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2 年社會創新服務及地方婦女培力發展深耕計畫 

連江縣「馬祖理想女子陪審團」計畫 

壹、緣起： 

一、問題定義： 

連江縣人口 13,711 人，女性占 5,738 人(42%)，男性占 7,973 人(58%)，是男多女城市；45 歲以

上女性人口有 2,593 人，占本縣女性人口 45%。而高齡化的台灣，國人的平均壽命已達 80 歲，

本縣平均壽命更達到 87 歲，高居全國第一!另查本縣 80 歲以上總人口數有 367 人，女性就占 202

人(55%)，顯示老齡性別特質女性較男性長壽! 

另於本(111)年 9 月透過連江縣中高齡退休生涯規劃調查，檢視本縣婦女有 63%無退休規劃，

對於退休後的擔憂最高是健康疾病及保健40%，次為經濟安全與理財28%、心理與生活適應19%，

而對於退休生活規劃期待最高為社會參與與服務 53%，但有 40%婦女表示由於工作及家庭忙碌沒

有時間參與。另對於退休準備最想學習的事則是種菜園藝、旅遊、運動、畫畫、手工藝及志工偏

多。 

隨著社會趨勢發展，退休議題逐漸被重視，一輩子在職場奔忙，不知興趣為何物，一旦退休

每天閒得發慌。退休族的健康和精神狀況，短期內會因工作壓力解除而小幅提升，但中、長期後

出現憂鬱症狀的風險大幅增加，退休生活除了金錢的準備，心靈、健康、興趣的準備都很重要，

及早作好規劃，無縫接軌，退休應該是人生另一個美好階段的開始，退休不是人生的結束，而是

另一階段的開始， 

本縣目前僅有連江縣退休公教人員協會，針對退休後的公教人員不時辦理公益淨山、淨灘環

保活動及聯誼參訪、健走運動等單次性活動，較無社群支持，故本次連結跨局處資源，培力中高

齡女性經營實體場域，透過經營場域所需技能，培力退休準備面向，並連結跨平台貢獻所長。提

高婦女社會參與踴躍度，鼓勵婦女利用社會群體，減少退休生活適應障礙，幫助中高齡婦女找到

符合個人能力與興趣，進而達到實現自我價值，並提升幸福及充實感，希冀透過輕鬆趣味的引導

及陪伴，強化婦女心理素質，啟動退休生涯規劃的第一步。「馬祖理想女子陪審團」的意思便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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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陪伴、審視中高齡婦女的退休準備計畫之意。 

二、計畫價值： 

連江縣目前退休生活型態較侷限、選擇較少，經調查有 6 成婦女是沒有退休規劃，對於退休生活

是期待社會參與與服務的。本次計畫結合跨局處資源，透過婦女感興趣的方式，提高投入動機、

建立團體共同目標，協助希望能夠展現自我價值的婦女們，有別於以往單一課程的形式，藉由農

場場域經營、退休引導及彼此互動而不斷發展和成長，創造退休生活實踐。 

 

 

 

三、機會盤點：  

同質性單位 不同性質單位 

連江縣退休公教人員協會 

連江縣婦女會 

連江縣基督教女青年會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連江縣心理衛生中心 

連江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連江縣產業發展處 

連江縣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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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服務對象及目的： 

一、關鍵對象： 

(一)主要服務對象：本縣南竿鄉中高齡社區婦女。 

(二)相關組織、外擴的社群及對象：參與者之親密關係人及家庭社會支持度較低之中高齡婦女社區

婦女、老人。 

二、關鍵目標： 

(一)建立中高齡婦女社會支持網絡、精神寄託。 

(二)協助中高齡婦女退休生涯規劃，釐清人生階段所求。 

(三)促進中高齡婦女自我實現、社會貢獻。 

參、 主辦單位：連江縣政府 

肆、 承辦單位：連江縣婦女會 

伍、 (預計)協辦單位：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連江縣農會、連江縣基督教女青年會、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連江縣心理衛生中心、連江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陸、 計畫期程：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柒、 服務策略： 

