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機構名稱 機構簡介 商品內容 商品介紹

1
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手商品館

由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之18歲

以上設籍台北縣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具

有工作意願、生活自理及交通能力之心智障

礙、綜合障礙者。店中商品全數來自各界人

士的愛心捐贈，並雇用身心障礙者擔任店

員。

由善心人士捐贈之全新或二手商品

由愛心人士捐贈之全新或二手商品，經過身

心障礙者細心整理後，每項商品都煥然一

新。

2
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集賢庇護工場

為經營自有天然有機品牌的庇護工場。四十

名智能障礙、自閉症、唐氏症等心智障礙者

主要負責專業食品包裝、展售等工作，育成

基金會以「天生我材必有用，激發身心障礙

者工作潛能」的精神，幫助身障朋友擁有一

技之長，讓他們能夠獲得穩定工作的機會。

1.各式餅乾，如天然洋芋卷、芝麻巧果等

2.醬類商品，如堅果醬、芝麻醬等

3.杏仁燕麥奶

4.黑豆&100%黑芝麻糊

5.杏仁粉

6.甜菜啤酒酵母

7.綜合堅果

8.果乾類，如綜合葡萄乾、天然蔓越莓乾等

9.玫瑰岩鹽、玫瑰粗鹽

10.全麥麵條

11.禮盒類，如巧克力脆片禮盒等

咬一口香椿蘇打餅是對產品的堅持，不管對

食品的原料、製程、包裝，還是保鮮理念，

都要求相當嚴格，嚴選食材絕不添加化學香

精及香料，並由身心障礙者做產品包裝，為

的是讓消費者買的安心、吃的健康，每一口

天然，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心智障礙朋友對工

作的堅持與熱誠。

3
桃園縣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真善美啟能發展中心

民國86年間，創辦人胡得鏘先生自高職教

師職務退休後，為協助紓解心智障礙者家庭

長期照顧的辛勞，並認知只要藉由適切的引

導與教育，心智障礙者的潛在能力其實可以

被啟發的，因而結合特教相關專業人士，於

98年創辦「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提

供就學、就醫、職訓及就業輔導等專業服務

與環境，秉持「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釣

魚」的理念，堅信「拯救一個孩子就是拯救

一個家庭」的想法，讓心智障礙者在專業化

的服務下學習各種生活、職業技能，期待未

來每一個服務對象可以自立，獨立生活於社

區之中。

憨樂盆栽

透過憨兒細心的照料，搭配色彩豐富的底座

，充滿生命力的憨樂波麗盆栽就這樣產生，

放在您的辦公桌上，看著植栽生生不息的成

長，雖然有一些些的不完美，卻是真善美憨

兒最認真的表現。

4
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

北歐先生手工甜點專賣店

北歐先生手工甜點專賣店是由地方政府核可

設立的庇護工場，因母機構勝利身心障礙潛

能發展中心與挪威教會的淵源，有幸接觸到

北歐特有的手作工法，遵循傳統比例，不額

外添加對人體有負擔的物質，簡單的食材卻

有著魔法般的美味，傳遞到口中的是在斯堪

地那維亞半島零時差零距離的國民手工甜

點。

1.焦糖烤布丁

2.鮮檸檬蛋糕

3.脆米餅

4.香辣醬

傳承挪威媽媽親自教授的工法，遵循北歐傳

統配方、比例，使用新鮮且通過CAS優良認

證的食材，完全以手工製作，強調不但要呈

現最原始天然的風味，也要將健康帶給支持

他們的大眾。

商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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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市私立樂山園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附設樂山教養院

《樂山園》於西元1934年由英籍醫療宣教

士戴仁壽醫師為收容痲瘋病患所建立，後則

轉型全日型的住宿照護收容機構，為重度、

極重度身心障礙者提供生活教養服務。樂山

教養院目前照顧132位院生，致力於提升服

務使用者的生活品質，增加生命經驗與社會

互動、提供充足的復健；幫助身心障礙者及

其家庭，解決教養問題，使服務使用者獲得

長期且終身的妥善照顧。近年來發展藝術創

作，開發各項文創商品，讓重度天使也能發

揮潛能，活出自信與快樂。

1.手工皂

2.艾草蚊香

3.萬用卡片

4.明信片組

5.藝術家筆記本

6.春天磁鐵組

7.好心情便利貼

8.繽紛資料夾

9.樂山麻布袋

10.院T

藝術家筆記本，將樂山天使豐富童趣的畫作

製作成可以隨身使用的筆記本，每一位樂山

天使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貓頭鷹、毛毛

蟲、粉紅大象、短頸鹿…好多的動物們都來

到樂山的筆記本上，值得好好欣賞與珍藏，

兼具實用與可愛的筆記本，為您帶來每天的

好心情!

