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集點子大賽獲獎構想-四大面向 

終身學習：現今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任何階段都持續進行

學習活動，並從中獲得新的知識或生活模式等，

促進自我實現與提升自我價值。 

(以點子為例：軟體學習運用、數位科技學習、

寓教桌遊) 

世代共好：不同時空、社會環境下成長的群體，透過某種活

動或方式，更了解彼此，進而讓關係更加緊密，

促成傳承與合作。 

(以點子為例：孫仔的偶像、新二代心靈導師、

食育推廣、方言老師、數位學伴、青銀共農) 

文化交流：異文化間產生鏈結，透過相互擾動，展現不同文

化的特色與價值。 

(以點子為例：婆媳私房菜交流、共食共耕、新

二代心靈導師、新銀啦啦隊) 

其  他：不侷限於學習、文化與世代的範圍，有著更多樣

性的構想。 

(以點子為例：安聯網系統、童玩共樂、銀髮時

尚、化妝走秀、技藝交流平台、銀髮交友平台、

資訊守門員) 

  



 

 

終身學習 

現今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任何階段都持續進行學習活動，並從中獲

得新的知識或生活模式等，促進自我實現與提升自我價值。 

(以點子為例：軟體學習運用、數位科技學習、寓教桌遊) 

編號 1-0076 生活『不留白』，我的『酷炫拍』 

在現今社會中，電腦、相機、手機已成為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少老年人很喜

歡攝影錄像，教導他們以『我的生活』為題材，開啟老年人覺察生活的視野，亦能激勵

他們學習的樂趣和動力，通過使用錄影、照像、錄音等攝影功能，記錄自己的真實生活

片斷，平常就可以約家人和老友外出踏青，來增進家庭間親子關係和人際的互動，通過

電腦軟體的編輯和製作成生活記錄片，自己既可以欣賞亦可分享給家人或朋友來瀏覽，

在百年之後留给子女作為紀念，亦是老人們十分樂意做的事情。亦可請志工上電腦課到

老人活動中心協助老人製作相册或影片，將其生活照或出遊照製成有文字和長輩喜歡的

音樂相册後，請長輩在團體中各自分享，增進彼此的人際互動關係。 

編號 1-0564 銀髮優土伯培訓班 

Youtube 是現代人接受訊息、觀看影片或是打發時間的必備良品，我們的生活常常不能

沒有它，而 Youtuber 正是這樣的浪潮中出現的一種新角色、新職業，有些時刻 Youtuber

也參與在我們的文化中，甚至有可能塑造我們的文化，像是”這群人”、”冏星人”，

我們就這般跟隨著自己喜愛的 Youtuber，更新他們的影片，藉此觀看他們的生活，聆

聽他們的意見，然而，這樣的 Youtuber 的角色多半由年輕人代言，或許是趕不上數位

化，至今仍沒有一個銀髮族在 Youtuber 頻道擔任這一角色。因此，銀髮優土伯

(Youtuber)培訓班，正是因應此需求而誕生，我們期待培訓長者使用數位多媒體影音的

能力，利用 Youtuber 告訴我們，他們現在的老年的生活，或是曾經在過往發生的故事，

我們期待這樣一位為銀髮族代言的 Youtuber。 

編號 1-0654 數位到你家，銀網大串聯 

圖書館、數位機會中心等機構提供豐富的數位資源與課程，但使用者通常只侷限於鄰近

居民，行動不便者及無交通工具者則無法享受資訊帶來的便利性。 

本計畫期望透過數位巴士將師資與設備帶進社區中，拉近居民與數位資源的距離，學員

在學習數位課程通過檢核後，會獲得數位小學士證書，可與數位巴士一同到其他社區裡

協助課程進行。 

每次會有四輛數位巴士同時不同地開進社區做各類數位課程教學，在教學課程結束後，



 

 

指導學員進行視訊互動，讓各數位巴士的使用者連線，分享當日所學成果，亦或只是單

純分享生活趣事。另外也可與大學合作進行數位學伴，大學生透過視訊指導銀髮族操作

電腦平板。除增進銀髮族的社會互動及擴大交友圈之外，也可與年輕人進行交流。 

編號 1-0775 反毒社區巡守隊 

我國近年來毒品犯罪猖獗，反毒教育仍以針對青少年學生的紫錐花運動為主，然而毒品

已經入侵而藏匿於社區，嚴重危害人民安居，社區反毒教育已刻不容緩。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系自 106 年 10 月起至 107 年 4 月止，在台南歸仁及高雄湖內的田尾、劉家、

