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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進行方式 

一、義賣協助（地點：高雄軟體科學園區、8/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服務細項說明 日期與時間 

⚫ 協同帶領義賣：陪同青年進行義賣，並以言語輔助

青年和客人介紹商品、應對進退。在無客人時，和

青年以一問一答、半聊天的方式，陪伴青年練習表

達。 

⚫ 顧攤位：青年及教保員用餐時，協助留守攤位、招

呼客人，向其介紹義賣商品，並協助買賣收帳及登

記工作。 

⚫ 拍攝義賣宣傳片：由我們介紹歡喜工作坊、基金會

庇護工廠之商品特色，並錄製影片，上傳至網路平

台推廣。 

7/28、8/4  

10:00-

14:00 

 

8/6      

10:00-

11:30 

 

二、小作所陪伴 

服務細項說明 日期與時間 

⚫ 代工協助：工作坊早上為例行代工，依照代工項目

的不同，我們會有不同的服務方式，以下說明： 

代工項目 服務方式 

鋁線代工 在青年將鋁線檢查及分裝後，協助將

包裝袋剪至適合長度、組裝外包裝，

以及釘釦。 

代工包裝 設計禮盒包裝工作分析，指導及協助

青年進行正確包裝，並於青年將內容

物分裝完成後，協助封盒。 

餅乾製作 捏餅乾麵糰及包內餡並秤重，再交由

青年進行接下來的製作流程。待餅乾

出爐後，協助進行入袋封裝。 

 

⚫ 課程協助：工作坊下午為多元活動，依照課程內容

的不同，我們會有不同的服務方式，以下說明： 

課程名稱 服務方式 

園藝課 ⚫ 第一次：陪伴青年製作園藝卡片，

示範卡片圖畫及寫字。並針對手

部功能較弱之青年，協助進行精

細動作（如：取用白膠） 

⚫ 第二次：和青年一起將蔬菜的葉

子摘下，並說明、示範如何折葉

7/28 - 8/11 

 

基本時間為

09:00-

16:00 

 

 



菜類的根莖。 

陶笛課 ⚫ 陪同上課，給予鼓勵，並將分心

的青年注意力抓回。 

⚫ 在陶笛教師有需要時，進行人導

法。（陶笛教師為視障人士） 

陶土課 協助將陶土杯的把手及杯體接縫捏至

無縫隙，並於杯底刻字。 

 

⚫ 日常陪伴：在青年下課及打掃後的休閒時間，陪伴

聊天談心，或傾聽他們想分享的任何生活趣事，並

給予回應。也會在適合的時間，敞開晤談室的門（我

們於蹲點期間的休息室），讓青年可以更自在的進

出，和我們互動。 

 

⚫ 道別禮物：在蹲點尾聲，我們手工製作一人一顆愛

心，一面貼上於帶領活動時幫青年拍的個人獨照，

一面簽名並繪製我們的招牌圖案（兔、熊），送給

每位青年留作紀念。 

 

三、團體活動規劃 

活動名稱 服務細項說明 日期與時間 

我們．一起 帶領青年在大海報上畫上代表自己的物

件，並以訪問方式，讓青年上台自我介紹

及分享所繪製之物件代表的意涵，最後以

此帶出活動主題：「一起」～一起完成一

件事情，一起更了解彼此。 

07/31 

14:00-

16:00 

父親節活動 ⚫ 討論與父親的記憶：以團體形式，讓

青年分享父親的日常，以及和父親的

特別回憶。 

⚫ 錄製愛的影片：幫每位青年各錄製一

段想對父親說的話，剪輯後個別發送

給其父親。 

08/05 

14:00-

16:00 

 

四、工作分析教學 

服務細項說明 日期與時間 

⚫ 在青年進行代工作業時，針對較有困難之成員，提

供個別化的步驟調整，並透過說明、示範、口頭及

肢體提示的方式，讓青年完成代工。 

8/10、8/11 



⚫ 和教保員討論代工現場觀察到之情況，說明工作分

析之要點，並針對當前需要工作分析的主題，提供

可能的工作分析方式。 

⚫ 討論並以工作分析拆解 IGP 內年度目標訂定的日常

生活情境。 

 

