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導入計畫

(社區版)

108年 9月 26日高市長青教字第10870421600號奉核

一、 活動目的：

　　本市推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已逾 14 年，期間每年定期辦理多場培訓，

增強志工對於據點四大項服務的基礎知能，並加深其服務使命感，對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服務核心價值增加認同感。而現為擴充據點服務量能，讓服務能更貼

近長輩需求及提升據點行銷宣傳效果，本方案透過規劃日常生活相關媒體應用

課程、據點入口網功能操作課程及以訊息提供和協助服務為主，利用系列講座

方式辦理，讓據點長輩及志工透由數位能力教學提升為自我能力加值，及強化

據點志工及幹部訊息和協助服務，以提供社區長輩就近諮詢協助，增強據點志

工及幹部在服務長輩時所需之專業知能，提升社區能量之效益。

二、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三、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四、 申請對象：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

置 C 級巷弄長照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潛力點（預計可於

108 年成立據點者）之長輩、志工及幹部。

五、 申請時間：公告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3 日（三）止受理申請，

如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申請。

六、 課程時間：本計畫課程需於108年 11月 20日（三）前辦理完竣

七、 方案類型：

（一）強化據點服務方案：

1. 以訊息提供和協助服務為主，透過系列講座的辦理，強化據點志

工及幹部福利資源的諮詢能力、正確觀念，增強據點志工及幹部

服務長輩所需之專業知能，提升進行關懷訪視時回應長輩問題之

能力、資源連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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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主題：高齡消費者相關資訊、犯罪預防、財務管理和報稅服務、

退休準備、申請社會福利資源、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等議題的資訊，

以提供社區長輩就近諮詢協助。

3. 請單位申請時提出２項課程主題，並於申請表詳載後函送本中心。

4. 滿意度調查表：課程結束後請讓參與者填寫滿意度調查表，並由

單位彙整後提交本中心(如附件1)。

（二）據點長輩及志工數位能力提升方案：

1. 有鑑於數位資訊時代來臨，擬透由規劃日常生活相關媒體應用課

程及據點入口網功能操作課程等系列講座，讓據點長輩及志工透

由數位能力提升為自我能力加值，進而增進社區老人之生活品質

及提升據點宣傳行銷成果。

2. 課程主題：社群軟體使用及據點入口網功能操作，授課時數 24

小時，參考課程如下。

3. 請單位申請時以1次申請為限，並於申請表詳載後函送本中心。

4. 滿意度調查表：課程結束後請讓參與者填寫滿意度調查表，並由

單位彙整後提交本中心。

課程內容 時數

手機、平板入門常識，含

1.認識自己的手機平板

2.基本操作介紹、使用

3.WIFI及搜尋資料

4.內建軟體介紹與使用

5.如何利用網路商店下載社群APP與應用

3小時

照片拍攝技巧及實務操作 3小時

照片編輯軟體運用及實務操作 3小時

攝影之短片編輯軟體運用及實務操作 3小時

LINE 六大功能教學(傳訊息、傳貼圖、傳照片、傳聲音、講電話、
加好友等)

3小時

FACEBOOK 功能教學(設定粉絲頁、上傳照片及影片、直播、
分享活動訊息等)

3小時

據點入口網教學(入口網瀏覽次數、登錄據點公告訊息及故事與

成果花絮）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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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應用總複習班(LINE、FACEBOOK、據點入口網使用) 3小時

