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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年滿 65 歲稱老年人，即所謂的銀髮族；

又根據聯合國定義，老年人口占總人口數比例達 7%以上的國家為高齡化

國家。我國已於 1993 年老年人口占總人口比率超過 7%，估計將於 2018

年此比率超過 14%，我國將邁入高齡社會；2025 年此比率將再超過 20%，

我國將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 

截至 2012 年，我國戶籍登記人口達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計有 260.2

萬人，占總人口 11.15％，老化指數 76.21％，皆呈現持續增加之現象。

由於戰後嬰兒潮世代將邁入 65 歲，估計 2016 年至 2020 年間將為老年

人口快速增加時期，在此期間內老年人口每年成長率均將超過 5%，2060

年老年人口將增加為 746.1 萬人，為目前的 2.9 倍。老年人口占總人口

比率將由 2012 年之 11.2%，大幅上升為 2060 年之 36.4%。 

隨著老年人口的增加，人口老化問題不只是國際議題，更對國人的

家庭結構、工作與生活型態、消費方式均有影響，在可預見的未來，對

老年人口的醫療照護服務與經濟保障將成為社會財政負擔，我們應正視

此問題，制定建全完善的體系與保障制度，營造友善的老化環境。 

由於醫療發達、壽命延長，退休後的時間佔據我們人生比例越來越

高，面對退休後生活型態的轉變，生活頓失重心，退休後要如何安排生

活與做好心理建設，是銀髮族面臨的重要課題之一。如何讓年長者退而

不休，在退休前做好準備、為自身安排退休生活；其實只要細心規劃，

不適應的壓力即可得到舒解，除了可以享受含飴弄孫的天倫之樂外，還

能夠選擇不一樣的生涯規劃。基此，政府應鼓勵銀髮族從事志願服務，

提供老年人參與社會活動的機會，推動全民志工政策，讓銀髮族在貢獻

其活力與智能上游刃有餘，並且協助老年人建立自我認知社會角色與社

會關係，向下紮根使老年人心靈富足、健康快樂，勢必對銀髮族人生下

半場的生活品質有著極為正面的影響，為其創造生涯另一個高峰。 

目前臺灣社會有越來越多的退休銀髮族選擇投入志願服務工作，藉

著參與社會活動機會來做為退休生涯規劃。銀髮志工推展著重由年輕時

即參與體悟，使退休後因習慣已養成，生活不會頓失重心而影響身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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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年度65歲以上人口成長趨勢圖

民國 65歲以上人口數

健康，進而影響家庭及社會之和諧與幸福，為自己退休生活開啟另一扇

窗，活出另一種人生的意義。 

二十世紀後的臺灣處於資訊爆炸的時代，許多價值觀念與社會狀況

瞬息萬變，但中國社會文化長期累積內化於心的涵養，始終以「仁」為

道德中心思想。孔子說：「己欲立而立人，己欲達而達人」，當我們關心

如何營造一個適宜銀髮族樂活的城市環境，不僅從幫助高齡人口生活扶

助的角度出發，更可以營造銀髮族熱於參與社會各項公益活動以及善用

銀髮族本身的專業智能與豐富的經驗「立己立人」，相信不只可改善銀

髮族的生活品質，同時在施與受的社會互動中建立老年人的社會認同感

與心理尊嚴的滿足。 

 

6 5 歲以上人口成長趨勢 

中華民國各年度 65 歲以上人口統計一覽表 

民國 人口數 民國 人口數 民國 人口數 

86 1,752,056 92 2,087,734 98 2,457,648 

87 1,810,231 93 2,150,475 99 2,487,893 

88 1,865,472 94 2,216,804 100 2,528,249 

89 1,921,308 95 2,287,029 101 2,600,152 

90 1,973,357 96 2,343,092   

91 2,031,300 97 2,402,220   

【註】數據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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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藉著規劃與建立志工服務的社會意識，希望

