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社區招募簡章 
一次讓長輩的夢想被看見與實踐的機會 

 

 

壹、 計畫目標： 

  招募 6 個合作社區或是從事長者相關服務的組織、培訓 24 位 18-40 歲志工擔任夢想背包客進入

社區，偕同社區夥伴共同訪談長輩生命故事，從中了解長輩是否有深藏已久的心願或遺憾之事，經訪

視和互動，由背包客為長輩客製規劃圓夢活動。 

 合作社區或長者相關組織招募條件： 

1. 規劃最貼近長輩心願的活動。 

2. 想學習如何蒐集與挖掘在的長輩的生命故事及夢想。 

3. 想了解規劃長輩夢想的辦法並且執行。 

4. 有人力支援並且願意共同參與全程計畫者。 

■ 長輩提報條件： 

1. 年滿 65 歲以上 

2. 優先提報條件：願意與他人互動者，或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經濟弱勢，或是以年長長輩為優

先，如：80 歲(供參考)以上等。 

3. 考量活動執行品質，每社區至多提報 4 位長輩。 

如果貴單位具備上述條件，歡迎報名成為合作夥伴，攜手共同規劃長輩專屬圓夢計畫！ 

  



  

   

貳、 計畫內容： 

一、報名期：繳交合作社區報名表，並提報 4 名關懷訪視長輩。 

註：本計畫專屬協助 65 歲以上的長輩圓夢。 

二、夢想推手交流培訓： 

凡報名此次計畫的單位、夢想背包客皆是重要夢想推手。將視錄取社區分布辦理交流培訓，

透過課程培訓夢想推手們有訪談與規劃長輩夢想能力；每社區/單位至少兩名代表出席。 

三、訪談期： 

預計 2-3 次：夢想背包客 4 人為一組，培訓隔天第一次進入社區與長輩進行第一次接觸、關

係建立；第二次訪談至合作社區駐點 2 天 1 夜，與訪視志工共同深入訪談長輩，並討論可發

展之圓夢計畫；視情況規畫第三次進入社區共同討論圓夢計畫的細節事項。 

四、圓夢執行期： 

弘道提供長輩圓夢經費補助、夢想背包客的圓夢期產生必要花費（如當地交通、保險及住宿

等）；社區協助連結資源、提供人力（如社區志工）、物力或財力，由夢想背包客及社區攜手

共同完成長輩夢想。 

五、成果分享期： 

預計 2023 年 10 月 21 日(六)辦理小聚會，參與社區得派員參加，一同交流年度成果。 

參、 招募時間：2023 年 1 月 9 日(一)至 2023 年 2 月 24 日(五)止 

肆、 招募名額：6 個合作社區/單位 

伍、 計畫期程： 

時程表 事項 預計時程 

社區招募 紙本/線上報名，經會談後確認合作 2023 年 1 月 9 日(一)- 2 月 24 日(五) 

公告期 公告合作社區名單 2023 年 3 月 3 日(五) 

背包客招募 線上面試 2023 年 3 月 15 日(三)- 5 月 15 日(一) 

培訓期 參加夢想推手交流培訓 2023 年 5 月-6 月 (於初次訪視前進行) 

活動訪談期 
第一次接觸：背包客與長輩初次接觸 2023 年 6 月-7 月 

(由各小組和社區訂定前往時間) 第二次拜訪：了解長輩夢想，規劃圓夢事宜 

圓夢執行期 完成長輩夢想 2023 年 8 月至 9 月 

成果小聚會 交流服務感動故事 2023 年 10 月 21 日 

陸、 經費補助： 

每位長輩圓夢補助經費上限 1,500 元，經費採實報實銷；如有特殊圓夢超出上限，得事先向弘道

申請，經審核通過方可補助。 

  



夢想背包客前進高雄帶著許久沒出門的阿嬤重返熟悉

的市場嶄露笑顏，年輕志工化身為長輩的圓夢推手，

協助阿嬤重新找到自我價值！家屬也從擔憂長輩外出

的挑戰有點退卻，到聽完計畫後，全力支持阿嬤重返

市場，雖然只是一趟離家不遠的外出行程，但對於阿

嬤一家來說已經是跨出最難的第一步，也期待未來多

讓阿嬤接受新事物的刺激，讓阿嬤持續保有活力！  

 

 

 

柒、 報名方式： 

凡同意上述條件者，填妥報名表後，以郵寄或附件 E-mail 方式完成報名。 

報名聯絡人：張小姐    電話：04-22060698#622    E-mail 報名：A0105@hondao.org.tw 

紙本收件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234 號 6 樓   

❤2022 年感動圓夢故事分享❤  

【阿嬤重返熟悉市場再度嶄露笑顏，兒子相約下一個目標】  

  

  

 

  

  

 

 

 

合作社區報名表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縣/市          鄉/鎮/區                                            

聯絡人  聯絡人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手機  

單位簡介 

成立於民國           年；據點成立於民國           年。 

關懷訪視長輩人數目前共       人；訪視志工共       人；每次       位志工共

同訪視。 

單位服務時間：□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關懷訪視頻率：                             。 

報名動機 

□想深入了解長輩，但缺乏訪談工具。□想為長輩圓夢，不知如何規劃活動。 

□缺乏人力            □缺乏經費。 

□其他(請簡述)：                                                             

可提供之資源 
□接駁訪視及服務 

□社區導覽  □其他(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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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提報表 

填寫提醒 

1. 報名社區請複印/複製使用下列表格。      2. 提報人數為 4 位 65 歲以上的長輩。 

3. 長輩優先提報原則： 

 (1) 家庭支持系統薄弱 (2) 願意與他人互動者 (3) 經濟弱勢 (4) 80 歲以上(供參考) 

長輩姓名  年齡  性別  曾從事的職業  

居住狀況 □獨居 □老老獨居 □非獨居 

慣用語言 □國語 □臺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其他               

經濟概況 □中低收 □清寒邊緣 □一般戶 

經濟來源 
□無 □子女供應 □退休俸 □社會福利補助 □自己或配偶積蓄 

□自己工作收入  □配偶工作收入          □其他收入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分居 

家庭狀況 □無子女 □有子女 □僅有孫子/女，其關係 □緊密 □疏離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大專 □高中 □國中 □國小 □識字，但未就學  □不識字 

特殊疾病 
□無  □中風 □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巴金森氏症 □失智症  

□癌症：                      □其他                         

輔具使用 □無使用 □柺杖 □輪椅 □助行器 □助聽器 □其他：                      

提報動機 

 

欲協助 

該位長輩

有何改變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為聯繫、辦理及管理合於立案登記及章程所載之社會福利慈善之事業項目與相對延伸之活動，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下，本會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名稱、職稱、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本會存續時間內，將在合於立案登

記及章程所載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項目與相對延伸之活動範圍內，及依業務需求委託外單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以合理方式使用您的資料，並善盡監督

之責。您對於提供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亦可隨時請求停止處理、利用及刪除。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

料，惟可能無法獲得或可能影響本會提供之相關服務、活動與資訊。您已詳閱上述內容，並同意「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得於合理範圍內處理及

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且同意基金會得留存本同意書，供日後查驗。若有任何個資問題，請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本會聯繫。電話：04-2206-

0698，分機 351；e-Mail：hondao@honda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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