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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探究公共圖書館如何鼓勵及吸引老年志工參與志願服務，本文試圖從老年

參與公共圖書館志工服務的時代背景，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與目的，影響選擇進

入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因素、持續參與服務的原因等面向，探討公共圖書館招募老

年志工之策略。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voluntary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by investigating the motivations and purposes of elderly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ir choices of entering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volunteer servi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author offers suggestions to voluntary service units of public libraries for recrui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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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ly volunteers.

關鍵詞：銀髮族、老年人、志工、志願服務、公共圖書館

Keyword: Elderly, Senior, Volunteers, Voluntary Services, Public Libraries

壹、前言

銀髮族參與圖書館志工服務的時代背景 ─ 自聯合國將 2001 年訂為「國

際志工年」積極推展志願服務，其風氣便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成長，臺灣亦於

2001 年頒布「志願服務法」宣示認同志願服務對社會的貢獻與價值，並有數十

項與志願服務相關的計畫與法令由政府制訂及推動，故國人參與志願服務的人

數持續地成長（陳燕禎，2007）。

國內銀髮族參與志願服務的興起與發展，也與全球志願服務之趨勢接軌。

根據內政部最近一次在民國 98 年調查 55 至 64 歲國民對未來老年的生涯規劃情

形指出，55 至 64 歲國民對於未來老年生涯有規劃者占 26.58%，主要規劃項目

依序為「四處旅遊」、「從事志願服務工作」、「賦閒在家」及「從事養生保

健活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從事志願服務在老年生涯規劃排名第二；而 65

歲以上老年人參加志願服務的人數從 1996 年的 3,233 人增長到 2004 年的 5,680

人，且 2010 年 12 月底已增至 21,798 人（內政部，2011），是 2004 年參與人數

的近四倍，足以顯示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的比例不斷增加。

臺灣自 1993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後，成功老化逐漸成為高齡社會的目標

（林珊如，2005；內政部，2011）。研究指出，老年人透過參與志願服務所得

到的收獲，有助於彰顯晚年生活的意義與價值，達到成功老化的目的（Lesley, 

2003；林麗惠，2003）。在現今高齡化社會中的老年人，積累了豐富人生閱歷，

若參與志願服務，無論是對社會、服務機構以及對老年人本身而言都是一大福

音。而公共圖書館對許多年長的社區居民而言，是個靜謐卻又不可或缺的角色，

兩者透過志願服務為媒介，在圖書館遇合、發酵，不但豐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也讓公共圖書館服務更符合時代潮流。因此，圖書館如何鼓勵老年參與志願服