6
心路基金會

一家工場-新北市慈泰庇護工場

由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心路基金會辦理的

「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專門為想工作但

能力還不足以進入一般就業職場的身心障礙

者，創造一個工作機會的舞台，在這裡他們

能自信的工作，並努力創造回饋社會的力

量。慈泰的產品，講究天然，無添加防腐

劑、色素，希望透過質樸的食品讓大家認識

障礙者，品嘗純粹的美味幸福。您的消費能

直接幫助障礙青年們穩定就業，創造精采的

生活。

1.幸福+蛋捲

2.幸福+咖啡蛋捲

3.土鳳梨酥

4.幸福樂手手工餅乾

 心路基金會庇護工場堅持給您最好的品質

，特別選用新鮮雞蛋加入法國發酵奶油，由

身心障礙青年手工製作，深深拌入最新鮮濃

郁的愛，用心的壓出漂亮的餅皮，再溫柔的

捲成一支支的幸福+蛋捲，讓您吃的每一口

都能感受到幸福的口感，再加上有如家的溫

暖。

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愛不囉嗦庇護工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於1998年

經行政院行生署核准設立，結合唐氏症者家

庭、學者專家及關心唐氏症者之人士與團體

，共同促進醫療、護理、保健、等研究及諮

詢，以推動唐氏症者衛、教、養全生涯照顧

，包括早期療育、日 間托育、工作訓練、

就業適應等服務，爭取唐氏症者全生涯照顧

的各種權益與福利為目的。我們基金會也設

有愛不囉嗦庇護工場，有唐寶寶製作及包裝

的手工餅乾， 以及和喜願共合國合作生產

的餅乾、麵條、醬料等產品，希望社會大眾

給這些身障孩子多多支持。

1.手工餅乾

2.唐寶寶艾草皂禮盒

3.麵條

4.端午大福禮盒

5.醬類系列

愛不囉嗦手工餅乾使用台灣本土小麥製作而

成，堅持不添加防腐劑，口味多元：有巧克

力核桃、茶香、原味杏仁、咖啡杏仁、南瓜

子、水滴巧克力等多種口味，甜而不膩、脆

度滿分、豐富口感、健康無負擔。

8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愛盲基金會庇護事業處分別成立愛盲新店及

土城庇護工場；以提供視覺障礙者〈含多重

障礙者〉庇護性就業安置為核心目標。經費

來源除政府補助，仰賴愛盲自行募款及工場

代工、商品銷售收入維持工場營運。另有成

立「愛盲義購網」打造消費兼公益的電子商

務平臺，將生產與銷售進行專業分工，除維

持庇護工場既有服務的品質與內涵，一方面

協助庇護工場自有品牌銷售，增進工場自有

財源的比例，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也維持服務

的自主性，一方面整合愛盲相關資源與通路

，提供消費者完整的商品與便利的選擇。

1.紙膠帶

2.愛盲原子筆

3.天然果乾系列

4.宜蘭三星蔥胡椒餅

5.愛盲日式和風醬系列

6.愛盲烏龍茶梅

7.愛盲芝麻軟糖

8.客家手工麵線

9.愛盲手工皂及禮盒

10.白咖啡 / 純咖啡

11.愛盲生機紅豆

自工坊成立以來，不斷練習手工皂製程的身

心障礙員工們，如今，他們驕傲地集結多年

努力學習、分工合作的心血結晶於此禮盒！

僅獻給喜愛天然環保，愛心滿溢的您~

愛盲台灣生機紅豆，來自高雄大寮區磚子窯

農場，以自然農法耕作,不噴除草劑,堅持履

歷認證，一年僅採收一次，而這一次採收就

是農民主要生計來源，愛盲基金會產地直銷

，精選超大顆紅豆,粒粒紅潤飽滿,吃起來口

感綿密，每一包紅豆由愛盲庇護工場身心障

礙員工包裝銷售，您的購買=幫助農民及支

持愛盲庇護工場身障員工就業！阿嬤掛保證

說我種ㄟ紅豆熊好呷～

藝術家筆記本 

幸福+蛋捲 

手工餅乾 

愛盲手工皂 愛盲生機紅豆 



9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兒童福利聯盟自民國80年成立，至今超過

24個年頭，兒盟

是公益性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兒童福利工

作的推動，除持續法令政策的修訂與倡導之

外，更因應社會變遷與問題，開展家庭、兒

童需求的服務方案，包括收出養服務、失蹤

兒童協尋服務、棄兒保護服務、托育諮詢服

務等、高風險家庭服務、家庭重建服務及偏

鄉弱勢兒童服務等。兒盟目前在北、中、

南、東皆有服務的據點，每年照顧超過超過

5,000個弱勢孩子，守護他們安心成長！

1. 親子茶包

2. 防踢被

3. 一之軒麻薯/或其他企業合作糕點

4. 襪子娃娃（多款）

5. 環保餐具

