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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是以優勢觀點來探析新竹縣關西地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推動歷

程 ，主要研究目的為：（一）了解新竹縣關西地區在推動「關懷據點」

的執行情形 ，以及在推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提供政府做為未來規劃

的參考方向。（二） 深入了解「關懷據點」對社區的影響，以及「關懷

據點」的功能及價值，讓關懷 據點永續經營下去。（三）透過關西地區

評鑑為特優之關懷據點的經驗及成果分 享，將成功經驗作為其他據點的

學習榜樣，帶動其他據點的發展。（四）藉由優 勢觀點所傳達出正向的

意念，再以此正向的觀點來看關懷據點的作為，進而發掘 社區的優勢。 

本研究以優勢觀點之概念轉換並運用在社區工作當中，並以社區能力、



協力 夥伴關係及文化取向等面向來進行討論。希望藉由正向的意念來分

析關懷據點的 作為。其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在關懷據點運作的過

程中，社區能力就產生在服務提供當中，而社區能力的展現在：（一）

社區居民凝聚力強，參與度高。（二）發現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三）透過組織成員溝通、討論，共商策略。 二、整合社區資源，團體

間彼此能建立合作關係，形成社區資源網絡，並且政府與民間能建立夥

伴關係，此對關懷據點的推動是一大助力。 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推

動要在當地的文化脈絡下運作，如當地的宗族文化特質、宗教文化及社

區特色等。 根據上述之研究發現做以下的結論：（一）社區能力啟動社

區內在能量。 （二）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促進關懷據點的順利推展。

（三）發掘文化精神，建立社區特色。最後，依上述的研究結果，對於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的推動，分別以政府政策面、據點執行面及未來

研究等三方面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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