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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銀色派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計畫 
 108 年 8 月 7 日高市長青教字第 10870343200 號簽奉核 

 

一、計畫緣起：高雄市截至 108 年 6 月底，總人口數為 277 萬 3,177 人，

其中老人人口數已達 42 萬 6,534 人 (佔本市總人口

15.38%)，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關懷長者已是政府責無

旁貸的首要工作。 

108 年度「銀色派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是

本市一年一度重陽節系列活動中的大盛事，共有 165 支

隊伍，約 6,600 人參加，與會者皆為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的長輩與志工們。本市截至 108 年 6 月底止共有 289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分布於 38 個行政區，社區裡志工及

生活輔導員長年熱心提供長輩服務、關懷，社區也結合

多元的資源提供各種健康促進活動及靜態的學習課程，

以及在課程結束後一起吃午餐，這樣溫馨、有家的感覺

的據點，是長輩最喜歡去的所在。 

二、計畫目的：為推動社區照顧、在地老化理念，呈現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服務推動情形及成效，本市規劃辦理 108 年度「銀色

派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內容包含績優資深據

點生活輔導員楷模表揚、「爺奶『ㄉㄨㄥˋ』起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健康操大賽」入圍單位之決賽，及結合據點

特色表演、演藝歌星的音樂饗宴，除讓民眾了解據點服

務內容外，更藉由活動活絡社區情感、凝塑社區文化認

同，促進據點經營的永續發展。 

三、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五、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六、贊助單位：邀請民間公益慈善單位共襄盛舉，並邀請與會及致贈感

謝狀以茲感謝。 

七、辦理時間：108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11：00-14：10 

八、辦理地點：高雄巨蛋場館（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 號） 

九、參加對象：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績優資深據點生活輔導員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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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奶『ㄉㄨㄥˋ』起來-健康操大賽入圍單位，參與人數

計 6,600 名。 

● 報名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34166d5d67a3e1bb24b 

十、活動內容： 

（一）開場表演： 

   邀請甲仙區大田社區發展協會表演「竹仔鼓」，用清脆竹子

敲打出歡樂的鼓聲，展現在地獨特魅力，並以活力舞動表演

會友，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交流動態活動的創意與活力，也

為本活動做開場。 

（二）演藝歌星音樂饗宴： 

為促進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長輩走出戶外與其他社區互動，增

進社會參與，邀請演藝歌星唱出社區據點及長輩熟悉的曲目，

提高據點長輩活動參與度。 

（三）爺奶『ㄉㄨㄥˋ』起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健康操大賽： 

透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活躍健康操大賽，讓據點之間彼此經

驗交流、互相分享健康促進及動態活動經驗，將於成果展當

日進行總決賽，並於本活動表揚 5 個單位，鼓勵一般社會大

眾、各機關團體志工或長者的家屬共同參與，讓社區居民更

加了解據點的服務內容，吸引長輩走出家門參與社區活動，

達到延緩老化之效。 

（四）本市績優資深據點生活輔導員表揚： 

為鼓勵生活輔導員積極投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願服務工

作，且累積 10 年以上的耕耘經驗，實為據點學習的榜樣，

將安排表揚 25 人資深生活輔導員於據點成果展上表揚並給

予最大肯定。 

十一、活動流程： 

  時 間：11：00-14：10 

主持人(暫訂)：堯一堯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1:00—11:50 

（50 分鐘）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績優

資深據點生活輔導員、爺
工作人員分區接待入座 

https://www.beclass.com/rid=234166d5d67a3e1bb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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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ㄉㄨㄥˋ』起來-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健康操大

賽入圍單位入場 

11:50—11:55 

（5 分鐘）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11:55—12:05 

（10 分鐘） 
「竹仔鼓」表演 

邀請甲仙區大田社區發展協會團

隊表演 

12:05—12:35 

（30 分鐘） 
演藝歌星音樂饗宴 

邀請演藝歌星唱出社區據點及長

輩熟悉的曲目。 

●1名歌星。 

12:35—13:15 

（40 分鐘） 

108 年度爺奶「ㄉㄨㄥˋ」

起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健康操大賽(決賽) 