湖東、甲北等五個社區，總共培訓了 184 位反毒社區巡守隊員。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能，

翻轉枯燥無味的傳統反毒教育，以寓教於樂方式，帶領 65 歲以上長者進行「藥，不要

玩」桌遊，不僅教導長者們認識毒品症狀的危害而「反毒」，更能在熟知毒品症狀之後

「識毒」，將日常社區生活變成反毒社區巡守，除了辨識吸毒者，更能串連警方構成社

區反毒網，將潛藏在社區中的製毒者一舉掃除，讓社區回歸安居的幸福家園。 

文化交流 

異文化間產生鏈結，透過相互擾動，展現不同文化的特色與價值。 
(以點子為例：共食共耕、新銀啦啦隊、新二代心靈導師、婆媳私房菜交流) 

編號 1-0293 樂食共耕 Life story 

隨著台灣正式步入高齡社會，使高齡者日常生活議題愈顯得重要，因此「樂食共耕 Life 

story」結合「都市農園」、「都市客廳」、「社區照顧體系」等相關案例。舉例來說，目

前台灣少子化的趨勢使得部分校舍閒置或低度利用，然而學校的區位設置通常位於社區

核心，實為凝聚社區感情非常棒的場域，假若擇定其空地進行都市農園耕作，運用社區

力量帶動高齡者、新住民、新二代甚或所有居民，共同整地、耕作並在收成時齊聚享用

豐碩成果，而在空餘時間邀請高齡者、新住民共同分享這些不同世代、文化的故事經驗，

實能給予下一代新的生命、文化、生態教育課程，讓我們更懂得如何去尊重、友善、包

容每個與我們不同背景的人，藉此達到三代同樂、社區互相關愛的和諧社會。 

編號 1-0311 新住民 VS樂齡長者真有力歡樂啦啦隊 

台灣已步入高齡化社會，同時又是外籍移工多、文化豐富多元的移民社會，建議可以讓

新住民或新住民二代與社區高齡長者們籌組「新住民 VS 樂齡長者真有力歡樂啦啦隊」，

讓新住民們和高齡長者們組一支前所未有的啦啦隊，由新住民壯丁負責難度不高的舉人

動作，搭配長者強而有力、合作無間的拍手節奏、整齊劃一的穩健步伐，創造台灣第一



 

 

支結合新住民與高齡長者這乍聽簡直不可能的組合的歡樂啦啦隊！既可凝聚新住民與

樂齡長者們的心，也可藉由團練啦啦隊時多方交流、消除長者們因年齡語言與之產生的

隔閡，共造社會福祉。 

編號 1-0359 代代工作坊-高齡者與新二代的心靈對話 

許多新住民因工作的緣故無法陪伴孩子，也因識字困難而無法教孩子閱讀，導致新二代

在學習環境不足的條件下，無法跟上課業腳步外，也缺乏心靈陪伴。 

現在的高齡者在退休後也面臨高齡孤獨或找不到生活重心的問題，因此發想培訓高齡者

在課後陪伴新二代、輔導閱讀，使新二代分享不能與父母傾訴的心事，以過去自身經驗

開導，捕捉孩子們最真實的心靈，成為孩子健全童年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構想即希望培育高齡者成為心靈導師，透過「代代工作坊」方式，培訓高齡者對於兒

童心理諮商與中文教學的能力，也讓孩子們參與工作坊進行互動，除了讓高齡者能排解

孤寂外，也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最重要的是還有跨越世代的陪伴，與互相分享的價值。 

編號 1-0496 兩個女人的江山 ~ 婆媳過新招 

新住民姊妹剛嫁來台灣遇到好多生活上的適應:例如要如何學習中文和台語來跟公婆溝

通，如何學習煮台灣菜來抓住先生的胃?如何唱一首歌來解思鄉愁?近期來發現好多個案

因適應不良而導致離婚收場。 

家有一老如一寶，公婆們生活經驗超豐富，但退休後的話語在年輕族群裡來說認為他是

『撈刀語』，好多知識沒地方解?私房菜好吃沒人可分享?我的台語很溜又有誰願意學?台

灣風俗習慣我最清又有誰了解? 

