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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名稱﹕Utopia 

方案名稱﹕老，無老－老有所用的團結經濟 

 

 

 

 

 



「服務利他」具體行動服務方案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

月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學     歷 

就讀學校 

或服務單位 

段逸欣 女 82/X/XX O2XXXXXXXX 學士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三年級 

魏豫綾 女 81/XX/XX E2XXXXXXXX 學士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四年級 

何明鴻 男 82/X/XX N1XXXXXXXX 學士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四年級 

邱騰穎 男 80/X/X S1XXXXXXXX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碩士班二年級 

林巖菖 男 80/X/XX T1XXXXXXXX 碩士生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碩士班二年級 

優良事蹟 
1. 參與 2015 TiC100社會創業競賽-社區(群) 入圍決賽(進行中)。 

2. 參與青銀共創產業論壇-2015企業內部的代間傳承論壇活動。 

 

聯絡地址 

（含 E-MAIL信

箱） 
a2521255566@gmail.com 

 

聯絡電話 住家：03-5775803         手機：0975017253 

 

參加組別 □社會青年組    ■大專組     □高中組 

 

檢附佐證 

資    料 
□戶籍資料      ■就學資料   □就業資料 

 

方案名稱 老，無老－老有所用的團結經濟 

 



摘要 

隨著醫療與社會的進步，台灣早已在民國 82 年邁向聯

合國定義的高齡化社會。老年照顧之議題已變成社會所需

關心的重點項目。人口高齡化除了老人安置外，更涵蓋了

勞動與就業的問題，高齡人口雖難真正回歸勞動市場，若

能夠透過合作與共享來滿足彼此的需要，對於解決我國長

照系統的問題亦是一大挹注。 

    南投菩提長青村起源於 921 大地震，可說是一個結合

公私部門資源所形成的社區老人照顧機構，以「夠用就

好」的理念出發，維繫了長達 15 年社區內老人至少衣食無

虞的生活，完整地發揮老人活動力，創造出自給自足的產

值，使得老不再只是老有所終，更體現老有所用的價值。 

    因此，本服務利他專案希望以長青村為目標，透過青

年的力量與資源的整合，協助組織貫徹其理念，達成自給

自足、永續經營之目標。此外，本團隊將利用培植青年成

為推廣種子之方式，試圖將長青村「高齡互助社區化」的

模式做為一項可推廣至其他縣市之經驗，帶領更多青年一

同投入於長青村的探索與發展中，共同因應、解決高齡社

會所帶來挑戰與衝擊。 

 

            



 

   「服務利他」具體行動服務方案 

方案名稱：老，無老－老有所用的團結經濟 

 

壹、前言（概述、動機與理念） 

我們是來自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的五位學生，秉持著關心青年與

老人的代間合作與社會關懷為興趣，臭味相投而湊在一塊。 

因緣際會下，在一次課程中我們來訪南投縣埔里鎮菩提長青村，見證了

這塊有如烏托邦的寶地。她結合了我們所學的各項知識，包含社會企業、活

躍老化、代間團結等。長青村的存在對我們而言，不僅是減低青年扶養負擔、

提升高齡人力運用的新方式，也是在高齡化社會中開展出一種老年生活新的

態樣。我們感受到她的獨特、創新與無限的可能，因此我們決定以長青村之

居民為主要利他對象，藉由投入於長青村的探索與發展中，用青年的力量為

長青村注入創新的熱情，並試圖將此種「高齡互助社區化」模式做為一項可

推廣至其他縣市之經驗，進而擴大服務對象至整個社會之中的高齡人口，達

成關懷社會與造福人群之理念。 

從總幹事對長青村社區型態的形容，我們將團隊名稱取為「Utopia」，

希望未來能夠將這種媲美烏托邦的高齡互助社區形式化為一項可推廣的經驗

模式，解決高齡化社會的生活問題；而我們的隊徽，則是高齡者長著一對由

愛心化生而成的翅膀，象徵長者藉由社區中的團結互助與自給自足，擺脫社

會負擔與需要照顧的刻板印象，能夠活得如同美麗的蝴蝶般神采翩翩、充滿

尊嚴，達致「老，無老」的生命境界。 

 