從公益服務觀念的形成，宣導引介的資訊管道，進一步輔以教育課程的

學習，透過各種公益服務活動，運用機關的組織作用，提昇銀髮族參與

志工服務的質量提昇，協助銀髮族重新認知在社會活動過程中認識自已

能扮演何種角色，使其退休生活更具意義與豐富。 

 

新的人際互動關係產生 

 

 

 

 投入(時間、人力) 輸出(提供服務) 

  

 提供教育訓練 

             積極招募   改善建議 

 

                                  

 

 反饋(服務對象的感謝) 

     志工獎勵表揚 

 

上述的投入/輸出流程表可界定出三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架構，有下列

效益: 

 (一)活的有尊嚴、快樂: 

銀髮族無論是為家庭或社會付出貢獻，在經歷了數十年的辛勞之

後，一旦脫離了原本熟悉的生活環境與職場操作模式，重新面對新的人

際互動情境、新的生活作息運作，必然產生心理的迷惘與面對新事物、

新觀念時產生的自我封閉與退縮反應。 

根據目前針對銀髮族對於身體與心理的現況調查數據顯示，許多人

 

銀髮族志

工服務投

入 

 

志工運

用機關 

 

接受服務

對象產出

(生活扶助

或一般事

務協助) 

尊
嚴 

存
在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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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休後產生各種身體機能快速老化、精神官能症的疾病，皆與社會角

色轉換過程中心理的退縮與排斥有極大的關聯性。 

如何善用政府體系中各部會科室的專業職能，主動積極結合社會上

已存在的各種非營利志工組織團體，適時且有效地幫助銀髮族重新定位

自身的存在價值，找回社會角色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進而了解一個適合

銀髮族的樂活城市環境，而政府的組織體系在我們公民意識尚未成熟的

今天，則應該扮演好「領頭羊」角色，帶動我們的城市社會往更美好的

方向邁進。 

銀髮族的朋友藉由提供自身的專業智能與豐富的人生經驗，在服務

人群的過程中產生自我的認同與肯定，在身心靈不斷提昇的同時，自然

能夠坦率的迎接快樂有尊嚴的老年生活。 

(二)分享經驗與智慧 

銀髮族擁有長年累積的智慧、知識與經驗，對於這些無價的社會資

源，高齡人口不再成為社會資源的負擔，相對的他們樂於分享智慧與經

驗，如何妥善運用各層級相關組織整合，審慎地提供一個中心平台，協

助銀髮族有足夠的資訊去自由選擇與判斷，讓他們能一方面考量自身的

能力與體力、一方面適當配置時間的運用，能夠行有餘力兼顧生活品質

與志工服務，能夠參與社會活化的過程，從而再一次的創造自身的存在

價值，而成為社會寶貴的資源。 

 (三)預防勝於治療 

老年人口在面臨人生第二階段的過程時，無可避免的兩課題: 

1. 身體自然老化、健康狀況出問題。 

2. 心理調適落差，無法清楚的定位自身的社會角色。 

銀髮族如何提早做好退休生活的準備、調適自身的心態、養成健康

的生活習慣，這些都與銀髮族能否有一個快樂健全的晚年息息相關。許

多銀髮族在從工作崗位中退出後，逐漸減少參與社會活動、自覺性的孤

立於社群之外、人際關係的結構性崩潰、社會角色的疏離。由於心理不

適應社會角色變換，加上要重新去學習面對社會種種情境的轉變，造成

心理負擔並加重對於身理狀況的過度反應，以致於加速了老化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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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社會教育課程與社會團體所提供的服務資源，協助銀髮族重視

自身所無可避免的課題，有效做好心理狀況的調適並善加規劃自足生活

的財務管理及健康醫療的準備，協助銀髮族能夠認知養成良好的生活習

慣與生活態度，才能成就健康的身心靈，預備好足夠的心力與體力去享

受規劃中的老年生活，也才能行有餘力的思考志工服務的適合性，以及

如何成為快樂城市中的一份子。 

教育部 2006 年頒布「邁向高齡社會老年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並以

「終身學習、健康快樂、自主與尊嚴、社會參與」作為老年人教育政策

之四大願景。亦即希望透過教育學習的整體規劃、協助高齡長者找到健

康快樂的生活方式，引導老年人學習如何妥善自我成長，以及對於社會

參與的認知，自然而有效率地將自己的智慧與經驗投入有需求的志工服

務項目，從而為營造一個銀髮族的幸福城市付出一份心力。 

 

