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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在高齡化社會的時代裡，對老人關懷事工應更加關注。近年來許多國家都

基於「在地老化」來強化高齡長者的安養政策，而「在地老化」與社區照

顧的機制設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以教會落腳在社區，對社區的服務即當

盡義務，木柵浸信會在社區長者關懷工作的資源結構，乃由「天使志工」

人力培育出發，結合公部門臺北巿政府衛生局及社會局資源，及民間資源

來完成木柵浸信會老人服務。   本研究以木柵浸信會的老人服務為研究

對象，採質性個案研究，進行活動相關人員的深度訪談、檔案文獻及活動

觀察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訪談對象包含有 1)活動據點主持人及幹事、 

2)木柵浸信會管理者、 3)活動重要關鍵人(文山區志工創辦人及區域志工管

理人員)、 4)服務志工、 5)參與活動長者、 6)參與活動長者的家屬共計十

四位。   研究結果發現木柵浸信會的老人服務策略著重在人力、財力、

物力及服務的資源整合，藉由「天使志工」的人力培育來穩定服務人力為

出發點，接受臺北巿政府委託經營辦理老人活動據點，加上木柵浸信會所

自辦的銀髮族團契及臺北巿衛生局所提供的遠距照護，使社區老人服務達

到最佳成效。 最後對於木柵浸信會老人服務的未來發展提出下列建議： 

一、結盟的考量：在結盟中分享或協助其他有需要的組織參與老人社區服

務，善用與活化宗教團體的場地及志工人力來協助該項老人服務，採取社

區結盟的縮小版概念，共同推動社區老人服務方案。 二、志工人力持續開

發：對宗教團體而言，往往服務人力的取得較為困難，木柵浸信會服務老

人開始以集結愛心人士參與天使人力志工，木柵浸信會亦鼓勵本身會友投

入該項志工訓練，服務持續進行時，新志工的培育更不容忽視。 三、活化

社區內閒置空間：政府當局希望藉由教會辦理老人活動據點，當活動人數

到達某一程度會產生擁擠感，往往會使活動者參生壓迫感，政府單位可釋

出一定比例的空間供該項老人服務使用，也可活化社區內閒置的空間。  

摘

要

(英) 

Elderly care services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aging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have intensified their policy on elderly care services based on 

"aging in plac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ing in place” and 

“community care” structure. Since the church is settled within the community, 

sh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The resource structure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of Ma-Ja Baptist Church began with nurturing the manpower of 

“Angel Voluntee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ublic departments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and private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of Ma-Ja Baptist 

Church. The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s, data 

gathering and analysis of archives and activity observation were employed to capture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ults. The interview involves fourteen participants: 

1) Facilitator and Director of the activity center, 2) Supervisor from Ma-Ja Baptist 

Church, 3) key persons for the activities (founder of Angel Volunteers and the Public 



Health Nurse), 4) service volunteers, 5) elderly participants, and 6) family members 

of elderly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ategies of Ma-Ja Baptist 

Church’s elderly care services emphasize on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materi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he strategies began with 

nurturing of the “Angel Volunteers” to stabilize the manpower for service and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entrusted by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 operate and 

manage the Elderly Activity Center, in addition to Ma-Ja Baptist Church’s Seniors 

Fellowship, TeleCare Learning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in provid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The following are 

suggestions for Ma-Ja Baptist Church’s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future. Firstly, 

considerations in forming an alliance: To be involved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y, the church can take part through sharing in the alliance or by assisting 

other organizations in need, maximize and activate the use of space and volunteer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dopt a smaller vers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lliance to jointly promote community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care program. 

Secondly,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manpower: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o avail of human resources. Ma-Ja Baptist Church began to 

enlist caring people and “angel volunteers,” and also encouraged her own 

members to be involved in the training of volunteers. Such training for new 

volunteer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while services are ongoing. Thirdly, effective 

use of community spac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desires to let the church handle 

the elderly program in the activity center. When the participants reaches a certain 

number, then the space will become crowded and let the partipants feel congested. 

