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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人口老化的影響，長期照顧的議題普遍獲得國內外產官學界的重視。本研

究目的是探討老人福利機構資源運用的類型、實踐過程及組織效益，並依據結果

建構資源運用策略。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針對九家老人福利機構的經營者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研究結果顯示：（1）老人福利資源運用的類型涵蓋組織內部的董事會、

分區部門與照顧團隊，以及外部的長照相關機構、單位組織、社區與其他資源；

（2）機構資源運用過程所產生的組織關係，包含內部的組織支持、跨部合作、

專業運用，以及外部的聯盟合作、雙方互助與單方協助；（3）機構資源運用的組

織效益包含：經費支持、政治協商、拓展資源、人力支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

（4）老人福利機構資源運用策略是由 10 個組成要素及六種運作途徑所構成。 

 

關鍵字：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顧、組織關係、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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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Resource Using Strategies in Elderly Welfare 

Organizations 

 

Chun-Ting Yeh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aging population, the issue of long-term care attracts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source-using 

types,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al benefits in elderly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to 

construct their resource-using strategi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conducted with 9 managers of eElderly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1. The resource-using types comprise to the internal 

board of directors, district departments, care teams, and the external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units of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2.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which rose from the resource-using process, includ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professional 

integration, exter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mutual and unilateral assistance. 3. 

Organizational benefits from resource-using include financial support, political 

negotiation, resource expansion, manpower support service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are services. 4. The resource-using strategy of elderly welfare organizations consistes 

of 10 elements and 6 approaches in this model. 

 

Key words: elderly welfare organizations, long term care,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resource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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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受到醫療品質、營養及環境衛生的改善，加上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使得全

世界的高齡人口不斷地增加（江綺雯、林佳玫，2014）。全球 60 歲以上人口從

1990 年的 9.2%，增加到 2013 年的 11.7%，預計至 2050 年，將增加至 21.1%，

到了 2047 年，高齡人口數會正式超過兒童人口數（United Nations, 2013）。而我

國同樣面臨人口高齡化的問題，至 2017 年 1 月底止，我國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

數，已經增加到 3,124,650 人，占總人口數的 13.27％（內政部，2016）。 

人口高齡化不僅是老年人口數的增長，也意謂有更多人罹患各種慢性病與失

能的情況（Ansah, Matchar, Love, Malhotra, Chan, & Eberlein, 2013;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ECD, 2013）。未來老化

及失能人口將持續增加，我國 65 歲以上的失能者人數，由 2015 年的 76 萬人，

至 2031 年將增加到 120 萬人（衛生福利部，2015），預估至 2031 年，我國需要

長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的人數，將增加到 126 萬人（鄭清霞、鄭文輝，2007）。

因此，在受到人口老化的影響下，會提高高齡者長照的需求，顯示出長照議題的

重要性（陳正芬、官有垣，2011；Duin, & McSweeney, 2005; Mehta, & Vasoo, 2000; 

Yong & Saito, 2011）。 

老人長照產業要能順利的推動及發展，其所需的各項資源之取得及運用是一

項重要的因素，因為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多屬於社會福利團體，其收入及資源取得

大多仰賴政府補助及民間資助，若是喪失這些資源，將使長照產業發展受到限制

（江綺雯、林佳玫，2014；Le Bihan & Martin, 2010）。再加上目前長照資源的發

展，受限於區域及服務腹地狹礙的影響，導致在人力、物力與財力等資源經常面

臨不足的窘境，影響服務資源之投入與拓展（王仕圖，2007；簡慧娟、莊金珠、

楊雅嵐，2014）。 

為克服資源取得不易及區域分配不佳的情況，機構的經營者及社會工作人員

可經由強化各組織之間資源網絡的運作，建立聯盟合作去交換或取得各項資源，

有助於整體照護品質的提昇，使組織能營造共贏的機會（吳孟嬪、陳亮恭、黃信

彰、高木榮，2008）。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長照機構若能運用人力、物力及財

力資源，不僅能創造有價值的服務，也能達成組織目標及爭取社會認同（Campbell, 

Ikegami, & Kwon, 2009）。尤其是在機構面臨經費有限的威脅時，若能獲取在地

社區的認同或協助，從多元的管道獲得社會資源，有助於機構永續經營（張和然、

邱文志、林晉照、陳文琦，2007；陳靜敏、楊舒琴，2006）。然而，從先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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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發現，缺乏探討老福機構內部及外部組織、單位或機構之間的組織互動關係，

因為不同的組織關係可能會影響老人長照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資源的連結及其效

益。 

目前國內以長照資源運用相關研究相當缺乏，研究者以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

文系統，以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長期照顧、長期照護分別搭配資源運用、

資源、合作、整合等關鍵字，搜尋該系統累積至 2016 年 6 月的文獻，結果顯示

國內碩博士論文以長照資源運用為研究主題的共有七篇論文，期刊論文有四篇。

因此，本研究以長照機構資源運用主題進行研究，期盼建構我國長照領域更完整

的理論及實務應用的知識。本研究的目的有下列三項。 

 

一、瞭解老人福利機構資源運用的類型。 

二、探討老人福利機構資源運用的實踐過程。 

三、探究老人福利機構資源運用的組織效益。 

 