務是現今圖書資訊學界的重要課題。



3736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 卷 1 期

貳、影響老年參與志願服務的內在因素

針對此一課題，實務工作者首先應瞭解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的內在動機。

文獻指出老年志工服務動機可源自利他、利己與互利。李瑞金、馬逸華、陳美真

（1995）針對臺北市銀髮族的研究，發現參與服務的主要動機是服務社會，也會

因為受兒女的鼓勵、為充實精神生活、結交朋友、以及宗教信仰等而加入志願服

務。賴素燕（2007）訪談 65 歲以上在社教及非營利機構服務的高齡志工，也發

現「一份服務社會、不求回報的奉獻心情，是所有受訪高齡志工投入志願服務的

初始動機」。林勤敏（2005）訪談年齡 55 歲以上的公立文教機構的志工領導者

發現，擔任領導者的動機以「利他動機」最為明顯，即以「幫助別人」為最重要

因素，其他因素依次為「協助服務機構」、「回饋社會」等。足見無論是擔任志

工或志工督導主要動機均為服務人群。

 除了利他的動機外，文獻也指出志願服務的利己動機的重要性；即藉由在服

務過程中滿足個人內在需求，透過服務自我成長以達到圓滿幸福的人生。King 與 

Fluke（1990）認為老年人重視的是被需要與歸屬感，在年長者提供服務的同時，

可以察覺到自己內心的轉變，覺得自己是有能力的、被需要的。Chambre （1993）

整理 1965 至 1990 年，分析研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的調查，指出參

與志願服務的動機，包括：減少寂寞、追尋友誼、獲得新的社會角色、彌補角色

喪失的空虛感、親友的邀約等。正如 Okun（1994）發現參與的動機，不但包括

利他與人文關懷，且有更多利己的理由，包括老年人需要把時間填滿、感覺自己

是有用且被需要的、社會上給予的認同感、以及提昇自己的自尊等。Van Willigen 

（2000）研究 60 歲以上的老年志工發現，因為退休後，可運用所擁有的自由時間

較多，故參與志願服務的時間超過年輕人，且透過老年志工的經驗能夠提升生活

的滿意度，健康狀況也較良好。葉鄉誼（2007）以個別訪談 65 歲以上的安養院

志工為對象，研究結果也發現老年人參與志工是為了「尋求替代性的社會角色」、

「從互助中找回溫暖的情感」、「以維持自身健康機能」等利己的原因。

 然而，亦有學者主張，個人參與志願服務行為的背後不會是純粹的利己或利

他動機，應該是兩者相輔相成並落實行為的結果。Simmons（1991）指出，志工

參與的動機非常複雜，很難去劃分利他與利己之間的界線，沒有一個標準可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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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且對志願服務來說兩者是同等重要的。Clary, Snyder 與 Stukas（1996）指出

志工的參與動機是多重的，並且與價值觀、認知程度、職業、自我成長、社交、

自我保護等相關。Warburton, Terry, Rosenman 與 Shapiro（2001）以澳洲布里斯本

65 至 74 歲以上的居民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參與志願服務的原因同時包括： 

可幫助他人、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可與人互動、及獲得愉悅和滿足感。林虹似

（2006）研究指出，志工參與動機中以「社會接觸」的動機最強烈。透過社會接

觸可以創造歸屬感及服務人群，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因此，銀髮族的志願服務

可源自於互利動機。

綜合上述，老年志工的興起有其時代背景，而影響老年志願服務的動機因素

是內外兼具，且存在個別差異，志工招募應針對不同的動機，同時使用多重策略，

以吸引更多老年志工的參與。

參、影響老年參與志願服務的外在因素

在高齡社會的發展趨勢中，影響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除了上述個人動機之

因素外，社會結構因素（Social-Structural Factors）與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兩項也是影響銀髮族參與志願服務的重要因素。

Herzog 與 Morgan（1993）指出，影響志工參與的變項包括年齡、性別、教

育程度、種族、收入、職業和宗教信仰，並認為這些變項存在志工所屬的個人環

境，而個人環境則涵蓋於更大的社會架構之內；環境因素則包括行政區位及地理

位置，指志工的居住地與服務機構的所在地，兩者所屬的行政區位及地理位置會

影響志工選擇服務機構的意願 。

Kim 及 Hong（1998）以 55 歲以上的老年人為對象，研究影響志工參與的相

關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因素，如年齡、性別、婚姻、種族、宗教信仰等五項；社

經因素（Socioeconomic Factors）包括家庭收入、教育程度等兩項；與時間因素

（Time-Related Factors）包括彈性運用時間、家庭規模、子女是否已成年等三項。

作者指出志工可彈性運用的時間越多、家庭人口數越多者參與的機會越高、而家

中有未成年子女則參與意願較低。該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已退休者的顯著項目包

括年齡、性別、婚姻、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家庭規模等；未退休者的顯著項目

包括收入、教育程度、彈性運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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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kar, Reis 與 Morros（2002）研究幸福感與志工個人特性和動機之間的關