如果讓這兩位新舊的女人在同一個講堂上互教語言?同一個廚房裡過新招研發新菜色?

同一個舞台上用歌聲來互槓紓解壓力?您認為『兩個女人的江山 ~ 婆媳過新招』會擦出

什麼火花來?歷史的一課?歷史的一刻?幫她們直播錄影放到 youtube 和臉書吧!您我共

同來欣賞! 

世代共好 

不同時空、社會環境成長下的群體，透過某種活動或方式，更了解彼

此，進而讓關係更加緊密，促成傳承與合作。 

(以點子為例：孫仔的偶像、新二代心靈導師、食育推廣、方言老師、數位學伴、

青銀共農) 



 

 

編號 1-0007 孫仔的偶像養成計畫 

人生 70 才開始，要怎麼在退休後還能夠擁抱「安可人生」?當台灣成為高齡化社會，這

是人人都會面臨的問題。 

然而不論是退休者或是高齡者，都會有可能因工作抽離、空巢期，而產生喪失自我價值

肯定的狀況，衡山基金會將東海大學社團引入「孫仔的偶像養成計畫」，打破年齡的圍

籬，長者再度透過學習而獲得成就感，在課堂中將自己的回憶編成歌詞，彼此分享及切

磋的過程更為可貴，你說嘻哈音樂只有年輕人在聽嗎？ 

長輩講故事只能拿老照片談回憶嗎？專為社區長輩開設的嘻哈音樂創作課，長輩們在嘻

哈音樂社團學生的引導下，要寫自己的歌詞，唱自己的饒舌歌，讓他們在同輩之間與眾

不同外，大概還能嚇壞眾孫仔，成為他們的偶像吧！ 

編號 1-0359 代代工作坊-高齡者與新二代的心靈對話 

許多新住民因工作的緣故無法陪伴孩子，也因識字困難而無法教孩子閱讀，導致新二代

在學習環境不足的條件下，無法跟上課業腳步外，也缺乏心靈陪伴。 

現在的高齡者在退休後也面臨高齡孤獨或找不到生活重心的問題，因此發想培訓高齡者

在課後陪伴新二代、輔導閱讀，使新二代分享不能與父母傾訴的心事，以過去自身經驗

開導，捕捉孩子們最真實的心靈，成為孩子健全童年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構想即希望培育高齡者成為心靈導師，透過「代代工作坊」方式，培訓高齡者對於兒

童心理諮商與中文教學的能力，也讓孩子們參與工作坊進行互動，除了讓高齡者能排解

孤寂外，也達到活躍老化的目的，最重要的是還有跨越世代的陪伴，與互相分享的價值。 

編號 1-0481 老行家計畫─食育推廣 

現代父母習慣幫孩子打理生活，調查顯示孩子缺乏食物觀念，導致不知食物的原型，或

是取得食材卻不懂如何基本處理，加上外食比例偏高，以致營養失衡日益嚴重。早年長

輩自小就須協助家中大小事務，因此上街採買、洗米燒菜已化為生活本能，本計畫構想

為與政府或社區合作，從目前食育推廣方案轉型，借重長輩對食物的豐富知識，訓練他

們成為「老行家」講師團，可運用於學校校外教學課程，由「老行家」帶學童「腳踏食

地」走訪食材源頭相關地點，如菜市場、農園、牧場等，亦可帶入母語教學，如客家主

題可教導用客語唸菜名、烹調工具或作法等，活絡長輩的拿手絕活以及傳承概念，也藉

此提升孩子的食育力。 

編號 1-0653 高齡行不行，方言好有力 

高齡者大多有極佳的方言能力，而政府致力傳統語言的保存，因此這個計畫的核心就是



 

 