貳、所見事實 

一、 問題現況─人口高齡與社會負擔 

根據聯合國的高齡化定義，若某地區 65到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數 7%，

即為人口高齡化，在我國，自 1993年起，高齡化人口達 7.1%，已是定義

之下的人口高齡化的國家，加上生育率屢創新低，使得我國長期照護系



統慢慢出現了嚴重的警訊，老人安置的問題成為國家政策重要的項目。

近年來，在許多社會新聞中，高齡人口安養出現問題的案例俯拾即是，

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不僅是子女的負擔，更多時候是這個社會的共同

責任，而當這些漸漸失去政治、經濟地位的高齡族群變成社會福利重大

的負擔時，如何讓高齡人口能夠自給自足以降低社會負擔就成為至關重

要的議題。 

人口高齡化除了老人安置外，更涵蓋了勞動與就業的問題，高齡人口

雖難在真正回歸勞動市場，卻能夠透過合作與共享來滿足彼此的需要，

對於解決我國長照系統的問題亦是一大挹注。根據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的調查指出需要長期照護的老人僅佔所有高齡人口的 9.1%，由此可見，

高齡人口的閒置活動力回歸長照體制或許是解決目前我國高齡人口長期

照護問題的良方。福利國家可以保障我們從搖籃到棺材的，但如何讓資

源在有效率的與人力資源結合後解決更多的社會問題才是我們真正應該

努力的目標。 

 

