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屆分享會報告書
財團法人愚人之友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互相照顧-厚熊咖啡社區長照諮詢中心行動計畫
1. 補助前
1.1. 機構當時概況。
愚人之友基金會過去皆以承接政府長照相關委託服務案為主，服務對象
主要是以大埔里地區對於長照有需求且經長照管理中心評估後之個案，隨著
政府長照 2.0 計畫的推動，本會也於試辦期間優先成立大埔里地區的 1A、
3B、3C 的長照 2.0 服務模式，嘗試推動可近性與在地化的長照服務。但隨
著政府長照政策的滾動式修正，也導致本會在與社區媒合推動長照服務據點
的過程中面臨嚴峻的挑戰，主要的挑戰有：1.許多社區因為對於長照政策方
向的不了解，不願投入心力成立巷弄長照站，導致無法廣設巷弄長照站；2.
民眾對於長照服務如何使用並不了解，對於長照服務使用的情況無法提升，
因此社區照顧資源無法真正落實；3.埔里地區的社區動能雖然很強，但多數
社區關注產業化發展，對於福利化社區的關注程度不高。本會於 2017 年 4
月 17 日與暨大共同召開「長照 2.0 政策說明會」，邀集在地對於設立巷弄
長照站有意願之社區一同參與（總計共 10 個社區出席），並於會後連結各
社區提案第二波長照 ABC 據點設立之申請，惟該次申請僅埔里鎮珠仔山社區
通過核准設立，也澆熄了其他社區繼續推動巷弄長照站之意願。
鑒於前述本會協力在地社區推動巷弄長照站的經驗，本會也了解到如何
鼓勵、培力與提升在地社區投入老人照顧的服務，仍需要進一步了解在地社
區的意願、能量與需求。是以，本會與暨大自 2017 年起，陸續舉辦：6 場
長照工作坊（對象為社區組織）、9 場在宅沙龍（對象為一般民眾）、15
場長照例行會議（對象為社區組織、長照專業團隊）、7 場共學課程（對象
為社區組織），希望藉由前述不同形式的意見與需求蒐集方式，了解在地民
眾與社區組織對於老人照顧與長照服務提供的需求，藉以再進一步調整本會
的服務方向，並設計出可能符合在地社區與民眾需求的服務。
根據本會與暨大陸續進行的需求調查結果，評估大埔里地區民眾及社區
組織，對於老人照顧與長照的服務需求，可具體總結出：1.民眾對於長照服
務知識並不普及，對於老化的認知與概念也不足；2.埔里為農村地區，青年
人口外移嚴重，如何讓長輩間或不同世代間形成互相照顧與陪伴的資源，將
是影響區域老人能否成功老化之關鍵；3.社區內生活支持系統嚴重不足（如：
健康促進志工、簡易家事、修繕等服務），長照專業服務無法與社區生活無
縫接軌，且社區因為政府方案經費補助時程問題，往往皆須先墊付鉅額周轉
1

金，根本非社區能力所及，因此申請巷弄長照站意願不高；4.高齡人口快速
增加，如何建構友善高齡的生活環境；5.經濟及資訊的落差，讓許多社區長
輩仍被拒於政府長照資源的門外。基於前述五大主要的需求問題，本會與暨
大及在地社群網絡成員，共同設計出本計畫的四大行動方案，分別為：「教
育推廣」、「代間學堂」、「陪伴支持系統」、「社會企業與回饋系統」，
以「厚熊咖啡」為行動方案的推動場域與主體，期望藉此能夠積極回應在地
民眾與社區組織對於老人照顧及長照的相關需求，並透過貼近民眾生活的照
顧咖啡館為行動平台，以提升相關行動方案推動的可近性，落實本計畫之行
動目標與厚熊咖啡欲實踐的價值理念。
1.2. 機構許下的願景。
「民以食為天」，本會希望藉由飲食媒介深入社區，進而提供在地社區
長照相關的諮詢服務，以咖啡館的形式提供在地民眾，包括：照顧喘息、照
顧諮詢、健康諮詢、家庭關係諮詢、健康促進、支持團體、溫馨接送等服務。
除了前述長照相關諮詢服務外，「厚熊咖啡」藉以「教育推廣」、「代
間學堂」、「陪伴支持系統」、「社會企業與回饋」為四大主軸，融入「青
銀共學、共玩、共創」的理念，連結在地社區中高齡長輩，成為厚熊代間服
務的資源，與在地留鄉及返鄉的青年共同打造在地社區的「青銀共創」模式，
形成「群聚在地產業的厚熊咖啡社會經濟模式」，並深化在地社區對於老人
照顧的能量，建構創生不息全齡友善的宜居城鎮。
期望在地的社區充滿互相照顧的氛圍，長輩的服務不會被商品化，在
地的民眾照顧自己的長輩，專業組織隨時提供民眾最強的後援，區域內擁
有完善的長輩照顧支持系統。

