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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服务的新想象
———从一家社区照顾咖啡馆开始

我们必须承认，未来面对的
议题不仅仅是老龄化，而是更严
峻的高龄化。 有预测显示，到
2020 年， 我国大陆地区 8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067 万，
占老年人口的 12.37%。 而台湾地
区预计今年老年人口比率将达
14.5%，至 2026 年，老年人口比率
将达 20.6%。

然而， 面对长期照顾问题，
以高效率著称的传统营利部门
显然无意解决，而以慈善为本的
非营利组织常常面临资金不足
难以维持的困境，如果只是一味
依靠政府，问题的解决是有限和
缓慢。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
许就是社区转角的一家咖啡店，
就给予了我们对长期照顾的新
想象。

“有本生活坊”于 2017 年 4
月开业。 从外观看，这间咖啡馆
符合所有年轻人的想象，明亮的
落地玻璃前摆满着花花草草，玻
璃门外店员正在认真手冲。 一抬
头，草绿色招牌上，却写着提供

“家事服务、 居家服务、 居家护
理、生活辅具”等服务。

这间开在台湾台中市逢甲
商圈旁静谧巷子里名为“有本生
活坊”的咖啡馆，打着“社区照顾
咖啡馆”的名号，引起附近不少
居民的好奇。

咖啡馆如何照顾社区

1、 吸引有专业背景的年轻
人加入

台湾地区长期照顾服务领
域也一直面临着人才严重流失
的状况，因为年轻人对长期照顾
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其单纯劳
力输出没有一技之长，虽然工资
并不低，很少有社工和照顾背景
的年轻毕业生愿意投入这一行
业。 就如台湾地区而言，外籍看
护工仍是其目前唯一大量的长
期照顾服务之提供者来源。

但是，社区照顾咖啡馆创新
地把年轻人愿意投身的咖啡行
业与长期照顾结合，吸引了很多
专业背景年轻人的加入。 如有本
生活坊的店长李依仁，社工系毕
业后，她曾任“照服员”，每天翻
身、拍背的例行公事让她曾想放
弃，但照顾咖啡馆的新模式让她
对长期照顾有了新的想象。 在咖
啡馆内，她一方面学习了如何控
制和管理咖啡店的成本，研发新
的菜式等管理和创新技能，另一
方面她也利用自己的社工的专
业知识开展社区工作，亲力亲为
上门为社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
家事清洁和居家护理等服务。

目前咖啡馆的 4 个正职店
员， 都是不到 30 岁的社工系或
老人福利系的毕业生，正是有这
些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加入到社
区照顾咖啡馆，长期照顾服务输
出才有质的保证。

2、一站式社区照顾平台
第一，符合需求是基础。 有

本生活坊深入社区，希望在第一

线离居民最近的地方，从其日常
生活中察觉其真实的需求，让潜
在需求的居民可以及时知晓问
题，让有需求的居民的时候随时
随地都可以找到资源。

很多人戏称照顾咖啡馆为
“长期照顾便利商店”。 而严格说
来，依台湾 2016 年“长期照顾十
年计划 2.0”规划的 ABC 照护模
式（A 为社区整合服务中心，类似
旗舰店；B 为复合型服务中心，类
似专卖店，C 为巷弄长照站，类
似便利店）标准判断，“有本生活
坊”属于 A 级模式，即社区整合
服务中心。 目前，照顾咖啡馆可
提供的服务，以满足居家照顾真
实且多元的需求：

（1）代理人服务。为有需要的
居民评估是否符合政府部门的福
利或其他资源的申请条件， 并尝
试代为递交长照服务申请表，在
申请成功后辅助政府和居民落实
具体操作事宜。在这类服务中，照
顾咖啡馆类是长照代理人， 填补
社区与政府之间的空隙。

（2）家事服务。 以居家清洁、
收纳清洁以及洗衣摺衣为主，按
照钟点以及服务频率向居民收
取费用的家事服务。

（3）“微居”与陪伴服务，着
重于看护与陪伴，部分服务以志
愿者为主（生活坊有一套较为完
善的教育训练与考核制度，合格
之后才能上岗服务）， 被照顾者
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好安心（每
周 5 次， 每次 2 小时）、 经常来
（每周 4 次，每次 2 小时）、偶尔
来（每周 3 次，每次 2 小时）以及
天天来（每周 5 次，每次 1 小时）

等不同的服务。
（4）喘息咖啡服务。 一个星

期照顾七小时以上便可以在照
顾咖啡馆填写问卷，领取喘息咖
啡，一年有获得十杯免费喘息咖
啡的机会。 如果照顾者需要替代
照顾，照顾咖啡馆亦会有相应服
务提供。

（5）日间照护服务。 咖啡馆
里的照护人员对进店老人提供
的日间照护。 在老人点一杯咖
啡，一份点心后，利用老人等餐
时间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一系
列照护服务， 如日常健康看诊、
剪指甲剪头发或者只是一起交
流分享每日趣事。

（6）专业辅疗服务。 比如音
乐辅疗、园艺辅疗等，该类服务
对照护者专业技能要求较高，需
通过聘请专业老师完成。

第二，建立信任是关键。 一
般居民对于自身或者家人失能、
失智或患有其他疾病的时候都
不希望别人知道，因而羞于申请
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资源，给自身
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有
本生活坊成立伊始也并非被社
区居民所接受与信任。 为此，有
本生活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融
入方式。