二、 南投菩提長青村背景 

南投菩提長青村基本簡介 

地

理

位

置 

 
 菩提長青村位於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1004之 73號，開車可經

台 14線（中潭公路），經過愛蘭橋抵達埔里鎮中山路後，左轉

信義路，沿著信義路前進，左轉中正路約五百公尺即可到達。搭

乘大眾運輸需在「台中干城車站」，搭乘前往南投埔里的全航客

運、國光號、南投客運，均有到達埔里地區，於埔里總車站下車

後，需自行搭計程車前往。鄰近重要觀光景點有正德大佛、地母



廟、埔里地理中心碑、鯉魚潭、桃米社區、愛蘭美景與顏氏牧場

等。 

社

區

組

成

與

歷

史

環

境 
 

 菩提長青村起源於 921大地震，可說是一個結合公私部門資源

所形成的社區老人照顧機構，其是由政府向台糖承租土地，組合

屋之興建則由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以及華僑銀行所有員工一日

薪資捐助，其經營由長期以志工精神投入服務的陳芳姿、王子華

夫婦一同經營，而其經費部分早期來自政府相關方案以及慈善團

體的支援，現今已藉由資源再利用、辦餐等方式邁向自給自足。 

 長青村展開災區老人暨無家可歸老人安置計畫至今已１６年，

轉型為失依與急難長者入住生活的社區，期望結合大眾力量，給

予老人基本的尊嚴與權利。目前菩提長青村的土地概況，在面積

上有 0.92公頃，土地屬台糖所有，參與國立暨南大學學術研究

計畫，由暨南大學以「現況承租」方式租用。 

人

數 

 16年來長者約 270人次，另現有社區專職工作人員 5位，參

與的義工則四散全國各地，仍是一個「家族」的概念。 

自

然

環

境 

 
 長青村是一個充滿植栽的生活環境，不僅村長是一位愛「拈花

惹草」的性情中人，村中長輩也愛好在自家門前窗後擺放盆栽。

長青村的社區花草曾做過仔細的調查，並出成專書，社區內共有

多達三百多種植株，生態態樣豐富。另外，村中有自足農場，以

有機農作的方式在食物來源上自給自足；村中也收容流浪貓犬，



讓他們有個安身立命的家之外，也能發揮陪伴老人、看守社區的

作用。 

特

色 

 
 長青村藉由發揮「老有所用，夠用就好」的精神，所有的勞動

產出都只是為了滿足在社區內生活的人們最基本的身心需求，而

不追求多餘的財富與慾望。在無血緣的家族關係中，人們體會到

互助共享的重要性，因此也不會計較誰付出得多、誰付出得少。

在小小的社區裡所實現的，是歐洲談社會企業時所強調的「團結

經濟(solid economy)」概念。 
 

三、 團隊與長青村之連結 

我們與長青村的共同理念 

老有所用 

長青村提供場域，讓長者在社區中樂意發揮所長，自願投入社區所

缺乏的服務中。藉由自發性的分工合作，共享果實，達到社區自給

自足的理念，這種無私互助的精神使居民形成無血緣關係的「家」

的意涵。 

◎我們將秉持老有所用之精神，協助長者成為社區中參與、指導者

的角色，藉由擔任各項體驗活動的引導師或各項服務的服務人員，

增進居民長者與青年、遊客的互動，達到社會參與和活躍老化的目

的，讓長者活得更有活力、更有尊嚴。 

夠用就好 

社區的生產只需達到社區居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即可，不求創富；在

自給自足的體系下，維持最低限度的貨幣需求，且目的是維持為長

青村的營運，足夠維持長青村的生活就好。 

◎我們將利用「社會企業」的模式，協助社區進行模式的推廣與營

運。其營運方式並非追求客源，而是提供限量但有品質的服務，足

以讓長青村維持在能夠永續發展的狀態即可。 

 



參、問題分析 

一、 以社會企業達成永續經營，觀念推展實證模型 

    長青村透過資源整合的運用，維繫了長達 15年社區內老人至少衣食無虞

的生活，以「夠用就好」的理念出發，完整地發揮老人活動力，創造出自給自

足的產值，使得老不再只是老有所終，更體現老有所用的價值。然而，以長青

村的案例而言，現階段雖能滿足社區中老人的需求，但以永續經營的角度而言，

必須積極開發更穩定的財源，甚至可以企業角度來因應各種可能的風險。 

    在穩定財源的部分，長青村目前自主開源，不足部分由善款資助(但不主動

對外募款，僅接受自願性、主動性捐助)，類似現今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經營模

式，但並不能保證資金來源的充沛。雖足以因應生活基本花費，但接受援助並

非長遠之計，倘若捐贈的善款突然因故終止或劇減時，長青村將可能無法繼續

支應相關生活的開銷。而解決之道在於跳脫非營利組織的模式，以企業經營的

角度來協助社區的永續經營，而經營模式因為加入了營利的元素使得財源能夠

相對穩定，此外，透過企業風險管理的概念亦可避免長青村在未來可能遇到的

衝擊。 

 
 

二、 培育青年投注社區，促進代間合作 

    我們的計畫服務對象將先從「長青村居民」出發，透過青年的力量，協助

長青村從既有的經營模式結合企業永續性的經營，打造屬於長青村的社會企業。

更欲發展行銷策略，將長青村現有資源進行整合，並規畫其產品的後續行銷，

廣為宣傳長青村的理念與價值，形成具有社會性的行銷與經營。當我們協助長

青村永續發展後，為了回應台灣高齡社會議題以及擴大此模式的影響力，我們

將培養更多青年認同、加入此社區經營，將長青村轉型為代間合作的場域，讓

每個青年投注於社區服務後成為推廣經驗複製的種子，並進而散播其理念，擴

大利他對象，造福「社會上的高齡人口」。若能打造可複製的成功經驗，不但

能紓解我國高齡人口安養問題，更能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高齡化社會 

•老人獨居 

•經濟弱勢 

•社會排除 

•機構老化 

菩提長青村 

•解決高齡
社會問題 

•財源不穩 

•永續經營 

青年投注 

•整合資源 

•推廣行銷 

•經驗複製
種子 

然而，秉持「夠用就好」的精神，即使長青村的運作

模式中融入企業經營的概念，其界限也在於補足社區

生活所需而已，目的在於「穩定財源」。 



肆、具體行動服務方案 

一、 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模式 

 

 

 

