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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賽說明

自1993年起，我國65歲以上高齡人口數已超過總人口數7%，正式邁入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訂定之高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資料顯

本競賽希冀引導青年世代與社會大眾關切銀髮各項議題，激發青年世代與銀髮族
間的互動火花與信任融合，結合社會各界偕青年學子共同營造「青銀交流•世代共
融」良好氛圍，並吸引社會大眾對銀髮議題之關注。

示，我國高齡人口將在2018年達到總人口14%，邁入高齡社會，2025年更將超過
20%，邁入超高齡社會。另外，我國生育率由1996年1.76人，逐年降低至2005年

二、競賽大事紀

1.12人，2013年總生育率更僅有1.07人，顯示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加上中高齡者
較早退出勞動市場，我國面臨到勞動力供給與勞動人口參與上的危機，所以銀髮人

時

間
活動報名截止
計有92隊報名參加。

107年6月30日（六）

入圍說明會
邀請輔導顧問一同與參賽隊伍討論提案計畫與執行方向，達到
本競賽青銀交流目的。後續可申請輔導顧問進行個別輔導。

107年8月20日(一)

公告得獎團隊名單
銀髮人才資源網公告本競賽各組得獎名單，計有32隊。

107年9月3日(一)

表揚活動與成果展現
辦理表揚活動頒發獎金與獎狀，並於活動現場進行成果
展現。

助有意願及能力的銀髮人才持續在職場上發揮所長，增加銀髮勞動參與率，以保有
我國勞動力延續性。
此外，為引導青年世代關切銀髮各項議題，進而研究思考、行動規劃、親身參
與、提出看法與精進作為，結合社會各界偕同青年學子共同營造「青銀交流•世代

明

107年5月14日（一）

力的開發及再運用已成為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鑑於此，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特成立全國第一座「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協

說

共融」良好氛圍，進一步吸引社會大眾對銀髮議題之關注，由勞動部指導，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主辦，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承辦「青銀交流•世代共融」全國青年提案
競賽(以下簡稱本競賽)。

三、競賽組別及獎項說明
組

本競賽今年共有92隊報名參加，在經過嚴謹的資格審查、初審、入圍說明會及
決審階段的激烈競爭，各組選出前3名與佳作隊伍，競賽中特別規劃了「入圍說明
會」，安排輔導顧問指導青年學子，藉由入圍說明會中的交流與互動，討論提案內
容的執行方向，強化這群青年學子的計畫內容，使計畫更臻完備且具體可行。
透過本競賽看到許多青年學子在銀髮議題上所展現的創意，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與活力，特將本次競賽得獎及入選隊伍提案集結成冊，表揚及鼓勵他們的認真與付

別

(一)
社會服務組

鼓勵青年學子參與社會服務，利用「銀髮議題」研提社會服務計畫(如社
區、都會區銀髮人力調查、田野調查、耆老訪談、社區營造、銀髮關懷照顧
及銀髮長者工作樣態調查紀錄、促進銀髮勞動力課程設計與職能開發等)。

(二)
映畫製作組

鼓勵青年學子針對銀髮族議題(如就創業、訓練、經驗傳承、實習與職場再
設計等與勞動力相符之議題)，撰寫短片、動畫、微電影、新聞專題報導、
紀錄片與宣傳影片等，讓更多民眾能關注銀髮族議題。

(三)
銀髮創業組

提出與銀髮議題有關之創業營運計畫書(如營利單位、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
業)，創業內容可以包含輔具設計、創意商品、文創商品或食、衣、住、行、
育與樂等相關產業，鼓勵「青銀共創」或「銀青共創」等各類型創業提案。

(四)
青銀創意組

以青銀共創為概念，由青年及中高齡銀髮族共同針對銀髮相關事務(如便利
銀髮生活、社區營造與銀髮勞動力開發等)進行創意發想並提出具體可行提
案計畫，創造世代交流之效益。

出，更期待他們未來能持續保有此次的信念和熱忱，一同促進銀髮政策發展，真正
達成「青銀交流•世代共融」的目標。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02

提案內容

各類組第一名取1名，獎金新臺幣7萬元整；第二名獎金新臺幣4萬元整；第三名獎金新臺幣3
萬元整；各類組佳作取6名，獎金新臺幣5仟元整；總獎金高達新臺幣68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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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 - 第一名

樂齡e點通，桌夥來企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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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 - 第二名

第二部分（樂齡桌遊益世界）：

1、帶領促進生理健康之桌遊：企鵝敲冰磚、手榴彈拆拆樂、企鵝漂漂船、彈射青蛙、閃

指導老師：楊浩然
參賽團隊 / 組員：

靈快手。

創意樂活青年軍
萬宣慶、林妤容、林宥榆

2、帶領促進心理健康之桌遊：轉念說書人，以訓練銀髮族晚年正向思考能力。
3、帶領促建社會健康之桌遊：水果介紹法＆人際大富翁，透過遊戲寓教於樂，鼓勵銀髮
族互動認識新朋友。