本次計畫結合跨局處資源，透過婦女感興趣的方式，提高投入動機、建立團體共同目標，協助希

望能夠展現自我價值的婦女們，有別於以往單一課程的形式，提供多元的課程討論外、還有生命的陪

伴，定期的團體分享會，強化婦女心理素質，更為了緊密扣合協助學員退休規劃，透過電影引導探索、

個人退休計畫業師諮詢，以及與共同退休學伴學習規劃個人圓夢小清單、個人退休計畫、團體實踐小

清單，並通過農場經營體驗延伸退休生活規劃議題，例如怎麼樣農作能夠讓筋骨壓力少，適當的曬太

陽能夠吸取維他命Ｄ，幫助骨骼吸收鈣、預防骨質疏鬆、健康飲食等培養健康自主管理及生活習慣的

活動，將農作產物延伸製作回饋社區，老人共餐、關懷弱勢等，提升婦女自我認同感，養成持續發展

實踐行動，並依照學員需求，資源整合連結跨局處資源，形成連江縣專屬退休生活模式實現傳統生活

美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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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理想女子退休模式： 

                               

 

服務策略 類別 目的 行動做法 

退休引導 

 

基本概念 

了解退休準備的基本概念及重要

性，以及進行退休準備的基本原

則。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興趣，在

退休前做好退休生涯規劃。 

電影座談會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受益。 

自我規劃 

了解自己在面對退休時的態度，

以做為日後規畫的基礎，透過心

理測驗及業師諮詢的方式，設定

目標、擬訂計畫、預估預算。 

1.自我探索課程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受益。 

2.經濟安全與理財 2 場次，預

計 40 人次受益。 

3.個人規劃諮詢 2 場次，預計

40 人次受益。 

  

• 擴大推廣• 陪審團

•(陪伴、審視)

• 健康

• 工作

• 愛

• 遊戲

•基本概念

•自我規劃

退休

引導

實踐

場域

發揮

影響力

互助

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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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場域 

 

環環相扣心靈的

富足 

健康 

中、高齡婦女有其獨特的生理、

心理、社會需求，跟據國內老人

營養狀況調查顯示，約有 50%的

老人有骨質疏鬆症，而 41~45%

老人有骨質不足的現象。進一步

探討發現老人在疾病和飲食營養

相關性方面的知識不足。且相對

男性，女性天生骨質總量比較

少，流失速度又比較快，尤其是

停經後的幾年骨質流失的速度相

當快，一般而言骨質疏鬆也較容

易骨折，且跌倒是台灣老人第二

大事故傷害的死因。健康是一切

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包誇飲食、

運動習慣、睡眠品質、老年疾病

預防與控制等。故及早培養個人

健康自主管理、身心健康的生活

習慣，是本案最大指標。 

1.健康營養活動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受益。 

2.熟齡女性健康照護 1 場次，

預計 20 人次受益。 

3. 熟齡女性更年期保健 1 場

次，預計 20 人次受益。 

工作 

研究顯示，年紀愈長愈渴望貢獻

社會，而這也是讓退休的自己感

到滿足最簡單的方式，嘗試給自

己多點彈性，兼職或是志工都可

以，試著將工作結合休閒、進

修、旅行等，讓工作不只是工

作。服務他人、貢獻社會，結交

朋友，預防腦力退化，充實自己

鍛鍊體力，保持與環境互動。 

1.熟齡女性開心農場 4 場次，

預計 80 人次受益。 

2.社區關懷行動 1 場次，預計

40 人次受益。 

愛 

愛，包含所有的人際關係，包誇

夫妻、親子、朋友等，溫暖親近

的人際關係是良好人生的關鍵。

「關係的維持與連結」深深影響

者女性的成長歷程及自我價值

感。社會期待範定群體對角色認

同的走向，而生命事件的扣連則

1.大人家庭日 1 場次，預計 40

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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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推動女性發展階段的更替與抉

擇行動，當中關係的變化更形塑

了女性的自我價值感 

遊戲 

所謂遊戲，泛指所有學習、休

閒、興趣等活動，「做自己的生命

設計師」一書作者、史丹佛大學

教授：比爾·柏內特，甚至建議，

只要是能讓自己開心的事，就包

含在遊戲範疇裡。透過各種休閒

活動安排，充實退休後生活、持

續學習活化知能、維持身心健康

並可以探索生活樂趣。 

1.生活紀錄實用學 1 場次，預

計 20 人次受益。 

2.生活美力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受益。 

互助學伴 
陪審團 

(陪伴、審視) 