經過資源盤點，我們發現長青村有一些愛心人士/機關團體樂捐，備而不用

的設備器材，而這些器材經過整理與相關人員的訓練之後，都能夠為長青村帶

來收入，因此我們的策略是： 

 以長青村之長者為首要利他對象，由我們五人組成 Utopia社會企業，

初期志願性投入協助長青村(南投縣長青老人服務協會)進行社區營造、

推廣遊客到訪，與經營各項設施，藉此穩定長青村的財源。長青村提

供社會企業場地、機器設備、長者人力；社會企業提供經營管理的策

略與人力，並將盈餘全數投注長青村維護之中。 

 待長青村財源穩定，組織能進行自給自足後，我們將長青村變成代間

合作之平台，欲與鄰近學校 (濟南大學)，以及中正大學之大專生合作，

舉辦相關培訓活動，讓更多青年願意深入社區、了解社區，並進一步

化身成為經驗推廣之種子，將長青村「老有所用，夠用就好」之概念

推行到社會中，建構一個幸福、友善高齡的安心社會。 

 待長青村的模式成功、社會企業有足夠的能量時，尋覓台灣第二個適

合的地點創立第二個長青村。我們將以台灣各縣市高齡人口比例最高

的「嘉義縣市」為首要發展重點，推動青年參與「友善高齡社會行

動」，將長青村高齡互助的經濟模式逐步拓展至台灣社會，有效解決

社會問題。 

 

  

南投縣長青老人服務協會 

治理長青村、提供災後失依
與急難長者的暫居服務。 

Utopia社會企業 

整合資源，經營長青村各項收
費活動，如咖啡館、烘焙坊、
服飾館、尋寶屋、茶藝圍棋、
陶藝館等。 

場地、機器設備、長者人力 

盈餘 



二、 短中長程計畫

 
 

三、 長青村短、中期慢活園區空間營造規劃 

 故事屋-讓每間房間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 

長青村組合屋一部分為老人安置，另一部分為公共設施，而這些空間

正是能夠善加利用，成為具有故事性的代間探索樂園，體現老有所用，

夠用就好之價值。 

 

短程計畫 

‧環境清理與空間營造 

‧實體經營 

 →感恩咖啡館 

 →烘焙坊 

‧結合觀光打造長青村 

     套裝體驗行程 

   

中程計畫 

‧擴大實體經營 

‧舉辦青年服務培訓營 

‧舉辦銀髮產業競賽將長青 

    村閒置空間活化 

‧注入社區國際化 

長程計畫 

 

‧鎖定重建區開設 

 第二家長青村 

‧經驗推廣至外縣市 

(以嘉義縣市為首要發展重點) 

高齡故事屋 
感恩咖啡館、烘焙實驗坊、老人時尚館、生活體驗屋、社區住戶故事屋、藏書閣、尋

寶屋、茶藝圍棋館、慢活陶藝屋、文創館 

故事具體化 
-大學課程服務學習合作 

-青年實驗工廠投入 
-居民與工作人員共同參與 

蒐集故事 
-訪談長者、工作人員、經營者 

-了解居民需求 
-尋找故事與長青村之連結 



項目 內容 故事性(和長青村連結、

環保、生態性) 

未來執行方式 

食 感恩咖

啡館 

自助式咖啡 

鮮採番茄汁 

百香果汁 

過去村內曾有老人協助端

咖啡，因年紀大，端送過

程中會不小心溢出來而有

「半杯咖啡」的故事。 

備妥材料與器具，

遊客自行操作，並

將錢投入喜樂箱

中。 

烘焙實

驗坊 

麵包 

手工餅乾 

窯烤 PIZZA 

暨南大學烘焙社，曾希望

進駐社區，製作麵包供給

社區居民享用。 

尋找周遭大學、社

團、社區居民等對

烘焙有興趣人士，

提供其場域並安排

課程，最後將成品

販售給遊客。 

衣 老人時

尚館 

二手服飾 

拼布縫紉 

此館主要透過捐贈與自製

手工縫紉品展示，希望能

夠結合相關系所志工學生

設計出不同於主流的「高

齡時尚」或「長青風格」

服飾。 

配置空間擺設(擺放

衣架、分類服飾、

設計不同風格區

域)，遊客挑選後，

將金額投入喜樂箱

中。 

住 生活體

驗屋 

見習、體驗

長青村生活 

體驗屋經由大學生服務學

習課程進行美化改造，每

間房間皆有其主題性。 

現階段有四間體驗

屋，專提供給打工

換宿、公益團體、

研究免費使用。 

育 

 