Government agencie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pace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elderly, and also activate unused spa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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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013 年度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老人福利法第 27 條。 二、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辦法。 貳、目的： 一、透過經費補助相關團體之方式，開拓社區小型老

人活動據點。 二、鼓勵長者餘暇時就近使用該活動據點，從事有益身心健

康之休閒聯誼活動。 三、滿足高齡人口日增後之活動需求，增進長者之社

會參與機會。 參、補助對象及條件： 一、依法登記或立案之非營利性法

人、機構、學校或團體，行政組織及財務健全，且申請補助項目與該單位

設立宗旨相符者。 二、所提供之場地需有安全、衛生、通風採光良好之環

境，消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防法及其有關法令規定。 肆、補助項目及補助

標準： 一、一般性補助： （一）可提供非違建房屋室內樓地板面積至少

50 平方公尺（約 15 坪）之場地空間（限地上樓層），並可容納 20 人以上

活動（以長者優先使用），每週至少開放 3 個時段，不得集中於同一天，

每時段至少 2 小時，並以 1 個半天為原則， 1 天至多 2 個時段，並辦理

「健康促進」或「文康休閒」活動需達場地開放時段之 1/2。 （二）社區

老人休閒活動設備，如：休閒康樂設備、健身器材設備、圖書設備或預計

開課課程之相關設備等，詳如補助設備參考表（附件 1），申請單位需於

計畫書中敘明用途，新開辦據點設備費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

延續性據點充實設備費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 5 萬元整，依核定項目每項最

高補助 70％（自籌款 30％），惟補助金額不超過核准之額度；已核准補助

之設備（含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由內政部補助之設備），3 年內不得

再重複申請，但使用期限在 3 年以上者，需不堪使用之情況下方可申請。 

（三）場地使用費（如：水電費、場地租金、清潔費、公共意外責任

險），每案計畫依開放時段至多補助新臺幣 15 萬元整，申請單位須註明

申請項目。 補助項目 開放時段/ 活動辦理時段 補助上限 場地使用費，

如：水電費、場地租金、清潔費、公共意外責任險(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

幣 3,000 元整) 每週開放 3-4 個時段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 每週開

放 5-7 個時段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12 萬元整 每週開放 8 個時段（含以

上）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15 萬元整 （四）書報雜誌費、文宣費(不含講義

印製)，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1 萬 2,000 元整。 （五）茶水費，每案計

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3,000 元整。如有辦理共餐，每案至多補助 1 萬元整。 

（六）講師鐘點費： 1、課程內容以長者需求為主，一般課程每班招生人

數達 60 歲以上長者 15 人方可開班（電腦班 10 人），本局核定之課程若實

際上課人數未達上述招生人數 80%者（一般課程 12 人，電腦班 8 人），申

請單位依比例核銷核定之講師鐘點費；另電腦班若因場地設備限制無法達

成上述開班人數，請於申請計畫書中敘明原因，並依本局核定為準。 2、

課程需每週至少辦理 1 次，並持續開課達 12 週以上，課程講師鐘點費每

小時補助新臺幣 500 元整（內聘折半），每班每次以 2 小時為原則，每案

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8 萬元整。 3、專題講座講師鐘點費每小時補助新臺

幣 800 元整（內聘折半），每月以 3 次為限，主題內容至少需包含健康促

進資源整合 3 大核心主題(詳參附件 9)各 2 小時以上，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

