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
２０19．3.5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好好园馆：给老人一方好好生活 ■ 朱诗韵

缘起：
老人长期照顾项目计划

在“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
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
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美好愿景
下，在台中市沙鹿区的生态园区
里，一个聚焦长期照顾议题的社
会企业有本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了，并推出了一个强调发展社会
再连结的“好好园馆”计划，它致
力于为高龄者、社区居民提供一
个文化氛围好、舒适感强、服务
品质高的生活空间， 其中涵盖
“好好聚落”文创园区、好瓦小馆
餐饮区以及通用住宅，即三位一
体的多功能服务平台。 目前还只
有“好好聚落”以及好瓦小馆开
放营业，通用式住宅尚处于建设
阶段。

在去往日本参访的行程
中，有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静宜大学社工系教授纪金山发
现， 一种新型的便利店老人护
理模式已悄然兴起。 便利店与
政府展开合作，政府出资，便利
店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同时老
人也可以打电话让店员把生活
用品一起送到家中。 便利店也
可以定期走访独居老人， 确认
其健康状况。

但是，在快节奏的便利店消
费中，很难真正利用便利店的场
地优势来对老人进行一系列服
务。 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同时也
是为了更加精准地提供服务，降
低犯错机率， 累积经验资本，纪
金山推出了致力于服务银发族、
以整合社区资源为理念、具有创
新形态的有本社区咖啡馆，作为
有本股份有限公司“好好园馆”
实现的第一个小目标与试验基
地就这样诞生了。

自 2014 年起，纪金山便开始
了“好好园馆”的建设，到如今已
有好瓦小馆以及“好好聚落”文
创园区在运营，通用住宅区仍在
筹划建设当中。“好好园馆”坐落
在美丽的静宜大学校园附近，是
生气盎然的具有美学艺术视角
的生态空间。

其实包括“好好园馆”在内，
整个台湾地区也正在兴起关于
老人照护议题的讨论以及照护
建设的浪潮，这就离不开当地提

出的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以
下简称“老人长照 2.0”）的支持。
这个计划即 ABC 护理模式，A 为
社区整合服务中心（类似于旗舰
店），B 为复合型服务中心（专卖
店），C 为巷弄长照站（便利店）。
在这样的设想下，“好好园馆”第
一阶段主要设置有学习中心、主
题餐厅以及体验住宅，在第二阶
段将会向老人护理主题进阶，建
立老人住宅以及休闲设施，到后
期逐步添砖加瓦地完善，把初衷
主旨聚焦， 发展日间照护中心、
社区居家服务、交通服务、休闲
旅游还有平安钟等模式。

发展：
从有本生活坊到好好园馆

以有本社区咖啡馆为龙头
的有本生活坊与一般机构照顾
同属于老人长照 2.0 体系中的 A
级模式，又与一般的老人护理机
构有着明晰的区分。

“老人长照 2.0”采取多层级
照护模式，即根据老人健康状况
分为健康、亚健康、失能、重症以
及需要安宁疗护的老人，进而根
据不同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提供
不一样的照顾服务。

同时，有本生活坊内包含生
活、娱乐、运动等各项设备设施
以及人文关怀也逐步得到重视
且逐渐完善， 其可提供家事服
务、居家服务、居家护理、生活辅
具、优质外劳中介以及喘息咖啡
服务，分别由有本生活坊，还有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美安居护
所、美家人力公司等项目，所以
其实有本生活坊也是一个资源
链接平台， 从而实行全方位、一
体化的老人照顾。

在美好的设想愿景下，再面
对现实中社会老人照护的现状，
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老人照顾机
构一床难求， 需求远远大于供
给，服务资源严重紧缺。

在参访完台湾目前发展得
比较好的养老中心之后， 更有
人毫不夸张地说：“可能从年轻
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排号， 直到
年老衰竭死亡那一天也轮不上
我们吧。 ”

面对这样的困境，有本生活
坊的创新照顾咖啡馆无疑是值
得推广的可行性路径。 它相较于
机构照护的“机构化”，更倡导小

型化“家”的概念，即去机构化，
提高服务质量，上升服务等级。

而咖啡馆相对安静的特性
恰好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安静
的氛围同时又不乏社会气息。
相较于便利店的护理而言，它
的日间照护功能显得更加强
大， 在老人点一杯咖啡一份点
心的等待时间里， 咖啡馆里的
照护人员便能根据老人需要进
行一系列服务， 日常健康看诊
也好，剪指甲剪头发也罢，甚至
与年轻的朋友一起交流分享每
日趣事， 这都是难得的对老人
进行身心照护的契机。

在有本生活坊的基础模式
下，“好好园馆”在通用住宅中增
添了“青银共居”的理念，居住者
主要为健康或者亚健康的老人，
并且好好住宅区利用“以工换
宿”的模式让一些经济状况不是
特别好的学生住到住宅区当中，
分配任务到个人，从而更好地对
老人履行例如陪伴、照护等一定
的义务与责任， 或者让学生短
租，为刚进入老年或遇上其他健
康事件的老人提供密集的团体
辅导。

与此同时，“好好园馆”中的
“好好聚落” 文创园区还是年长
活力的一辈上课的教室、工作的
场所、 与大自然交流的平台呢！
店长们会根据老人的专业工作
水平以及健康生活能力，安排老
人们在园区内二度就业，尽可能
使他们与社会接轨，继续发挥社
会功能，闲暇之余还能与同伴们
一起浇花剪草，共同维护这片园
区的和谐。

模式：
资源整合，优势平台

为了更好地吸纳社会有用
资源，最大限度、效度地利用资
源，降低社会养老经济负担，“好
好聚落”链接多家 NPO 组织，并
且为他们提供办公场地及相关
服务，一则提供好的项目引进政
府资源， 解决 NPO 项目可能存
在的政府资源浪费的问题；二则
有助于整合社区资源，服务社区,
为“好好聚落”老人照护增添一
份社会力量。