提案摘要

後續發展

臺灣的高齡人口正快速老化，預期失能的人口愈來愈多，銀髮族因生理機能逐漸退
化，造成不願意或害怕離開室內，直接影響其社交生活，且目前國內適合銀髮族的休閒
遊戲相當匱乏，許多銀髮族長期以看電視和睡覺渡過每一天，肢體在缺乏活動的情況
下，更加速老化。
除身體失能外，失智的老人儼然成為公共衛生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故此，透過桌
遊來延緩高齡退化的問題，包括長者肌力協調的退化、認知記憶力專注力的退化、社交
互動的退縮及心靈上的不安全感等，希冀透過桌遊這個媒介，讓銀髮族可以有更多的互
動以及身心上的刺激訓練，並加入「友善數位」之活動引領，讓銀髮族與科技互動做為
媒合，即在晚年能不與社會脫節，保有與時俱增之自信，讓晚年生活不只贏在起跑點，
更不輸在終點。

中程目標：本次桌遊會融入人際溝通傾聽等相關訓練，主要讓銀髮族學會傾聽、陪
伴、哀傷輔導等能力，並透過訓練增進長者正向思考的能力。在講座結束後，規劃與本
團隊合作單位持續合作，逐年將把服務範圍與擴大，並招募更多有為的青年才子共同投
入社會服務的領域之中。
長程目標：長期照護議題，近來來儼然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此次課程藉由桌遊
「轉念說書人」能夠結合「活到老、笑嗨嗨!樂齡蒲公英」的「看、聽、 轉、牽、走」的
(以下簡稱5L課程)內涵，尤加入哀傷輔導機制增強正向轉念，讓社區民眾在面對自我和他
人哀傷感到恐懼，而改以正向積極態度來面對，此部分亦能結合過去團隊所研發的「室
內高爾夫」及「獨數一格」失智預防課程等三大課程，即以WHO提倡之健康定義(即生
理、心理及社會皆達到健康方可稱為健康)初衷為思考，以此四個構面作為本提案最重要

具體效益

之連結，建構常模推廣至全台各社區據點與樂齡學習中心等，深盼能夠藉由模式的建立
與推廣，使銀髮族不僅「活到老，學到老」，更能「活到老、笑嗨嗨」。

第一部分（成為手機達人）：
1、教導銀髮族使用LINE APP做出一支屬於自己的影片，並分享給親友。

活動照片

2、教銀髮族如何使用「全能掛號王」APP，從此之後，看醫生變得更有效率，並請銀髮
族親自操作。
3、介紹「台北捷運＆台北等公車」等APP，讓銀髮族知道，要出去遊玩並不是想像中的
那麼困難，也不是只有坐計程車的一種方式而已，鼓勵銀髮族多去戶外走動，對於健

與中山社區大學
長者大合照

康有極大幫助。
教導銀髮長者
手機APP使用

04
青銀共同玩桌遊

團員用簡報講解
數位友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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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 - 第二名
弱勢學生向前行，銀髮關懷我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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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
本團隊將在計畫的期初、期中及期末進行深度訪談，訪談者為校內外專業師資團

指導老師：葉明勳、黃梅綺
參賽團隊 / 組員：

Young Old Happy

隊、弱勢學生、志工、受服務者等，針對計畫執行內容進行瞭解與修正，以讓本計畫運
作更能達到預期目標。

董永崙、陳昆聖、周宜瑩、彭昱寧、鄒琬婷、吳姿穎

活動照片
提案摘要
本計畫將輔導宜蘭某大學的弱勢學生、宜蘭地區托老所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志工
考取專業證照，包括高齡桌遊指導員證照及高齡運動指導員證照，並開設生命故事書製
作、社會工作、心理輔導及健康促進等基礎課程，共同學習成長，使其有專業能力；而
後，進行講師專業能力培訓的工作坊，進而調查宜蘭縣內各托老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及偏鄉地區的講師需求，以提供適當的健康促進課程服務，以彌補銀髮健康促進的實際
人力缺口。

具體效益

輔導學生考取高齡運動指導員證照，
實際至社區巡迴指導

學生具備打擊樂專業能力，
實際至托老所進行教學

1、至少輔導20名弱勢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2、至少培訓20名弱勢學生成為專業講師。
3、至少30名宜蘭某大學的學生參與志工團隊。
4、學生志工團隊至少巡迴10個托老所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進行健康促進服務。
5、至少輔導20名宜蘭地區托老所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志工考取專業證照。
6、弱勢學生於宜蘭地區托老所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至少開設100個小時健康促進課程。
7、製作6本銀髮長者的生命故事書。
學生具備製作生命故事書專業能力，
實際至托老所(原民部落)進行教學

06

社會服務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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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 - 第三名
E化課程，走在時代的最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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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指導老師：莊朝勝
參賽團隊 / 組員：

時尚新潮流

團隊與銀髮族合照

吳東洺、楊嘉翔、饒祐禎、張泳冠、李沛璁、陳柏邑

提案摘要
現今長者與兒孫之間的互動並不多，科技的進步也造成了彼此關係的疏離，此提案
通過手機進行青銀交流，由青年教導長輩使用手機等相關科技產品、長輩提供青年人生
經歷及建議，相互學習並增進彼此的關係。