臺幣 2 萬 8,800 元整。 4、講師鐘點費以小時計算，無法受理半小時申請，



申請單位應附補助班級課程表（附件 4-1）及補助講座主題規劃表（附件

4-2），課程及講座皆需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前辦理完畢。 5、

課程及講座講師應以符合下列資格為原則： (1)現(曾)任國內外大專院校之

老師。 (2)相關機構推薦之專業人才。 (3)對專門技能具有優良之素養與研

究，曾開班授課或為相關社團之會員，並持有相關檢定資格或學經歷證明

文件者。 （七）已申請內政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計畫」之單位，不

得以同一案件或同一據點位址重複提出申請。 二、政策性補助 （一）設

置老人政策性補助據點： 1、 補助對象符合下列各項條項： （1） 可提供

非違建房屋室內樓地板面積至少 100 平方公尺（約 30 坪以上）之場地空間

（限地上樓層），並可容納 20 人以上活動（以 60 歲以上之長者優先），

場地內並須設置休憩場所及所需之設施設備以供長者使用。 （2） 以服務

健康長者為主，並由專人帶領辦理「健康促進」及「文康休閒」活動時段

需達場地開放時段之 1/2。 （3） 每週至少開放 4 個時段，每時段至少 3

小時，1 天至多 2 個時段，含一週至少開放一個全天(2 個時段)，並提供

「定點共餐」服務；共餐方式以據點自行烹煮為主，如採外燴仍須由據點

自行配膳。 （4） 所提供服務之里別尚未設置政策性補助據點。 2、補助

原則： （1）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30 萬元整，經本局審核後納為輔導

之據點，經費補助須視實際辦理情形及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而調整之。 

（2）已申請內政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計畫」之單位，相同補助項

目本局不予重複補助。 （3）設備費：以設置日間老人日托活動據點所需

設備為主，餘比照一般性補助項目，申請單位需於計畫書中敘明用途，新

開辦政策性老人活動據點設備費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延續性

據點充實設備費每案至多補助新臺幣 5 萬元整，依核定項目每項最高補助

70％（自籌款 30％），惟補助金額不超過核准之額度；已核准補助之設備

（含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由內政部補助之設備），相同設備 3 年內不

得再重複申請，惟使用期限在 3 年以上者，需不堪使用之情況下方可申

請。 （4）場地使用費補助額度依每週開放時段按比例核定，業務費補助

額度依每週辦理活動時段按比例核定，如下表；惟實際補助額度仍需依本

局召開方案審查會議結果為定。 3、補助標準： 補助項目 開放時段/ 活動

辦理時段 補助上限 場地使用費，如：水電費、場地租金、清潔費、公共

意外責任險(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3,000 元整) 每週開放 4 個時段，含

每週至少開放 1 個全天。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 每週開放 5-7 個

時段，含每週至少開放 2 個全天。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12 萬元整 每週開

放 8 個時段（含以上），含每週至少開放 3 個全天以上。 一年至多補助新

臺幣 15 萬元整 業務費： 書報雜誌費、瓦斯費、文具費、茶水費、文宣費

(不含講義印製)、雜支(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6,000 元整) 每週活動辦理

2-4 個時段，含每週至少開放 1 個全天。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3 萬元整 每

週活動辦理 5-7 個時段，含每週至少開放 2 個全天。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4 萬 2,000 元整 每週活動辦理 8 個時段（含以上），含每週至少開放 3 個

全天以上。 一年至多補助新臺幣 5 萬 4,000 元整 講師鐘點費 同一般性補助

標準。 志工餐點交通補助代金 每一時段補助 1 名志工，每人每次補助 110

元（至少服務 3 小時），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5 萬 7,200 元整。 註：