貳、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根據各項統計數據顯示，人口快速老化已是現今社會必須正視的現

象，甚或到了 2035 年台灣地區預估將有 20%的人口族群是落在 65 歲以

上的區間。內政部統計的「國民生活狀況調查報告」顯示，老年人實際

從事社會公益活動的比例約 33%至 35%，而實際有規律性的從事志工服

務的比例僅有 11%至 13%。因此銀髮族人口是有待開發並具備相當大潛

力的族群。 

人口老化是自然現象，大略區分成三個面向: 

(一)生物學的老化 

生而為人，避免不了時間經過的耗損而產生生理功能喪失或損壞，

我們能做的努力是養成良好的生活習慣與身體健康的預防檢查與治療。 

(二)心理學的老化 

高齡人口在耗盡一生中最精華的時段為家庭與社會努力貢獻，一旦

從職場角色或家庭角色退下來，容易因為心理調適問題處理不善，造成

心理上急速的老化現象。 

(三)社會學的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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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的權能喪失、社會活動參與的減少、社會角色的轉換，造

成所謂的社會撤退現象，亦即自己築起一道牆，分隔了自己與社會活動

的連繫。 

因此要避免或去除人口老化對現今社會的影響，有賴於政府與全民

營造一個幸福的城市，而這城市需要全民的參與，更重要的是銀髮族生

為這城市的一份子，更要提供自己的智慧與知識來幫助各項志工服務。 

老年人做為社會的重要資源，不一定要在職場上或家庭內貢獻心

力，也可以在社區或機關團體從事各項公益活動。而推廣營造一個銀髮

族的快樂城市，需要大量的服務志工去創造友善的城市氛圍，銀髮族志

工服務的理念與推廣，由心出發、身體力行貢獻本身豐富的知識與人生

經驗，並與城市各面向的成長同步化，讓老年人無價的資源轉化成對人

群服務的寶庫。 

 

參、研究方法與內容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係包含兩個部分:一、文獻調查法。二、

問卷調查法。以期歸納出本研究所需之各項基礎資料，了解目前臺灣地

區人口組成中符合銀髮族定義之人口比例、退休人口中經濟自足的程

度、銀髮族對志工服務之認識情況、參與志工服務之意願高低。 

上述資訊的蒐集整理，對於本研究「營造銀髮族的快樂城」之理論

建構提供具有相當重要立論依據。 

一、文獻調查法 

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書籍、報導、雜誌、期刊以及學術報告資料，

並研讀相關的社會學理論，研究如何以相關的基礎理論去詳述「銀髮族

志工服務的參與」，對於「營造銀髮族的快樂城」彼此之間產生的關連

性，以及對於社會平衡發展兩者之間的互動程度影響，進而參酌各項目

的研究發展，訂定合理適用的「銀髮族志工服務運用計畫」之內容。 

二、問卷調查法 

設計一組二段式問卷，第一階段(附表一)以一般的基本個人資料篩

選銀髮族群中健康良好以上、生活費無虞之目標對象，再請他(她)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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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第二階段(附表二)之問卷，以深入了解研究對象，對於社會目前有