團隊計畫討論

具體效益
1、以社區青年與銀髮互動的E化課程，增加青銀彼此互相交流話題。
2、減低銀髮族對科技的陌生，並與社會接軌。
3、原本被疏離的長輩，以手機為媒介能產生通話題，減少疏離感。

課程中與銀髮族互動

後續發展
長期目標是以一傳十，十傳百，從社區發展到縣市，交流的媒介包括手機，電視節
目、平常閒話家常或是專業知識等，找到讓長輩感興趣的話題，讓青年能主動與長輩交
流， 達到長期的青銀交流。
實地社區拜訪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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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組

孤單的長者

社會服務組

指導老師：侯佳惠
參賽團隊 / 組員：

指導老師：陳光榮、簡玉惠

草草女

參賽團隊 / 組員：

游舒媚、陳鈺萱、黃棋芃

花YOUNG年華
陳欣誼、何秉祐、游雅芳、胡雅婷

提案摘要

提案摘要
在現今社會中，睡眠已是常見的問題，尤其對長者來
說，因退休生活愜意，手部減少活動，造成手抖顫症狀日
益常見。透過本組創建平台辦理活動，作為中間者的角
色，將種植花草藥的成效做為改善睡眠問題的主要解決方
案，在種植過程中也會活動筋骨，可以帶著孫子去種植及
認識花草，間接拉近祖孫之間的距離，也為祖孫找到一個
共同話題、開啟溝通。

透過與鄰近社區的里民及志工合作，並到各個學校推廣、
招募成員一起與長輩互動(一位長輩大約配ㄧ到兩位成員)，每
個配對持續一年，期間會定期舉辦假日市集活動，也會定期的
召開會議，檢討並分享服務期間所遇到的難題，成員間不但能
夠互相討論如何解決問題，也能從中獲取不同的經驗。
團隊成員

社會服務組

青年來相左，好運來坐鎮

指導老師：何瑞峰
參賽團隊 / 組員：

安眠枕教學花絮

社會服務組

指導老師：何瑞峰

夢想家團隊

參賽團隊 / 組員：

林昱廷、林佳儀、李鎔仰、石隆旭、林偉翔、李慶育

提案摘要

剛剛好隊
徐韻喻、徐竣偉、沈佑緒

提案摘要

透過密切與社區聯繫，了解社區居民需求，並將團隊過去辦
理營隊等活動經驗帶到社區中。先以安排帶動唱活動，活動筋骨
並與社區居民培養感情，輔活用科系專長，觀察到許多社區居民
都已擁有智慧型手機，時常想分享自己生活照給親朋好友與子
孫，團隊教導社區居民如何操作手機，並且可以安排電腦課程，
讓社區居民可以進行影像編輯學習新知識，團隊同時也在社區國
小辦理相關課程，讓社區居民回家以後可以與孫子共同製作。

10

你聽我說

我們發現了現代社會青銀不交流，導致世代產生了代溝，
嚴重的出現世代斷層。為了改善青銀不交流的問題，我們想出
〝你聽我說，我教你做〞的活動計畫。利用四季節慶食物活
動，緊密地與【青銀交流，世代共融】結合在一起。

活動花絮

團隊討論

11

映畫製作組 - 第一名

背影

107年全國青年提案競賽成果紀實手冊

活動照片

指導老師：簡玉惠、陳奕愷
參賽團隊 / 組員：

燕子

拍片過程

張家瑜、杜家瑋、陳佳琳、盧佲妤、范姵如、陳信賢

提案摘要
有鑑於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問題，許多退休的長者，還具備勞動力，但退休回到家
中後，連想要再發揮所長都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提出銀髮共餐的活動，讓長輩們藉由
共餐互相聊天、打發時間，不但可以提升長輩的活動力，也可以提供對於”做菜”有專

拍攝討論

長的長者一份工作，增進社會勞動力。

具體效益
1、 讓退休後的年長者依自己長才、興趣所向發展，為社會出一份力。
2、 共餐活動聚集了社區的年長者共同用餐，降低獨自在家發生危險的機率。

活動花絮

3、 在計畫中能有聊天談心的伴，也能藉由動口、動手、動腦來防止身體素質退化太快。
4、 參加計畫的退休長者的生活有了重心能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繼續努力，也為他們的生活
增添了許多值得回憶的色彩。

後續發展
將把社區銀髮共餐活動推廣出去讓更多的社區能夠效法，讓社區裡的年長者能夠二

團隊成員側拍

度就業，也能幫出門打拼的青壯年減輕對於家中有老年人的負擔及擔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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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畫製作組 - 第二名

青銀築夢，居然室你

107年全國青年提案競賽成果紀實手冊

活動照片

指導老師：鄭伶如
參賽團隊 / 組員：

逐夢青年
詹竣明、陳雨豪、林芷君、鄭文涵、周嘉銘、邱詩宇

青銀戶外踏青

提案摘要
高齡化社會，空巢老人問題越來愈嚴重，銀髮族缺少陪伴關懷；許多青年人外出、
求學、工作，有金錢經濟壓力，一個人生活大不易。結合兩者問題，青銀共居模式是最
好的選擇，能達到青、銀族群雙贏局面。