係，以年齡 55 至 83 歲的老年人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參與因素，除了

年齡與教育程度，也包括志工運用單位與個人健康情形。Choi（2003）進一步探

討志工個人特性與志願服務時數之間的關係，以 70 歲以上的老年人為對象，研

究結果指出年齡、教育、宗教、健康情形是較明顯的相關因素；在工作時數上與

年齡成反比關係，而與教育、宗教、健康情形呈正比關係。換言之，年長者教育

越高，健康情形越佳，且有宗教信仰者，其志願服務時數越長。

就外在環境因素而言，機構因素為首要考量。Warburton 與 Dyer（2004）研

究 50 至 90 歲的老年人參與學校志願服務的原因，包括想貢獻社會、對參與研究

有興趣、獲得社會互動、獲得一般資訊等；表示志工在貢獻之餘，對參與學校活

動及研究有強烈興趣，透過服務產生社會互動的機會，並藉由服務機構獲得資源

取用的便利性，顯示機構本身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包括服務內容與機構資源。

歐孟宜（2004）對慈濟女性志工研究也指出，影響 53 至 56 歲的志工參與要

素，除了服務時間有彈性、服務項目多元化、受到親友的支持鼓勵外，機構本身

的特質也是吸引志工的要素之一。林虹似（2006）以 50 歲以上的非營利基金會

志工為對象，研究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之動機與學習成效的關係則指出，志工以

選擇符合自己的動機、能力、及認同的機構來參與；經由認同機構的理念、管理

方式，了解服務性質及對象，進而以實際行動投入服務工作。

綜合言之，老年志工參與志願服務之影響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因素、環境因

素、時間因素、個人因素、機構因素等五項。老年志工最初萌生參與志願服務的

想法，同時也隱含著其服務的動機及目的；當參與服務的想法愈來愈強烈，志工

開始考量影響參與服務的相關因素，並在評估後將決定志工是否要展開實際參與

服務的行為。

肆、公共圖書館老年志願服務之實徵研究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我們針對都會區公共圖書館的老年志工進行研究（李珮

漪、林珊如，2011），以思考公共圖書館如何透過了解老年志願服務參與的動機

及影響因素來鼓勵並吸引越來越多可以投入銀髮志工服務的老年社群。

曾華源、曾騰光（2003）指出，志工的服務動機和意願，會隨著服務時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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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其原先參與動機，甚至完全不同。因此，研究對象的選擇必須考量志工的服

務年資。而公共圖書館中不同屬性的工作類型也會吸引不同的銀髮志工。以台北

市立圖書館為例，在志工類型上包括行政志工與推廣志工兩類，前者包括圖書志

工、視障服務志工，主要協助圖書館對內的行政作業為主，後者包括義務林老師、

讀書會帶領人、英語志工、電腦志工、資訊志工，主要協助圖書館對外的活動推

廣及教學。以下分述公共圖書館研究個案中不同年資與工作類型的老年志工分享

其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與影響因素。

一、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

都會區公共圖書館的老年志工表達參與志願服務的初始動機共計二十一項，

其中以打發時間占最多。主要可分為以下六種類別：

（一）滿足個人內在需求 

圖書館老年志工可以因為要打發時間，活動身心，或因肯定志工價值（做有

意義的事），欲轉換心情，或滿足退休規畫等動機而來；表示志工因退休規劃的

考量而投入服務，不但肯定志工價值，亦達到打發時間、轉化心情之目的。

（二）學習知識技能

圖書館老年志工可以因為服務內容與自己興趣相合、可發揮專長、或因可學

習新知而來。透過志願服務可以學習新的事物，增加知識的獲取，並結合自己的

興趣，讓自己的專長技能得以發揮。

（三）增加人際互動

參與的動機來自回應他人邀約、認識新朋友、喜歡接觸小孩子等；表示受到

親友邀約，或是希望藉由服務認識新朋友，以及喜歡接觸小孩，感染孩子的天真

與活力，是推廣志工特別的動機。

（四）基於地利之便

選擇公共圖書館之志工服務可因為地利之便，如住家與圖書館因為距離近，

促使受訪者便於參與服務。

（五）受到圖書館特質吸引

圖書館老年志工可因服務時間有彈性、有參與志願服務的美好經驗（如幼教、

主日學經驗）、喜歡看書順便服務，主管及館員態度認真等而願意參與。志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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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是考量服務時間的彈性，可自由掌握時間的運用，透過服務可方便取得圖