貳、文獻探討 

一、長期照顧的類型與資源意涵 

（一）長照機構的類型 

為掌握長期照顧的意涵，本研究針對長期照顧的定義與類型進行探討。首先，

就長期照顧的定義而言，所謂的長期照顧是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

以上者，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支持、協助、社會參與、照

顧及相關之醫護服務（長期照顧服務法，2017）。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報告書指出，

長期照顧是透過一系列的照顧服務去幫助失能的人能夠有日常生活的基礎活動，

包含基本的醫藥服務、護理照顧、預防、復健，以及家事服務（OECD, 2013）。 

為了實踐高齡者的健康維護及生活照顧的理念與政策目標，開始在全國設置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內政部，2011）。我國老人福利法第 34 條第 4 項指出主管機

關應依老人需要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老人福利機構（以下簡稱老福機構），

包含：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其他老福機構（老人福利法，2015）。依據老

福機構評鑑的分類標準，將長期照顧機構分為五種類型，包含：長期照護型、養

護型、失智照顧型、安養機構，以及綜合多層級照顧機構（內政部，2012）。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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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照顧服務強調連續性、多樣化及個別化的照護，包括身體、心理、社會及靈性

的照護（吳肖琪，2008；Thomas, 2016）。而其目的是為了改善受照顧者的身體

功能與健康情形，使其具備日常生活基礎活動的能力（European Union, 2014; 

OECD, 2013）。 

我國老人福利機構的發展現況，至 2017 年 3 月底止，總計有 1,087 家，可

供床位數 61,470 床，收容人數 47,220 人。以國內六都的分布情形來看，新北市

有 213 家、台北市 108 家、桃園市 67 家、台中市 66 家、台南市 112 家、高雄市

154 家（衛生福利部，2017b）。從事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工作人員，至 2016

年 12 月底止，總計有 25,878 人，其中，包含主任 1,468 人，護理人員 4,977 人，

社工人員 1,241 人，照顧服務員 8,917 人，外籍看護工 5,696 人，服務相關之專

業人員 1,623 人，其他人員 1,956 人（衛生福利部，2017a）。從老福機構現況可

得知，其機構類型多元、機構數已超過上千家且需要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力服務。 

本研究主要是以老福機構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其服務類型包含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失智照顧型、安養機構，以及綜合多層級照顧機構，以期從各種不同類

型的機構中探討其內部專業團隊人力的運作情形，以及各種外部資源運用的多元

性。 

 

（二）長照機構資源運用的意涵 

本研究主題聚焦在老福機構的資源運用，由於資源的類型相當多元，可以涵

蓋財務、人力、物力及各項活動資訊等（王仕圖，2007；黃仲凌，2010），或是

專門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支持（American Heritage, 2011; Lee, Chen, Hung, & 

Hsu, 2011）。資源運用是將上述各種不同類型的資源匯集成具有組織性的功能，

要達到此種效果則仰賴資源運用的過程，透過組織或結合後，而成為整體情況的

行動，即是一種運用的形式（Random House Kernerman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2010）。為了能發揮資源運用的具體效益，部分學者從區域整合及聯

盟的觀點談資源運用的意義，黃仲凌（2010）提到資源運用是指任何具備地緣特

性之個體，基於共同利益或為達成共同目標而產生的合作關係，透過運用各種優

勢條件與相關資源，進而以整體力量達成目標。另外，則是透過聯盟的架構組成

照顧合作系統，特別強調在單位之間建立夥伴關係，以利組織間的合作（劉潔心、

張麗春、楊智琳、林怡君、陳嘉玲，2005；蕭淑貞、李依玲、康云瑄、鄭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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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雁，2008）。 

當老人長照社工人員能妥善運用各項資源，各機構之間可以互相支援、互補

不足，也能節省社會資源（陳昭婧，2010）。部分相關研究從照顧資源接受者的

角度談到資源運用的效益（李怡娟，1998；徐韻琴，2014），因為透過整合後的

社會資源，可以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與使用機率。此種藉由資源運用而達到照顧

服務的有效性，即是透過整合式的照顧去將資金、行政管理、組織、服務輸送與

臨床之間，設置連續性的方法與模式，以促進各式照顧提供者進行連結、結盟與

合作，進而提高服務使用的有效性（Stewart, Georgiou, & Westbrook, 2013）。 

綜合上述可得知，對於老福機構管理者及社會工作人員而言，資源運用主要

是透過組織或機構之間基於共同利益或目標所建立的合作關係，彼此形成夥伴或

聯盟組織，本研究著重在老福機構組織關係的資源運用情形，如老福機構與內部

經營團隊及各部門間與人力的運用，以及與外部組織間的互動關係。藉由整合組

織及機構的各項優勢條件與相關資源，藉以互相支援、互補不足，同時能擴大資

源取得的途徑，促進資源的多元化及普及性。 

 

二、資源運用的相關研究及理論基礎 

（一）資源運用的相關研究 

1. 組織內部資源運用之研究 

由於專門探討長照機構資源運用的研究較缺乏，本研究綜合國內外有關老人

長期照顧、社區資源、社會福利、非營利機構的相關文獻發現，這些機構類型主

要是以機構內部可運用的資源為核心，當內部資源缺乏時，則尋求外部資源的拓

展與連結。因此，本研究資源運用的相關文獻之整理主要從機構內部及外部資源

的部分進行探討。其中，在組織內部資源運用的研究著重在機構內部管理制度與

人力資源的運用，例如黃源協（2005）長照機構要落實照顧服務的理念與目標，

需要建立照顧管理的機制，包含行政作業之流程、人員管理的制度。在 Morikawa

（2014）的研究指出，藉由照顧管理制度的建立，有助於服務流程的制度化。 

為掌握組織內部各項人力資源的情況，Lee 等（2011）指出，透過機構人力

資源的調查，可以瞭解整體人力的現況，包括：各項技術的運用、工作任務之移

轉、工作概況、人力資源的需求、結構與使用率。OECD（2011）的報告指出，

長照人力之運用需要進行調查與分析，並擴大人力雇用的範圍，例如雇用兼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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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年輕人、長期失業者、中高齡人力的運用，或是持續留任現有員工，積極提