青銀結伴旅遊

具體效益
1、希望能透過青銀共居方式達成青年與銀髮族的交流。
2、強調青銀互動外，更著重銀髮族的經驗傳承和分享，青年的陪伴、關懷與協助。
3、銀髮族藉由其豐富閱歷，協助年輕人解決生活和工作壓力，達成青銀互助。
4、符合「青銀交流，世代共融」的重要精神。

討論拍攝內容

後續發展
年輕人有活力、熱情但較無富裕的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銀髮族因為兒女不在身邊
產生空巢、寂寞現象，同時需要有人陪伴與關懷，藉由長者所擁有的房屋資源，將會是
達到青銀共居的有利條件。希望透過本劇「青銀築夢，居然室你」，讓更多人明瞭知道
青銀共居的優點，相信未來會被更多人認同。

14

影片縮影-青銀大合照

15

映畫製作組 - 第三名
戀戀眷村，即食入封

107年全國青年提案競賽成果紀實手冊

活動照片

指導老師：陳雪芬
參賽團隊 / 組員：

美日美日Good Good Good

共享美食

張瀅璿、杜羽萱、林詩宜、蔡宜靜、李建佑、賴信亨

提案摘要
基隆市暖暖區中興社區是一個海軍眷村，高齡化社區。時代巨輪不斷向前邁進，隨
著歷史演進民國49-99年間搬遷了三次，從屋瓦房到高樓層，探索認識中興社區的遷徙與
長者分享故事

文化美食特色，一層層世代傳承，為社區盡一份心力，提升眷村美食價值，營造永續成
長，延續眷村文化。

具體效益
1、結合年輕人的創意潛能，活化社區發展並延續保有眷村文化。
2、製作即食料理包，保存眷村美味，並提供社區長者食用。

採訪過程

3、引導學生關懷在地、自主學習，促進學生場域實作學習與分享之合作模式，並增進學
生對在地認同，進而激發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意的意念。

後續發展
目前據點雖已提供供餐及送餐服務，但在假日及特殊狀況時，無法進行送餐，將食
物封入即食包(經過高溫殺菌的即食軟袋)中，可以讓許多長輩不用出門，也可以在家中享
用溫暖的飯菜，更可以推廣在地傳統眷村美食，讓更多人即使不出門，也可以享用這懷

影片拍攝

念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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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畫製作組

銀法戰爭

銀髮創業組 - 第一名
照福2˙靈－整合偵測照護系統

指導老師：張家豪
參賽團隊 / 組員：

樂服志工隊

指導老師：黃義良、王怡又

王傳程、江宜珊、林育宗、曾羿芸、邱瑾汶

參賽團隊 / 組員：

照福2˙靈
林家瑩、吳俞葳、林耘秀、林婉琪

提案摘要
讓銀髮族願意再出來二度就業，也讓青年懂得尊重與包容

提案摘要

年長者，並且希望未來台灣能有更完善的法律能保障年長者在
透過青銀族合作，研發離床與徘徊照護的整合系統，以藍芽感測器傳送到智慧型手

職場上的權利，增加銀髮族就業的意願。

持裝置，經APP監測受照護者的離床與徘徊狀況，並免費推播到遠端的第三方。此一裝置
適用於高齡族、失能者或幼童，以最低成本解決照護者需要經常查看的問題，也提昇受
學員積極參與活動

照護者的尊嚴。配合政府長照2.0政策推行已與廠商規劃量產中，未來能成功開創照護市
場的新藍海。

映畫製作組

多一份關懷少一分遺憾
具體效益
1、 預計增加產值4,200萬元，增加就業5人。

指導老師：莊東燐
參賽團隊 / 組員：

2、 新增系列產品共2項，新型與發明專利共3件。

IDEA良品

3、 提昇學校產學合作計畫簽約金80萬元，技轉金額50萬元。

陳宣宇，阮聖新，湯琇如

4、 研發升級：與廠商合作技術升級，提升企業競爭力。
5、 價值提升：除了就業外，且可投入產品設計開發領域。

提案摘要

6、 產業延伸：可應用多元性產品,其技術亦可跨產業整合，達到更多創意發想空間。

人在衰老時期，子女從旁的鼓勵、陪伴顯得極為重要。唯

7、 採用新型MEMS傳感器與低功耗藍芽技術應用，除了已開發尿布監測、與徘徊監控系

有親身理解長者的想法，體諒他們的感受，才能找出與他們相

統外，照福2˙靈目前更朝向溫度量測、體位偵測與各種水溫監控等系列產品。

處最合適的方式，將來當自己也成為那年長者時，會更清楚如
何調整自己的心態以及與子女的相處方式，讓每一位長者在最
後有限的時間裡也能享受人生。

18

活動側拍

19

後續發展

銀髮創業組 - 第二名

1.材料部分：外殼將更輕薄，以提升舒適性與美觀。

C.W.P

2.功能部分：擴充連結功能，設計wi-fi無線傳輸系統，或延長藍芽感測距離，讓中大型機
構亦能適用，降低機構成本，照護國人健康。
3.行銷部分：學習更多行銷技術以及商業模式，加強產品的行銷與推廣能力。