另已接受政府相關補助者及本局老服中心、日照中心不予補助 餐費 依據

實際服務提供人數核實補助，中(低)收入戶之長者每人每餐補助 60 元。 



（二）老人政策性補助據點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兼職人事費 1、補助條

件： （1）本市老人政策性補助據點、101 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評鑑成績為

優等者。 （2）據點服務需具備關懷訪視項目，個案服務量須至少 15 名長

者以上，並每週辦理 2 次以上共餐及健康促進活動。 （3）需具備行政作

業、關懷訪視、志工督導能力，並協助據點評鑑作業。 2、補助項目： 

（1）行政助理員：每小時補助 109 元，每案補助 1 名，至多補助新臺幣

15 萬 6,960 元，該員須領有志願服務手冊，及本局辦理至少 16 小時據點教

育訓練。 （2）專業人員：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畢業者或曾擔任本市老人活

動據點專業輔導人員達 2 年以上，每小時補助 153 元，每案補助 1 名，至

多補助新臺幣 23 萬 8,680 元，並須符合以下規劃： a.須擬定據點課程、活

動，妥善管理志工及適當分組，召開志工會議及工作檢討會，針對長者每

年規劃至少一種創新服務方案或個案工作、團體工作。 b.於關懷訪視服務

中，結合個案管理概念，協助長者個案資料之建檔、並針對低、中、高危

機長者提供適切服務及資源連結，並提供專業社工服務，每年須轉介長期

照顧中心至少 3 名個案，轉介申裝緊急救援系統至少 3 名個案。 （3）勞

健保補貼：每案至多補助 25,488 元。 （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房屋租金補

貼： 1、補助條件： （1）申請單位必須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活動

據點已補房屋租金者不重複補助）。 （2）101 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評鑑成

績為優等者。 （3）場地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2、補助標準：依實際

使用空間、開放時段補助租金，每月上限 1 萬元整，整年以新臺幣 12 萬

元為限。 （四）辦理據點志工教育訓練及觀摩： 1、補助對象及條件： (1)

本局公設民營及方案委託之老人服務中心、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工作項目

含輔導及開拓老人活動據點業務者），或經內政部核定且連續 3 年評鑑優

等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2)辦理區域性或全市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老人

活動據點志工相關訓練及觀摩（如：志工教育訓練、研習課程、據點參訪

交流等活動，不含聯繫會議、志工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 2、補助額度

及原則： (1)每案計畫至多補助新臺幣 10 萬元整，補助項目含講師鐘點

費、文宣印刷費、活動材料費、場地費、器材租金、交通費（至外縣市據

點參訪）、保險費、誤餐費及雜支（每案計畫至高補助新臺幣 6,000 元

整）。 (2)每場活動參與單位數至少須達 5 單位並參與人數須達 40 名以

上，申請時需檢附活動流程表、經費概算書、及講師學經歷等資料，惟實

際服務效益未達所提計畫預期服務效益 80%，本局得依比例核銷補助經

費。 三、受補助單位辦理據點各項服務，應給予中（低）收入戶長者優

惠，並於申請補助計畫書中敘明優惠方式。 伍、申請方式及計畫執行期

間： 一、申請時間： （一）一般性補助及政策性「設置老人政策性補助

據點」補助：第一階段申請時間為 102 年 2 月 8 日前，第二階段申請時間

為 102 年 4 月 29 日至 102 年 5 月 10 日；本局得依經費核定情形視需要另

行公告第三階段申請時間。 （二）政策性「辦理據點教育訓練及觀摩」補

助：申請時間為每月 10 日前，超過當月 10 日者，列為次月申請案件；申

請截止時間為 102 年 9 月 13 日。同一單位每年至多申請 2 案，且活動內容

不得重覆。 （三）申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於截止日前送達或寄達本局老

人福利科，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北區 2 樓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967，逾期恕難受理。 二、申請文

件不齊全者，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通知 5 日內補齊，逾期未補或補 正不全者



不予受理。 三、案件於收件截止日後辦理審查作業，計畫補助之起始時間

追溯至申請月另同一案件不得於不同申請階段提出申請。 四、若本方案經

費已用罄，本局得隨即辦理停止公告。 五、本申請補助計畫執行期間不得

超過 102 年 12 月 31 日。 陸、申請應備文件： 一、一般性補助及政策性

「設置老人政策性補助據點」補助： （一）申請表（附件 2），申請表應

加蓋機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 （二）申請經費補助計畫書（附件

3）、補助班級課程表（附件 4-1）、補助講座主題規劃表（附件 4-2）、

定點供餐名冊（附件 5）。 （三）經費概算書含初審表（附件 6）書面資

料，請加蓋機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 （四）申請經費切結書（附件

7）。   (五）檢附經費補助計畫書（附件 3）、經費概算書含初審表

（附件 6）電子檔。 （六）房屋租賃契約、房屋所有權狀或建築物使用執

照影本等可資證明申請單位為合法使用該場所及坪數證明之文件。 （七）

法人登記證書、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八）團體或機構章程影本及理(董)

