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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國最具標竿的原住民長照政策—成立全台灣第一個「原住民長青學苑」

全国一の目印となる原住民介護政策を造り上げる――台湾初の「原住民長青学
苑」の設立
Establishing the First "Aboriginal Evergreen Academy" in Taiwan: Milestone for
Aboriginal Long-Term Care Servic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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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原住民長者人數逐年增加已是不可逆的事實，在都
會區勢必要打造一個可以實踐文化，又能提供在地安養及
溫暖陪伴的原住民長者照顧
場域，空間及氛圍要努力營
造成如同部落一般的家，且
要將不同族群、不同行政區
的長者一起帶進這個家。

打造全國最具標竿的原住民長照政策—
成立全台灣第一個「原住民長青學苑」

活計畫」，於每週三上午開設
打造第一個原住民長青學苑

卑南族鄭賢明耆老
一邊講述傳說故事
一邊敲擊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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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國最具標竿的原住民長照政策—成立全台灣第一個「原住民長青學苑」

長青學苑之於長者，是都會區原住民長者照護政策
的升級版，讓台北市的原住民長者樂於走出家門，
參與課程學習、認識朋
友、再次投入社會及讓
長者被尊榮。長青學苑
之於原住民社會，是獨
一無二的都市傳說。
阿美族朱金女耆

老透過有趣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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