指導老師：駱信昌
參賽團隊 / 組員：

活動照片

校園嬌娃
鄭珮綺、翁菡蔚、莊佳華

提案摘要
本計畫設計了一項創新的砧板，名稱C.W.P，分別代表Cut(切),Wash(洗),Put(放)是產品
的三大主要功能，本設計結合切洗放三項功能，在砧板表面設計了鋸齒狀的突起，以穩
固食材，並結合了洗菜籃，切完食材後可直接將整個砧板拿到水龍頭下清洗食材及濾
水，食材清洗後砧板也可摺疊成放置食材的容器，省去要多拿一個容器的麻煩。這是一
項能夠簡化銀髮者在廚房的使用工具，使砧板多功能化且輕量化，讓銀髮者在廚房的工
團員參加健康照護產學技術
交流暨媒合會積極行銷
參加入圍說明會，團隊成員
進行簡報講解介紹

作更簡易輕鬆。

具體效益
1、 了解銀髮族在使用砧板時會遇上的問題，進而結合切洗放三項功能，增加砧板的活用
性，使銀髮族在使用砧板時能更輕鬆便利。
2、 減少廚房中過多的用具，讓流理臺不再混亂壅擠，也使銀髮族在清理時能更加省時省
力，減少清潔整理過程中的諸多不便。
3、 因為集多項功能於一體，提高砧板的附加價值。
4、 輕量化材質、穩固食材的凸起等，多處友善於銀髮者使用的細節，讓銀髮者使用起來
輕鬆方便好上手。
與銀髮族顧問和團隊成員開會，
及調整產品以及行銷策略

20

與銀髮族合作，進行離床開啟
自動照明之實際測試

21

後續發展

銀髮創業組 - 第三名

1.可與廚具大廠合作可作為購買廚具的加價購商品或贈品。

如銀所願

2.結合現今網路購物技術，增加國際市場及曝光率。

指導老師：張祐禎

活動照片

參賽團隊 / 組員：

Accomplist
關貫中、劉旻融、林莆芸、熊庭

提案摘要
如銀所願聚集了一群青年來協助銀髮族完成「夢想清單」，使用者透過平台，將些
銀髮族的「夢想清單」以任務的方式發派給青年，邀請青年協助完成，並將實踐過程寫
成故事留存。幫助銀髮族自我實踐過的過程中，能替青年族群創造額外收入，並鼓勵年
輕人關注銀髮社會議題，同時增進青銀世代的交流，以青銀共創的理念解決現有社會問
產品實際操作

題。

具體效益

入圍說明會簡報

1、結合年輕族群的活力與創意，幫忙銀髮族完成他們的「夢想清單」。
2、透過賞金任務的模式，讓年輕人替老人圓夢時還能賺取生活費，形成正向循環。
3、以「夢想清單」作為共同話題，串聯青年與銀髮族群，交流生活經驗並鼓勵互動。
4、將每筆完成的任務紀錄成故事，讓任務過程的溫暖在社會中延續。

後續發展
1、 除了銀髮族本身，亦可推動由兒女替長輩刊登任務，將長輩的夢想執行包裝成禮物，
贈送給長輩；由企業直接提撥金費，投入社會公益營造形象，本平台也會協助寫成故
團隊成員合照

事宣傳。
2、 目前已經與永和區公所合作與文林扶青團合作，獲得第一批發布任務的銀髮族與執行

組員執行市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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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青年。

23

3、平台新增『故事館』，由青年協助將完成的任務寫成紀錄，作為平台可參考之成功案

例，亦能交流每個銀髮族的圓夢經歷。

銀髮創業組

睡眠呼吸中止症簡易檢測工具

4、在台灣成功營運後，可將模式複製於海外，第一目標為日本，因其銀髮族比例與人口

為亞洲第一，並相當重視銀髮福利。
5、未來會增加如身心障礙之老人的客製化服務，幫助具有身體及心靈不便卻懷有夢想的

指導老師：李俊德、朱奐玫
參賽團隊 / 組員：

老人們，也能完成夢想。

夜晚守護者
呂秉蓉、簡秀珊、林逸柔、謝旻芸、林育萱

提案摘要

活動照片

睡眠，是人類最重要的生理需求，卻因睡眠呼吸中止，導
致精神、生理系統、健康流失等問題出現，本提案是以睡眠呼
吸中止症檢測儀器做研究主軸，希望藉此為銀髮族帶來實質幫
助，並帶動醫療商品、服務經濟產值的同時，造福社會大眾。