書館資源，並感受到圖書館人員的態度認真，加上曾經有類似服務的美好經驗遂

觸動其參與服務。

（六）幫助他人並回饋社會

此類動機包括幫助他人、協助服務機構、抱持回饋心態（感謝老師教導、志

工協助）等；志工表示生活經驗中曾經獲得他人的幫助，認為幫助他人是件開心

的事情，而圖書館正需要志工的協助，所以希望透過服務來回饋。

由上可知，研究個案中的圖書館老年志工參與服務的目的，可分為利他與利

己兩部份。進一步比較利他與利己動機發現，個案圖書館老年志工參與目的更多

是源於利己動機。因此，招募圖書館老年志工應以志願服務對其自身之利益出發，

來吸引他們的參與。

二、影響志工參與因素：時間

影響志工參與因素之一是時間。時間因素（Time-Related Factors）包括彈性

運用時間、家庭規模、子女是否成年等三項。彈性運用時間是指志工退休後對自

己的時間是否可以彈性的運用；可以運用之時間越多參與機會愈高。如若為家管，

時間上較充裕可規劃參與活動；或透過與家人溝通及調整使週末能參與志願服務

而不與家聚時間衝突。家庭規模是指家庭人口數，家庭成員越多者，老年參與志

願服務的機會較高，特別是家中有幼小子孫需要照料的家庭。子女是否成年指家

中有未成年的子女時，需分擔的事務較多，故參與志願服務的意願較低。

研究個案中圖書館老年志工的子女多已成年，在就業中的子女，對父母的干

涉較低 ; 而子女仍在就學者，多以樂觀其成的態度支持受訪者參與服務。

三、影響志工參與因素：個人興趣

志工參與服務之影響因素，也與個人相關因素，包括個人興趣、家人意見、

朋友意見等有關；其中以個人興趣影響較大。

研究個案中圖書館老年志工之興趣主要偏向靜態活動，以藝術方面占最多；

受訪者表示熱愛旅遊、愛看電影，所以會閱讀相關書籍，且受到圖書館讀書會的

主題吸引而將自己的興趣與志工服務結合，以便取得相關圖書資源，受訪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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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因為我興趣比較廣泛，也喜歡來這邊看書，空間很大，要看多久都可以，

加上住的近；有時候走路，有時候騎腳踏車就來了」。在家人意見上，以贊成或

沒特別意見占多數，表示家人的支持也促使其參與服務。

因此，招募志工的管道也可以透過來館的讀者鼓勵其年長的父母參與，或已

經參與其中的老年志工呼朋引伴前來。

四、影響志工參與：服務機構因素

老年志工願意到圖書館服務，有時間及個人因素影響外，服務機構本身也是

影響參與的原因之一。除了前述提及圖書館所在的地理位置外，服務機構的影響

因素還包括服務內容、機構資源、機構環境與認同及志工管理。

圖書館的志願服務內容吸引老年志工包括：因為喜歡與小孩互動、有成就感、

符合自己的興趣、彼此相互學習、盡其所能地幫忙、可兼顧時間與身體狀況、有

機會主動學習 / 成長、感到趣味及愉快。被提及最多次的是「喜歡與小孩互動」

與「有成就感」，而此部分與說故事志工特別有關，其次為「符合自己的興趣」，

僅有少數提到「有機會主動學習 / 成長」、「感到愉快有趣味」。

圖書館的機構資源對部分老年志工而言，「喜歡在館內閱讀圖書館的資源」

是吸引他們到圖書館來志願服務的誘因。另一部分的老年志工可因就近參與語言

學習課程或聆聽感興趣的講座而熱情參與。

對於機構認同部份，可從「圖書館環境規劃」、「與館員的互動情形」、「與

志工的互動情形」三方面分析。多數銀髮志工表示對圖書館環境的感覺很好，認

同程度高。在與館員的互動上，受訪志工表示會主動打招呼，覺得相處愉快，也

感謝館員協助其工作，也會提出意見給館員，表示館員表現與志工機構認同有關。

在與志工的互動上，有參加總館活動，也有曾感到缺乏互動及孤單，另有表示希

望能多辦理活動，聯繫志工間的情誼。

最後，圖書館的志工管理主要表現在「津貼及獎勵」及「請假方式」兩方面。

多數老年志工表示有無津貼及請假方式對他們的服務意願並沒影響；但在志工獎

勵（表揚）部分，對少數獲獎者有鼓勵作用，讓志工更想積極投入服務，直接影

響到志工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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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分析可知，機構因素中會影響老年志工選擇圖書館服務機構的面向包