合計 24小時

八、 申請單位應配合事項：

（一）申請單位請與講師確認上課日期後，再備函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申

請單位在『強化據點服務方案(1次申請2主題)』或『據點長輩及志工

數位能力提升方案(1次申請為限)』都可申請，並隨文請檢附申請表

(附件 2)及師資學經歷(附件3)。

（二）需於據點服務時間上課，每次上課人數最少 20人，本中心將不定

期查核實施情形，經查獲未於課程時間內授課將取消所有課程安排。

（三）原訂課程之期程因故展期或變更者，應於計畫執行前 15日函報本

中心，經核准始得變更計畫。

（四）活動完竣 15日內，檢附講師鐘點費領據(附件 4)及成果報告(含照

片，每項課程至少 2張，格式如附件5、6)逕送本中心審查無誤後撥

款，逾期催繳後仍未送核銷資料者，即廢止原核定。

九、 預期效益：

(一) 預計受益人數計 600 人。

(二) 有效貼近據點需求，並提升志工訪視時之知能及增進與長輩之互動。

(三) 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入口網點閱率 3%以上，並增加據點入

口網站上傳感動故事及成果花絮。

十、 補助項目：

（一） 強化據點服務方案：每一單位每次申請      2      主題方案課程，每      1      課程

補助經費計      3,000      元，故補助每一單位補助經費計      6,000      元。

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講師鐘點費 2,000 1.5 小時/場 3,000
講師費（外聘講師以 2,000
元/小時計算）。

小計 3,000元 僅一主題之經費

（二） 據點長輩及志工數位能力提升方案：每一單位僅限申請      1      次，每次

經費計      51,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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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備註

講師鐘點費 2,000 21 小時 42,000
講師費（外聘講師以

2,000 元/小時計算）。

臨時酬勞費 150 21 小時×3 人 9,450
助教（時薪以 150 元/時
計算）。

小計 51,450元 僅一場之經費

十一、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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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108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導入計畫

滿意度調查表

您好:

    感謝您參加此次課程，為了解此次課程的成效與缺失，請您詳實填寫問卷，

您的寶貴意見得做為未來課程規劃的改進與參考依據，謝謝！

                          

一、您的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年齡是:①□50歲以下  ②□51-64歲  ③□65歲以上

2. 請問您的性別是:①□男  ②□女

3. 請問您擔任據點志工多久：     年      月

二、您對於本次課程的滿意度：【請於您覺得合適的答案格內打ˇ】

＊訓練規劃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訓練時間安排

2.講師安排

3.教材設計

4.整體課程安排

 ＊師資與教學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講師的教學方式

2.講師的教學態度

3.講師的專業知識

 ＊學習促進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 本次訓練課程符

合我的需要

2. 本次訓練課程讓

我收穫良多

 三、學習意願與其他建議：

 1.未來您是否願意參加其他相關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方案相關課程

  □①不願意，原因                                             

  □②願意

 2.您對於本次訓練課程或未來開設其他課程是否有其他建議，請分項列出：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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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108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導入計畫

申請表

108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高雄市_________區＿＿＿＿＿＿＿＿   

聯絡人 聯繫電話

課程方案

(請勾選)
□ 強化據點服務方案

□ 據點長輩及志工數位能力提升

方案

課程內容

課程主題：＿＿＿＿＿＿   、

           ＿＿＿＿＿＿  

講師姓名：＿＿＿＿＿＿    

課程時間：   月   日

講師姓名：＿＿＿＿＿＿   

課程時間：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長青中心

輔導同仁
_________督導社工員

預期效益 共服務                 人次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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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課程講師基本資料表

                                    填寫日期:108年月日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月  日 性 別

學     歷

經    歷 1.

聯絡電話 (公)︰                 (家﹚︰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個人專長或
研究領域

曾開授之課程名
稱及單位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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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講師)領款人名字應與單位申請表上安排之講師一致，並於每堂課程結束後

於領據上簽名以利後續請款事宜。

2. 講師費用可提供講師帳戶直接匯入。

領                       據

付款機關：高雄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 108年   月    日

款　　　別 □講師鐘點費   □臨時酬勞費(助教)      免提供紙本扣繳憑單：□同意□不同意

單　　　位 時 數　　量 單　　價 □2,000     □150

應發數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扣二代健保補

充保費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實發數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日期／時間 日期：108年    月    日 
時間：上午   時   分至上午   時    分 

      下午   時   分至下午   時    分

上列款項業經全數領訖　　　　　　　　此據

領　款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高雄市           區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鄰      街

8



附件 5 

108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導入計畫

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核定總經費

預期效益            人次

檢討建議

活動效益

承 辦 人      督 導     負 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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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08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導入計畫

活動照片 (每課程2張)

     照片說明：　　　  　                     日期：

     照片說明：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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