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２０14．3.4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继东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

台湾五味屋：供儿童学习的二手商店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资助科研、书刊编辑、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专业展览、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 0057

1987-03-20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68701258，68418016 互联网地址 www.cec1979.org.cn/jjh

尹援平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48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5,063,856.96

本年度总支出 3,973,310.1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677,274.1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0,000.00

行政办公支出 264,121.0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2.6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4%

� � 本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650,025.00 0.00 1,650,025.00

1,650,025.00 0.00 1,650,025.00

25.00 0.00 25.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6,119,747.26 28,245,945.78 流动负债 1,375,391.28 2,238,864.64

其中：货币资金 25,810,315.56 28,245,945.7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99,000.00 99,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475.00 0.00 负债合计 1,375,391.28 2,238,864.64

净资产合计 24,845,830.98 26,106,081.14

资产总计 26,221,222.26 28,344,945.7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6,221,222.26 28,344,945.7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4,845,830.98 26,106,081.1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233,560.30 0.00 5,233,560.30

其中：捐赠收入 1,650,025.00 0.00 1,650,025.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973,310.14 0.00 3,973,310.14
（一）业务活动成本 3,677,274.10 0.00 3,677,274.10

（二）管理费用 294,121.04 0.00 294,121.04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915.00 0.00 1,915.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260,250.16 0.00 1,260,250.16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10 月 8 日五、监事：宛宝成

� � 一个外地人，把面临拆除命
运的日式老屋，变成了“充满情
味”的二手店。 这是由台湾东华
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教授
顾瑜君，在台湾花莲县寿丰乡丰
山村成立的五味屋。 对当地的乡
村儿童来说，当打开外地包裹的
那一瞬间， 每个来自都市的惊
喜， 都为他们展现了一个新视
野，让他们看见外面的世界。

老屋求生存
活用二手店概念

2008 年，这间带有日式风格
的老屋因破旧， 遭到屋主的遗
弃，但当地人舍不得这间别具风
味的老屋从此消失，四处奔走抢
救老屋。 而过去十几年来，顾瑜
君一直带着学生在这片山村做
社区项目和田间调查。 老屋算不
上古迹， 但大家都想留下它，所
以村民找到她帮忙时，她有点苦

恼，“怎么做才符合当地需求？ ”
顾瑜君发现，这里的社区项目向
来缺乏对青少年的关怀。“如何
把这里变成有趣、孩子会主动自
己来的地方，但绝非网吧，还要
常态经营、有收入，不必向人伸
手要钱， 让孩子学习交易的本
质？ 于是，二手店的概念就此浮
现。 ”她说。

募集公益物资
开启探索天地

顾瑜君决定开卖廉价日用
品，但当时除了一个空荡的老房
子，一件物资、一元经费也没有，
也没有任何运营计划。 开学前一
天， 孩子把纸箱做成展示架，开
玩笑说“开这家店，真是一个五
味杂陈的过程啊”。 于是，筹备不
到两个月，日式老屋挂起“五味
屋”的招牌，开始营业。

五味屋向外界募集公益物

资，孩子自己负起整理、归类、定
价、销售的工作，劳动所得再换
算成点数，点数可换取店内想要
的物品，“这像是一个探索行动，
一个建立孩子探索自我的系
统”。 因为，当包裹送来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顾瑜君说，有时是一块全新
的表，有时却是一双沾满狗屎的
鞋……孩子收到好东西，一开始
很兴奋， 但下一秒却很沮丧，他
会问：“为什么这人有这么好的
手表却不要？ 为什么他可以过这
么好的生活？ 为什么他要辛辛苦
苦花时间花钱寄来一双有狗屎
的鞋？ 是不是他和我们一样生活
环境不好却想要帮忙？ ”这个揭
开箱子故事的过程，让孩子认识
了家以外的世界，理解都市人的
生活，视野因此开阔，开始设身
处地多元思考。

经营渐趋稳定
被当百货商场

带着孩子自食其力生活，其
实并没有想象中浪漫，“第一年
房子漏水、白蚁猖獗，一天下来
收入常只有六十台币，连买盒饭
都不够，重要的是孩子成绩若不
太好，家长也会有意见，初期人
数的起伏很大，支持和反对的声
音都有。 ”但顾瑜君始终坚持，解
决问题、满足需要，就是五味屋
的学习目标；没钱买展示架就找
旧纸箱， 狂风大雨来了就补缺
口， 客人杀价就学习如何应对。
第二年， 捐助物资慢慢涌入，五
味屋迈入稳定，“村民开始来捡

便宜、选好货，把这里当成花莲
的百货商场，成了他们假日重要
的去处。 ”

发起公益旅行
让孩子体验劳动

在五味屋，不仅仅有物（二
手物品）的交换，随着旅行者把
物资、 劳动或技能送到这里，旅
行多了一层意义，成了人（公益
旅行）的交流。 有感于近年旅行
者来花莲“拼命买、拼命照相”的
现状，顾瑜君发出口号：“一起来
花莲生活，认识孩子，但不要带
着服务或帮忙的心态，享受这里
的悠闲，再慢慢地离开！ ”

最有人情味的是“赊账”，先
拿东西，等到日后有合适的工作
机会再偿还，不过五味屋鼓励的
是自力更生，而不是等待施舍。

“盈利不是我们的初衷。 ”工
作人员杨沛青说， 过去逢周末，
孩子们除了玩，就是看电视，“现
在他们成了五味屋的小老板，有
了责任人人都变得不一样”。

小学六年级的吴俊辰，过去
假日陪父亲到处送货， 现在当起
小老板，通过一双巧手学修单车，
赚到了生平第一次外地旅游的机
会，地点是绿岛，回来数月还念念
不忘，他已在筹划下次的旅程。

五味屋，其实是一个互相参
与陪伴的铺子。 让孩子们在铺子
里历练初尝“五味”杂陈的人生
滋味！ 事实上，这里的孩子，很多
是经济弱势者，但是，相信通过

“五味屋” 这样持续相互扶持的
陪伴力量，这些孩子们在十年或
二十年后，当会带给家乡一个不
同的景象。 （高文兴/摘编）五味屋的小老板们正在讨论捐赠来的二手物资的价钱

� � 台湾的五味屋，表面上是一个公益的二手商店，但其实是一个
供孩子体验生活的社区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