「讓學齡前的孩童陪伴高齡者，同時學會用傳統語言溝通」。計畫的優點是：一、長輩

可以透過小孩的天真無邪獲得陪伴；二、長輩讓兒童的方言能力從無到有，會獲得成就

感。附加的好處是：一、學齡前正是語言學習的快速期，學習效果比國小的台語課程更

高；二、方言因此可以被保存；三、學齡前兒童家長可以無後顧之憂更快重回職場。計

畫的相應措施是：一、需要有社工和志工的協助；二、方言的學習除了透過日常接觸，

還要有進度和計畫；三、只要有心學習方言者都可參加。 

計畫以方言的不同有所變化，不論是台語，客語、新住民語等都能在台灣這塊多元的土

地上被保留下來。 

編號 1-0654 數位到你家，銀網大串聯 

圖書館、數位機會中心等機構提供豐富的數位資源與課程，但使用者通常只侷限於鄰近

居民，行動不便者及無交通工具者則無法享受資訊帶來的便利性。 

本計畫期望透過數位巴士將師資與設備帶進社區中，拉近居民與數位資源的距離，學員

在學習數位課程通過檢核後，會獲得數位小學士證書，可與數位巴士一同到其他社區裡

協助課程進行。 

每次會有四輛數位巴士同時不同地開進社區做各類數位課程教學，在教學課程結束後，

指導學員進行視訊互動，讓各數位巴士的使用者連線，分享當日所學成果，亦或只是單

純分享生活趣事。另外也可與大學合作進行數位學伴，大學生透過視訊指導銀髮族操作

電腦平板。除增進銀髮族的社會互動及擴大交友圈之外，也可與年輕人進行交流。 

編號 1-0716 打果子換宿 

屏東盛產美味水果，每一顆果實都是果農的心血，他們日日夜夜的照顧只為讓大家品嘗

大地的美味，但果農們漸漸老去，也漸漸無法負擔繁重的採收、包裝與買賣等工作，在

採收的季節因人力不足而讓心血腐爛於土中。本人構想架設一個網站及社群專頁分享資

訊，協助老農招募打工換宿的青年幫忙採收、包裝與寄送水果，也於網站中分享購買資

訊與建立訂購服務，讓更多人品嘗到屏東的美味水果。個人也將協助教導老農使用網路

與智慧手機發送訊息，使各種訂購與協助資訊能經由本網站發送，使網站成為青年與老

農的橋樑，建立起兩個世代的聯繫。 

其  他 

不侷限於學習、文化與世代的範圍，有著更多樣性的構想。 

(以點子為例：安聯網系統、童玩共樂、銀髮時尚、化妝走秀、技藝交流平台、



 

 

銀髮交友平台、資訊守門員) 

編號 1-0040 安心在家系列-安聯網系統 

本團隊深耕台南市的高齡照護服務多年，深刻了解到台南市高齡化，因此打造無年齡歧

視、世代融合及對生命充滿尊重的「高齡友善環境」是當務之急的重要政策。團隊經多

次討論與金華社區訪談後，歸納回應實踐場域面臨主要問題為高齡友善社區認證-缺乏

居家安全監測系統。因此，本計畫團隊提出培養智慧科技照護人才，讓健康照護產業升

級的「產學攜手、青銀共創之智慧照護」，與營造高齡友善社區。團隊將以照護物聯網

為基底，並利用社區既有之遠距醫療照護行動系統，建置安全家庭-居家環境安全之安

聯網:讓社區高齡者安心、安全與平安的即時網絡，讓本校師生與資訊產業攜手共創安聯

網平台，完成建置高齡者居家安全通報系統，維護高齡者其居家安全。 

編號 1-0125 復刻童年 

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世代裡，幾乎每個人都是 3C 產品不離身。時常看到現在的小孩們

都希望長輩們與他們一起使用 3C 產品，其實這樣對於長輩們是非常不好的。應該讓現

在的小孩擁有童年，可以讓長輩們教導現代的孩子了解每個世代的童玩。包括如何自己

製作、如何參與遊戲(例如:陀螺、筷子槍、老鼠牌、彈珠檯…)。不但可以減少現在的人

遠離手機，也使長輩們有了快樂的生活。 

編號 1-0156 做伙來做衫(台語發音) 

因為老人在社會上依然有刻板印象存在，還是有人認為老人就固執不懂變通跟不上潮流

等。透過流行設計師與老人一起溝通合作，這樣不僅降低社會大眾對於老人們的刻板印

象，也能讓其所作服飾一同展覽給社會大眾看他們的辛苦的成果，透過服飾展覽讓大眾

知道他們的作品，並讓老人們也能穿上時下流行服飾，不僅讓社會大眾了解流行不僅僅

只有年輕人才懂。 

編號 1-0493 長青故事館 

設置一個社區內開放式的故事館，這個館可以由社區內的所有居民共同使用，館內將展

現社區長輩的智慧與文化，藉此促進長輩間的人際交流，創造老年生活新發展，並且使

長輩感受到經營故事館所帶來的成就感，也使社區居民對老年生活有新的期盼，例如： 

1. 隨著各個節慶的到來，讓長輩裝飾節慶飾品，結合手工藝與傳統美食製作分享，展現

各個長輩的生活背景與文化。 



 