監事名冊。 （九）申請單位之自籌款證明（2 個月內金融機構存款證

明）。 （十）場地照片至少 8 張，拍攝需包含場所入口處、逃生出口、場

地空間擺設與隔間等（活動場地為本市區民活動中心或公民會館者免

附）。 二、老人政策性補助據點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兼職人事費補助 

（一）申請表，申請表應加蓋機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附件 1-1） 

（二）申請經費補助計畫書，其中須敘明人力運用規劃、志工運用規劃、

創新服務模式等（附件 2-1） （三）經費概算書含初審表，請加蓋機構、

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附件 3-1） 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申請房屋租金

補貼 （一）申請表應加蓋機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附件 1-2） 

（二）經費概算書含初審表，請加蓋機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附件

2-2） （三）房屋租賃契約、房屋所有權狀或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等可資

證明申請單位為合法使用該場所及坪數證明之文件。 （四）場地照片 4 張 

四、政策性「辦理據點教育訓練及觀摩」補助： （一）申請表（附件

2），申請表應加蓋機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章。 （二）申請經費補助計

畫書（附件 3），其中須敘明活動流程、課程內容及講師學經歷等資料。 

（三）經費概算書含初審表（附件 6）書面資料，請加蓋機構、團體印信

及負責人章。 （四）檢附經費補助計畫書(附件 3)、經費概算書含初審表

（附件 6）電子檔。 （五）法人登記證書、團體立案證書影本（本局公設

民營及方案委託之老人服務中心、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免附）。 （六）團體

或機構章程影本及理(董)監事名冊（本局公設民營及方案委託之老人服務

中心、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免附）。 柒、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 

（一）本審查分初審及複審，初審由承辦單位負責審查，並加註意見後提

審查小組複審，但初審核定補助金額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者，得不經複

審。 （二）均以書面審查為原則，並得邀請申請單位說明。 二、複審審

查小組：由本局科長以上一人召集並為主席，承辦科室、會計室、政風

室、秘書室、相關業務單位等人員、臺北市老人福利推動小組代表及學者

專家組成。 三、審核重點： （一）參照「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辦法」。 （二）申請單位所附資料是否符合資格。 （三）申請補助計畫

是否符合補助範圍及項目規定。 （四）依本局之政策需求，審核計畫之適

切性、可行性。 （五）依計畫執行後是否達成目的之實效性。 （六）延

續性單位前一年度實際服務效益及本局人員實地訪查情形得作為核定補助



之審查依據。 四、經審核合於規定者，於簽報核定後，通知申請之單位；

凡不符規定者，亦敘明具體事由，通知申請之單位。 捌、計畫執行及財務

處理： 一、依據核定計畫撥款：補助案奉核後，通知申請補助之單位，依

計畫執行，事後檢據核銷撥款。 二、各單位接受補助款後，應專款專用，

不得抵用或移用，若執行期間計畫內容（包括活動辦理場地、活動時間、

課程之名稱內容及講師、專業輔導人員之任用等）有特殊原因須調整或補

助經費項目變動時，應事先敘明理由函報本局核准後方可辦理。 三、核銷

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補助社區老人休閒活動設備：應於核定通過

2 個月內採購設備完畢並檢據核銷。 （二）社區老人休閒活動設備外之其

他補助項目：應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前檢據核銷。 （三）核銷時應依「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 102 年度老人活動據點方案一般性補助經費核銷注意事