關於志工服務之概念認識。藉由問卷題型之設計可幫助研究目的順利進

行區分出銀髮族群的人口結構象限。 

附表一（第一階段）：銀髮族志工服務相關問卷調查 

各位銀髮族朋友，您好： 

鑒於台灣目前高齡人口比例逐年增加，未來銀髮族的社會角色更形

重要。為了解您退休後的生活規劃方式，以及對目前社會上許多志工服

務活動的看法。透過這份問卷，煩請提供寶貴意見，以助於學術研究之

參考。本研究與個人資料無關，純粹做為學術研究之用，希望您撥冗幾

分鐘的寶貴時間勾選此問卷，謹在此致上誠摯感謝，並祝身體健康，諸

事順利。 

研究人員：賴秀宜敬上 

以下各項提問請在適合□中打 V 

(第一階段)個人基本資料 

一、性別：□男□女 

二、年齡： 

□50歲-55歲□55歲-60歲□61歲-65歲□66歲-70歲□70歲以上 

三、教育程度：□國中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碩士以上 

四、退休時之職業：□勞工□私人企業□自營行業□公務人員 

五、目前健康狀況：□非常好□很好□普通□不怎麼好□非常不好 

六、退休後是否有工作：□無工作□有工作□偶爾有工作 

七、目前居住狀況：□安養機構□獨居□親友同住□家人同住 

八、目前經濟是否足以支付家庭生活所需： 

□非常夠□足夠□普通□不足□非常不足 

九、退休生活費之主要來源： 

□退休養老金□以往儲蓄積累□租金收入□配偶及子女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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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社會補助) 

 

根據上列問卷粗略篩選出適合此研究題目之目標對象，再繼續第二

階段之問卷調查。 

附表二(第二階段)：銀髮族志工進階調查 

一、 是否有從事志工服務之經驗：□是□否 

上題勾選是者，請略述從事單位及服務心得: 

                          . 

二、 退休生活時間安排方式： 

□國內外旅遊□從事自己興趣之工作□休閒運動□無一定方式 

三、 有關志工服務的認識管道： 

□親朋好友□退休同事□媒體傳播□政府文宣 

四、 參與志工服務的意願： 

□非常高□很高□普通□很低□不想參與 

五、 可參與志工的時間： 

□經常性□1 週 20 小時□1週 10-15 小時□1週 5-10 小時 

□1 週 5小時以下 

六、 參與志工服務是否願意接受相關訓練課程： 

□很願意□願意□普通□不願意 

七、 是否願意從事與自己退休時專業相關的志工服務活動： 

八、 □很願意□願意□普通□不願意 

九、 若有舉辦志工服務說明會與媒合之活動時，是否願意撥冗參加：

□很樂意□樂意□普通□不願意 

十、 是否願意留下可供聯絡之管道，以利寄發相關之資訊： 

□不願意□願意（請留下您的聯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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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電話：          . 

E-mail:                . 

地址：                          . 

藉由上述問卷調查(取樣人數 200 人)，問卷一刪除 83 人，問卷二刪

除 71 人，本問卷符合調查人數 46 人。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社會上現有退休人口中有一定比例有意

願、有精力、有專業能力的銀髮族朋友，由於沒有接觸管道或沒有適當

的宣導媒介機關，造成一股社會潛在能量沒有適當的發揮舞台。 

我國政府為有效管理規劃各種志工服務組織的運作，於民國 90 年 1

月 20 日公布「志願服務法」，其中就包含了名詞定義、主管機關、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之職責、志工之權利與義務、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志願

服務之法律責任、經費預算編列。為銀髮志工所參與涉及的事務建置一

套完整的法律制度以供遵循。 

為提供銀髮族朋友之能量得以發揮，研究訂定銀髮族志工服務運用

構想，除了依循上述法律規定事項，還必須考量銀髮族群本身之特殊情

況與條件配合，方能有效靈活的運用與實施，茲就下列四個面向加以探

討： 

(一)積極招募銀髮族志工 

運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導及推展志願服務，使用各類傳播媒體讓各項

的志願服務訊息得以順利傳遞。例如新北市政府推行「老年人共餐」活

動，參與者除社會局人員及社工外，盡量讓銀髮族朋友們參與各項活動

環節的運作，並選定適合老年人觀賞的節目時段，以影片廣告的方式加

強宣導，並輔以各基層民眾常前往洽公單位，製作紙類廣告傳單，以及

責成鄰、里、村、鄉等地方基礎構成單位的家戶拜訪調查，讓活動的目

標意義、實施的地點、方式；參與的成員特性等相關訊息能廣泛的傳達

出去。銀髮族志工的招募管道可由幾個方向來討論： 

1. 由鄰、里長、鄉市公所等平時與居民接觸的機會，適時的傳遞

區域活動範圍內有相關的志工需求種類及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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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民眾前往基層公務單位民眾洽公時行銷的環境，以廣告或