6. 親子服/襪

歡樂親子趴Tea-造型茶包組。兒福聯盟全

新推出親子造型茶包，陪你用香醇的台灣好

茶，聯繫起親子間濃濃情感！以南投紅茶、

四季春茶、台灣好茶製成，每罐皆有八個茶

包，內有爸爸、媽媽、小孩、Baby四款茶

包卡，造型可愛，使用後還可以當成書籤，

茶罐可當成製物盒，功能多多！成套購買還

會有兒盟專屬提袋，義賣款項也將幫助更多

弱勢孩子和家庭！

10 社會企業-厚生市集

成立於2010年9月，由一群半導體產業的同

事們成立的生鮮宅配平台，堅持不賣(進口

貨、非當季農產品、多層次加工品)，大幅

縮短產地到餐桌的距離，百項產品，一次購

足，透過早上訂、下午送到的模式，大大滿

足消費者對安心無毒食材的需求。關於厚生

市集我們知道您在意食物的來源，也讓農友

知道您了解。產銷不透明、就不可能建立責

任，也不可能產生信任。我們在您附近努力

開發小農，給您最在地的美味!

生鮮蔬果，依當時農友生產提供品項決定販

賣項目

彰化大村葡萄，果粒飽滿多汁，果粉均勻，

安全施作，不噴除草劑，是您挑選水果的第

一選擇。

11
綠天使社會企業

二手衣著專賣店

GreenAngel 是以『提倡環保』及『弱勢就

業』為目標的社會企業。針對具有時尚品味

及強烈環保意識的顧客們，經由交換與買賣

的服務，提供九成新及全新的二手時尚衣著

及配件。店內並聘請身心障礙朋友參與營

運；透過社會資源有效循環再使用。讓時尚

為環保盡力，為公益盡心。

1.Burberry風短中長夾

2.韓風真皮短中長夾

3.真皮熱銷款淑女包

4.真皮魅力款手拿包

5.時尚嘻哈棒球帽

6.抗UV時髦遮陽帽

7.PU皮編大包

GreenAngel 是以『提倡環保』及『弱勢就

業』為目標的社會企業。針對具有時尚品味

及強烈環保意識的顧客們，經由交換與買賣

的服務，提供九成新及全新的二手時尚衣著

及配件。店內並聘請身心障礙朋友參與營

運；透過社會資源有效循環再使用。讓時尚

為環保盡力，為公益盡心。

12 苗栗幼安教養院

本院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由王石山先生稟承

母遺訓暨回饋社會之意旨創辦，主要收容0-

6歲早期療育與7歲以上智能障礙者。服務

內容從單純的養護，發展成多元化，專業化

的服務，內容涵蓋了身心障礙者早期療育、

生活自理訓練、重殘養護、課輔安親、生活

技能養成、職業訓練、就業輔導及居家照顧

等。

1.芋頭糕 /發糕 /菜包 / 粽子

2.杏仁瓦片

3.手工饅頭

4.養生堅果 / 黑糖

5.手工卡片

6.手工香皂

7.太陽眼鏡 / 帽掛式太陽眼鏡

8.娃娃

9.T恤

10.沐浴鳳梨酵素

11.掏米器

為符合在地客家特色，製作的是傳統客家粽

月桃粽，粽葉選用散發獨特清香的月桃葉，

餡料有豆干、香菇、蘿蔔乾、豬肉片等，

「簡單、實在」。並由老師帶著身障孩子上

山親手採摘，回到廚房洗淨、汆燙殺菌、晾

乾，蘿蔔乾是平日自行醃晒，油蔥酥也是身

障孩子學著調整火侯，親手油炸而來。每一

種餡料食材必須先各別拌炒入味，最後才匯

入整合；另外，生糯米需先浸泡、瀝乾蒸過

後再進行翻炒。每顆都是老師帶著烘焙坊身

障孩子按步驟學習製作，不僅用心，粒粒皆

能感受身障孩子們用「心」製作的感動。

香椿蘇打餅

真皮淑女包 

新鮮彰化大村葡萄 

歡樂親子趴Tea-造型茶包組 

月桃粽 



13 社團法人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微客國際服務團隊致力推動國際志工服務與

國際人道救援，以永續服務的概念，多年來

前往國內及海外從事在地化的社區服務工

作。在柬埔寨、尼泊爾等地區，以創新『公

益購』的商業營運模式，輔導當地婦女透過

精美的手工技術，藉由微客的通路推廣『公

益購』理念及銷售，協助弱勢族群得以持續

成長，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1.尼泊爾斗篷

2.尼泊爾圍巾

3.尼泊爾絲巾

4.尼泊爾羊毛氈

5.尼泊爾麻質系列產品

6.尼泊爾服飾系列產品

7.柬埔寨米袋系列產品

8.柬埔寨碎花系列產品

9. Hello Kitty Uglydoll布偶

繽紛實用的斗篷是來自尼泊爾婦女使用手工

製作的產品，每一件配色皆為獨一無二，既

柔軟又保暖的布料，不含偶氮成分(AZO-

free)，不會傷害皮膚，兼具美感又有安全保

障喔！

舒服兼具時尚感的斗篷，不論在冷氣房或出

外穿搭都非常適合！最重要的是，每一件斗

篷都繫著婦女們改善生活的期望，邀請您透

過購買行動來支持尼泊爾婦女。

尼泊爾斗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