升照顧服務的生產力。 

在人力資源運用方面，陳筱華、劉柏妤（2012）研究顯示，機構應重視團隊

成員的工作需求與感受，以提高對組織理念與目標的認同，進而提供滿意的照顧

服務。另外，經營團隊的合作不僅與機構的經營成效、服務品質有關外，管理者

與專業團隊的合作情形是機構永續經營的要素（陳靜敏、楊舒琴，2006）。特別

是目前許多機構的資深經營者開始進行經營團隊的世代交接，有關組織人力的交

替，不僅要注意人員遴選的標準，一方面可確保新進員工能融入組織文化，另一

方面要重視各項組織能力之傳承（李怡娟、王潔媛、唐久雯、郭懷婷、尹祚芊，

2006；邱英祧、李允中，2005）。 

 

2. 組織外部資源運用之研究 

對大多數推動社會福利事業的組織而言，尋求外部資源的支援是機構能否永

續經營的關鍵。因此，許多外部資源募集與連結的議題，獲得學術與實務界的重

視，薛東埠、林玉婷（2009）的研究指出，若能獲取在地社區的認同，爭取外部

資源協助，或是從多元的管道獲得社會資源，有助於機構的永續經營。陳靜敏、

楊舒琴（2006）探討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的永續經營策略，包含短期接受補助、中

期拓展經費管道，以及長期成立社區團體接受政府與民間經費之策略規劃。 

在爭取外部資源的過程，藉由多種管道可獲取個多樣的資源類型，如 Bryant

與 Stone（2008）提到，在照顧服務者與研究者之間發展合作的關係，讓彼此創

造共同合作的環境。另一方面，機構若能與鄰近學校、機構、醫院、企業及社團

共同合作，透過雙方的資源分享、互助及合作，使社區成員擁有不同的外部資源，

達到社區發展的目標（陳昭婧，2010；魯俊孟、邱偉誠，2011；蕭淑貞等，2008）。 

另外，有些相關研究關注外部資源網絡之建立，例如邱英祧、李允中（2005）

研究指出，在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同時拓展人際與專業服務的網絡，能不斷創

造競爭優勢以維持組織的地位。其他可以尋求的外部資源，如 Zuidgeest、Luijkx、

Westert 與 Delnoij（2011）研究指出，從顧問的形式中獲得問題諮詢的服務，包

括財務、願景、年度報告、住宿，甚至可以藉由有力人士的發聲，幫助機構創造

更多的資源與機會。從社區資源的拓展來看，運用社區內部的重要領導者可以作

為對外連結的橋樑，特別是當社區組織的領導者或團體，能夠提出社區發展需求

的方案，才能真正吸引各類資源的投入，同時能夠取得外部組織的信任，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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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本身的資源取得模式（王仕圖，2007；劉曉雲，2012；劉嘉仁、徐愫萱、翁

瑞萱、朱昭美、黃肇明、吳美慧、王實之、黃遵誠、黃勝堅，2015）。 

為了深化外部資源網絡的建立，有些研究聚焦在聯盟組織的合作（陳靜敏、

楊舒琴，2006；黃明耀、王志輝、王翔榆，2014；魯俊孟、邱偉誠，2011；Mehta 

& Vasoo, 2000），此種合作模式是組織間擁有共同信仰基礎，運用跨部門學習、

互助合作與資源共享之關係，使聯盟成員彼此間更加緊密，進一步達成目標。就

資源運用的管道而言，若能在政府、社區及家庭之間建立夥伴關係，可以獲得來

自政府的鼓勵與經費之提供，或是其他形式的支持，可有助於讓更多組織可以投

入老人長期照顧產業的行列。 

從先前的相關研究得知，老人長照機構資源運用著重在管理者及社會工作人

員所建立資源連結與運用的網絡，因為資源網絡攸關機構能否掌握與運用各種形

式的資源，並且發揮實質的效益，例如當老福機構能與其他機構或組織建立共同

的目標，彼此形成夥伴或聯盟組織時，其資源運用的情形較佳。然而，先前的研

究較缺乏探討老福機構與內部及外部組織、單位或機構之間的組織互動關係，因

為不同的組織關係可能產生不同的資源網絡連結及組織效益，此議題須進一步探

究。 

 

（二）資源運用的理論基礎 

由於老福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會影響其資源運用的情形，包含

資源網絡的連結與資源運用的效益，在管理學領域中，探究資源整合及運用的議

題時，可從組織關係的理論進行分析（Daft, Murphy, & Willmott, 2010）。因此，

本研究以組織關係的四種理論來探究老福機構資源運用的情形，包含資源依賴理

論、合作網絡觀點、群體生態學，以及制度理論。其中，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關注如何藉由外部資源的使用來影響組織的行為，特別是可