他们以提供开放的餐饮服
务为起点，把需求量最大的家事
服务作为咖啡馆店员建立与社
区居民之间信任的切入点，并通
过有专业背景店员积极走进社
区，主动参与社区打扫、争取社
区德高望重居民和附近医院的
护理人员的支持、参加长者晨间
运动团体、举办各式老幼学习娱

乐活动等方式，取得社区居民的
信任，树立了有本生活坊在社区
可以提供专业长照服务的形象
与口碑。

其中，尤其举办的各式学习
娱乐活动效果明显。 比如，咖啡
馆时常举办的日光夜店，即在白
天跳长者版的 Disco 活动， 许多
长辈盛装而来，跳舞的同时结交
了新朋友， 提升了咖啡馆人气；
又如社区电影院、 烘焙饼干活
动、社区打扫、现代通讯工具的
使用等实用课程活动深得居民
心。 而餐点新品发布会最受欢
迎， 很多居民过来品尝试吃，并
且提出意见。 店员们也借此机
会，便会把有本生活坊的宗旨理
念及服务模式一一介绍给大家，
以增进居民对照顾咖啡馆的了
解，增强咖啡馆的社区影响力。

第三，整合资源获发展。照顾
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而一间咖
啡馆显然是很难独立完成那么多
事情，有本生活坊设计是社群化，
即一个平台，多个组织合作，多个
社团同时维护这个平台， 而平台
的目标就是藉助丰富的服务经验
和居民的信任度， 帮助更多的民
众链接到更好的资源。

现在的有本生活坊的合作
伙伴有静宜大学、弘道老人福利
基金会、美安居家、安诉医疗、意
门科技、 罗布森楼梯升降椅、家
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美家人力资
源等机构都进驻在有本生活坊
负一楼的联合办公空间，通过这
些提供长期照顾机构和组织的
力量共同服务有需要的居民。 而
社区咖啡照顾馆就如同社区代
理人一般，为社区需要长期照顾
的长者和照顾者谋求最大与最
优的照顾方案和连接更优质的
资源，成为居民对接政府和非营
利组织的可靠平台。

有本生活坊的“自我造血”

社会使命，是社会企业与一
般企业最大的不同之处。 当创业
者从察觉某个社会问题开始。 看
见贫穷、饥饿、失学等社会问题
便开始思考和设计自身的行动

方案，继而激发公益行动。 然而，
恻隐之心能否发挥更大力量，更
需要依靠创业者能否建立自给
自足的循环生态。 改变社会问题
是一件漫长的路，社会企业必须
找到永续发展的模式，才能够获
得足够的资源，持续改变致力解
决的社会问题。

第一， 咖啡馆的自给自足。
有本生活坊把自己定义为一家
创新形态的社区咖啡照顾馆，通
过咖啡店本身的餐饮收入、场地
租借，上门提供家事、居家和护
理等有偿服务以及协助合作伙
伴单位开案的媒合费用等，尝试
建立可永续的商业模式。 从开业
到现在，已经达到收支平衡的状
态，而到达稳健获利仍需要更大
的改善空间。 面对未来，创始人
是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希望，希望
学习如黑暗中对话社会企业的
加盟模式，使社区照顾咖啡馆的
模式在台湾遍地开花。

第二，激励员工，提升品质。
比如，有本生活坊的店长都会拥
有有本股份有限公司一定比例
的股份，店长与咖啡店的关系较
为稳定，促进咖啡店管理层更注
重服务创新、 执行力与服务品
质。 又如，有本生活坊有其经营
日记，通过与社区居民的聊天来
收集他们对有本生活坊的建议，
然后定期召开平台会议进行讨
论，集结店员、辅具评估员，或合
作的照服员、 居家护理师等，取
利舍弊，改善经营。

第三，稳中求进，遍地开花。
有本生活坊是社区照顾咖啡馆
的生活实验室，是一种新型的照
护模式。 让它在自然的，无特定
规划的情况下生根发芽，观察它
如何进入社区，如何自负盈亏然
后发展。 预计到 2018 年底将在
台中开 50 家社区照顾咖啡馆，
两年后将在全台湾开设 200 家。

面对着更加严峻的老龄化
社会，如何解决当前及未来的长
期照顾问题，政府和社会纷纷给
出了各自的答案，从机构式住宿
服务、社区式服务再到居家式和
联结式服务等，都不得不面对人
力不足 、服务质量堪忧 、价格昂
贵等现状。 而台湾的社区照顾咖
啡馆尝试以社会企业形态发展
社区生活的各种服务，同时以咖
啡产业经营和管理和照顾服务
业相结合的跨领域学习的职场
模式吸引更多有专业背景的年
轻人愿意以照顾为业，并且紧密
贴近居民的生活，从家庭生活故
事中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这样
产生的在地化信任机可能会填
补政府政策和民众需求之间的
空隙。 也许，未来的长期照顾除
了照顾咖啡馆，还需要我们的想
法更加贴近社会的需求和更加
多元化的想象力。 这也许是有本
生活坊实践社区咖啡馆给我们
最大的启发。 （据公益慈善学园）

社区照顾咖啡馆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开展的音乐治疗课程（图片来源：有本生活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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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