2. 補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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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獎三年計畫實際支出表
資料期間(累加)
科目
人事費

會計別

2019.01-2019.12

2019.01-2020.12

2019.01-2021.12

支出比例
2,665,221
67%

支出比例
5,342,188
67%

支出比例
15,434,636
70%

業務費

724,910

18%

1,441,719

18%

3,846,175

17%

行政管理費

297,969

7%

473,279

6%

1,233,561

6%

廣宣費

204,000

5%

204,000

3%

408,000

2%

0

0%

400,000

5%

800,000

4%

107,900

3%

138,814

2%

277,628

1%

0

0%

0

0%

0

0%

研究發展
設備/租金
其他
小計

4,000,000

8,000,000

22,000,000

方案名稱
推廣教育
(含代間學習)

2,628,000

66%

5,508,000

69%

14,676,000

67%

方案別 陪伴支持

800,000

20%

1,600,000

20%

4,640,000

21%

社會企業

572,000

14%

892,000

11%

2,684,000

12%

小計

4,000,000

8,000,000

22,000,000

2.1. 機構三年將資源用到哪? 按項目、年度、比例，執行了什麼?
項目

內容

投入狀況

1. 教具開發

1. 長照繪本與教案已開發至第三冊，並
持續與在地小學連結進行陪讀服務。

2. 在宅沙龍

2. 為擾動民眾參與了解及發想，推動社
區發展，邀請在地民眾參與政策論壇
及議題講座，已舉辦 78 場討論會及
講座，共 886 人次參與。

教育推廣

3. 老同姒課程

4. 透過老同姒包裹式課程設計規劃「腦
動、口動、四肢運動、人際互動」的
課程活，為促使長輩全人發展。3 年
共進行 900 堂課程，共 18,074 人次
參與。
並規劃長輩體驗公民參與式設計-決
策制度，由長輩自主管理班級公共事
務及學習需求，引發長輩提升公民事
務參與的權力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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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厚熊與在地十個社區鏈結協同
方案合作，至 2021 年度續支持三個
社區巷弄據點整體輔導需求，協助支
持其相關規劃與課程師資安排；已辦
理 27 場次 822 人次參與。

5. 社區輔導

1. 青銀合作方案

1. 為減少世代隔閡，厚熊連結媒合大
學、國中、國小學生與高齡者進行活
動，促使青銀共學、共玩、共創，營
造世代共和，三年舉辦 719 場活動，
共 7,215 人次參與。
2. 推動全齡互相照顧，從共學、共玩中

代間學堂

開啟社區孩童、青少年、青年、志工、
身障社群人士與高齡者交流共融為
目的，與在地學校(1 大學、2 國中、

2. 代間學堂

5 國小) 及串聯埔里樂齡學習中心，
持續合作辦理代間學習等活動。截至
2021 年已辦理 462 場次 4,017 人次
參與。
1. 除了課程活動的陪伴與協助外，志工
更成為彌補政府長照 2.0 不足的角
色，諸如：曬被單、更換燈泡、到宅
簡易修繕，一些長輩不方便做的日常
家事，可以透過「厚熊咖啡」建立的
志工體系給予幫助。中高齡志工服務
共 2,681 人次，青年志工服務共
2,212 人次，共計 8,590 小時服務時
數，換算 2,951,000 點厚熊虛擬貨
幣。

1. 志工服務

陪伴支持

2. 為提升志工服務技能與長照知識，共
舉辦 43 場專業知能課程，計 935 人
次參與；並為聚焦核心價值及探討服
務舉行志工討論會，共舉行 17 場
2. 志工培力

次，計 271 人次參與；志工並以厚熊
作為平台成立自主社團，如讀書會、
繪畫班、桌遊團體等，以增強志工之
間的凝聚力，共進行 100 場活動課
程，計 1,128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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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改善長輩營養不均及獨居/老老長
輩缺乏人際互動的狀況，厚熊連結在
地小農、商家、民眾舉辦共餐服務，
共 4,918 長輩受惠。

3. 餐食服務

1.