社區住

戶故事

屋 

將居民故事

以文字簡

介、圖像方

式布置在其

所居住的空

間中 

遊客經過每間房間，透過

文字、布置，能更了解當

地居民所生活的社區，且

有機會能與長者進行對

話，促進其交流。 

尋找相關系所與設

計愛好者，協助布

置空見。其家中擺

設、設計也能根據

長者喜好、需求布

置成為更宜居的環

境。 

藏書閣 社區圖書館 

 

此館為二手書館藏，居民

常在此閱讀報章雜誌、讀

書識字；可使用此空間舉

辦生命教育講座，由村長

夫婦或長輩擔任講師或分

享者。 

將藏書分類，打造

更舒適的閱讀環

境，並舉行二手書

拍賣、交換，遊客

可將選購的書錢放

入喜樂箱中。 

樂 尋寶屋 將外界所捐

贈之物資，

或蒐集二手

物品經營類

似柑仔店的

概念 

團結經濟下強調東西夠用

就好，鼓勵分享有用的舊

物，減少廢物和過度消費

的習慣，讓有用的物品再

重新分配。 

整理空間擺設，分

門別類。遊客選取

商品將金額投入喜

樂箱中，在這裡遊

客們可以分享他們

的舊物和發掘別人

舊物的價值。 

茶藝圍 茶藝 社區居民喜歡在舒適的亭 與有機茶葉合作，

短

程

完

成 

中

程

完

成 



棋館 圍棋、象棋 子下喝茶聊天，閒暇之餘

與老友拚棋藝。遊客至此

可參與居民生活，和居民

下棋談天。 

販售茶葉且提供茶

具與棋類供民眾租

用。 

慢活陶

藝屋 

陶藝品 

陶藝教學 

長青村的執行者子華本身

為陶藝家，教導居民如何

製作陶藝品，製作好後進

行燒製，陳列於館內。 

遊客進入館中能夠

選購陶藝品，或是

安排體驗課程，讓

遊客自己製作陶

藝。 

文創館 轉印品技術 過去曾有遊客提議可以販

售轉印商品，將圖像印製

在馬克杯上。與廠商洽談

時，得到技術的指導與轉

印機器的捐贈，因此長青

村可以透過轉印品販售商

品。 

訓練該技術人才，

並讓商品 

 

 打造長青村套裝體驗行程 

由於長青村人力與空房有限，且以保留安置長者為主，因此暫不打算常

態性提供住宿。經過評估後，我們決定將長青村定位為來到南投埔里旅

遊的「中繼站」或「旅遊景點之一」，規劃半天的慢活行程，體驗團結

經濟與另類的高齡生活。 

 

老，無老慢活體驗 

目標客群 中高齡、青年遊客、中高齡產業實驗工作者 

目標 為長青村團結經濟創造永續經營模式，使其到來遊客認識另

一種老年群居生活樣態，使其成為可推廣經驗之的種子。 

半日遊行程規劃 

社區文化導覽 由長青村工作人員、居民、長者、打工換宿背包客，帶領遊

客認識長青村，循著社區文化歷史發展的脈絡，表現出極具

地方文化特色的社區生活。 

故事屋探索 遊客拿著一張地圖指南，到每間屋子中進行故事的探索。 

 