陪伴支持鼓勵、協助審視，找到

自我價值，讓婦女能夠看到自己

「可行」的那個部分，並且能夠

勇敢的分享出來，因這相互鼓

勵，彼此共同打造屬於自己的第

三人生。藉由實際的行動加以達

成，定期檢視個人計畫成果、未

達標項目擬定加強策略。 

陪審團分享會 4 場次，預計

80 人次受益。 

分享主題： 

#個人實現小清單 

#個人退休準備計畫 

#團體實現小清單 

#熟齡女性開心農場 

發揮影響力 擴大推廣 

透過圖文影片或是口頭分享這群

女性的生命小故事、及對未來生

活的想像及實踐，透過分享會看

見馬祖中高齡女性現況及理想生

活樣態。  

鼓勵民眾為活躍老化做好周全的

準備，當高齡者的健康、參與、

安全達到最適化的狀態，累積充

分的社會資本，貢獻家庭、社會

造福人群，不但提升個人的生活

品質，甚至可以營造個人的生命

價值。 

1.「馬祖理想女子陪審團」成

果發表會 1 場次，預計受益

50 人。 

2. 馬祖資訊網及相關粉絲團媒

體宣廣。 

3. 建立馬祖熟齡女性開心農場

地標(本府正前方蔬菜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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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外督 協助計畫執行 

運用團體督導模式，建構經常性

且穩定的督導資源及制度，平衡

與發展量能，厚植在地計畫人員

專業能力，提升服務品質。 

辦理 2 場次，預計 20 人次參

與。 

 

捌、 計畫關鍵歷程： 

透過生活筆記本(規劃退休生涯進度前後測、種植觀察紀錄、時間分配餅、小任務、個人小行動、

退休規劃筆記、生活滿意度、生活紀錄)包括盤點自己的人格特質、興趣、能力、價值觀是什麼？

自己有哪些缺點或是弱點？曾經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思考自己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比如：希望

有多少退休金？跟家人的相處模式？盤點自己的人脈和環境資源、想想看自己目前的時間分配，

花最多事情哪些事情上?等讓主題扣合著退休生活規劃，及訪談學員或學員親密關係人生活中改變。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籌備期             

聘人力             

計畫外督             

電影座談會             

自我探索課程             

經濟安全與理財             

個人規劃諮詢             

健康營養             

健康照護             

更年期保健             

開心農場             

社區關懷行動             

大人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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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紀錄實用學             

生活美力             

陪審團分享會             

成果發表會             

成果結報核銷            * 

 

玖、 預期效益及影響力： 

序 類別 效益 評估方法 

1 成果 

1.辦理「馬祖理想女子陪審團」(支持陪伴、審視)共 22 場次，

預計 490 人次受益。 

退休引導 

 電影座談會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自我探索課程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經濟安全與理財 2 場次，預計 40 人次 

 個人規劃諮詢 2 場次，預計 20 人次 

實踐場域 

 健康營養活動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熟齡女性健康照護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熟齡女性更年期保健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熟齡女性開心農場 4 場次，預計 80 人次 

 社區關懷行動 1 場次，預計 40 人次 

 大人家庭日 1 場次，預計 40 人次 

 生活紀錄實用學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生活美力 1 場次，預計 20 人次 

互助團體 

 陪審團分享會 4 場次，預計 80 人次 

發揮影響力 

 馬祖理想女子陪審團成果展 1 場次，預計 50 人次 

2.計畫外督會議：辦理 2 場次，預計 20 人次參與。 

1.簽到表人次 

2.互助群組人次 

2 成效 

1.提升 80%參與者提早規劃退休生涯，並關注自身需求。 

2.建立婦女生活支持互助社群，預計學員 20 參與。 

3.「個人實現小清單」、「團體實現小清單」完成度 60%以上。 

4.提升 70%參與者生活幸福滿意度。 

1.生活筆記本 

2.前測後測差異數 

3.學員行為改變 

4.個人實現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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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陪伴每位學員完成退休小清單並視情況連結資源 5.團體實現小清單 

6.時間分配餅改變 

7.場域經營狀態 

8.學員利害關係人

回饋 

 

玖、組織結構：  

 

資源 單位、中心 

內部資源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醫政、社會福利、保健科) 

連江縣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連江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連江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連江縣心理衛生中心 

外部資源 

連江縣產業發展處 

連江縣農會 

連江縣婦女會 

連江縣基督教女青年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