貳、服務使用器材與設備及其來源 

使用器材 用途說明 來源 

相機、手機、筆電 拍攝及剪輯義賣宣傳片 

拍攝及剪輯父親節禮物 

自備 

代工材料（內容物、外包

裝袋……等相關機器） 

協助代工作業 小作所 

團體材料（海報、色筆、

磁鐵、白紙、白板） 

兩場團體活動 小作所 

美工素材（影印紙、膠

帶、照片） 

製作道別禮物 1.紙及膠帶為

小作所提供 

2.照片為我們

於父親節活動

時，一併運用相

機拍攝 

 

參、前置準備工作與時間 

準備項目 準備內容與時程 

道別禮物 6/18 初步提出製作道別禮物的概念 

7/31 與協會確認禮物形式 

8/4-8/8 禮物製作 

8/10 送給青年 

我們．一起 7/30 晚上接獲通知 

7/31 凌晨至活動前討論、購買教材、模擬團體進行 

父親節活動 7/28-7/30 討論課程流程及提出教案 

7/31 和主任討論教案 

7/31-8/4 細節修改與試教調整 

8/5 正式活動 

工作分析教學 7/30 第一次設計工作分析於代工中 

8/4-8/5 與協會討論工作分析教學可行性與進行方式 

8/6 代工現場觀察工作分析情況，並討論 

8/10 代工及日常之工作分析實作，並討論 

 



肆、服務過程文字與影音記錄 

⚫ 服務之每日文字與影音記錄：請參見 FB_怡個寧靜的糖果屋 

一、義賣協助 

  歡喜工作坊於每週二固定會至高雄軟體科學園區進行義賣，也會

視天氣情況不定期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進行義賣。義賣除為一部分之

善款來源外，更是讓青年能夠有和社區進行接觸、互動的機會，以此

讓青年學習應對進退，也讓準備好要認識此族群之社會大眾，可以靠

近青年。 

  與此項服務項目中，我們除了從旁紀錄外，也協助引導青年進行

義賣、顧攤位，以及拍攝宣傳片。並以每日文字與影音記錄，提出：

「義賣在賣的不是愛心與同情」之相關思考。 

 
圖一 協同帶領義賣 

 
圖二 青年認真義賣的模樣 

https://www.facebook.com/2020candyhouse


 
        圖三 宣傳片之片段畫面 

＊宣傳片完整影音請點此 

 

二、小作所陪伴 

  小作所（即歡喜工作坊）為青年主要之活動範圍，亦為我們主要

進行服務之場域。早上協助進行代工作業（小作所屬身心障礙者之工

作場所，所以會有代工要完成），下午陪伴青年進行課程，視情況從

旁協助。在休息時間（如下課、放學時間）則陪伴孩子閒聊，鼓勵他

們多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欣見他們願意主動和我們分享生活。 

 

        圖四 青年認真工作 

https://www.facebook.com/2020candyhouse/videos/785186998916575


 
    圖五 陪伴青年製作園藝課卡片 

 

      圖六 協助青年課程活動 

 

      圖七 給青年的道別禮物 

 

 



三、團體活動規劃 

（一）我們．一起 

  因陶藝老師臨時有事無法前來上課，所以改為由我們設計活動

上陣。考量活動當日為蹲點第四天，截至當時，我們尚無機會有一

個完整時段可和青年互動認識，而我們希望自己在蹲點時，可以讓

青年感受到「溫暖、合作」。因此在接獲此任務時，整合上述條

件，我們將活動內容設定為自我介紹，並完成共同創作，以簡單但

溫馨的小團體方式，帶出「我們一起」的概念。活動設計如下： 

場次 流程 

上半場 1. 我們先進行自我介紹，並再次介紹我們的相機及手

機，說明蹲點期間皆會運用「相機手機好朋友」進行

拍攝，也歡迎大家來主動要求拍攝 

2. 發下紙筆，邀請青年寫下自己的名字 

3. 鋪上大海報，在海報上畫出一個覺得可以代表自己的

物品或符號，唯一限制是不可以出現自己的名字 

下半場 1. 全數繪製完畢後隨機點圖，以訪問方式邀請繪製該物

品之青年 (1)上台和大家自我介紹 (2)說明為什麼這

個物品代表自己 (3)講一個在工作坊裡最喜歡的時刻 

(4)分享一個自己的休閒興趣 

2. 一位分享完後可以選海報上的另一個物件，接著由繪

製該物件之青年進行分享 

3. 帶出「一起」的概念：我們今天一起在這裡，我們一

起完成一個作品，我們一起認識彼此，我們可以一起

在這裡分享彼此的生活，我們一起共享這份快樂。 

 