故事館﹕感恩咖啡館、烘焙實驗坊、老人時尚館、生活體驗

屋、社區住戶故事屋、藏書閣、尋寶屋、茶藝圍棋館、慢活

陶藝屋、文創館。 

社區文
化導覽 

故事屋
探索 

手作體
驗課程 

結合南
投周邊
景點 

中

程

完

成 



體驗課程 

*需事前預約 

陶藝: 園內設有陶藝教室，以及燒陶器具，可供遊客進行體

驗，發揚傳統工藝的價值。 

烘焙: 園內有烘焙廚房，遊客可依課程時段進行體驗。 

農耕: 園內的菜園為長青村自給自足的來源，遊客到此可以

協助居民一同耕作。 

 

長青村-故事屋 (空間現況) 

咖啡館 感恩咖啡館(廚房) 尋寶屋 

   

烘焙實驗坊(現有設備) 窯 (窯烤 PIZZA、燒陶) 老人時尚館 (縫紉器材) 

   

藏書閣(二手書) 藏書閣(社區圖書館) 慢活陶藝屋(陶藝工作室) 

   

生活體驗屋 1 生活體驗屋 2 茶藝圍棋館(村民品茶涼亭) 

   



伍、實踐步驟、方法 

 

1.  短程計畫 

 長青村部分空間由於人力不足而尚待清理，藉由短程計畫進行環境清

理的前置作業結合暨南大學或鄰近社區學校的服務學習課程，讓社區

空間恢復清潔，以利空間營造。 

 社區在災後建立至今已逾 16年，在這期間累積了許多的故事，而每

位住在這裡的老人也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往事，乃至於社區的每一磚

一瓦都有它的特殊用意。在短程計畫中，社會企業所賺得的部分盈餘，

會投注在社區空間營造中。包含：社區地圖、各項設施特色告示牌、

老人住處內外部牆面的人生故事彩繪、社區牆面的社區故事彩繪、公

共空間再設計、植栽景觀設計等。 

 重整既有咖啡與烘焙相關器材，衡量原料、培訓人力並開發產品，鎖

定目標對象，思考行銷策略，創造盈餘，並將盈餘投入長青村的服務

模式與社會企業的營運。 

 以長青村為中心，結合南投周邊旅遊景點，打造「老無老，體驗高齡

慢活套裝行程」，並發想創意行銷手法，將長青村的故事散播至台灣

社會，讓更多人了解與關注此社區，認同其所推行的價值與理念。 

 

2. 中程計畫  

 除烘焙與咖啡之外，長青村尚有衣著、二手物、土窯、陶藝、轉印等

相關設備器材與人力，加上既有空間還可注入如茶藝、閱讀等休閒產

業，因此，隨著營收逐漸穩定，可逐步發展各項產業，形塑社區成為

一個慢活園區，讓遊客可以在長青村達到「經驗不一樣的老年生活」、

「參與多元的體驗活動」、「舒展身心靈的疲憊」三重效益。 

 與中正大學國際禮賓團和大專院校服務學習課程合作，提供固定名額

給學生申請參訪或短期體驗互助生活。此外，鎖定青年種子不單只是

國內青年，更將提供國際學生來長青村進行須協助產業營銷工作，以

及長青村的日常工作之中(如替老人盛飯、打掃環境、種菜等)；讓長

青村經驗可推向國際。 

 為解決社區許多空屋閒置的問題，舉辦空屋活化與高齡產業創業競賽，

優勝者將提供在長青村免租金的創業空間，盈餘分配由長青村與社會

企業抽成。如此一來解決長青村空屋閒置問題與增加獲利管道，也能

夠提供就業/創業機會；更重要的是，透過青年人力協助老年生活、

老年社區提供青年就業，達到「代間團結」的實質意涵。 

 學生出訪後，能夠回到中正大學就高齡與長青村之議題做討論以及經



驗之推廣。與勞工系以及成教系合作，在高齡發展等論壇中就高齡社

區之議題作成果分享；或者在兩系之活動中加入對於長青村之座談活

動，吸引在此項議題上有興趣之同學參加，並在同學加入後進一步將

其在座談會、成果發表會與論壇上化為分享者。 

 