項」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2 年度老人活動據點方案政策性補助經費核

銷注意事項」說明檢具相關資料，並依本局會計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本局

並得派員查核。 （四）如有使用不當情事，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者，除停

止補助 3 年外，並依有關規定處理。 四、本案所補助之器材設備，應登錄

財產目錄，並於適當位置貼上『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貼紙。 

五、接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間每月 5 日前填報活動執行效益表

（附件 8），並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報本局老人福利科。 六、若實際

服務效益未達單位所提計畫預期服務效益 80%，本局得依比例核銷補助經

費。 玖、督導與考核： 一、接受補助單位之會計作業由本局督導其參照

政府採購法及政府會計作業有關規定確實辦理。 二、對於接受補助之單位

本局得派員或委託會計師查核補助經費收支帳目等相關資料及實際辦理活

動情形。 三、申請單位所提活動計畫內容業經本局核定補助部份，不得向

本局及其他機關重複申請，若重複申請者經查核屬實，本局得取消原核定

之經費。 四、接受補助單位，若未依原核定計畫執行（如計畫內容變更未

依規定事先函報本局核准，或未將原核定計畫之活動場地依時段開放予長

者使用等），經本局派員查核屬實者，本局得酌予刪減或撤銷原核定補

助。 五、接受補助所支付之經費，若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或所購財物不符原

核定之目的及用途（如未將本局補助購置之設備提供予長者使用等），經

本局派員查核屬實並經勸導仍未改善者，本局得酌予刪減或撤銷該項補助

並要求受補助單位將本局已核撥之款項繳回。接受補助單位得於文到 15

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覆，未依限申覆或申覆未獲同意者，即應依本局處分

辦理。 六、已由本局補助社區老人休閒活動設備之據點，營運未滿 3 年有

停辦情形者，將與自籌金額相當之設施設備得繼續留用原受補助單位外，

其餘設施設備應交由本局統籌運用。 七、接受補助單位須受本局輔導及績

效考核，並配合辦理相關事項，對於辦理績效不佳之據點，本局將不予補

助並輔導其停辦。 八、與本局簽有方案委託或公設民營等合約之單位，其

接受補助之實際執行情形，列入本局年度評鑑考核項目。 九、為查核公共

場所安全維護情形，必要時本局得要求補助單位出示消防公共安全檢查記

錄表。 拾、預期效益： 一、可藉由經費補助，增加各單位發展老人活動

據點之動機，並據以開拓老人活動據點。 二、充實社區小型老人活動據點

之文康、休閒器材設備，增加長者使用之機能性和便利性。 三、政策性補

助創新方案，藉以開創辦理多元化之各類老人活動（如：定點用餐、健康

維護、支持團體、志願服務、社區調查、口述歷史、薪傳活動等）增加長



者社會參與之意願。 拾壹、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 102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

分配基金老人社會參與及社區照顧服務方案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未盡

事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拾參、本計

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拾肆、相關申請文件請逕至本局網頁下載， 

一、網址：http://www.dosw.taipei.gov.tw。 二、申請表件：點選左側「銀髮

族服務」，再點選「方案補助」之「老人活動據點方案」。   附件三 訪

談同意書 本人願意接受輔仁大學非營利組織管理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廖俶滇所研撰《重建銀色幸福--以「在地老化」展現木柵浸信會的老人服

務》碩士論文之訪談，並為確保訪談內容與過程之真實，同意在訪談過程

中錄音。訪談錄音內容僅做為論文研究之用，除基於研究需要與指導教授

討論外，訪問者不得讓第三者知悉訪談內容，並為保障受訪者隱私，受訪

者之姓名、任職單位等個人資料於論文中一律隱匿，而以編碼代號呈現。 

受訪者：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訪談大綱：（木柵浸信會老人活動據點接受服務者及家屬） 訪問

