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公益臺灣探索研習營》 

創愛的業讓公益永續 

活動日期：6 月 24 日至 6 月 27 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公益

講堂

••社會公益的新概念-認識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新力量
••社會企業的樂活態度(愛樂活)
••公平貿易讓你的消費更有意義(繭
裹子)

走訪

社會企業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
••甘樂文創

推廣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提案企劃書撰寫教學
••社會企業創意計畫競賽



一、 活動目的： 

臺灣高達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為主支持著臺灣經濟發展，傳統企業以追求最

大化利益為主，過程中可能缺乏社會關懷，犧牲掉勞工權益和環境問題等等。

破除商業利益和社會關懷無法兩全的迷思，社會公益研習營帶領兩岸學生認

識社會企業，從小處觀察發現社會問題，並試圖已積極主動與創新思維的角

度，重新審視並解決社會上各種需求與問題，並嘗試藉由商業模式的發展來

完善企業運作機制，並參觀社企大樓，了解社會企業實際案例，如何解決社

會問題且用多元面貌經營與永續運作。 

 

二、 實地走訪與體驗 

	  
【黑暗對話社會企業】–發現自己，突破極限 

  於 2011 年取得德國對話社會企業公司(DSE)的授權，在台灣拓展黑對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 DiD)工作坊的業務，全名是『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黑暗對話』

是希望藉企業形態來拓展社會服務的功能；也期望藉股東的承諾，成為社會企業的先行

者。『黑暗對話』工作坊，是以完全黑暗的環境，讓參與者體驗黑暗帶來的衝擊，並在光

亮中省思人的核心價值；以期在工作態度、人際互動、面對身心障礙者的心態上，做具

體的改變。更從而提供機會，幫助障礙者在社會上立足，生存。黑暗對話也預期能透過

工作坊為參與者帶來領導力、溝通力、適應力、或凝聚力能的增強；讓創造力、生產力、

或銷售力得以提升；並增進其可塑性和工作的穩定性。期盼這點微弱的火種能為社會帶

來更多的迴響；也期待參與者一起來”發現自己，突破極限”。 

	



  

【甘樂文創】用公益轉動更多能量 

  由一群熱愛土地的青年改造三峽一幢百年古厝，由舊翻新，胼手胝足打造三峽在地文創

園地。創辦人林峻丞在五光十色的電視圈工作多年後，選擇告別繁華，返鄉孕育在地手工

肥皂品牌「茶山房」；又在事業高峰時創辦複合空間「甘樂文創」。林峻丞擅長說故事，為

童年記憶中最美麗的故鄉三峽，描繪在地的文化身世。三峽老街附近一處近百坪的老屋，

在林峻丞及夥伴的悉心打造之下重獲新生，古色古香的檜木窗櫺保留下來，前方的大片廣

場則能讓來往遊客能夠細細品嘗三峽在地文化。 

甘樂文創名字由來 

甘樂文創名字由來別有意義，林峻丞希望文創產業能夠「甘」之如飴，並且「樂」在其中；

而且「甘樂」的閩南語發音近似「陀螺」，象徵以三峽為軸心，帶動地方文化轉動之一位；

甘樂文創英文取名為「The Can」，則是勉勵自己一定辦得到。 

	



三、 研習營課程 

 

  
社會公益的新概念-認識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是兼顧社會價值與與盈利能力

的組織，例如注重公平貿易、社會關懷及

友善環境，希望能創造正面效益如：提供

弱勢者就業機會進而解決生活困境、穩定

或高於市場價格收購產品，其目的鼓舞更

多其他人或企業投入。社會企業更可分類

為四大類，使命型、標竿型、自給自足型

和創立型，其差異於社會使命實踐程度及

獲利能力。 

	

社會企業的新力量 

 

社會企業仍然是企業，只是對於經營目標

上多了社會議題和關懷，為此目標達成可

能對於員工聘用上會邀請單親的婦女或

是身心障礙人士，來承擔工作上的不效率

或是增加成本的風險，社會企業相較一般

企業仍是提供一樣的服務，只是在人力雇

用、產品的資源、物料的選擇上更符合提

供給需求者，進而影響後端的經營決策。 

	

社會企業提案企劃書撰寫教學 

 

 

創業歷程中最重要的過程之一，即是投入

規劃與撰寫營運計畫行列，影響整個創業

歷程之進程，從中可了解計畫是否符合社

會需求?是否能執行?是否符合實際?使否

兼具公益目的與獲利特色? 額外市場潛

力、風險承受度及團隊的願景，都是企業

成功之關鍵。 

	

社會企業的樂活態度 

 

