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業務計畫 

壹、計畫依據： 

依據財團法人桃園市怡仁愛心基金會章程第五章第十六條之條文，提

出 110年度業務計畫書。 

貳、業務說明 

方案一：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一、 方案目標：  

本會自民國 109年起承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109 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成立「愛琳失智社區服務據點」，進入社區針對疑似失智或失智症確診的長

者提供陪伴服務，同時向一般民眾宣導失智症的相關知識，使失智症能早

期介入診斷並落實轉介服務，以完善失智症照護體系。 

二、 方案說明：專案費用 171萬 

1. 經費來源：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預算：56萬元) 

2. 協辦單位：中成里辦公處 

3. 合作單位：桃園長庚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敏盛長照 A單位、桃園市衛生

所。 

4. 服務對象： 

(1) 疑似失智症者：經相關評估工具（如 MMSE、AD8 或 SPMSQ 等）評

估為疑似失智症，惟尚未確診者。 

(2) 經診斷並載明臨床失智症評量表(CDR)值≧0.5 分之極輕、輕 度或

中、重度失智症者。 

(3) 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及共照中心轉介之個案。 

5. 服務時段：一週共四個半天 ；上午：週二、週四； 下午：週三、週五  

  



6. 執行方式： 

工作項目 目標 內 容 
執行 

期程 
預期效益 

據點服務個案

人數 
10-12位 

確診失智個案或疑似

個案 

1-12

月 

提供認知促進、緩和失智

課程，減緩失智症者病程

變化，促進人際互動。 

照顧者支持團

體 
3場次 

確診失智個案或疑似

個案之照顧者或家屬 

1-12

月 

提升照顧者及家屬對失智

症的認知，改善家庭的生

活品質。 

共照平台會議

參與率 
100% 

1.報告據點執行現況 

2.輔導據點執行問題 

1-12

月 

1. 學習其他據點服務經

驗 

2. 提升據點服務品質。 

接收轉介及主

動轉介共照中

心/其他醫療機

構/社區機構人

數 

5位 

1.轉介個案至醫療機

構就醫評估失智症 

2.轉介未確診之失智

症者至其他社區機

構接受其他服務 

3.接受其他機構轉介

至據點接受服務 

1-12

月 

落實轉介服務，完整失智

症照護體系。 

 

方案二：無障礙圓夢旅遊計畫 

一、 方案目標：  

落實創辦人楊董事長的初衷，為長者提供「尊嚴、長壽、健康、快樂、

平安」的生活環境，使其在身心靈各方面有所提昇；本年度以辦理 12場無

障礙圓夢旅遊為目標。 

二、 方案說明：專案費用 77萬 

1. 經費來源：企業及個人贊助、指定捐款、基金會自籌 

2. 合作單位：社區關懷據點、里長辦公處、長照機構、日照中心 

3. 服務對象： 

(1) 年滿 65歲，體力可負荷外出 4~8小時（依實際狀況） 



(2) 需要使用行動輔具或輪椅者 

(3) 疑似失智或失智症確診，但尚能參與活動之長者 

(4) 獨居或較少家人探視、較無機會外出的長者 

(5) 經濟弱勢長者 

 

4. 執行方式：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無障礙旅遊 
以春季、秋季為主，旅遊景點車程 40分

鐘以內為範圍，規劃半日或一日遊活動。 

以全團 35 人以內

為原則，一對一陪

伴、邀請家屬同行

或安排志工陪同 

主題專車 

輕旅行 

甲、 春天賞花趣：安排長者就近前往

公園踏青、賞花、親近大自然 

乙、 年貨專車：安排長輩於春節前夕

前往賣場採購年貨，感受過年氣息 

丙、 文化巡禮：帶領長輩參訪市內各

類文化館或觀光工廠，以輕旅行結合

懷舊元素並認識在地文化 

依據節慶時令搭

配特定活動或表

演（合唱節、主題

電影），採小團體

半日遊。 小團體 

圓夢之旅 

以圓夢角度出發，邀請長者表達心中的

夢想，以此設計之圓夢旅遊活動或行程 

小放風計畫 

(新) 

以懷舊三輪車為交通工具，結合社區週

邊環境設施規畫小放風路線，及安全、

有趣的小團體出遊行程。 

年度目標共計 10~12梯次，預計共 120~150人次長者受益。 

 

  



方案三：代間生命教育「全班一起來，爺奶笑開懷」3.0  

一、 方案目標： 

結合老化體驗課程，讓青少年志工在服務之前能先同理長輩的感受，再

規畫一對一陪伴，從陪伴服務長者的角度出發，進而「鼓勵學生向長者學習」，

落實「青銀共好」理念。 

 