團隊討論並合影

銀髮創業組

氣樂盒

任務照片-吉他教學
任務照片-爬山

指導老師：駱信昌
參賽團隊 / 組員：

設計輕鬆
趙妍汝、陳采榆、陳玨廷

提案摘要
銀髮族外出時攜帶假牙的問題儼然成為銀髮族的困擾，想
要外出用餐卻要當眾將假牙拿出，而且無法友善清洗假牙，只
能裝入不透氣的假牙盒，普遍的假牙盒不夠衛生，外觀設計也
不美觀，所以我們想設計出一款適合外出攜帶，並能做清洗的
假牙盒，也希望透過正確的假牙清洗方式，改善過往錯誤的衛
團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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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照片-攝影教學

生習慣。
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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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創業組

Anti-hotter

銀髮創業組

指導老師：駱信昌
參賽團隊 / 組員：

組合式研磨食物剪

指導老師：李俊德、朱奐玫

淹腳目

參賽團隊 / 組員：

趙建鈞、陳海翔、徐東弦、賴佩琪

組合式研磨食物剪
莊慧珊、蔡佳芸、陳怡伶、馬嘉笙

提案摘要

提案摘要

銀髮族隨著年紀增長，手部肌力慢慢退化，漸漸無法長期維

本新作品「組合式研磨食物剪」創作承襲「碎食剪刀」之優

持住一定的力量。目前市面上在防燙廚房用具的設計依舊是間接

點，更加以改進為一種可拆式剪刀，其主要係能令使用者依不同

施力於物體上，如：防燙夾，當銀髮族在廚房進行烹調跟清洗的

使用需求，選擇「剪刀本體之剪刃部」是否欲搭配組合「輔助剪

動作，將會接觸到各式各類的鍋碗瓢盆，同時也將面臨廚房環境

刃部組」，使用後能方便地自由選擇將物品裁剪成不同大小，令

擁擠，長久下來烹煮造成的油膩環境等問題。銀髮族勢必也有一

其操作使用上更具便利性，而在其整體施行使用上更增實用功效

定的擔憂與顧慮，於是我們希望設計一款防燙墊，使銀髮族能直
接安心接觸熱鍋，減少燙傷意外，創造一個安全的廚房空間。

銀髮創業組

草模-使用者體驗

起飛Let’s Take Off

指導老師：駱信昌
參賽團隊 / 組員：

特性者。

團隊計畫討論照片

銀髮創業組

澡樂子

指導老師：駱信昌

星期三不睡覺

參賽團隊 / 組員：

黃芊睿、李珮瑩、陳佳鈴、陳寶伃、賴佳瑜

提案摘要

我們很棒樂子
吳芊慧、李長青、陳禹諼、張維彤

提案摘要

隨著年紀增加，原本簡單的脫衣服動作，對於年長者卻是相

澡樂子為新式浴巾，翻新了使用浴巾的使用方法，針對銀髮

當不容易的事。多數高齡者都有肩頸痠痛的問題，關節也不靈

族設計了，使得銀髮族能輕鬆地使用這款浴巾，在浴巾的兩端設

活，造成脫衣時的困擾。目前市面上只有輔助穿衣的產品，並無

計成手套的功能是為了防止銀髮族在抓取時容易鬆脫並且把手放

輔助脫衣的產品，銀髮長者在脫衣動作上遇到的困難仍然未被解

在裡面也能更全面的擦拭身體，而我們也想到了現在市面上浴巾

決。設計中我們轉換了原本手臂上舉脫衣的行為，改為向前微傾

擁有水不均的問題並且想出了能讓水平均分布在浴巾上的方法。

脫衣，避免了長者因肩頸問題上舉時而引發的不適感。

我們在澡樂子這款浴巾上的前段、中段、後段都繡製簡易的小圖

26

案，讓使用者一看到就能清楚理解使用方法。

與長者互動過程

團隊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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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創業組

EPS輔助輪椅

青銀創意組 - 第一名
Four銀Love

指導老師：彭守道
參賽團隊 / 組員：

iCONTROL
莊文慧、黃冠銘、王冠頎、王政賢、林美云

指導老師：鄭伶如
參賽團隊 / 組員：

提案摘要

卡布里諾
鄭文涵、林慧君、蔡聲鴻、吳阿香

基於「銀髮族及身心障礙者」為主要客群，以觀察市場上有

提案摘要

關產品的缺點及改善其功能，使之更為方便使用為出發點。我們
的設計理念來自於現今社會中為了銀髮族人口又或是殘障人士所

「Four 銀 Love」成立宗旨：戀上家的味道，是由30-65歲的家庭主婦所組成的主廚團

設計的殘障坡道，為了登上殘障坡道，他們經常需要外人幫助，
還有許多銀髮族人口和殘障人士因行動不便也無法自行參與大眾

隊，提供銀髮族晚餐料理之服務平台。銀髮族可進行線上點餐服務，此外配合新北有機

活動，因此會感到自卑或是失落感，若能研發出代替銀髮族雙腳

小農農場合作的有機食材、低油的精製橄欖油/苦茶油、低糖—海藻糖和低鹽—礦鹽給媽

又能隨心所欲操控的輪椅，相信對於弱勢族群是一大福音。

輪椅照

媽主廚。待完成晚餐料理後，由「Four銀Love」18歲以上具有機車駕照的兼職工讀生，將
晚餐送達到府上供銀髮族享用。「Four銀Love」目標顧客為銀髮族，晚餐料理由媽媽主廚