社會企業

2.

商品開發

收費性人才

1. 除了開發教具，同時與地方農友及商
家合作開發商品，推廣在地商品並能
讓厚熊獲得資金，2021 年止共開發
50 項，商品銷售量 4,996 項，厚熊
基金累積 62,793 元。
2. 透過厚熊作為平台,連結各界專家舉
辦收費性長照相關專業培訓課程共 9
場課程，計 209 人次參與，盈餘
215,000 元。

培力課程

3.

高齡走讀活
動設計開發

3. 為了讓高齡者也能到戶外出遊，厚熊
連結在地社區及團隊，共開發 4 道走
讀路線，現處於體驗階段，供厚熊及
合作社區長輩參與，透過實作與反饋
改進流程，未來規劃為商品之一。

2.2. 其中有哪些失敗/不如預期的項目? 從中學到什麼、改善了什麼。
(1). 志工制度初期建構不完善，致志工服務穩定度不如預期規劃。要將社
區原本以環保、守望相助為主的志工轉銜為長照支持，並不容易，缺
乏足夠的時間建立組織及管理。因此，在中期招募具志工管理經驗之
人才投入建立制度，將志工服務區分為一般志工、專才志工二類。一
般志工排表輪班專責平日厚熊咖啡館老同姒和樂齡課程服務與陪伴；
專才志工規劃為水電、護理、生活照顧服務等三項，開發或收到社區
長輩需求，經評估後安排適才志工進場服務。使志工能發揮所長並凝
聚其量能。
(2). 社會創新工作的特性是彈性多變、多元繁雜，合適人才難募。因此必
須對人力資源進行不斷的調整和優化配置，同時為求厚熊笑狗長照創
新服務的永續，必須陸續爭取未來其他計畫與經費挹注，太多方案堆
疊，使計畫過度發散，人力資源更是雪上加霜。2021 年 4 月透過召開
2 次三端組織聯繫會議，成效有限，其後經 5 次核心團隊共識營及工
作坊，已不斷聚焦及凝聚共識，朝永續性經營。
2.3. 其中有哪些成功/超乎預期的項目，並說明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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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串聯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整合樂齡與長照資源。厚熊從 2020 年初，
秉持全人(身體、心智、靈性)教育理念，推動「老同姒包裹式系列課
程」深受地方樂齡學習中心及社區認同，持續合作推動中。
(2). 連結水保局綠色照顧服務，發展具農村特色之社區長照。於計劃第二
年厚熊在推廣教育上發展較為成熟，並與水保局社區營造理念相符，
因此從 2020 年末開始與水保局合辦社區推廣教育工作坊、農村小遊行
等活動，並在 2021 年投計畫案取得水保局農村綠色照顧計劃，在傳善
經費結束後得以延續推廣教育及社區營造之服務推動。

3. 補助後
3.1. 相較三年前的願景，機構有哪些地方創新、成長、茁壯?
厚熊咖啡館在 2018 年創立並投入基礎建設及人力於埔里社區中，但仍
缺乏資金作服務創新研發，使目標推動緩慢。透過傳善獎資源挹注，讓厚
熊大幅提升服務能量，得以嘗試發展各方面創新服務，加快厚熊理念之推
動。
成就