每一個企業都應該思考用自己的核心競

爭力回饋這個社會，鼓勵員工參加志工活

動，報名社會創新工作坊，群眾募資支持

非營利性組織捐款活動，去部落協助有機

農友建立網站和粉絲團，幫助非營利性組

織導入資訊管理系統等工作，每一個企業

就有機會透過外部的思想，從心去了解社

會的需求，進而改革社會。 

	



  
公平貿易讓你的消費更有意義(繭裹子) 
 

  繭裹子以公平貿易與環保設計的理念結合現代設計與傳統工藝技術，

2013 年正式成為世界公平貿易組織 WFTO 的會員。繭裹子的生產者多為開

發中國家的弱勢團體，所有的 NGO 與 NPO 也都是世界公平貿易組織認證

的會員，生產者們除了享有合理的工資更著重提供社會福利關懷。 

  繭裹子使用的材料及生產方式都是對於環境友善的，天然的材料如有

機棉、有機羊毛、有機黃麻、草木染、手織布及有機食品等，或使用回

收的材料如米袋、水泥袋、回收布料、回收玻璃、回收金屬等。所有的

產品都是手工製作，在提供更多工作機會的同時，也將對環境的汙染降

到最低。 

  繭裹子支持並倡導公平貿易的理念，對於生產者除了提供合理的薪

資、安全的工作環境，更重視社區建設與社會福利；對於消費者提供最

好的品質及合理的價錢。消費可以改變世界，讓需要幫助的人們能用他

們的雙手幫助自己。 

	

四、 成果發表 

透過四天三夜的研習營活動，從公益講堂中認識社會企業，了解其對於社會關懷之使命

與抱負，透過在黑暗企業之黑暗體驗培養學員對於社會觀懷之同理心和團隊的溝通訓

練，刺激兩岸學員激發潛能，透過講師之經驗分享了解現今台灣的社會議題與潛在問

題，實地帶領兩岸學員拜會三峽社區甘樂文創，認識從一個空間出發的多角化經營的社

會企業，不僅包含社區關懷更反轉老舊社區被淘汰的命運，尋求出永續經營的方式。成

果發表以小組為單位，從參訪和課堂所學提出社會企業創業計劃，發可解決社會問題既

可永續經營之機制，鼓勵學子日後投身於社會企業之中。 

	



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6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兩岸學員報到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10:30-12:00 開幕式 

1.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代表致詞 

2.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代表致詞 

3. 工作人員介紹、生活公約 

4. 兩岸學生破冰遊戲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公益講堂】 

題目：社會公益的新概念-認識社會企業 

15:10-16:40 題目：社會企業的新力量 

16:50-18:00 
題目：社會企業提案企劃書撰寫教學 

18:00-18:30 辦理入住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18:30-19:30 晚餐 

19:30-22:00 小組時間 

22:00 就寢 

第二天 6 月 25 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6:30-7:00 起床、盥洗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7:00-8:00 早餐、早操 

8:00-8:20 車程前往社企大樓 

08:20-8:30  學員報到 社企大樓 



8:30-10:30 【黑暗對話 

體驗工作坊】 
安全講解+黑房體驗 

10:30-10:40 重見光明與光房講解 

10:40-12:30 光房拆解分享+改變行動 

12:30-14:00 午餐 

14:00-16:00 【企業座談】 社會企業案例分享–以黑暗對話社會企業為例 

16:00-16:30 車程返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16:30-18:00 小組交流時間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18:00-19:30 晚餐 

19:30-22:00 小組交流時間 

22:00 就寢 

第三天 6 月 26(星期一)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8:00-9:00 早餐、早操 

09:00-10:30 

【公益家故事】 

題目：社會企業的樂活態度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10:40-12:00 題目：公平貿易讓你的消費更有意義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車程前往臺北三峽社區 

14:00-15:00 

【在地公益 

分享】 

用公益轉動更多

能量 

【公益家故事】 

甘樂文創的在地連結 

15:00-16:30 在地文化體驗：藍染 DIY 體驗 

16:00-17:30 

【三峽街區導覽】 

Ø 三峽祖師廟 

Ø 三峽老街 

Ø 歷史文物館 

Ø 染工坊 



17:30-18:30 車程返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18:30-19:30 晚餐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19:30-22:00 小組時間&各組繳交『社會企業創意創業計畫書』 

22:00 就寢 

第四天 6 月 27 日(星期二) 

時間 內容 地點 

7:00-8:00 起床、盥洗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8:00-9:00 早餐、早操 

9:00-9:30 小組準備時間 

09:30-11:00 

【成果發表】 

【社會企業創意計畫競賽】 

11:10-11:30 評審講評 

11:30-12:00 頒奬典禮、閉幕式 

12:00 歸賦 

 

課程講師陸續邀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