括 : 服務內容、機構資源、志工管理方式、機構認同等四方面。因此，圖書館在

招募老年志工時，可以從服務內容或機構資源強調圖書館志願服務的好處。

銀髮志工會因為對服務內容產生挫折，或因為身體狀況不佳而產生更換服務

機構的想法。因此，若能定期了解志工對服務的想法，可減低志工因服務而產生

的挫折，降低轉換服務機構的可能性。

再則，銀髮志工透過多認識新的朋友、學習新知，志願服務者在心境上有明

顯的轉變，包括感到心情愉快、生活變充實、增加精神寄託、個性變開朗等，可

知參與服務必定對其心態上有正面之影響。

伍、持續參與志願服務之影響因素

當受訪者產生參與志願服務想法，其背後有其隱含的動機及目的，進一步開

始考量參與服務的五項因素，包括人口統計、時間、個人、機構、環境等因素，

而考量過程所需時間的長短則因人而異，因為參與志願服務想法的種子才初萌

芽，必須等待積累足夠的參與動機與目的之後，才會決定展開志工生涯。

在進入圖書館服務之後，從接觸圖書館的訓練課程、累積服務的經驗的同時，

也仍會受到上述五項因素影響，以下分項說明各因素之間彼此的關聯性：

一、人口統計因素與時間因素

文獻中指出老年人退休之後因時間增多，往往不知道該做些什麼，由於有「時

間過多」的困擾，所以會主動找尋活動參與，最常見的包括與朋友聊天聚會、參

與社區的娛樂活動、加強自我身體保健等（內政部，2005）。

研究中的圖書館銀髮志工在人口統計因素中發現，符合已退休、女性、已婚、

教育程度在大學及專科以上、經濟及健康狀況在普通以上占約一半，其中以年齡

60 至 64 歲最多。時間因素是重要考量 如受訪者所言：「我是 93 年退休，退休

第 2 年才開始參加志工．．．主要是考量服務單位的距離、自己的體力和年齡能

做得到的…我是覺得每天在家沒有目的的過日子，我自己會覺得有點浪費．．．」

（A3：2-6）。故顯示受訪者在「時間過多」的情況下，會增加參與活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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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統計因素與個人因素

老年人在退出職場後，開始把生活的重心轉回至家庭，並思考自己接下來「要

做什麼事情」，以及會先考慮服務項目是否符合本身的興趣及技能的發揮（共計

15 名），如 A11 受訪者表示：「我是圖書館開的時候就來了，所以我在圖書館大

概也快 3 年了，我是覺得自己有興趣最重要，只要體力和時間夠，其他像是距離

那些都不是問題…」（A11：87-88）。

其次考慮自己的健康狀態、經濟收入是否能夠負擔參與活動及服務，同時也

會徵詢家人意見，其中尤以配偶的意見最為重要，作為自身考量依據，如 A1 受

訪者表示：「家人都知道我在那（在圖書館服務），像我太太也很鼓勵我，去年

得獎還出國旅遊，覺得也很棒」（A1：73-74）。是故，受訪者在經過摸索，便

會找尋合適的機構，無論是投入活動或是參與服務，將以本身興趣、健康狀況、

家人意見等為優先考量的依據。

三、人口統計因素與機構因素

志工在決定進入服務機構之前，多少對服務機構有基本的了解，諸如醫院志

工主要面對的是照顧病患、宗教志工偏向心靈的追尋、捷運志工則以服務民眾為

主等，受訪者會先考慮自己本身的狀況是否能夠負擔服務機構的要求，如 C2 受

訪者表示：「我之前當老師，退休後我想說在文教機構服務（圖書館），因為跟

學校的性質差不多．．．也比較能夠適應，加上我覺得自己有體力、經歷．．．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有接觸過電腦，所以就讓我去管電腦教室，我自己也覺得自己

應該是可以勝任的」。

其次是考量服務機構是否能符合志工的需要，因為圖書館的志工類型多元，

可依照自己的健康情形、興趣來選擇，本研究中以「喜歡與小孩互動」、「有成

就感」的志工占最多，如受訪者表示：「因為像我去的時候，他們（圖書館）就

缺幫忙整架、上架的志工．．．，像我很喜歡做圖書加工，因為把書加工之後就

可以上架，感覺自己很有成就感．．．」。 機構本身具備的資源亦可吸引志工參

與，像有13名受訪者表示在服務前就有使用圖書館的經驗，包括查找資料、自修、

看書報等。如受訪者表示：「我在當老師的時候就常去圖書館，有些是因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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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版社教科書的需要，所以都會去，那時候網路上的資料還比較少．．．因為