以讓組織瞭解如何比競爭者更加快速地獲得、改變與運用各項資源，並嘗試影響

環境以發揮資源的價值性。資源依賴理論主張組織不想成為屬於較弱勢的地位，

因為這種情況將產生負面的影響；合作網絡觀點（collaborative network）主張組

織之間透過彼此連結分享有限的資源，增加各組織的依賴性，以提高問題解決能

力、價值及生產力。組織間相互合作有利於開發新的方案、降低售價，以及在選

擇產業或技術時有更多的參考資料。另外，藉由合作網絡的運作，整合大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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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型機構能發展成夥伴關係，可脫離過去相互競爭的立場，轉變為相互合作與

學習（Daft et al., 2010）。 

群體生態學（population ecology）將組織的群體視為一個整體，環境的改變

可能會導致組織的續存或失敗，這是因為個別的組織受制於結構性及難以適應環

境改變的結果。此改變的過程涵蓋三種策略原則，分別是變異、選擇與維持，其

中，變異是指新成立的組織異於目前群體生態的所有組織，選擇是指新的組織能

夠適應環境並且生存下來，維持是指將選擇的組織形式予以保存及制度化，而制

度化的組織是指成為社會普遍的形式；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ism）主張組織之

間建立高度的連結關係，不僅可以發揮較佳的生產效能，也能夠讓組織獲得持續

生存的機會。制度觀點認為組織必須從其他利害關係人取得合法性，包含：顧客、

投資者、協會、委員會、政府、合作組織等。而其強調的合法性是指組織的行動

與期望，能夠符合環境系統中的價值與信念。當組織在大環境中取得合法性的生

存權後，將能使他們的表現更為理想（Daft et al., 2010）。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老福機構資源運用的實踐過程，首先，本研究以資源依賴

理論瞭解老福機構的管理者及社會工作人員如何在競爭中獲得及運用各項資源。

接著，擬透過合作網絡觀點來瞭解機構與其他不同性質機構的合作情形，並且以

群體生態學的觀點探討機構運用環境資源的適應過程與結果。最後，藉由制度理

論分析機構之間如何在合法性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連結與合作關係。本研究以

組織關係的四種理論來探究機構資源運用過程與各機構之間的互助、支援及運用

的情形，進一步建構老福機構資源運用的策略模式。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先以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進行抽樣，主要針對衛生福利

部於 2013 年所公佈的老福機構評鑑成績作為選擇條件（衛生福利部，2013b）。

因為這些評鑑成績較佳的機構，在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

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權益保障，以及改進創新的層面，都經過政府嚴格的評估

及審查（衛生福利部，2013a）。在尋找受訪者過程中，研究者先電話聯繫並確認

17 家評鑑為優等機構的訪談意願。接著，以滾雪球抽樣請已訪談的受訪者從評

鑑為 63 家甲等機構中介紹研究對象（Merria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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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取樣過程聯繫 23 家機構，有 9 家機構願意參與訪談（有 6 間是優

等機構，3 間是甲等），這些機構是由政府部門、財團法人、醫療集團、宗教團

體所經營。受訪者皆為機構經營者，包含 4 位男性及 5 位女性，職稱為執行長或

主任，他們從事老人服務工作年資為 8～33 年，平均年資 14.3 年。另外，為避

免暴露受訪者身分，每位受訪者皆以「數字、英文字母」代號呈現，數字代表訪

談順序，英文字母表示受訪者的性別，男性為 M，女性為 F。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資 機構類型 屬性 

1M 男 13 綜合型 財團法人 

2F 女 10 養護型 醫療集團 

3M 男 13 綜合型 宗教團體 

4F 女 13 綜合型 財團法人 

5M 男 8 安養型 政府部門 

6F 女 23 養護型 醫療集團 

7F 女 8 綜合型 財團法人 

8F 女 8 綜合型 財團法人 

9M 男 33 綜合型 宗教團體 

 

二、資料蒐集 

訪談實施過程從 2014 年 1 月至 6 月歷經六個月的時間，首先，研究者在訪

談初期會先透過 10～20 分鐘的電話訪談，初步瞭解每間機構及受訪者的背景，

並且告知本研究計畫的名稱、研究目的、實施方式、研究結果的呈現方式與用途，

同時確認受訪者訪談意願及隨時可退出訪談的權利。透過初期訪談的過程，較能

使研究者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關係，經由上述事項之確認，以符合研究倫理的原則

（人體研究法，2011）。 

本研究的正式訪談是採用半結構式面對面訪談（semi-structured, face-to-face 

interview）。為了能夠符合半結構式訪談的原則，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以訪談大綱

的問題為提問依據，但訪談提問的順序不完全依照訪談大綱的順序進行（Merriam, 

2002），而是以受訪者談話的內容提問，且每個問題都是等受訪者完全回答完後，

才進行下一個提問，讓受訪者的思考脈絡更順暢，且能使他們的談話更為完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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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在取得受訪者同意後，會以訪談錄音的方式完整記錄訪談的內容（Packer, 

2011）。整體訪談時間介於 80～190 分鐘，地點是在受訪者的機構，當訪談結束

後，依據訪談錄音檔的內容謄寫成逐字稿，並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在訪談資料

整理完後，對於有疑問的部分再次進行 15～20 分鐘的電話訪談，待所有研究結

果完成後提供給每位受訪者。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是以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訪談大綱的編製依據研究目的及文