入圍 5 隊伍(8 分鐘/隊) 

13:15—13:35 

（20 分鐘） 

長官致詞及頒發感謝

狀、貴賓介紹 

1. 邀請市長致詞 

2. 頒發感謝狀（贊助單位） 

13:35—14:00 

（25 分鐘） 

108 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績優資深據點生活輔

導員和健康操得獎單位

頒獎表揚 

1. 邀請市長頒獎 

2. 績優資深據點生活輔導員 25

人。 

3. 健康操得獎單位 5 隊伍。 

14:00—14:10 

（10 分鐘） 
成果展謝幕及大合照 主持人 

14:10— 活動結束賦歸  

十二、參與活動補助項目與原則： 

（一）報名對象：以據點為單位，每 1 單位補助 1 輛車為限，每隊補助

參加人數最高 40 名，志工與長輩人數比例為 3：7。(報名表如附

件 2) 

（二）活動交通費：補助標準請參閱(附件 1)，據點可自洽交通公司預

訂車輛。 

（三）活動業務費：每人補助 140 元(含保險費與誤餐費)，每隊最高補

助 5,600 元。 

   ☆☆請領上列補助經費，須附上領據（補助總金額）、支出明細表

與保險公司出具之名冊影本(附件 3)。註：若無投保旅遊平

安險，則不予補助上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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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預期效益：藉由活動提升長者社會參與及人際互動，增進據點彼

此間的觀摩與交流，預計 6,600 人數參加。 

 

十四、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情形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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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客提供日期:108.07.10 

高雄市各區至高雄巨蛋場館交通補助費用表(限108.11.6當日活動) 

行政區 
交通費 

補助額度 
行政區 

交通費 

補助額度 

鳳山區 5,500 茄萣區 8,500 

大寮區 5,500 旗山區 8,500 

鳥松區 5,500 美濃區 8,500 

大樹區 6,500 六龜區 9,500 

林園區 6,500 甲仙區 9,500 

仁武區 6,500 杉林區 8,500 

大社區 6,500 內門區 8,500 

橋頭區 6,500 茂林區 9,500 

岡山區 6,500 桃源區 10,500 

梓官區 6,500 那瑪夏區 10,500 

彌陀區 6,500 楠梓區 5,500 

燕巢區 7,500 左營區 5,500 

路竹區 7,500 鼓山區 5,500 

田寮區 8,500 旗津區 5,500 

阿蓮區 8,500 鹽埕區 5,500 

湖內區 8,500 苓雅區 5,500 

永安區 8,500 三民區 5,500 

前金區 5,500 新興區 5,500 

前鎮區 5,500 小港區 5,50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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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銀色派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 

報名表 

行政區  交通方式 

遊覽車 

客運/公車 

捷運 

其他：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市話：手機： 

報名人數 
長輩人，志工人；共計人 

(其中使用輪椅/協助行走等輔具之長輩 人、志工 人) 

備註 

※ 志工報名人數：長輩報名人數=3：7 

※ 請於線上報名或 9/30(星期一)前傳真 07-7719070 與據點督

導員報名，並請來電向長青中心教保課 07-7710055 分機

3357 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附件 2 



7 

 

領據 
單位名稱（請填寫全銜） 

茲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請領「108 年度「銀

色派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補助款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確實無訛。 

出納(得為經手人)： 

會計(不得兼任出納)： 

理事長： 

存款金融機構： 

分行名稱： 

存款帳號： 

地址： 

聯絡電話：聯絡人 

國稅局核發之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件 3 

社團圖記用印處（應與單位全名相符） 

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8 

 

單位名稱： 

「108 年度「銀色派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補助款 

【支出明細表】 

補助項目 摘要 合計 長青中心補助款 自籌款 

活動交通費 

遊覽車 

客運 

捷運 

公車 

   

活動業務費 
旅遊平安保

險費 
   

活動業務費 餐費    

     

合計   

經費總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