有很多西文的資料，很吸引我去看」。

四、機構因素與環境因素

受訪者願意持續參與服務，主要因「服務及回饋社會」，表示對服務內容切

合受訪者需要吸引其持續投入，加上住家與圖書館的距離近，增加受訪者持續服

務的動力，如 S5 受訪者表示：「當你在講故事的時候與孩子在活動中的互動，

我會覺得自己收穫很多，像我跟孩子都會相互的擁抱．．．，所以會更想回饋講

更多故事，另外就是這裡離我家很近，也會更想來這邊服務，感覺很開心．．．

這些都是蠻大的動力會讓我想繼續下去」（S5：144-148）。

進一步發現，「離家近」是持續參與服務的次要因素（11 名），顯示持續參

與服務與環境因素相關，其中包括行政區域及地理位置，前者受訪者（2 名）表

示雖然住在新北市，而服務機構在臺北市，但因通勤時間僅需 10-15 分鐘，故從

未想過行政區域的差異，反而顯示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反應在志工住家與服務

機構所需花費的通勤時間，以 20 分鐘內最多（24 名）、其次 15 分鐘內（18 名），

及 10 分鐘內（11 名），共同點都是希望「越近越好」，尤其當天氣變化時，距

離便成為一大考驗，故有受訪者強調距離因素（7 名），如 A8 受訪者表示：「我

到圖書館這邊走路 5 分鐘就到了，因為我家就在對面的社區，我是希望花的時間

越少越好」（A8：88-89）。

整體而言，參與志願服務要能夠水到渠成，則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偶遇，

天時就是老年人退休後的機會和時間；地利就是要找到離家近又能夠發揮自我的

場域；人和就是希望與服務機構同仁和睦相處，又能認識志同道合的伙伴，方能

創造老年志工的附加價值，開拓生活圈，以達服務他人、滿足自我。

陸、老年志願服務的若干觀察

 透過訪談發現，老年志工有跨館服務的情形，志工身分及工作內容也有轉

換的情形，圖書館老年志工也會有同時參與其他機構服務的情形，這些情形引導

我們思考圖書館可以如何更有效的進行老年志工之招募與管理。

有數位說故事志工跨館服務，主要因為配合人力調度及發揮志工專才，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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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主管可以透過志工的專業能力來拓展服務範圍，並挖掘圖書館推廣活動的儲備