創新

項目

內容

包裹式課程

從老同姒課程發展全人教育，使課程能多元化
的嘗試開辦，並調整課程內容。

高齡走讀活動
設計開發

與水保局合辦工作坊後獲得農村走讀之經驗
後，於社區勘察並規劃高齡走讀活動。
在志工制度建立後區分出專才志工，發揮其專

專才志工

長為長輩提供個別服務，以彌補長照服務不足
之處。

服務推廣

初期以講座形式推廣政策服務，後來因厚熊被
各界邀請合作或參與活動，從中以更多元的形
式推廣，增加服務的宣傳管道。

志工經營

除了安排志工服務同時規劃知能培訓，不但提
升服務品質，更讓地方民眾體會長照效能。此
外還成立志工自治社團活動，增加志工之間與
厚熊的凝聚力。

成長

實體商品開發以外，厚熊並持續的開發收費性
茁壯

社會企業

人才培力課程、高齡走讀活動設計、工作坊等
可支持營運資金的商業模式。

3.2. 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如:補助方式、媒體、輔導等，對機構影響)
傳善獎的補助方式讓單位運用經費具高度自主性，使厚熊的創新服務
能迅速的因應市場需求，有別於在固定框架下運作的公部門方案，使厚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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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計劃內嘗試發展多元面向的服務，加速厚熊服務的成長並有效擴大
創新研發的量能。
在服務量能增強後，使得厚熊能呈現更多元化的服務，讓業界、學界
的群體也能透過媒體、官方認識厚熊，使單位知名度提升，至台灣各地分
享的邀請隨之而來，在舉辦各類課程活動時，也不乏許多外縣市的夥伴，
因媒體連結而持續關注、參與。此外，更因為傳善獎光環，增加了各界對
厚熊認同的公信力，使日後在申請或參加提案活動時，厚熊的執行力成為
讓主辦單位青睞的關鍵。除了增加媒體曝光外，更引來志同道合的社區、
學術、企業單位合作，拓展彼此的社會資源網絡，透過互相交流一同在各
界推動社區長期照顧的理想。
另外，團隊在執行過程感到迷茫時也會向傳善尋求輔導，傳善的專家
委員也會傳授經驗及提供建議為團隊引路，讓我們在行善的道路上走得更
順遂。
3.3. 募款及穩定(得獎前後 6 年捐款收入及比例變化、人員流動率比較)
愚人之友基金會過去皆以承接政府長照相關委託服務案為主，厚熊咖
啡館成立後，相關營運及研發經費主要仍由母機構(基金會)自籌募集。
雖然捐款收入未有明顯增益，但在近年疫情衝擊下，仍能維持不墜，
厚熊創新吸引的關注和熱情，功不可沒。厚熊的成立緣起係因看到未來的
需求，透過三年傳善計劃其實已埋下日後擴散的種子，今年度獲得水保局
的綠色照顧計劃，就像初開的花，可見除了過往的衛福體系以外，其他農
政、教育單位也逐漸重視長照發展，提供厚熊在長照服務更多的新資源。
另外，為繼續拓展經費來源也確實增加工作人員較多的工作負荷，造
成部分人員流動，解決策略：招募對此創新服務有興趣的人員，一起加入
工作行列。
3.4. 機構對社會的影響。(如:對社會貢獻，知名度與社會大眾關聯等)
在成立厚熊咖啡館的初期，地方社區及民眾仍然對長照服務不了解，
導致長照服務無法在地方廣為拓展。時至今天，隨著政府在地方的宣導和
厚熊與社區的陪伴，讓社區及民眾對長照服務有所了解，當有需求會主動
向厚熊尋求諮詢及輔導，讓厚熊成為社區與政府的橋樑，促進長照服務在
地方深化。
並在發展的過程中，厚熊將實驗之全人照顧及推廣教育模式經驗擴散
到埔里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埔基)，讓埔基於大埔里地區(埔里、魚池、國
姓、仁愛)推廣「醫式巷弄長照站」時作為辦理理念之一，至今共 25 社區
加入辦理埔基醫式巷弄站。
此外，更讓同樣看到未來需求的各行業夥伴加入創造的行列，例如埔
里及外縣市的社區協會、管理顧問公司、大學相關學系及研究單位，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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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區、企業、學術界，都因此合作一起投入地方共建未來。
3.5.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厚熊在成立初期有幸得到傳善獎的扶持與陪伴，使單位能獲得可彈性
運用的資金來支持創新服務，並且有專業的輔導委員陪同給予建議，讓我
們能迅速的成長。所以，誠摯的建議後續得獎單位要不畏失敗、勇於嘗試，
在困惑與迷茫的時候可以向傳善獎的輔導資源尋求諮詢與協助，必定能縮
短摸索的時間，獲得專業、寶貴經驗，讓單位迅速成長。
另外，傳善獎不僅僅是一筆資金的挹注，更應該是廣結善緣的機會。
不但應該與前後屆優秀的獲獎單位交流連結，也要跟所有關注傳善獎的單
位，建立社會資源網絡，把握各種經驗交流分享的機會，除了對進行中的
計劃有幫助，更為傳善計劃執行三年後埋下伏筆，有鄰才不孤。如此，才
是永續傳善之道—『傳承我們的善，共創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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