獻探討的概念架構進行構思，訪談題目是以資源運用的類型、運用及效益的層面

擬定題目，包含：（一）請您談談貴機構運用的資源類型有哪些？（二）請問貴

機構是如何運用組織內部及外部的資源？（三）請問貴機構所運用的各項資源對

機構的幫助是什麼？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進行訪談資料的處

理與分析（Glaser & Strauss, 1999）。首先，聚焦於每間機構資源運用的類型及實

踐經驗，歸納出資源運用的組成要素並進行比較，包含組成要素之間的差異性與

關聯性，透過持續的比較以確認各個要素之間的運作關係，以建構出老福機構資

源運用的策略模式。本研究資料分析的編碼架構，包含：類屬、次類屬、意義單

元及代碼（如表 2）。 

 

表 2  

資料分析編碼架構之範例 

類屬 次類屬 意義單元 代碼 

外部資源 組織層級 

聯盟合作 
全國老福機構（8F40） 

社區聯盟（6F6） 

醫療院所 
醫療專車、預防保健（1M18） 

醫生門診及駐診（6F6） 

 

為了統整各個組成要素的概念，選取資源運用過程中的關鍵概念視為模式的

組成要素，並分析每個要素之間的關聯性，確認其運作歷程（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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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資源運用模式組成要素關連性分析及說明之範例 

組成要素之關聯性 說明 

老福機構→外部資源→聯盟關係→組織效益 

老福機構藉由聯盟組織的外部資

源，與許多機構建立聯盟關係，

進而獲取政治協商、拓展資源、

人力支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

等的資源。 

 

依據上述分析原則，確認老福機構、外部資源、聯盟關係及組織效益的關聯

性，並建立運作歷程，如圖 1 所示。當釐清所有組成要素的運作歷程，則建構出

老福機構資源運用策略模式。 

 

圖 1 資源運用策略之範例 

 

五、三角檢證 

本研究的三角檢證方法，包含成員檢核（member checks）、同儕評論（peer 

review），以及研究者的反思（self-reflection）（Merriam, 2002）。首先，研究者根

據研究結果的概念架構整理成檢核表，寄給所有受訪者進行檢核，讓受訪者將先

前訪談未提到的想法或是觀點進行補充。第二種方法是同儕評論，研究者請兩位

質性研究的學者協助檢核研究結果的架構與詮釋的合適性。第三種是研究反思，

研究者總共記錄 36 筆反思內容，包含：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資料

蒐集的方向、訪談過程，以及資料分析的反思。 

 

肆、結果與討論 

一、老福機構內部資源：董事支持、跨部合作及專業人力的運用 

聯盟關係 外部資源 組織效益 老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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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會之董事會及其所屬單位提供的資源協助 

1. 董事會對機構的支持：財力資源、政治協商及拓展外部資源 

受訪機構的董事會提供足夠的財力資源，讓他們能全力發展長照服務產

業。另外，董事會成員的背景及人脈能夠協助政治協商及擴展組織外部的資

源。 

 

董事會幾乎都會通過每年的預算，這是內部很重要的資源，一種支持的力量！

（2F15） 

 

董事長人脈廣，找很多重要人物加入董事會，像是有以前做過縣長的、有做過

農委會的，可在不同地區號召去找資源、募款。我們在做一些計畫，或是要跟

政府部門聯繫的時候，比較不會被踢足球，比較可以找到解決的管道，而且很

快速的可以解決。（1M18） 

 

2. 組織分區部門之間的資源連結與協助 

有些機構透過基金會附屬單位或是服務據點進行資源的連結，例如從其

他據點調派專業人力、教育訓練的師資及分享採購的資訊，或是從醫療體系

獲取醫療的資源、知識及技術指導。 

 

不同縣市的據點能知道當地的師資、資源，各部門可做物價比價，資源的分享，

專業人力可彼此支援，都會區的護士能力較強，能支援鄉下的部門。（1M18） 

 

母機構是醫療產業，對於醫療、清潔的要求較高，集團會給我們很多的資源，

像是醫藥的諮詢。（8F34） 

 

（二）老福機構專業人力的運用：多元、專責及跨專業的運用 

1. 服務團隊呈現多元的組別類型 

老福機構的服務團隊主要有行政、會計、總務、活動、社工、護理、照

顧服務、居家服務，以及營養等組別。每個組別都賦予特定的照顧及服務任

務，且由各組領導者帶領組員執行各項工作。 

 

從主任下來有社工、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還有行政人員、營養師、會計、

總務，每組都有組長。（3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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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分成七個組別，有行政管理、護理、社工、照顧服務、營養，還有總務、

居家服務。（9M6） 

 

2. 明確的職務分工，提供專責的照顧服務 

有些機構會將服務人員進行細緻的分工，例如分類成照顧服務員、護士、

營養師、復健師、環保員、園丁、工務人員、守衛，以及專責的活動規劃與

帶看診人員。此種分工方式不僅能使工作人員更加掌握照顧服務的狀況，也

可以使高齡者獲得更專責的照顧品質。 

 

照顧服務員、護士、營養師、復健師都是照顧長輩，其他還有環保員、園丁負

責環境維護，門禁設了守衛室，有工務部門做設備維護。（8F3） 

 

以往是社工負責活動設計，後來發現不是所有活動都適合每個人，就把活動規

劃由專責人員負責。…一般機構是由照顧服務員包辦，我們把帶看診人員專責

化，更能掌握老人回診情況。（4F1） 

 