人才。正如張雅怡（2013）的調查研究發現，雖然公共圖書館在志工招募時會要

求填寫履歷表格，但圖書館的志工中不乏臥龍藏虎者，經由志工督導的平日交談

與關心，可以發掘志工特殊的才能與經驗，並適時發揮長才，使圖書館在有限的

人力資源下，業務推展更加圓滿。

少數志工目前參與服務的類型與原本當初所報名的志工類型不同，也是因圖

書館主動發掘志工特殊的才能與經驗，使其適才適性，個人與機構相得益彰。以

下均為實際的例子。

案例一、發揮專業，提升自我興趣：受訪者依其本身的專業及閱讀興趣，在

圖書館創立讀書會來推動閱讀。因此，圖書館分館主任以及志工管理者身負伯樂

的重責大任，需關心志工服務狀況、留心志工專長能力，亦可引導志工發揮其能

力，達到善用志工資源。

案例二、參與學習，延伸服務觸角：受訪者最初參與志工服務，是想在看報

之餘協助服務，學習新知；在積極參與學習下，將好學不倦的精神發揮在學習電

腦、英語及二胡上，善用各項學習資源。在學習之餘，也將服務觸角延伸至各分

館，最多時曾有同時服務五個分館及兩個智慧圖書館的紀錄，並樂於將其經驗分

享給新進志工、獲頒許多館方的及市政府的獎項，認為能獲獎都是圖書館給予的，

加上家人支持更是他動力的泉源。

案例三、建立自信，充實生活重心：受訪者參與兩種不同的志工工作（行政

及電腦志工），主因是電腦教室需要人手，故配合圖書館轉換工作項目。因為需

要接觸電腦，遂加強充實電腦的操作能力，對於因服務進而學習的新事物，感到

滿足，覺得自己受到重視、也使得生活變得很踏實，不覺得像退休之初的無所事

事，生活更有重心。

案例四、回饋經驗，發展人生志業：受訪者曾有參與說故事活動的美好經驗，

以及透過志工的參與學習及培訓過程，結識許多愛說故事的同好，並成立「台北

市故事協會」，自詡以成為「故事奶奶」為志業而努力，培養說故事及探索團體

帶領人，協助故事志工組織發展，促進說故事團體資訊交流及經驗傳承等，也讓

志工找到可以發揮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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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年志願服務的觀察可以發現，志工可因正面的服務經驗，包括感覺愉悅、

有成就感、能學習新知、認識新朋友、幫助他人、與朋友一同參與成長、可以自

我嘗試、發展自我興趣等，而在兩處以上的機構從事志願服務。另一方面，志工

也可因機構因素（工作內容與志工預設的情況有落差、服務時間異動）、 動機因

素（認為對他人的幫助有限）、個人因素（感覺工作壓力大而不勝負荷、想要嘗

試其他的志願服務工作）、及環境因素（因搬家而距離服務地點太遠）等原因，

而離開既有的志願服務場域。

柒、結論與建議

本文探討影響老年志工參與服務的初始動機，與國內志工機構相關文獻比

較，包括慈濟基金會（林虹似，2006）、社教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組織（賴素燕，

2007）、天文館（黃裕隆，2008）等比較發現，機構特質及地理位置實為重要因素。

除了可以服務社會外，老年志工內在動機包括打發時間、認識新朋友、回應他人

邀約等，並以人際互動較多，表示老年志工參與服務很重要的因素是為了要增加

人際互動的機會，且主要以滿足個人內在需求為主。

再者，老年志工參與服務的目的，包含利他、利己兩個面向，其中，利他目

的以協助服務機構為主，而利己目的以發揮所學專長為主。研究結果指出老年志

工在參與服務之際，仍希望能將所學專長應用於社會上。

影響老年志工選擇公共圖書館的主因是認同圖書館及地理位置方便。而老年

志工持續參與原因以服務及回饋社會心理占最多。老年志工表示對公共圖書館的

期待，包括 : 建立基本的作業流程標準、設置完整的志工組織專屬網頁、定期安

排休閒活動、提供志工完備的進場與退場機制、重視各類志工的推展、志工工作

內容的輪調等。例如，透過老年志工參與訓練課程及服務的經驗分享發現，圖書

館可加強傳遞訓練課程的訊息管道、增加不同地點的訓練課程、設備上多使用調

整式的座椅，並以縮短訓練課程時間等方式來減少老年人久坐不適的困擾，亦可

增加志願服務訓練之學習效率。

整體而言，參與志願服務的長者希望圖書館能更重視志工，雖屬於無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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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期待自己的付出可以獲得機構的重視與關注。根據前文，針對公共圖書館老