海報形式讓有興趣的民眾了解到志願服務的各項訊息。 

3. 結合地方的各種非營利單位，讓有意願從事志工服務的銀髮族

有更多自由選擇的單位或從事服務的型態。 

4. 善用地方各種教育資源，例如大專院校相關社團的活動、社區

大學各項觀摩教學等活動，加強宣導與推展。 

5. 多聯繫、關心各單位近幾年來退休人員，了解退休人口的生活

重心與生活規劃，提供銀髮族相關資訊，並鼓勵善用他們的知

識與經驗，從事志願服務的活動。 

(二)開辦基礎及特殊訓練課程及心理關懷講座 

志工服務的運用機關應先釐清志工需求的人數、時間以及從事該項

目志工服務時所需之專業技能知識或各項需求，自行規劃課程加強志工

服務的專業能力，讓銀髮族志工能經由學習產生合宜的專業能力，並且

在各項作業標準或法令變更時，適時地加強銀髮族志工專業學習，了解

各項新知。 

除專業學習外，由於志願服務的自願性與無償性的特質，志工運用

機關應加強志工的心理關懷課程講座，營造讓銀髮族能自在服務的園

地。 

(三)辦理意外事故保險 

志工服務的運用機關，為保障志工服務過程中之安全以及確保其權

益，應符合「志願服務法」中有關志工辦理意外事故保險之規定。相較

於一般性志工，銀髮族志工在年齡與體力上，以及適合從事的志願服務

工作上，都需要更審慎的評估各項條件作投保的考量： 

1. 從事服務項目的專業性。 

2. 從事服務項目的體力負荷。 

3. 從事服務項目的工作環境。 

4. 從事服務項目的危險性存在與否。 

適當的為銀髮族安排至安全的環境中從事志工服務乃是各運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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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注重的環節，而且不論其可提供的志願服務時間長短，在從事志工

服務的期程中都應確實的為每一位志工朋友們辦理意外事故保險，以保

障其權益。 

(四)辦理志工獎勵表揚 

由於志工服務的自願性與無償性，為維繫志工持續參與的熱情與服

務的向心力殊為重要。銀髮志工在享受退休生活之餘，願意奉獻出相當

的時間與心力去從事志願服務的事業，心理上的需求因素相對勝於物質

上的要求，因此辦理志工獎勵表揚的活動，係藉服務單位表達感激之

心，以增加志工向心力，及獲得心理上的滿足與成就感，並加深自我價

值的肯定。各種運用志願服務的機關，也可以思考橫向的聯繫共同辦理

志工交流獎勵的活動，不僅擴大志工服務的影響面，也能藉由品項各異

的志工服務方式去彼此激勵與成長。 

 

肆、研究發現與結論 

目前國內銀髮族人口快速成長，在社會結構中的影響力與重要性有

相對產生很大的支撐作用，因此如何完善的營造一個適宜的生活環境以

及組織規劃該等人口參與的社會公益服務活動，也期使每一位志工於志

願服務活動中感染更多人產生參與的興趣，更期待能夠建構我們的社會

成為人人樂活的環境。 

銀髮族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有各自不同的專業技能，這些社會成員

是有形的建設力量，是無形的社會安定基石。我們努力去營造一個全民

參與公益服務的意識，善用社會中各層級的資源，讓城市的活力湧現，

進而推動我們生活的城市各方面都能有所提昇。 

銀髮族的參與公益服務可就下列兩方面說明： 

一、使老年人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 

由於志工是在付出不求回報的過程中，因為感受到人與人的良好互

動，並且「做中學，學中做」，在獲得自我心靈快樂滿足的同時，也藉

著重新對社會現況的了解學習，獲得自我尊嚴的提昇，更可以讓身心靈

有所依歸，而自然的對自己生存於社會中的價值，產生正面的認同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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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奉獻，我們可以試著以社會學中共同生產模式加以探討： 