3. 跨專業領域的溝通、學習及合作 

（1）透過跨專業會議整合各組的專業建議 

跨專業會議是透過不同組別的專業人員，去針對照顧服務進行專業意見

的交換與整合，透過跨專業的討論可以使個案獲得來自專業團隊更系統的照

顧服務。 

 

跨專業團隊是會同醫師、護理師、復健師、營養師、社工、照顧服務人員去提

出專業性的建議。（3M14） 

 

要減緩不同部門之間的想法，很重要的是跨專業的會議，3個月定期 1 次，但

個案隨時有情況的時候就要處理。（6F12） 

 

（2）學習跨領域的專業知能，建立職場工作同理心 

為建立不同專業之間的同理心，有些機構會鼓勵員工去學習其他組別的

專業知能，或是進行工作輪調，此種跨領域的學習有助於建立職場的同理心，

且能增進員工溝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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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都有丙級照顧服務證照，受過訓練對個案會較了解，在跟工作人員溝

通會更順暢，更有共識。（4F3） 

 

透過工作輪調，當你做過別人的位置後，才能夠去體會別人的立場。（8F5） 

二、老福機構外部資源：整合政府、組織、學校、社區資源 

（一）向政府爭取資源以擴展機構的服務項目 

有機構會向各種不同的政府單位、部門申請計畫經費，透過多種政府資

源的導入，讓機構提供的服務方案能夠更加多元。 

 

政府有很多計畫，像公益盈餘、衛福部的計畫，或是贊助型的單位，地檢署、

教育局有方案可申請，讓機構的資源更多元。（3M4） 

 

市政府委託我們成立日托照顧，開始去開拓服務據點，後來做得有聲有色。

（4F14） 

 

（二）從各種類型的組織所取得的外部資源 

1. 加入聯盟組織以建立全國性及區域性的資源網絡 

有些老福機構會藉由聯盟組織的力量進行各種資源的連結，聯盟組織可

以讓數間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可以得到更多照顧服務的資源，或是作為向

政府發聲的力量與管道。 

 

以前是政府老人福利推動小組的委員，出席政府的重要會議去發聲。（1M11） 

當理事長跟全國老人福利機構有很多的互動，跟同業、公部門接觸建立人脈。

（8F40） 

 

社區聯盟是集合所有社區的力量，有社福團體、宗教團體，可以互相支援。（6F6） 

 

2. 透過與醫院合作取得醫療的資源及技術的協助 

老福機構通常會與鄰近的醫院或診所合作，包含：醫療之服務、專車及

資訊的提供，或是與醫院簽訂緊急避難的合約，在遭遇災害時能有緊急安置

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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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醫院合作有就醫優待、專車接送，提供疾病預防、保健方面的宣導。（1M18） 

 

醫生每個月會來門診、駐診，避難場所也跟醫院合作，假設有災害發生，能第

一時間把長輩遷到那。（6F6） 

 

3. 同性質的老福機構之間的互助合作 

透過與其他老福機構交流的過程，互相學習機構經營及照顧服務的經驗，

而這些外部資源可以促進機構與機構之間的學習。 

 

我們會互相參訪，像悠然山莊、高雄仁愛之家、弘道，把好的方式學回去。（8F35） 

 

跟老大人生命協會合作推生命繪本，請音樂輔療的老師來培訓員工，提升員工

的專業。（7F21） 

 

4. 各類型的社團所提供專業服務及資源 

有些外部的社團可以豐富照顧服務的項目，例如各種類型的表演團體、

婦女社團、扶輪社等，這些團體能協助長輩的關懷及訪視、各種類型的活動

表演，或是幫忙募集資金與資源。 

 

美容公會幫忙剪頭髮、彩妝。請藥師公會來宣導用藥安全。（5M9） 

 

自主性的社團，如婦女會、舞社來做關懷訪視、做表演。（6F6） 

 

扶輪社社員會去募集資金或資源，像老人需要坐輪椅車，或是救護車、電動車，

就會捐給我們。（9M18） 

 

5. 宗教團體提供長者靈性健康的活動 

另一種在老福機構中常見的外部資源是宗教團體，他們提供的服務有信

仰的宣導、讀經，以及分享宗教的故事，這些服務對機構高齡者的靈性健康

有很大的幫助。 

 

宗教團體比較重視教義的宣導，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團體，跟我們講佛教

故事，來念佛。（7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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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升住戶靈性、心靈方面的健康，這些宗教團體是很好的，因為他們提供的

服務是我們工作人員做不到的。（2F15） 

 

6. 吸引媒體報導機構經營的成效 

部分經營者提到，他們會運用媒體資源去幫助機構做行銷，而機構要成

功吸引媒體作為行銷的管道，通常是依靠過去與媒體建立良好的關係，或是

透過創新的活動吸引媒體報導。 

 

除了老交情，活動不能一成不變，我們端午節辦吹龍舟比賽，因為長輩不可能

去划龍舟嘛！要創新才能吸引媒體啊！（5M6） 

 

不要運用媒體去做廣告，是用好的報導去行銷你的產品。（9M1） 

 

（三）學校單位提供的資源及協助 

1. 邀請學生到機構協助環境美化及活動表演 

部分受訪機構會運用學校的學生，協助機構進行環境的美化，例如幫忙

機構室內環境的布置，或是由學生進行唱歌、跳舞的活動表演。 

 

國中、國小會來這邊繪畫，幫忙彩繪牆上的畫。（6F6） 

 