 
圖八 青年分享自己的畫作 



 

圖九 青年於大海報上畫上屬於自己的物件 

 

圖十 青年上台自我介紹 

 

 

 



（二）父親節活動 

  大多數人可能較為依附母親，然父親和母親的角色同等重要，

因此我們在接近父親節時，設計一套貼近青年的小團體方式，帶領

父親節活動。藉由上半場的討論，喚醒大家對於父親的記憶，並感

受父親對於自己的付出；接著在下半場，我們邀請每位青年拍攝一

段想要給父親的話，並後製剪輯後，請主任協助轉傳給每位家長。

活動設計方案如下： 

場次 內容 

上半場 1. 演出短劇－融合父親與孩子一天中常有的互動：叫醒

孩子→送至小作所→父親上班→父親下班時至小作所

接孩子下班→買晚餐→晚上一起看電視聊天 

2. 討論：在剛剛的短劇中看到了什麼？你有沒有似曾相

似的經驗？ 

3. 討論：印象中和父親一起做過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

麼？那你的感覺是什麼？ 

下半場 1. 統整上半場之討論，帶出：父親辛苦養育我們成長，

我們心裡也有好多感謝想要和爸爸說 

2. 討論：8/8 父親節，如果有一個機會讓你和爸爸說說

話，你想和他說什麼？（大家一起提出五句） 

3. 說明並示範個別拍攝影片之方式及流程 

4. 愛的影片拍攝 

5. 團體統整、再次提醒在父親節前要向父親保密今日之

活動、結束 

圖十一 團體進行中 



圖十二 青年於團體中提及對父親的愛時比出之愛心手勢 

 

     圖十三 青年錄製給父親的影片片段剪影 

 

 

 



四、工作分析教學 

  工作分析係指將一連串動作，拆解為幾個明確具體之小動作，為

針對身心障礙族群實證有效之教學方法。因小作所內之教保員非特教

本科系，因此我們到服務後期和教保員合作，除在代工時協助原有之

紀錄及檢查工作外，亦從旁協助針對較需要的青年，進行工作分析。 

 

    圖十五 針對需要的青年進行工作分析教學 

 
    圖十六 青年在我們設計的工作分析留下進行工作 

 

 

 



   此外，我們也紀錄各青年於代工時之工作情況，如：團體有困難之處、個人

需進行個別化調整之處等，並於教保員下課後進行討論，提出工作分析要素，以

及於工作及日常中，可嘗試之工作分析策略。以下以文字列舉部分進行說明： 

（一）講解工作分析要素 

1. 工作分析的進行：先說明動作流程→教保員進行示範→讓青年實作，教保員從

旁協助→帶青年全盤熟悉後，即可自動化動作。 

2. 工作分析時，當一個連續動作，分解成超過 7 個以上的小動作時，則亦為此連

續動作需再進行拆解，分開教學。（如：教沖泡熱飲時，所需之動作涉及如何

撕開包裝，以及如何使用飲水機，然這些動作若一起進行教學，工作分析必定

會超過七步驟，因此應將撕包裝、使用飲水機個別進行教學，帶青年熟悉後才

能進行整合，教沖泡熱飲時的連續動作）。 

 

（二）實際案例之工作分析實作策略 

1. 沖泡茶包：先教撕包裝之工作分析，再教使用飲水機之工作分析。撕包裝之工

作分析可拆解為：找包裝缺口→右手捏缺口上方，左手捏缺口下方→右手捏住

包裝並往靠自己的方向出力（撕開），左手則捏住缺口下方不動→拿著茶包的

吊牌→茶包放入杯中，吊牌靠在杯子外側。 

2. 代工時之成品入袋：一手輕輕搓開塑膠包裝袋口→大拇指及食指捏著搓開的

袋口上方其中一邊→另一手拿著成品→將成品慢慢放入袋中→將袋子抖一抖

使成品可以掉入袋底。 

 

  藉由對於青年進行直接的工作分析教學，以及上述給予教保員之工作分析講

解及實作示範說明，以達工作分析核心成效：促進身心障礙者工作時之正確率，並

提升自信。 

 

★★★註：服務部分片段請點此，因多數影片內容涉及青年隱私，故僅從可公開

之影片中提供 4 部供參考，尚祈見諒。 

 