「銀」得你心-銀髮生活資源
整合平台創業計畫

銀髮創業組

團隊（30—65歲家庭主婦兼差，包括青、銀兩世代）完成，餐點配送則由18歲以上的兼
職工讀生完成，達成「青銀共創、世代共融」之精神。

具體效益
指導老師：楊雅棠
參賽團隊 / 組員：

1、 提供四種服務（三情、三愛、三心、三味）。

倆男倆女

2、 『吃健康、吃有機、吃原味』。

余國艇、林劭瑋、丁肇安、竺佳蓓

3、 在地勞動力開發。
4、 創造三贏局面。

提案摘要
台灣人口結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代表著銀髮市場商機

後續發展

持續蓬勃發展，因此本計畫開發「銀髮生活資源整合網路平
台」，整合食、衣、住、行、育樂及醫療等相關資訊，提供銀髮

1、 便利銀髮生活。

族「樂齡生活」所需，平台亦推出「ｅ照護」服務專區，該服務

2、 擴大經營，社區營造。

進一步結合智能科技手環，完整的記錄用戶健康狀況，提供用戶

3、 銀髮族勞動力開發。

所需的健康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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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討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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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創意組 - 第二名

活動照片

高老頭的雜貨店
入圍說明會合影

指導老師：
參賽團隊 / 組員：

高老頭的雜貨店
高增新、曹薾譽、高淑芳

提案摘要
「高老頭的雜貨店」，著眼於資訊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疏離的危機、高齡社會的樂齡
腦力激盪

人力資源湧現，以嘉義市民國路尚存的雜貨店舊址為青銀創業基地，引入大專青年學子
志工團隊，盤點嘉義市最大眷村改建集合住宅「經國新城」的樂齡人力資源，結合社會
設計思考與步驟，活化樂齡人力資源，開創青銀創業的藍海市場。

具體效益
1、開啟盤點與分類社區樂齡人力資源。

團隊成員合影

2、媒合系所學生與社區樂齡資源的連結。
3、落實社會設計理念將知識轉化成智慧的樂齡商品設計。

後續發展
1、以社區建置的「樂齡人力資源網」，朝向以網際網路建置的「樂齡人力時間銀行」。
2、以老房子構築的「青銀創業共同工作空間」，增能為「樂齡生涯輔導資源中心」。
3、以懷舊元素開發的「樂齡益智商品」，走向延緩失智撫慰人心的「樂齡教材教具」。
團隊成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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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創意組 - 第三名

活動照片

智同稻和-蟲蟲圍雞
「高老頭的雜貨店」計畫團隊合照

指導老師：曾碧卿
參賽團隊 / 組員：

來坐
蕭國瑞、陳篁維、林育丞、孔紫宜、張妙嘉、林秀玟

提案摘要
入圍說明會與林天祥老師合影

位於台南市後壁區的頂長社區，為傳統農業社區。以一級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讓
青年紛紛外出發展，高齡化現象日趨嚴重下一代紛紛到外地就學的情況，已呈現社區後
繼無力的疲乏警訊。因此，本團隊希望結合大專青年的活力創意與社區銀髮族的智慧，
串聯起社區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以協助整修老屋為起始，藉由空間再利用，設計各項
學習課程與活動，讓銀髮族熱愛晚年，進而為社區增添生氣，同時以「青銀創業」的概
念思維，以厚實的稻米一級產業為基底，借鏡日本「六次產業化」的農村再生啟發，設
計「蟲蟲圍雞」青銀共創事業，並以地方自然教育場域之優勢，重塑幼兒教育模式之體

討論懷舊的樂齡商品設計

系，朝向落實再創社區經濟風華、營造宜家宜居之目標前進！

具體效益
1、凝聚社區居民，讓居民走到戶外。
2、動員居民，貢獻一己之長。
3、椅聊文化獲得廣大迴響，也逐漸形成一個特色。

懷舊系列的樂齡益智玩具

後續發展
1、將椅聊文化落實在每個居民，也設置公共椅聊吸引遊客經過時的休息區。
2、將養雞養蟲的循環經濟，加入數位科技的元素。
3、帶動剩餘老屋空間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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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硐礦村的跨世代
國小童年青銀時光踏查計畫