學校、幼稚園的小朋友會來表演，他們會唱歌、跳舞，跟老人互動，老人的回

饋率很高。（4F7） 

 

2. 學校的師資及專業人力可提供高齡者健康促進的服務 

有些老福機構會從學校單位引進照顧服務的技術與資源，例如由學生設

計活動給機構高齡者參與，或是設計適合老人運動休閒的活動、進行體適能

的成效檢測，也能透過研究計畫的執行及產品的研發，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 

 

市政府在推世代專案，讓年輕學子到機構跟長輩互動，所以有跟學校合作，像

是美容科來幫長輩剪指甲。（6F6） 

 

找老人相關科系的老師一起參與計畫案、產學案，在研究一個產品可以從學者

的角度來評估。（9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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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視與在地社區資源的連結及互助 

1. 社區團體及人士提供表演活動給機構長者 

在機構鄰近的社區中，有些社區團體或社區人士是外部資源的提供者，

例如將一些宗教民俗，或是音樂性質的表演帶進機構中，透過這些活動資源

的導入，能夠帶給機構的長輩不一樣的活動體驗。 

 

社區的廟希望來表演，初期我們有點保守，擔心老人會怕吵，或是信仰的排斥，

但這次的體驗讓老人覺得很高興。（4F11） 

 

有家屬是拉小提琴的，我們邀約他們來表演，他們很願意來。（3M8） 

 

2. 能與當地政治人物及社區建立互助合作的關係 

老福機構不僅從社區引進在地資源，同時也重視與社區建立合作關係，

例如社區協助老福機構完成環境的綠美化，而機構則是協助當地的里長完成

里民訪視的工作，甚至在社區的立委、議員及里長的協助下，取得政府部門

的資源。 

 

找關心長照的立委協助，因為他們都在審預算，會比較有用。（1M11） 

 

把這邊獨居的住戶集中讓里長訪視，因為他們要有訪視記錄，這是雙贏的方式。

（5M16） 

 

有里長、議員幫我們拿到政府的資源，然後我們去執行。（7F22） 

 

3. 機構提供資源給社區民眾使用 

為了可以跟更多的社區民眾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有些機構會開放學習

課程讓民眾有參與學習的機會，或是免費提供空間及場地給社區民眾使用，

這種與社區關係的營造，可以拉近老福機構與社區民眾之間的距離。 

 

我們開辦長青學苑，會開放給外面的民眾來上，可以雙向互利。（5M16） 

 

機構是社區可以運用的資源，有些管理委員會需要開會就用我們的場地，在這

邊辦訓練可以免費啊！（7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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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各單位及個人捐贈的資源 

由於本研究的對象都屬於財團法人，這些機構會從其他各種單位及個人

獲得捐贈的資源，包含經費的贊助、食品、生活用品或是禮品等。 

 

公會贊助一些經費、獎品，讓活動比較精彩，糕餅公會辦活動有多餘的糕餅，

會拿來捐給我們。（5M10） 

 

一些住戶老了想回饋給我們，有些會送現金、輔具產品，或是其他的資源，都

是很重要的資源。（9M17）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老福機構運用的資源類型涵蓋組織內部及外部的資源，

內部資源包含：董事會、分區部門、照顧團隊；外部資源的類型有長照相關的組

織及機構、單位組織、社區資源及其他資源。先前的相關研究也指出，若能在不

同單位與長照機構之間建立夥伴關係（陳昭婧，2010；蕭淑貞等，2008；Mehta & 

Vasoo, 2000），有利於老福機構之間的合作（劉潔心等，2005；蕭淑貞等，2008）。

而機構在與不同類型資源的交流互動過程，可分別在組織內部及外部產生三種組

織關係，內部組織的關係有組織支持、跨部合作、專業運用；外部的組織互動關

係有聯盟合作、雙方互助與單方協助。經由各種資源的運用，對機構能獲得的組

織效益包含：經費支持、政治協商、拓展資源、人力支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 

為釐清老福機構資源運用的情形，本研究歸納 10 項資源運用的組成要素，

包含老福機構、內部資源、外部資源、組織支持、跨部合作、專業整合、聯盟合

作、雙方互助、單方協助，以及組織效益。在釐清各組成要素之間的互動關係，

總共歸納出六種資源運用的途徑，第一種途徑是機構運用的內部資源是來自董事

會的組織支持，並獲得經費支持、政治協商、拓展資源的組織效益（1→2→4→10）；

第二種途徑是機構運用內部經營團隊，去進行各分區部門或據點的資源運用，最

後得到的組織效益有專業人力支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1→2→5→10）；第三

種途徑是機構召集內部各組別進行跨專業的會議，實施過程能獲得政治協商、知

識移轉及照顧服務的組織效益（1→2→6→10）；第四種途徑是機構藉由聯盟組織

的外部資源，與許多機構建立聯盟關係，進而獲取政治協商、拓展資源、人力支

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等的資源（1→3→7→10）；第五種途徑是機構分別與其

他長照相關機構、醫院、學校、社區組織、社會及宗教團體等建立雙方互助的關

係，並從中獲得政治協商、拓展資源、人力支援、知識移轉、照顧服務的組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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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1→3→8→10）；第六種途徑是老福機構與合作機構僅是單方協助的關係，例

