)、企業與大學進行策略聯盟。 

再次轉換與創新服務的提案，同時透過物資與社區的關連，促進社區互助的

機能活化，使資源更完整地達到整合。 

＊執行狀況： 

4月30日化仁國小實做規劃 

 時間 主要活動 活動簡案 參與人員 

13:00 物資進場存

放 

五味屋  

14:10-

14:50 

物資分類 1. 分組：全班24人,分六

組,每組4人。 

曉雯會事先將組別分好,然

後做個開場後,以邀請達人

分享的方式將葉姊介紹出

場。 

2. 開箱分類講解(小葉) 

若需要使用ppt,可能就要

回去社會科教室上課,再到

鄉土教室。 

3. 開箱實作(捕手) 

意雪老師團隊： 

課程主規劃者，主持整

個課程時間進行 

五味屋團隊：物資提

供，葉姐以專業達人身

份做小分享 

心靈捕手：協助課堂分

組討論帶領以及帶領孩

子一起作物資分類 

15:05-

15:45 

標價的藝術 1. 標價講解(小葉) 

2. 標價實作(捕手) 

同上 



 

 

 

 

區 

1.  

活動名稱：化仁國小二手物資特賣會 

活動時間：102 年 6 月 9 日(日) 08:00~18:30 活動地點：化仁國小 

活動對象： 化仁國小學生 活動負責人:陳諆聰、周子順 

活動主帶者：五味屋業師/心靈捕手 企畫書撰寫者：周子順、陳

諆聰 

1.活動主旨:藉由心捕實作的活動與化仁國小培養長期夥伴關係。 

2.活動目標:帶領孩子於販售二手物資的過程中認識孩子們並培養與孩子們之間的

默契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負責人/ 

人員配置 

09:00~11:

00 

化仁國小 場佈 場佈 負責人: 陳諆聰 

攝影人員:馮浩洲 

11:00~11:

30 

化仁國小 用餐時間 用餐時間 負責人: 陳諆聰 

11:30~12:

00 

化仁國小 相見歡 相見歡時間 負責人: 陳諆聰 

攝影人員:馮浩洲 

12:00~16:

00 

化仁國小 二手物資拍賣 二手物資拍賣 主持人:五味屋 

攝影人員:馮浩洲 

16:00~16:

30 

化仁國小 場復 場復 負責人:陳諆聰 

場控:周子順 

攝影人員:馮浩洲 

16:30~17:

00 

化仁國小 填寫回饋單 填寫回饋單 負責人:陳諆聰 

場控:周子順 

攝影人員:馮浩洲 

17:00~17:

50 

化仁國小 分享與回饋 分享與回饋 負責人:陳諆聰 

場控:周子順 

6月9日化仁國小二手物資拍賣實做規劃 

（五味屋業師與心靈捕手協作規劃） 

舉辦化仁假日二手市集，藉由二手市集串起在地社區人的連結，瞭解二手

物資的募集、管理的應用、物資的整理及銷售擺攤。將學生分為活動組、結帳

組與賣場整理組。市集營業時間從正午12時到 15時，每組活動時間為一個鐘

頭，結束後交換，以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參與到不同的工作團隊所帶來的學習經

驗。學生來到賣場整理的團隊中，學習維持賣場整潔、招呼客人與即時上貨的



 

 

 

＊效益評估： 

1. 大專生服務學習志工參與：物資的再利用學習 

2. 企業物資的再利用創新方案：從單一場域到多場域 

3. 社區結盟：透過物資共同整理，大專服務學習人力能有系統的進入社區 

4. 公益托運成效擴張：使公益托運效益拓展到部落與社區 

5. 整合資源與策略聯盟：大學人力、企業物資、企業公益托運、社區組織(五味

屋)、地方學校與部落(化仁國小與社區)  

6. 在地業師培養：使在地工作者（五味屋店長與倉儲長）工作層次提升、增

能，並成為大學生的指導者。 

      此計畫結合大學、小學、部落三方，大學主要是人力導入，在地東華大學

的師生可以參與村/部落的營造，而「心靈捕手」的大學志工此次所帶入的熱

情與動力，給予弱勢孩童一對一的支持與陪伴，增加學童的信心與價值感。再

者，小學不僅有針對此專案配置的教師協助，硬體上更是全力配合，從上課教

室、擺放物資到假日市集地點的選擇，都促使活動順利的主要因素，另外，學

校的教職員也因為這個活動，重新看待另類的教學、活動的設計以及學生的高

度參與，在教職員的心中也埋下一粒革命的種子。至於部落，因為假日市集的

拍賣，部落的人第一次可以在假日進校園買東西，而賣東西的人也正是自家或

鄰家小孩，這樣的改變也顛覆了部落的消費認知與型態，同樣，也嘗試打破部

落與學校間的藩籬。 

      此整合性計畫從 4 月到 6 月，共計 8 次的課程活動，對於五味屋團隊、大

學志工團隊與課程教學團隊三個團隊而言，都是第一次的組合，這些團隊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