 

2. 休閒活動的辦理：歌仔戲欣賞、卡拉 OK、長輩故事分享，展現懷舊文藝與歷史傳承。 

3. 利用故事館的空間結合醫療資源，定期做例行性的服務：包括老人健康檢查、牙醫、

藥物諮詢，同時提供居民居家老人照護技巧。 

編號 1-0582 老年人動手畫畫裝 

日本研究顯示化妝能預防失智症，透過打開化妝品蓋、畫眉、畫眼線等精細動作不但使

長輩們握力增加也能活力腦力。 

化妝不只是限於女性長輩，男性長輩也能每天坐在鏡子前，整理面容、刮鬍子、梳頭髮

等。梳妝打扮不再是年輕人的權利，長輩們也能一支獨秀。 

1. 化妝教學：與學校美容科結合，讓學生教導並協助長輩們如何使用化妝品及學會基礎

彩妝。 

2. 展現自己：與學校攝影科合作，讓長輩們展現自己的妝容，透過外拍的方式讓長輩們

增加自信心，並勇於展現自己。 

3. 面對鏡子微笑：每日早上完妝後看著鏡子微笑 30 秒，有助於心理上的良好建設。 

4. 舉辦走秀活動：與學校一同合作舉辦，學生們為長輩化妝並與他們一同迎向紅地毯，

讓長輩展現自我，增加自我認同。 

編號 1-0607 爺奶「藝」起來—高齡技藝交流平台 

書法、編織、料理…我們身邊的長輩可能身懷技藝，卻少有管道表現、推廣。 

而在網路發達的現代，若能建立高齡者專屬的線上技藝交流平台，並由家人或樂齡工作

者們鼓勵、協助長輩們錄製並發布影片，對長輩來說不僅能秀出才藝、肯定自我價值，

也能觀賞其他影片學習新知或培養興趣。網路平台不受時空距離限制的特性，讓長輩的

休閒有更多選擇，也能認識現代的科技資訊。 

技藝交流平台網站之架設，能以 Youtube 影音分享功能為基礎，並依才藝類型做分類

管理。可與社大、關懷據點、日照中心等機構合作，教導長輩錄製、使用網路平台，或

進一步辦理獎勵制度或競賽等，鼓勵長輩分享自己的才藝或其他休閒興趣影片。 

編號 1-0713 點綴人生下半場——創造屬於銀髮族的交友平台 

說到交友 app，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是一夥剛結識的友人三五成群，散發著青春洋

溢出遊？還是距離遙遠的男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對方，將心意傳達到遙遠的彼岸？

不論哪一種，交友 app 都只存在於年輕人的生活中。 

事情不該這樣。現今大部分的交友 app，都貼上了「新潮」、「時尚」的標籤，像面高墻，

將銀髮族們分隔在外。是時候設計一款屬於老人家們的交友 app 了！在平淡的老年生活

裡開出朵花來。 



 

 

適合銀髮族的交友平台應具備以下特質： 

1. 簡單貼心的操作系統 

2. 與 Google 地圖相互連結 

3. 優先配對交集多的銀髮族 

依據選擇感興趣的標籤，如「登山」、「剪紙」等，及居住地的遠近,決定匹配的順序。讓

同質性高的銀髮族能在現實中一同度過時光，而非孤身一人。 

編號 1-0873 「LINE」皮守門員 

人手一機的時代，長輩圖與各種謠言資訊在 LINE 裡四處流竄，我們該如何查證這些資

訊來源呢？退休後的中高齡族群在接受這些訊息的時候，往往不假思索就馬上轉發出

去，若是長輩們能夠加入非營利組織一起為這些資訊做過濾與查驗，資訊的轉發就能夠

更有可信度。組織將會辦理系統性課程訓練，給予長輩們基本資訊查驗之知識概念，接

受過課程考核就能夠將組織所接收到的訊息做基本資訊驗證的查證，利用長輩們零碎的

閒暇時間為組織完成任務，組織內的工作以自願性為主，不要求工作時數，也沒有工作

地點限制，只要有能連接網路之行動載具，就能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完成查證，提高 LINE

裡不斷被轉發的訊息資訊可信度，也能提升全民網路安全性，不讓個資拉警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