(一)志工運用組織職能的發揮 

    志工服務可以結合社會中不同類型的群眾力量，在不增加預算的情

況下，由各種不同的組織型態方式，有效的增強政府提供的各項服務效

能。藉由銀髮族志工服務的參與，許多的運用機關，可以較彈性利用一

些諮詢建議的方式，採取非正式化的方法協助民眾去了解相關的政策實

施方針、一般作業流程表格填寫，以及所需準備的文件資料，甚或各種

心理上或身理上的諮詢服務。從而有效的讓政府提供各項基層單位的職

能，在志工的協助辦理之下，能讓有需求的民眾得到完善且妥適的處

理。並且由於志工服務的特性：自願性、無報酬性，可以在影響經費最

小的範圍內，幫助志工服務運用機關，發揮彈性運用的功能，讓組織機

關的運作更趨靈活與完整。 

(二)公民參與共同生產模式 

 可提供民眾參與公共事務的管道，讓所有的公民都能有接近了解各

項攸關民生的公共政策的機會。由於社會的快速成長，政府政策的制定

實施，必須仰賴大量的公民參與，才能有效率地調整以因應時空環境的

快速變遷；因此提供管道讓更多關心議題的公民參與，才能符合公民社

會共同生產模式的理念基礎。銀髮志工具備相當條件的要求下(專業技

能、學經歷、體力負荷程度、參與意願高低‧‧‧)，也需要有充分的

管道，去了解各種類的公共事務機關，尋求適合自己提供志工服務的機

關或選擇自身適用的志工環境與方式。 

(三)全民參與的價值 

    志工服務適才適所，才能夠使老年人在確知自己的付出是有幫助到

其他的人、事、物，從而獲得心理上的滿足與成就感，進而健全自己的

身心，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全民參與的社會是一個民主活化社會的表

徵，惟有努力建立參與公共事務管道的多元性，促使更多有志願的民

眾，投注熱情成為社會公益服務的一份子。 

二、創造老年人不疏離的環境： 

(一)志願服務與社會產生新的互動及人際關係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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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多銀髮長輩踴躍投入志願服務行列，並且藉由服務人群及參與社

會公益活動，提供其豐富經驗與知識發揮長才。鼓勵老年人勇於面對社

會角色的變遷，重新選擇自己在社會中可以完美詮釋的角色定位，經由

與人群及社會公益活動的互相激勵成長，自然能營造出生活中新的喜悅

與活力，更能為創造銀髮族樂活城市的建設藍圖貢獻一份心力，讓城市

的特色與發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讓愛與被愛之間的互動，在日常生

活中充斥在社會的脈絡裡，整個城市都能沐浴在平時互助的民主素養，

合作創建發展的愉悅環境中。我們可就公民社會模式加以剖析： 

1．公民社會的概念復興於 1970 年代的東歐，強調在民主的社會中

公民應更積極的參與公共事務的整個流程，不僅是直接的從事公益的服

務，更應加深公共決策制定面的了解。 

2．從事志願服務是參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方法，亦是創造社會共同意

識不可或缺的環節。因此銀髮族長輩們關心城市的樂活環境營造，就應

該提供他們足夠的訊息管道，良好的評估方式，以及適宜的志工服務機

會，為老齡人口參與公共事務，建構一個更適宜的機制與合作平台。 

(二)志工服務的推展可為城市生活營造帶來許多面向的助益 

1．社會的融合 

藉由志工服務各種公益活動的機會，可使得老齡人口能置身於社會

各項活動之中，產生社會認同意識，清楚而確實的了解身為整個城市不

可或缺的一份子「我該做什麼，我能做什麼」，經由重新的定義自己生

活的意義、生存的價值，那麼社會各族群自然的相互接受、相互幫助、

相互融合、各盡其職、各展所能的成為城市的能量來源。 

2．終身學習 

銀髮族走出封閉的巢穴，進入活力的社會氛圍中，不僅提供過往豐

富的知識與經驗為社會公益添一份助力，更可以拓展視野與人際關係，

從中學習一些新的知識、觀念、厚實自身的能力。「做中學，學中做」

人一生要保持著活動與學習的習慣，如此方能與社會的發展進化同步成

長。 

3．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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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的生活模式如果停滯不前，心理與身理的老化現象就會明顯