年志願服務的招募與推廣策略，以下分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一、人力規畫方面

老年志工參與服務的初始動機之一為受到圖書館機構特質的吸引，再者，老

年志工選擇服務機構的原因主要是對圖書館抱有認同感，因此，圖書館宜掌握此

一利基，從最重要、最基礎的人力規劃著手，建立老年人力資料庫、推廣老年人

專屬方案，以達到滿足老年人參與的初始動機，如下所述：

（一）建立老年人力資料庫

透過各分館與社區鄰里辦公室的合作，推動與社區結合發展老年人力資料

庫，可熟知社區的老年人力狀態，了解其興趣、專長、需求，進而可邀請參與志

工說明會的活動，或是了解老年人是否有需要圖書館協助的項目等，對老年人力

資源的運用有很大的助益。

（二）創造適合老年志工參與的方案

服務機構不能只是想運用志工人力減少工作負擔，而應以創造社會參與的機

會來吸引志工參與，故建立專屬於老年志工的方案，如以老年人特質進行考量，

包括體力、專長、彈性服務時間、服務性質等，並由專業固定之館員進行輔導協

助，以提高老年志工的參與意願與持續發揮所長。

二、志工管理方面

從研究結果得知，老年志工持續參與服務的原因以表達社會責任、獲得學習

機會、增加社會接觸為主，因此圖書館須多注意志工的服務狀況，並透過服務參

與以滿足老年志工回饋社會的想法，增加其活動及學習機會，並建立與志工之間

良好的互動管道，以減低志工的流動率，例如：

（一）針對不同類型志工進行職前訓練

編製各類型志工的工作手冊，以供志工參考翻閱，有助於志工學習成效。

（二）調查志工專長及服務狀況

建立服務狀況量表調查，採定期調查的方式進行，掌握志工之服務狀況，不

但有利於圖書館的活動推展，又能讓老年志工有發揮專長的機會，亦可減少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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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動率。

（三）積極安排老年志工互動的機會

因考量志工人數龐大、分館眾多，較無法聚集，故建議採分區辦理，以一個

社區的分館合作辦理，讓志工有機會擴展生活、認識新朋友。

（四）擴大館員與老年志工之間的交流

在同一所分館的老年志工與館員們更應該彼此認識、增加交流，透過交流分

享，讓館方多了解老年志工的專長與服務狀況，也讓老年志工體會自己對服務機

構的重要性，激勵老年志工持續參與服務。

（五）提供老年志工獲得課程資訊的多元管道

圖書館宜主動告知相關課程，尤以在職訓練的課程為主，因其內容較多元化，

可吸引老年志工參與；其次宜考量課程時間長短、座椅的舒適度等。

（六）強化老年志工的表揚與退場機制

老年志工在參與服務如同參與職場工作一般，館方可以表揚制度激勵並吸引

老年讀者持續投入志願服務。另一方面應可設定其退場機制，依據其服務狀況及

年齡等安排不同退場後的服務，讓圖書館照顧這些老年志工，例如，以年紀較輕

的老年人、學生等提供回饋服務，發揮互助精神。

三、圖書館資源及服務方面

從研究結果得知，老年志工參與圖書館服務之一主要是因為圖書館本身的資

源。因此，為貼近老年志工之需求、吸引更多老年人之參與志工服務，建議針對

老年提供下列服務，讓圖書館不但可以增加使用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社區的老年

人參與服務，讓老年志工們透過參與服務，可進一步建立感情交流，說明如下：

（一）增加與社區活動的聯繫

公共圖書館遍佈各地區，可藉由參與各區活動（如舉辦觀摩會或說明會）作

為宣導管道，邀請在職志工現身說法，加強民眾對志願服務觀念的認識與培養，

同時運用媒體（如製作宣導影片播放）來招募志工，吸引大眾投入志工的行列。

（二）建立老年專區及增設老年特殊館藏

老年志工在參與服務後，會促使老年志工使用圖書館資源；換言之，老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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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對圖書館資源有其需求，故建議圖書館應擴增建立樂齡專區或長青室，在設備

上考量老年人的視力、聽力較弱，可提供輔助的視障設備；在館藏上宜強化醫療

健康、生活應用等類別，同時亦能吸引老年讀者善用圖書館資源。

（三）辦理圖書館利用及電腦教學課程

老年讀者對於圖書館的環境及電腦設備使用較不熟悉，如果能安排深淺不同

程度的課程或講習，讓老年讀者跟上資訊時代，對老年讀者來說也是另一項新的

學習領域，對圖書館而言亦可發揮其教育的功能。

上述之人力規劃、志工管理、圖書館活動及服務等三個方面，圖書館雖已有

建立部分相關管道推展及實施，但成效尚未彰顯，表示仍有進步努力空間，且因

公共圖書館肩負教育文化、娛樂休閒之使命，提升社區民眾生活之所繫，引頸企

盼公共圖書館能成為老年人力資源發揮的場域。

文獻中指出，越來越多的年長者在退休前即已開始規劃退休生活，而參與

志願服務活動是退休生活的其中一環，圖書館可以協助老年志工先了解本身的狀

況，再進一步落實規劃參與志願服務的藍圖，以收參與志願服務之效。圖書館志

願服務可以是達到身、心、靈成功老化的途徑之一，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年長者

投入志願服務，開拓晚年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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