伍、服務成果（效益、影響等） 

  「我們在做的，是誰的需要？」進入蹲點後，一直放心上的一句。 

  有的時候以為服務是在服務他人，但更多時候我們也像是被服務的

人，在過程中學習與人相處、學習互動方法、學習做事態度，感受到很多

的愛與溫暖，看見這個世界其實很遼闊，即使我們兩個人都是高雄人，回

到了我們熟悉的家鄉，卻有著很多我們二十多年來不曾觸碰的故事。 

  謝謝這份相遇，十五天的時間，真要說我們改變些什麼，似乎也誇大

了。但最最希望能留下的影響，是青年能夠帶著這些回憶，繼續好好的成

長，更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是彼此未來生命中回首時，想起來心頭會有

溫暖，嘴角會浮現微笑的美好記憶。謝謝我們一起。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CxkvizzAIPYLplExWTBA6o1bUuyb-Aq?usp=sharing


服務名稱 效益與影響 

義賣協助 1. 增加人力資源：中午期間，可讓教保員及阿姨有更多時

間能夠吃午餐及休息，無須匆匆解決並趕回攤位顧攤。 

2. 增加曝光度：藉由我們的各式宣傳（如宣傳片、每日影

片下的吃播花絮等），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協會商品及其

理念與意義所在，讓青年有更多被看見的機會。 

小作所陪伴 1. 分擔教保員之工作量：因每位青年的需求不同，於代工

及課程活動時，我們的加入可以分擔教保員要照顧的青

年數量，讓每位青年都可以在需要時獲得即時協助。 

2. 新的人際互動嘗試：過去協會較無收多日志工的經驗，

因此對於青年來說，我們的出現，能讓他們有較多時間

去接觸除了家人及師長以外的人，並學習主動皆接觸、

溝通，與不同的角色互動。（對我們而言也是如此。我

們過去很少有機會可以至新環境連續待上十五天，也較

少接觸身心障礙青年，因此，青年也讓我們有機會學習

到新的人際互動形式，並收穫很多感動。） 

3. 增添新氣氛：進入小作所時，我們大多活蹦亂跳，且因

年齡相近，因此對於青年來說，氣氛更加輕鬆愉悅，也

能夠在休閒時多了兩個人陪他們聊天，心情上更加愉

快。 

團體活動帶領 1. 工作坊情感凝聚：在「一起」的活動中，日常而不複雜

卻又具有溫度的形式，凝聚小作所間彼此的感情，也讓

大家可以感受到「在一起」的快樂。（多位青年回饋：

最喜歡的時刻就是活動進行的此時此刻，因為喜歡和大

家在一起，喜歡輕鬆畫圖聊天的氣氛。） 

2. 覺察生活：在「父親節」活動中，透過討論引導而不加

以設限，讓青年可以自己去覺察身邊的愛與關懷，並覺

知自己的感受（快樂、幸福、喜歡等），再以自己的話

語帶出自己想表達的。這對青年來說，不只適用於父親

節的活動上，而是可以慢慢學習類推到生活裡其他對

象。 

3. 增進愛的表達：愛是我們放在心裡卻又不常說的情感，

透過父親節的影片拍攝，讓青年有機會開口說愛，也讓

父親可以感受到青年的愛。此外，我們也邀請青年和父

親一起看影片，增進父子／父女一起相處的時間，也促

進情感交流。（有青年在活動後給我們的回饋是：我很

久沒有和爸爸說我愛他了，我很期待他的反應，我也可

以透過這個機會抱他一下，希望他開心。） 



工作分析教學 1. 對青年而言：在代工及活動過程中，試著以工作分析介

入進行一對一教學，可讓青年在遇到困難時，能夠立即

性修正，增加成功經驗，減少挫敗感。工作流程上，也

會因為步驟具體明確而較為順利。未來也能運用我們於

蹲點期間給予的工作分析調整，完成接下來的工作。 

2. 對教保員而言：我們將工作分析的要點與方法重新說

明，並和教保員實際實作示範、討論可行策略，可以讓

教保員的工作分析教學能力更加完整，並熟悉工作分析

的原則與正確的步驟拆解方式。當教保員之工作分析教

學能力深化後，會更知道工作分析法對於身心障礙者的

的正確應用方式，也能將這份能力持續運用到未來的教

學上。所以即使我們結束了蹲點，教保員所具備的工作

分析教學能力，也讓更多青年在工作分析的幫助下，順

利、快樂的完成各項代工及日常任務。 

 

 

Thank you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