而快速的表現出來。因此保持年輕的心境與規律的活動確實可有效減緩

老化速度，而適當的規劃一些空閒的時間與精力，去從事有意義的社會

公益活動，不僅可活化老年人的心境，拓展人際互動的範圍，更能從幫

助別人的過程中，得到互相祝福的快樂，以及健康生活的確保。 

4．活躍的老年生活 

老年生活要活的自在、活的精彩、活的健康。鼓勵老年人不要脫離

人群社會活動而孤獨終老，要多參與公共事務的運作，才能享受優質的

老年生活。而銀髮族參與志工服務正為此提供了一個入口管道，可以貢

獻所能協助各項公益活動的推展，同時也提供可以讓老年人自由揮灑熱

情的舞台。協助老年人在面對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時，能有適當的人際互

動環境，用正面的思考去面對未來豐富精彩的人生，能有尊嚴的置身於

社會運作的各個環節，自信的回應城市發展進步的呼喚。 

 

伍、建議事項 

成熟社會的公共事務理想的狀況是需要相當的公民人數來共同參

與。鑑於臺灣目前的現況，公民參與的意識及實際投入的人口比例仍

然偏低。因此如何教育宣導各項公益服務的意義、如何結合社會各種

樣式的資源、如何建立完善的運用機制、如何提高銀髮族人口參與服

務無縫接軌的規劃退休生活，最終期望能發揮「眾志成城」的效果，

逐步營造出一個銀髮族高幸福指數的快樂城市。首先需要政府、專家

們起帶頭作用，一旦社會上公民參與的意識漸漸成熟，政府的角色就

可以逐步退至第二線的輔導地位，循序漸進的發展出一套適合我國國

情文化的社會公益服務流程。 

一、運用法規 

首先政府可依「志願服務法」著手，審慎調查評估目前合法設立之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由其設立之目的、規模、運作之方式效果，提供參

與者之訓練學習課程，累積投入之效果。現今臺灣社會中以各種形式存

在的志願團體為數眾多，例如：企業獨自成立各自的基金會、宗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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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工組織、各級政府單位的運用機關、事業性高的協會團體（如律師、