想要进入“好好聚”落，有两
种模式，一是在好瓦小馆餐饮区
满足最低消费 100 元以后，便可

免费入园； 二是直接购买每人
50 元的门票， 用作好好聚落的
清洁费。

通常周末每天客流量可达
800~1000 人。 当然，除了好好聚
落拍摄场地的租赁、咖啡馆的营
销以及好好小馆餐厅的利润等，
社会企业整个资金链还依靠二
手物品拍卖、遗物处理等来获得
收益。

经营：
社会创新，扭亏为盈

在进入“好好聚落”以及好
瓦小馆的那一刹那，你其实就可
以发现，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水泥或砖瓦房屋建筑，而是一
排排色彩鲜艳、 错落有致的货
柜，在充满创意设计的插画以及
装饰点缀下，俨然成为了具功用
与艺术为一体的房屋。

在经营初期，由于社会企业
自负盈亏的特性，“好好聚落”都
是处于亏损状态。 直到一次偶然
的机会，在纪金山与店长准备休
业之时，“好好聚落”来了两个女
生想要进货柜进行摄影拍照。 原
来，“好好聚落”无意间被媒体评
选为最适合拍照且当地必须“打
卡”的地点之一，于是少女们慕
名而来，拍摄写真集，并且将照
片上传至 Facebook 等社交软件
上，这无形中为“好好聚落”进行
了有力的宣传。

随即店长开始意识到媒体
宣传的力量，重新振作，制定了
一系列行销方案，在人员流量多
的时候还需要通过网络预订座
位等方式来合理安排， 让餐厅、
货柜重新焕发出生机。 于是游客
们纷至沓来、络绎不绝，除了情
侣，还有亲子团等，各地游客对
货柜爱不释手，“好瓦小馆”很快
便扭亏为盈。

这虽是货柜 。 但是在创
新、社会创造和人与自然的设
想中， 它的名字叫做好瓦小
馆、好好聚落，以另外一种更
富有价值的形态重生于世。 出
于持续 、经济 、环保等因素的
考虑，园区从香港港口收集了
一批已退休的废旧的货柜，对
其进行创意改造。

货柜外表五彩缤纷的鲜艳
油漆粉刷的是年轻人的青春，传
达的又何尝不是“青银共居”的

理念？
这在引进了年轻人的创造

活力和生活美学的同时，又在很
大程度上破除了老年人生活环
境往往死气沉沉的传统刻板印
象。 老人得到了发展，这便是“好
好聚落”迈向老人社区照护模式
极为关键的一步，同时青年人也
可以得到工作和锻炼的机会，青
银让整个园区融为和谐的一体，
更好地营造一种乐观积极的环
境，从而让老人们可以在好好聚
落里好好呼吸、好好运动、好好
吃、好好睡、好好讲故事、好好交
朋友……

社会企业，社会心

毫无疑问，以有本生活坊为
基础的“好好园馆”是社会企业，
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也不能
遗忘社会使命、社会目的。

正如创始人纪金山所言，社
会企业最难的不是商业模式，而
是社会心。 如何在日益增长的营
业额面前， 保持清醒的头脑、坚
持初衷， 把提高服务质量与安
全、提升员工福利与增大员工的
权益保障、更好地链接资源环境
放在首要地位，考验的是社会企
业者本身的人格品质。 承担社会
责任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与
义务，真正的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

毋庸置疑，现代化、工业化、
信息化时代下，机器已经越来越
大范围地取代人力劳动，而在老
人照护领域， 这个与人打交道，
充满人性温度与关怀的领域，人
的关照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无
法被取代的。 因此，对社会企业
内员工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在
有本生活坊里秉承的便是“予以
店长以及店内员工较好的福利
保障，留住人才，提高老人照护
服务质量”的理念。

面对少子化、 高龄化社会，
当老人照护议题不可避免地成
为社会必须讨论的议题之后，我
们在不断创新创造一个更加舒
适、 更加适合老年人的环境，这
不仅指生存环境，更应该是生活
的环境。 积极地回馈社会，用长
远目光去打造一个自己希望生
活的空间，这是社会得以和谐稳
定发展的基础与美好的期许。

（据 HaoGongSi）

“这是最好的时代。 ”台湾有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金山如是说，因为现在的劳动人口数是最多
的，社会财富创造率是最大的。

但同时我们清楚，如今的台湾地区已从高龄化社会（65 岁老人占总人口 7%以上）逐步向高龄社会
（65 岁老人占总人口 14%以上）转变，甚至在 2025 年将会到达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在 20%以上的超高龄社
会，更直观来说，到那时基本上每五个人便有一个是老人。

在这样不可逆的社会人口结构预期当中， 老人的照护毋庸置疑成为了人们必须关注和重视的社会议
题。 调查结果显示，2016 年台湾失能老人已经达到 46.6 万人，而与此同时，65 岁以上大部分老人还是选择
两代或三代家庭同堂、与配偶同居甚至独居为主，只有少量老人选择养老机构。 失能老人卧床时间平均为
7.3 年，家庭照顾者平均每天提供 4 小时的照护，在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人间悲剧也时常发生。

同时，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护理服务与老人需求之间的差距。 无论是新闻中护工
虐待老人的丑闻，或是养老机构收费高昂等问题，还是当地并不普及老人护理模式等，都让民众很不放
心家中的老人进入养老系统，甚至他们本人（有些还是养老机构的工作者）也不情愿在年老后选择这样
的养老模式。

做一个连自己都不会去用的服务系统，是否有意义？ 这样的矛盾引发了纪金山深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