時間： 訪問地點： 1. 個人  基本資料  願意(自己或家人)參與社區老人

服務的原因 2. (自己或家人)參與活動的歷史演進及目前老人服務的概況  

參加的活動的歷史(時間)  組織在老人社區服務的特色  組織與老人社

區服務的連結所帶來的影響  目前提供的服務有那些?  目前現狀是否

滿意？那些地方待加強？  設置老人活動據點前後，瞭解對組織有何差

別  面對可以協助老人卻不願參加伙伴有無邀請意願 3. 展望  需要增加

服務內涵嗎？  參與活動的收獲與期盼  對目前滿意度打分數 附件五 

訪談大綱：（木柵浸信會老人活動據點管理單位代表及志工） 訪問時間： 

訪問地點： 1. 個人  基本資料  願意參與社區老人服務的原因 2. 了解

組織發展老人社區服務的演進  自己參加服務的歷程  組織在老人社區

服務的特色  組織與老人社區服務的連結所帶來的影響  目前現狀是否

滿意？那些地方待加強？ 3. 目前老人服務進行的概況  什麼契機促成老

人活動據點的設立  社區居民對據點的看法  所服務對象的類別  目

前提供的服務有那些  參與服務的工作人力為何  如何使社區居民了解

並化被動為主動來關懷社區老人  除組織可提供的資源外，是否運用那

些社區或政府資源完成服務  設置老人活動據點前後對組織有何差別  

面對可以協助老人卻不願參與者有無對策  推展至今覺得最困難的瓶頸

是什麼 4. 展望  針對目前服務事項，組織有何進一步發展計畫嗎？  需

要增加服務內涵嗎？  未來針對老人活動據點可能會有不同領域的合作

方案，組織會有因應對策規畫嗎？ 5. 參與活動的收獲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8  

資

料

建

2013/7/7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2013/07/10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00215132 2013.7.7 17:12 61.64.195.45 new 01 400215132 2013.7.7 17:13 

61.64.195.45 new 02 400215132 2013.7.7 17:13 61.64.195.45 del 02 400215132 

2013.7.7 17:14 61.64.195.45 new 02 400215132 2013.7.7 17:15 61.64.195.45 new 

03 400215132 2013.7.7 17:15 61.64.195.45 new 04 400215132 2013.7.7 17:16 

61.64.195.45 new 05 400215132 2013.7.7 17:17 61.64.195.45 new 06 400215132 

2013.7.7 17:18 61.64.195.45 new 07 400215132 2013.7.7 17:20 61.64.195.45 new 

08 400215132 2013.7.7 17:20 61.64.195.45 new 09 400215132 2013.7.7 17:21 

61.64.195.45 new 10 400215132 2013.7.7 17:22 61.64.195.45 new 11 400215132 

2013.7.9 8:33 220.135.93.101 del 10 400215132 2013.7.9 8:34 220.135.93.101 new 

12 400215132 2013.7.9 8:34 220.135.93.101 del 12 400215132 2013.7.9 8:34 

220.135.93.101 new 10 

異

動

記

錄 

C 400215132 Y2013.M7.D7 17:07 61.64.195.45 M 400215132 Y2013.M7.D7 17:08 

61.64.195.45 M 400215132 Y2013.M7.D7 17:10 61.64.195.45 M 400215132 

Y2013.M7.D7 17:10 61.64.195.45 M npom2774 Y2013.M7.D7 17:41 61.64.195.45 

M 400215132 Y2013.M7.D8 8:28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9 8:39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2:43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2:43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2:44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2:48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2:58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3:30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3:30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3:37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3:38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3:38 220.135.93.101 M 400215132 

Y2013.M7.D10 13:48 220.135.93.101 M npom2774 Y2013.M7.D10 13:52 

140.136.129.16 M npom2774 Y2013.M7.D10 13:52 140.136.129.16 M 030540 

Y2013.M7.D10 14:08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7.D10 14:08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7.D10 14:10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