如部分的社會團體、宗教團體、媒體資源或是其他資源管道，此種互動關係主要

能讓機構拓展資源，或是獲得照顧服務方面的組織效益（1→3→9→10）。資源運

用歷程如圖 2。 

 

圖 2 老人福利機構資源運用策略 

老福機構在資源運用過程持續與各相關部門、組織及機構進行互動，而其組

織互動關係通常影響資源運用的情形，在組織內部有來自董事會給予的經費及各

項資源的支持，或是來自各分區部門及據點的跨部合作，以及各組別的專業照顧

服務之整合，此種照顧方式與 Stewart 等（2013）提到的整合式照顧的概念相似，

亦即，將行政管理、組織與服務輸送之間，設置連續性的方法與模式，以促進各

式照顧提供者進行合作，並提高照顧服務的有效性；而組織外部依其合作及互動

的程度，可分為多種機構所形成的聯盟合作、兩間機構進行的雙方互助及由某一

方所進行的單方資源協助。其中，聯盟合作、雙方互助類似合作網絡觀點所主張

的，在組織之間建立高度的連結關係，且組織的行動與期望有較一致的價值與信

念，組織之間透過彼此連結發展成夥伴關係，甚至相互合作與學習（Daft et al., 

2010）。在兩間機構雙方互助的關係中，例如長照相關機構之間的合作，此種合

作關係類似群體生態學的觀點，使得長照類型的機構能夠運用各種內部及外部的

各種資源，以適應長照市場的環境競爭並持續經營（Daft et al., 2010）。另一種組

1老福機構 

3外部資源 

2內部資源 5跨部合作 

6專業整合 

10組織效益 

4組織支持 

8雙方互助 

9單方協助 

7聯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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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間的關係是單方協助的互動關係，此種關係近似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也就是

運用各種外部資源來影響組織內部的行為，使機構獲得發展的機會（Daft et al., 

2010）。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上述各種組織互動關係所獲得的資源連結與運用，

是建立在制度理論的合法性基礎上（Daft et al., 2010），亦即，老福機構各種資源

的拓展、連結與使用，是受到政府立案且評鑑成績良好、同業及社區民眾認同等

因素影響，例如本研究的對象是經由政府衛福部評鑑成績為優等及甲等機構，且

與在地社區建立良好的合作互惠關係，也獲得媒體正向報導，這些因素都有助於

提升機構獲得外部資源的機會與管道。 

經由各種組織內部及外部資源的運用，對老福機構所獲得的組織效益包含：

經費支持、政治協商、拓展資源、人力支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這些組織效

益即是由政府及各種類型的民間機構的資源協助所產生的（陳靜敏、楊舒琴，

2006）。從組織關係的角度而言，藉由組織支持、跨部合作、專業整合的方式分

別能獲得三種組織的效益，而透過外部資源的聯盟合作及雙方互助的方式，分別

可產生五種組織效益，以單方協助的管道，則能獲得兩種組織效益。透過這些組

織關係的資源運用可以互相支援、互補不足（陳昭婧，2010），或是增加使用者

的便利性與使用機率（李怡娟，1998；徐韻琴，2014），因此，良好的合作關係，

可提升照護品質或是拓展專業資源，甚至能建立穩固的合作關係（蕭淑貞等，

2008）。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老福機構資源運用的類型涵蓋組織內部的董事會、分區部門、照顧團隊，

以及外部的長照相關機構、單位組織、社區與其他資源，老福機構在綜合

組織內外各種資源後，能提供更多元的照顧服務內容。 

（二）老福機構資源運用實踐過程的組織關係，包含內部的組織支持、跨部合

作、專業整合，而組織外部依其合作及互動的程度，可分為多種機構所形

成的聯盟合作、兩家機構之間的雙方互助，或是來自某一方的單方資源協

助。 

（三）經由各種組織內部及外部資源的運用，對老福機構所獲得的組織效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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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費支持、政治協商、拓展資源、人力支援、知識移轉及照顧服務。

另外，不同的組織關係可能會影響資源運用的效果，釐清老福機構資源運

用情形，可提供老人長照相關組織在實施資源之確認、拓展及運用的參

考。 

 

二、建議 

（一）對政府政策的建議 

政府可建立老人長照資源運用與整合的制度或媒介平台，針對各地區老福與

長照資源進行盤點，以掌握老人長照機構與其他組織及機構的資源網絡關係，若

有資源多餘或不足之機構，都能藉由資源運用的機制進行資源的移轉與互助。 

 

（二）對老福機構的建議 

老福機構的管理者及社會工作人員，應先建立良好的組織內部關係，不僅能

獲得組織內部各項資源及資金的支持，也有利內部各項專業人員與各部門之間的

跨部合作，如社工、照顧、護理及行政間的合作關係；在內部關係穩定的基礎上，

對外要能獲得來自政府、同業、社區及一般民眾的認可，以建立完善的聯盟合作、

雙方互助與單方協助的資源管道。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本研究是以政府評鑑較佳的老福機構為研究對象，未來可針對國內資源

普遍較缺乏的小型長照機構的資源運用情形進行瞭解，甚至能進一步探討資源豐

富的大型老福機構與小型機構之間的組織互動及資源合作的關係。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政府部門、醫療集團、財團法人、宗教團體等較具規模的組織所經

營的老人福利機構為研究對象，這些機構的資源較充足，其資源運用情形可能不

同於其他組織規模較小的機構。再者，本研究的方法是質性研究法，研究結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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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推論至其他屬性的機構，此為本研究的主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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