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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提案



如何和員工與客戶，共創社區營造的永續價值 ?

客戶

員工企業



如何和員工與客戶，共創社區營造的永續價值 ?

深度陪伴

(快樂學習)

員工

永續

夥伴

企業

客戶

企業健康日客製化設計
培訓員工第二專長
建立社區客廳並複製

學習陪伴自己和父母/孩子
提升員工凝聚力與向心力

初期資金啟動/員工人力
時間銀行第三方驗證

邀請客戶共享共學
建立客戶信賴工程

友善高齡/孩童
第三人生心家人

緊密客戶關係
增加成交機會



行動規劃

◆依需求客製化的“公司健康日”

◆首期先搭配台中在地營業據點試辦做社區客廳的概
念驗證( POC )

◆可以單次或定期舉辦



POC 基本活動內容選項

◆荷蘭與法國原木桌遊/荷蘭餅/玩咖啡

◆聲波振盪綜合運動體驗/肌肉量與血循、血管彈性檢測

◆跨齡繪本共讀

◆爺奶與孫輩共學數位能力

◆不倒翁學校健走杖運動研習

◆帕(金森)友“誰帕誰環島健走”的在地伴走

◆阿嬤的廚房/一人一菜共餐

◆健康管理&健康促進到企業現場服務方案 (3~12個月)



Q&A 附註

◆不只是單一活動/課程，而是創造健康生活的常態系統架構

◆不是煙火式成果，而是持續循環的運作機制

◆場域不只在台中，也可以線上線下整合、跨區同步

◆模組化設計，可依預算/人力調整規模與活動內容

◆各地社區客廳財務營運模式，後續也可以提供以會員自費
方式運作，極大化公司初期投入的輔助資源

◆可以複製經營模式，持續擴大影響力



(二)背景資訊



如何和員工與客戶，共創社區營造的價值 ?
活動規劃:“OO 企業 健康日”

主參與者: 以員工為主角，企業目標客戶為對象。

目的: 做公益也能成長自己，並增加凝聚力與公司營收。

作法: 透過深度陪伴為核心的客製多元內容設計，青銀協作促進中高齡身心健康；

在輕鬆自在的活動中同時建設與客戶的信賴工程，深化互動關係後增加公司營收。

員工可擔任的角色: 在地社區客廳經營管理 + 健康日活動協辦 + 培訓第二專長 (健康教練/健康
顧問) + 擔任志工提升陪伴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

商模: 企業初期贊助金協助之後，自籌永續營運資金，並複製拓展擴大影響力。

案例分享: 提高保險業的簽約成交率

請洽詢 您的在地也在線永續夥伴 - 福客堂社會企業



活動案例
- 一人一菜社區共餐

(友善農產/異國元素/阿嬤的廚房/音樂響宴) SDG2; SDG3

- (聲波振盪)綜合運動 + 與定期檢測 (肌肉量/血循) + 陪伴咖啡 SDG3

- 繪本跨齡共讀時光(生命/生活/世界/共好系列) SDG4

繪本延伸爺奶與孫輩共學數位能力(實例:媽媽的一碗湯+抖宅頻道) SDG9  

繪本延伸帕金森病友站起來/不倒翁學校健走運動 SDG10

- 我的健康拼圖(我的安靜魔法 /打造幸福力/健康的吸引力法則) SDGs

- 桌遊比賽 (荷蘭/法國傳統桌遊結合職能治療) SDG3

- 城市互助輕旅行 SDG3 / 二手書二手衣交流SDG12

- 享學團(透過知識與經驗的合作平台，提升自我實現) SDG4



主要服務目標

針對處於第三人生階段的 45-75歲熟齡族，

• 提供一個以“ 深度陪伴 ”為設計基礎，

整合式的“ 健康美學生活 ”交流空間與平台。

• 自我陪伴學習做起，養成深度陪伴的能力

• 進而服務自己家裡與社區的長輩，

減少自己成為長照負擔的機會。



組織核心理念
堅持實踐”共享、共學、共創”的跨齡多元交流

• 深度陪伴

樂於分享生命經驗，

以生活議題，學習深度陪伴的能力；

從自己開始，再陪伴他人。

• 快樂學習終身

每一個人是老師，也是學生，

透過日常元素創造終身學習熱情，

激發健康老化的活力





福客堂。在社區

時光遊樂園
辦理高齡長者相關活動，
學習發展健康老化的
服務模式

2018.06

從繪本談生命

每週四以繪本做生命經驗交流. 源
於台中在地，延伸至其他縣市與
馬來西亞(線上與實體)