青銀創意組

活動照片

指導老師：

計畫執行照片

參賽團隊 / 組員：

猴硐同一間國小跨世代生活故事工作小組
何美金、胡庭碩、范文儒

提案摘要
本計畫有四大目的：「促進猴硐地區祖孫輩的理解與互動
交流、讓猴硐地區銀髮族長輩感受到他的生活經驗是有價值
團隊合照

的、讓猴硐地區小朋友對礦村時代生活更感興趣，更有認同
感；並積累猴硐在地青銀共創動能，並創造下一次青銀共創行
動的契機」。
團隊猴硐大合照

青銀創意組

好竹藝文化祭

團隊執行活動照片

指導老師：
參賽團隊 / 組員：

竹動出擊
張恩誌、王國倫、枋心美、文開弘、陳清標

提案摘要
台南市關廟區新光社區青年人口外移、社區銀髮族高齡化的

團隊進入社區實際互動照片

問題極為嚴重，而在保留竹編技藝上較不容易，也因為這樣行銷
推廣、活動體驗變得格外重要，我們將本計畫規劃為「好竹藝文
化祭」，以結合在地「人文地產景」的特點去做文化祭推廣內
容，在這過程中可以讓銀髮族帶著遊客體驗到竹編的樂趣，也能
在闖關活動中促進青銀共融的機會，過程間能夠加深遊客對於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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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的興趣和認識度，達到青銀交流和竹編技藝認知與熟識度的提
升為最終目標。

實際採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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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我風格
SHOW出不老精神

青銀創意組

指導老師：張國慶
參賽團隊 / 組員：

青銀創意組

銀髮族輔具社區支援系統

指導老師：陳淑慧

衣櫥裡的時空

參賽團隊 / 組員：

江鴻儒、洪翊珊、劉欣宜、何秀珍

超越
劉騏甄、柏安華、林居宏

提案摘要

提案摘要

本計畫期望能拉近年青人與年長者之間的距離，一方面讓年

這次提案是希望可以從更務實的角度，實際幫助銀髮族的生

長者能了解時下之流行，且能有展現自我的舞台，以提升自信

活，增進他們對於獨立自主生活的信心，我們認為共享資源的概

心，另一方面也能讓年輕人理解過去固有的思維及文化，對年長

念應該讓更多人了解並且使用，物資的循環再利用也可以減少不

者們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雙方藉由服裝來互相交流，多了更多不

必要的家庭支出與環境問題。台灣面臨高齡化社會，在地老化成

同的話題，讓彼此的關係能更親近，除了加深家人間的羈絆之

為趨勢，透過這次的行動了解到銀髮族對於生活有著相當大的不

外，透過相處融洽的家庭，也能使個人的安全感及心境獲得提

安全感，本組希望透過與嘉義縣林居宏村長之合作，完成輔具社

活動花絮

升。

青銀創意組

世代交流APP

指導老師：楊雅棠
參賽團隊 / 組員：

活動花絮

區之規劃，使銀髮族提高生活的獨立性。

青銀創意組

菜凹布

指導老師：駱信昌

双雙

參賽團隊 / 組員：

吳雨潔、林佳萱、徐秋茹、黃靖蓉

人因歐嗨喲
張漣馨、張宜綸、翁佩琪

提案摘要

提案摘要

青銀間的有效溝通、共融是高齡社會中關注議題。同時，隨

現今社會，愈來愈多年長者是獨自生活，儘管生活上有不方

著身心的充化，記憶力衰退，過往經驗的交流與生活紀錄，亦是

便的地方他們也不一定會發覺，因此，為解決年長者的不便，我

社會的資產。因此，本團隊擬藉由當今不論老少均人手一機的生

們從廚房生活用品改良下手，我們期待使用者不論是否視力退

活習慣上，運用善變的FB、LINE、IG等使用之能力，針對銀髮族

化、是否手腕難施力，都希望他們能將廚具洗乾淨，這樣不僅可

推出一款世代交流的分享交流平台APP。因此，我們推出一款世

以提升生活品質，也可以讓家人安心讓他們獨自生活。希望可以

代交流APP是針對60歲以上的銀髮族，所提供的影音交流平台。

改善銀髮族的不便並且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讓銀髮族輕鬆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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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感到放心。

團隊於入圍說明會進行簡報

團隊計畫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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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就業中心及委外服務據點聯絡資訊

NOTE

107年全國青年提案競賽成果紀實手冊

因應經濟環境與人力需求的轉變，本分署組成具有「高應變能力、積極努力、
創新改革、使命感、肯犧牲奉獻、具創意」的行動團隊，並以「專業、熱忱、創
新、感動」作為本分署為民服務之共同理念。本分署轄區涵蓋臺北市、新北市、基
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等七縣市，為整合職業訓練、技能檢定、
就業服務及創業服務四大功能之機關，轄下就業中心共計九處，為民眾提供完整與
專業的就業輔導與諮詢服務，此外，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2014年10月2日重陽
節成立國內首座55歲以上銀髮者專屬的「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同時設有「銀髮資
源網」，透過虛實整合，提供銀髮者就業服務與各項與銀髮者相關資訊，透過活動
創造青銀世代間的交流與互動，增進世代間工作契合，以提升整體勞動力參與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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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地

址

電

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

(02)8995-6399
http://tkyhkm.wda.gov.tw/

基隆就業中心

基隆市中正路102號

(02)2422-5263

羅東就業中心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50號1-2樓

(03)954-2094

花蓮就業中心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03)832-3262

玉里就業中心

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160號

(03)888-2033

金門就業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11-119

連江就業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B1

(0836)23-576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新北市永和區自由街64號1樓

(02)7730-8878
http://swd.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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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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