二、 方案說明：專案費用 76萬 

1. 經費來源：企業及個人贊助、指定捐款、基金會自籌 

2. 協辦單位：各級學校青年志工 

3. 合作單位：長照機構、日照中心、護理之家、社區關懷據點、失智服

務據點或其他與老人照護相關之社福單位。 

4. 執行方式： 根據青年志工不同年齡層的知識能力，或結合其興趣專長

訂定長者陪伴服務計畫，達到青銀共融美好世代。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老化體

驗」課程 

運用老化體驗裝備-彭祖包，規畫紮實的行前

教育訓練，透過闖關活動設計並搭配相關輔助

教材，讓青年志工實際體驗長者視茫、重聽、

駝背、行動不便等生理退化狀態，在服務前建

立青年志工同理長者的正確態度。 

讓青少年懂得同理長者的

身心狀態，將有助於提升服

務過程中的互動品質。。 

代間生命教

育課程 

1. 互動模式：祖孫一對一服務體驗 

2. 陪伴及互動元素：涵蓋桌遊、園藝、音樂、歌

唱、手作、繪畫、烹飪、烘焙、舞蹈、運動、

藝術人文…等元素，達到相互交流學習的目標。 

3. 生命故事分享：透過祖孫共讀或引導訪談的雙

向交流過程，促進代間生命經驗分享，讓祖孫

共同學習並拓展新的生活體驗。 

4. 回歸自身家庭：活動結束前引導青年志工進行

反思，分享服務心得，並回應到自身家庭的親

子互動關係。 

1.培養青少年志工之企劃

力、領導力，將其運用於

志願服務中。 

2.引導青年志工與長者相

處，縮短世代間的認知差

距、降低疏離感，並從中

獲取相關知識。 

3.透過代間互動的生命教

育過程，引領青少年共同

打造高齡友善社會，實現

青銀共好的目標願景。 

年度目標共計 6~8 場次，預計受益長輩達 120~150 人次。 

  



 

方案四：弱勢關懷服務 

一、 方案目標： 

秉持創會宗旨與使命，持續為桃園市內經濟弱勢族群與福利邊緣戶提

供必要之協助。 

二、 方案說明： 

(一) 醫藥費用補助基金 

持續與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合作，針對經濟弱勢患者提供就醫相

關補助。 

1.經費來源：財團法人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預算：13萬元） 

2.服務對象：經醫療單位轉介之經濟弱勢個案。 

3.執行方式：依據社工員訪視並了解個案家庭狀況，評估個案之

就醫 

相關需求，提供相應之醫療費用補助。 

4.預計服務量：10~15個個案 

 

(二) 短期經濟扶助 

1.經費來源：本會自籌，或尋求認養。（預算：2萬元） 

2.服務對象：突遭變故導致經濟陷入困境之弱勢家庭。 

3.執行方式：依據社工員訪視並了解個案家庭狀況，依實際需求

提供 

相應之費用補助。 

4.預計服務量：5~10個個案 

 

 

 

 

 

 



 
 

款 項 目 科目

1 經費收入 4,565,209 4,077,700 (487,509)

1 利息收入 44,471 41,700 (2,771)

2 捐款收入 2,870,014 3,460,000 589,986
體系196萬、董事100萬、小額

50萬

3 政府補助 991,488 560,000 (431,488) 失智據點

4 其他收入 15,383 16,000 617

5 股利收入 644,053 0 (644,053)

2 經費支出 5,103,637 4,681,390 (422,247)

1 兒童福利 5,010 10,000 4,990

2 老人福利 1,615,177 2,490,000 874,823
勞退75,936，勞健保114,744，

薪資1,425,671，租金324,280

，管理費44,920，專案500,000

3 少年福利 0 760,000 760,000
勞退23958，勞健保50336，薪

資390500，租金81069，管理費

11230，專案200000

4 志願服務 78,860 0 (78,860)

5 社區服務 1,153,906 0 (1,153,906)

6 醫療福利 108,038 130,000 21,962

7 急難救助 803 20,000 19,197

8
教育訓練暨組織

發展
0 20,000 20,000

9 行政業務費 2,141,843 1,251,390 (890,453)

1 人事費 1,539,695 842,829 (696,866)

2 郵電費 11,862 12,000 138

3 印刷費 0 35,000 35,000 35周年特刊

4 雜項支出 124,865 130,000 5,135 35周年成果展

5 租金 215,179 81,069 (134,110)

6 會議費 5,160 20,000 14,840

7 保險費 130,972 74,460 (56,512)

8 修繕費 13,800 0 (13,800)

9 電  費 25,378 10,000 (15,378)

10 勞工退休金 74,932 46,032 (28,900)

備註

董事長：楊陳彩碧         執行長：楊怡珊        會計：陳月珠

109年決算(預估)

與110預算比較

       110年度財務預算表           
科目 109年決算數

(11~12預估)
110年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