台北帕友線上聚
每周五與台北帕(金森)友線上交流, 
發現生命鬥士的故事值得分享, 希望
能協助製作推廣影與其進一步合作。

2019.09

荷蘭大叔社區客廳
整合型健康促進服務，包括身體
(健康美學館、我的健康拼圖)、心
理(跨齡繪本及多元陪伴引領生命交
流)、自我實現平台(融合線上與線
下活動；賦能與陪伴服務以運作的
享學團)。2021.07

2021.10

我的健康拼圖
每週於新北市關懷據點，實體身
心整合教學的帶狀賦能課程，從
認識情緒、心理與身體關係的自
我照顧。

2700人次 1500人次

2020

2800人次

安靜魔法/豐盈幸福
可以如何在繁雜思緒中找個空間
安靜下來？每周線上覺察力練習。
透過認識感受、情緒與心身互動
的自我，看見身邊的大小雀幸。

300人次

2700人次 1500人次

386人次

2800人次

台
中

永續在地夥伴 福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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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參考資訊



福客堂社會企業

呂文琛 /  時光遊樂園的園丁

來自荷蘭的老頑童

想把長者的世界變大
(陪伴是個需要學習的能力?)

緣起……

1991
~





開發45-75歲的閒置生產力

老化人口 14% ( 2018) - 20%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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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傷害就像每天抽15支菸！」

生活熱情
與

學習動力



1. 台中市國美館旁大墩文化中心
斜對面(B1-1-2F 200坪)

2. 台中市火車站對面3分鐘
30坪)

我可以為社會做甚麼?

兩個結頭菜，啟動了一個熟齡迪斯尼樂園夢 玩中學



20-80歲 成人共讀繪本

➢ 簡單工具探索自我+深度陪伴

➢ 跨齡跨領域，人人都是老
師也是學生，參與者主導

➢ 共讀中增加團隊互信/凝聚力



2019.09起每週一次的共讀迴響—

1.“福客堂 悅讀魷魚絲 繪本讀書會擁抱每個真誠的生命!在遇見未知的

自己過程中，讓生命影響生命 ”(退休圖書館長，七十歲女性)

2.“ 感恩福客堂，所有的人，在我生命中出現，改變了，曾經心海飄盪不安的我，因為如此，自

己心裏的黑孩子，慢慢的變得小小的，“ (國文補教老師，五十多歲女性)

3. ….透過老少咸宜的繪本，可以讓人作自我生命的應照與詮釋，大家的生命彩虹相互輝映。每

次學員們的相聚對話、生活經驗交流，演繹出晶瑩智慧的火花！” (為了陪伴母親提早退休的老

師，五十多歲男性)



生活美學分享與交流的平台 玩中學
青銀共伴 時光遊樂園



一個堅持”實踐”共享、共學、共創的多元城鎮





服務目標 & 與他人的不同
關懷據點(現行做法) 本提案: 荷蘭大叔的社區客廳

活動設計 照顧關懷 陪伴學習、共同成長

學習動機 按表定課程上課 提供主動選擇，依興趣主題參與設計學習方式

年齡區間 65+ 高齡 20-90歲 (跨齡與跨世代交流)

目標對象 受照顧者 潛在受照顧者/照顧者

場域環境 上課活動教室 心理/生理/自我實現整合的美學空間

運動型態 活動式運動 聲波被動式運動降低運動門檻，每月肌肉量檢測追蹤

科技應用 實體活動 線上遠距與線下實體整合

財務架構 預算受限的社福安全網 自給自足會員制，可複製的跨齡共生網

文化角度 在地關懷 加入歐洲文化元素，增加場域互動豐富度

生態系 社福系統+長者+照顧者
(身) 結合社群咖啡館+持續運動增強肌耐力+
(心) 深度陪伴(繪本生命交流+生命記錄增加互信，搭配活動落實到日常生活) +
(自我實現與經驗變現)享學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