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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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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高齡志工有效管理策略之探究-以台北市老人服務中心為例 論

文頁數：109 頁 所組別：社會工作系所 （學號：491646079） 研究生：吳

家慧 指導教授：蘇景輝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是先由了解目前高齡



志工的管理問題以及高齡志工的服務心態、認知狀況進而探討出高齡志工

有效管理的策略為何？期待協助高齡者開創志願服務之機會與增強機構進

用高齡人力加入志願服務之意願，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使高齡人力在將來

年輕勞動力減少時可以及時補充有效運用，還可進一步減少高齡者對社會

福利的需求及依賴，進而減輕社會負擔，並顧及了對老人人權及生命尊嚴

的尊重，並可避免高齡者因失去角色而使晚年的生命失去意義。故研究目

的分有三大項如下： 1.探討高齡志工的管理問題。 2.了解高齡志工服務心

態與服務認知 3.歸納有效的高齡志工管理策略。 由於高齡志工如何有效

管理的相關研究國內真的頗為缺乏，而國外的文獻也不多，加上不見得適

用於台灣的情境，而現存的文獻又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為主，實證性的研

究少有，大部份研究重點仍以志工的觀點為重，缺少針對志工管理和組織

人員的調查，故本研究針對高齡志工、高齡志工管理做一明確的定義，再

加上實證研究的探討來作為文獻探討的架構，企圖整理與聚焦出研究的重

點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焦點團體方法收集資料，共有兩組成員進

行各進行兩次共四次焦點團體，研究者將團體進行過程整理成逐字稿，透

過反覆閱讀與思考，將高齡志工與志工督導對高齡志工管理的看法分析出

來，再經過分類與整理找出兩個團體所認知的異同處，將之呈現於研究整

理，並且根據主題進行分析描述，再針對高齡志工有效的管理策略提出個

人的研究結論與研究討論建議。 這是一份實務的研究，期待能為老人領

域工作者所參考及運用。 關鍵字：志願服務、志願服務者、高齡志工、

高齡志工管理、有效管理策略、志工管理要項 論文題目：高齡志工有效

管理策略之探究-以台北市老人服務中心為例 論文頁數：109 頁 所組別：

社會工作系所 （學號：491646079） 研究生：吳家慧 指導教授：蘇景輝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是先由了解目前高齡志工的管理問題以及高

齡志工的服務心態、認知狀況進而探討出高齡志工有效管理的策略為何？

期待協助高齡者開創志願服務之機會與增強機構進用高齡人力加入志願服

務之意願，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使高齡人力在將來年輕勞動力減少時可以

及時補充有效運用，還可進一步減少高齡者對社會福利的需求及依賴，進

而減輕社會負擔，並顧及了對老人人權及生命尊嚴的尊重，並可避免高齡

者因失去角色而使晚年的生命失去意義。故研究目的分有三大項如下： 1.

探討高齡志工的管理問題。 2.了解高齡志工服務心態與服務認知 3.歸納有

效的高齡志工管理策略。 由於高齡志工如何有效管理的相關研究國內真

的頗為缺乏，而國外的文獻也不多，加上不見得適用於台灣的情境，而現

存的文獻又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為主，實證性的研究少有，大部份研究重

點仍以志工的觀點為重，缺少針對志工管理和組織人員的調查，故本研究

針對高齡志工、高齡志工管理做一明確的定義，再加上實證研究的探討來

作為文獻探討的架構，企圖整理與聚焦出研究的重點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

方法，以焦點團體方法收集資料，共有兩組成員進行各進行兩次共四次焦

點團體，研究者將團體進行過程整理成逐字稿，透過反覆閱讀與思考，將

高齡志工與志工督導對高齡志工管理的看法分析出來，再經過分類與整理

找出兩個團體所認知的異同處，將之呈現於研究整理，並且根據主題進行

分析描述，再針對高齡志工有效的管理策略提出個人的研究結論與研究討

論建議。 這是一份實務的研究，期待能為老人領域工作者所參考及運

用。 關鍵字：志願服務、志願服務者、高齡志工、高齡志工管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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