3. 長程計畫 

 長期而言，社會企業將擔任經驗的推廣者，投入有相似社會問題的各

社區轉型成為長青村的團結經濟模式，從災區到鄉村到都市，逐步推

廣，並依照各社區的獨特性而彈性調整。此外，將以目前台灣各縣市

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嘉義縣市為首要發展重點，讓青年投入友善高齡

社會行動，期望能複製長青村之經驗，作為建構幸福高齡社會之典範。 

 長期上希望能將長青村之經濟與模式的推廣上再具體化，就嘉義之社

區(如民雄鄉文隆社區、三興社區)為例，作為長青模式的實驗區，先

宣導「老有所用、夠用就好」之理念，並將團結經濟之高齡社區模式

進一步帶到社區中，藉由這樣的方式將長青村複製到嘉義的社區中，

作為複製之典範。 

4. 預算經費 

短程計劃預算表 單位:元 

科目 品項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行政費用 

資料影印費 500 1 500   

文宣、雜支 1 1 2000 (包含可能印製之導覽手冊、雜項) 

文具費 1 300 300   

通訊費 12 300 3600   

水電費 12 800 9600 未來一年預估增加水電費 

小計 16000   

空間營造 

油漆 5 1000 5000   

木板 5 200 1000   

小計 6000   

半杯咖啡 

咖啡豆 15 1000 15000 1 磅 30 杯 

奶精球 9 800 7200 一包 50 個奶精球 

砂糖包 5 80 400 一包 100 小包砂糖包 

小計 22600   

烘焙坊 

麵粉 100 35 3500 1000 克 5 個麵包 

酵母粉 2 450 900 600 克 200 個麵包 

調味料 1 1500 1500 依菜單設計 

小計 5900   

總計 50500   

 



陸、預期效益 

 對社區居民(長者)而言： 

能夠藉由長青村的永續發展，在社區中尊嚴生活，安身立命。 

 對青年而言: 

長青村提供代間合作之場域，藉由推動青年加入社區服務的一環，以

「寓教於樂」之方式讓青年得以了解老年人口的生活需求，培養同理

心，一同建構友善高齡社會的新標竿模式。 

 對臺灣高齡社會而言： 

以「關懷」為中心，目標為重拾敦親睦鄰的溫暖與互助之美德，建立

新型態高齡社區社會企業之典型，為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各項社會問

題帶來解決之道。 

 對嘉義地區之利他而言： 

希望在長青村之經驗，能夠藉由執行利他方案的計畫執行，甚至是高

齡問題的參與等，進一步將長青村所擁有的經驗與概念複製。而嘉義

在面臨高齡問題時也希望推動高齡友善城市之推動1，因此在此服務

利他方案下，希望可以對嘉義產生之預期效益有： 

I. 將長青村之經驗複製，並作為嘉義在高齡問題下可供舒緩的方式

之一，借助複製長青村的成功經驗，與各社區發展協會及非營利

組織合作，推廣「老有所用、夠用就好」的永續經營概念，為長

者的老年生活或社區作為範例。 

II. 藉由長青村之案例分享，使得對高齡以及永續存續的問題面臨重

視，並進一步希望能吸引具有創新或關注社會議題之學生，在看

到長青村的案例同時，能在嘉義以相同或創新相異的方式對高齡

持續進行關注，進一步提供想法與服務，使本利他方案變為種子，

藉由分享會、成果發表會、高齡相關議題座談會、執行計畫等，

進而化為學生對高齡議題關注並藉由青年之關懷永續進行之成果。 

希望藉由執行服務利他方案，除了協助長青村能藉由販售咖啡、麵包與

辦餐等項目獲得收入，進一步以社會企業與永續發展的脈絡持續下去之外，

也希望能為整個台灣高齡社會的長者付出，使長者獲得老有所用之尊嚴，老

有所終之價值。此外，除了將長青村之樣貌供為未來高齡社區發展的模範外，

也希望能將長青村之價值與內涵推廣出去，作為台灣面臨高齡社會問題努力

的方向，藉此達到關懷與服務的利他行動。 

                                                 
1嘉義縣政府，嘉義縣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背景 

http://www.cyhg.gov.tw/wSite/ct?xItem=8732&ctNode=15019&mp=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