會計師、醫師等），各自有不同的社會公益服務目標及方向，缺乏整合

資源的方式與管道，發揮 1+1 大於 2的效果。因此，思考如何營造銀髮

族快樂城的議題，就應謹慎的考量銀髮族的參與是不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 

二、運用機關 

隸屬於政府單位的各個運用機關（如：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

區公所、衛生醫療單位…等），可考量優先聯繫最近幾年內退休之相關

單位人員，藉由主動關心其退休生活狀況及退休生活規劃，建立基本的

銀髮族事業人力資料庫，同時也可以適時的鼓勵退休的前輩們，投入熱

情與空閒的時間從事公益服務的活動。經由熟悉的作業環境，可以比較

容易進入狀況，並且樂意提供專業性的諮詢協助，也可以再度有學習新

資訊的機會，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價值與社會角色的認同。政府各公益

服務運用機關主動的提供服務訊息與服務管道，讓學有專精的政府部門

退休人員，在安享退休生活的同時也能適才適所的貢獻些許心力，為城

市的幸福加分。各運用機關資源的整合及運用，一般行政習慣以城市為

單位而言，可委由民政局配合社會局相關科室之原有人員、設備及考量

配置適當數量之聘雇人員，作為各運用單位的中心平台。 

三、本局經驗 

本府各局室有不同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各運用單位皆各自有志工運

用之性質、本旨、目標與願景，也因此成就了各運用單位運用志工之特

色。 

志願服務本府已推展有一段時間了，就本局為例，志願服務運作正

常，志工異動率非常低，於內政部及本府獲獎勵最多，志工們皆表示於

服務的同時他們學習的更多，獲得的心靈滿足更多，有志工每每遠從清

水到市區來服務也不以為路途遙遠，樂此不疲。 

面對願意為本局及地政事務所付出的、有專業又勤奮的志工夥伴，

不禁思考，要如何進一步推展使這些志工們發揮平時服務民眾外不一樣

的專長，使志工們的服務對象跳出原來外部對象，擴展為服務內部志

工，凝聚志工彼此之間的感情、發揮特長，讓志工之間互相可以觀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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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亦可為青年志工做技術職性導引學習。志工的服務除使民眾受惠

外，志工也能有機會彼此受益。構想推展的方式如下: 

 主辦機關：本局、各地政事務所 

 推展對象：本局、各地政事務所志工 

 推展目的：志工們的服務對象跳出原來外部對象，擴展為服務內部

志工，以及協助銀髮族價值觀與時俱進。 

 推展內容： 

1. 建立各志工專長資料（如：摺紙、打球） 

2. 配合青年志工寒暑假期間辦理一日體驗營。 

3. 於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公廳辦理為原則。 

4. 志工組成讀書會。 

5. 舉辦專家、學者演講會。 

 推展效益： 

1. 發揮志工不一樣的專長。 

2. 凝聚志工彼此之間的感情。 

3. 為青年志工預先做技術職導引。 

4. 志工為導師，發揮專長。 

5. 藉由志工彼此之間互相的討論，達到學習的目的。 

 經費： 

由運用單位編列預算經費支應。 

 其他： 

運用單位若考量志工專長、或志工人數過少，得加入鄰近運用單

位，使人力資源充分利用。 

    結合現有之社會資源，善用科技的力量，讓公益服務的方式與資訊

能與時俱進，緊扣著社會進展的腳步。志願服務運用機關應多多善用各

項社會資源考慮培養所需之人才，利用與教育機關開辦學習課程，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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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能力與開拓成員的視野，運用企業資源協助建立「公益服務 e 化」

的運作模式，有效率與及時增進服務的品質與效能。 

    不同團體資源整合與協調，由於本位主義及經驗法則的適用性不盡

相同，社會上的各種資源常會出現分配不均或相互排斥的現象，因此服

務運用機關要詳細的說明與指導，協助不同團體在面對資源整合協調的

時候，都能取得一定的共識與一致的目標，以期降低過程中無必要的損

耗。 

    銀髮族參與公共事務，願意規劃一部份的精力與時間，去從事社會

公益服務的運動，有形的福利重要性遠低於無形的心理報償，適當的舉

辦各種獎勵活動或特定的表揚大會，更能建立銀髮族的自信與成就感，

滿足銀髮族與社會依存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半生事業、半生志業」尤其對於退休的老年人人口而言，用半生

去努力工作維持自己一家一室的健全，付出的是人生精華的歲月，而在

成為銀髮族的同時，如果能起心動念用下半段人生為社會城市做些貢獻

參與社會公益的服務，更能活出另一種充實又精彩的人生面貌。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在思考如何營造一個銀髮族的快樂城

市，如何廣泛的邀請銀髮族加入志願服務的行業，以創造活力城市的形

成。只要循序漸進的經由宣導公民意識教育公民道德，暢通公民參與管

道，提供銀髮族重塑社會認同與生存價值機會，並由政府起頭結合社會

資源協調整合運用，再拓展成銀髮族及社會各年齡層主動積極的創建發

揮，逐步的形成全民參與公共事務的社會風氣，那麼城市的幸福指數自

然能提昇，而終能營造出一個銀髮族樂活城市。 

 

結語: 

本研究以「人文關懷為本，社會資源為用」，期許本研究能引發社會

各先進因應臺灣高齡化趨勢的問題，投注更多的關懷與協助。盼望臺灣

社會能穩固發展，型塑一座銀髮族能安心享受老年生活的快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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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光紛飛引歌快 

髮鬢霜白猶尋樂 

族我同心共鑄城 

群力眾聚悠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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