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魯凱皇家學院介紹 

一、 概述 

    由霧臺鄉公所 2018(1)年 6月成立與設置,隸屬社會課 (簡稱皇家學院)。皇家

學院為本鄉的老人大學,其學生為鄉內八個文化健康站服務的長輩，皇家學院設置

學院部(學程四年)、碩士班(學程二年)、博學班(學程十二年, 分為三級,每級個為

四年)。全部學程共十八年﹐營造傳承終身學習的魯凱精神 也達到在地終老的長期

照顧目的)。 

   課程內容以『魯凱文化』為核心，功能 : 

    1. 西魯凱文化的蒐集、記錄、保存、研究與傳承。 

     2. 將魯凱長者的智能與技藝產業化﹐發展成為銀髮產業。 

     3. 提供 學術界 有關魯凱文化及傳統智能與技藝領域的原物料。 

     4. 整合全鄉的文健站﹐推動互助合作﹐彼此學習並一起發展。 

     5. 協助文化健康站 :  

      (1) 課程及講師提供 :  

使文健站有更多元豐富的課程﹐補足合文健站經費及人力的缺口。 

      ★ 文健站每週需開站五天﹐原民會給予的業務費非常有限﹐且業務費 

         需支付的項目非常多﹐聘任講師的經費幾乎沒有﹐只能另外的計畫 

         或單位的協助。  

         ■ 文健健的業務費如下:  

            第一級(服務 20~29 人)  21 萬元 : 佳暮、谷川、吉露。 

            第二級(服務 30~39 人)  28 萬元 : 神山、大武、好茶、阿禮。 

            第三級(服務 30~39 人)  36 萬元 : 霧台。 

 

         ■ 業務費的內容如下: 項目多但經額少 

            1.講師費 2.材料費 3.志工費  4.車油費  5.房租費  6.水電費 

            7.瓦斯費 8.文具費 9.器材維修費 10.意外保險費 11.車輛保險費  

            12.工作人員保險費 13.廚工費 14.點心費   

 15.勞健保雇主負擔雇主負擔費   

★ 文健站照服員的專業能力有限﹐很難滿足五天的課程需求﹐由皇家學院

協助每週安排課程與講師。  

      (2) 皇家學院整合並聯結鄉內可用的資源導入各文健站﹐不單是皇家學院 

          的課程﹐也能減輕文健站的經費壓力。  



      (3) 照服員專業增能訓練﹐每月辦理二次,利用週二或週四下午 14:00~16:00 

          聘請專業人士授課, 強化文健站的功能並提升照服員服務的能量。  

(4) 皇家學院引薦各界的資源給各文健站﹐例如義守大學及其他醫療院所﹐嘉

惠文健站的長輩也讓文健站功能提升。  

 

 

長輩不只是被照顧服務,也同時可以取得皇家學院的學位。 

用最精簡的人力『2名』經營一間老人大學。 

用最精省的財力『180萬』﹐提升一個鄉的軟實力。 

  



二、 理念目標與特色 

（一） 成立緣起 

    高齡化社會是這個世代的年齡結構實況，世界如此，台灣非常明顯，魯凱族更

是嚴重。少子女化、高齡化、人口數少是霧台鄉魯凱族目前的社會現象與問題。為

了因應這些現況，除了呼籲全鄉各部落一起面對，除了鼓勵適婚年輕人成家並生養

兒女之外，更有必要積極爭取各種可以補救或改善的資源與外援。 

    有關高齡化的問題，提高文化健康站的佈建率是可行方案，可以對部落的長者

提供最好的照顧服務，這個部分，霧台鄉做得徹底，目前已爭取設置了七個文化健

康站，加上一個關懷據點，達成率百分之百。 

    但是，設置文化健康站是一個起步，不表示完成了長者的照顧服務，因為實務

上面臨許多需要努力去克服的問題，如果不去面對並善處，會衍生更大的社會問題。

這些狀況包括:文化健康站服務的人數遠低於部落長者人數，意思是指有更多部落的

長者沒有接受照顧服務，易被抨擊為「選擇性服務」、照顧服務員人力少、志工不易

招募、專業能力有限、永續經營不易……等等問題。 

    由鄉公所主動設置專責單位，由此單位整合、規劃、執行全鄉的長者照顧服務

的網絡，這是解決以上問題的有效良方，經過二年的營運，成效明顯。非常有必要

讓此計畫延續推展。我們也期待有機會參與這個有意義非凡的大善工。     

 

（二） 計畫理念  

取名為『魯凱皇家學院』的意義:  

    魯凱族傳統的社會制度有 talialalai(貴族) 與 lakawkawlu(平民)兩種身

分別，貴族中的領袖稱為 raedre(當家頭目)，raedre(當家頭目)的家就是魯

凱族的皇家，是部落的政治、經濟、司法、教育中心。皇家 raedre 有義務與

責任照顧部落內的弱勢(寡婦與孤兒)。皇家是部落長者隨時聚集的地方，共同

研議、討論部落的各項公共事務。霧臺鄉公所建置『魯凱皇家學院』是希望透

過學院的經營重現魯凱族敬老尊賢的社會制度，讓部落長者走出自己的房間與

家裡，與同儕樂聚慢活，找回自信心，活化部落生活，在部落裡受尊榮，一起

為部落永續的發展貢獻智慧、技能與心力。 

    霧臺鄉的居民篤信基督逾 70 載，部落族人基督徒的比例超過 95%。基督

教的聖經教導並嚴格要求所有基督徒應當要孝敬父母。對魯凱族人而言，部落

內所有與自己父母同輩分的長輩都應該視為父母, 都稱呼 ama(父親) 、ina (母

親)。當我們把部落長輩看為自己的父母，視之如皇帝、皇后般的重要與尊榮，



就會願意盡最大能力並甘心樂意照顧與孝敬每一位部落的長輩。  

    學校是教導分享、學習增能的場所；也是融入團體與社群的地方。學校也

有永續經營的意義與價值。以經營學校的模式來照顧服務部落長輩，更是陪伴

長輩、向長輩們學習的最理想模式。魯凱族的傳統知識學習是跟著長輩或父母

在大自然環境下實地教學、從每日的生活大小事親自體驗、隨時隨地傳授。 

 

（三） 計畫特色 

    以部落在地特色規劃多元、創新的分享、學習模式，促進長者參與的意願，規劃適合 

高齡者之課程，長者是學習者，也有機會擔任授課分享者。整個部落都是上課的教室，同時

特別設計「移動學習、遊學」的課程設計，使長輩們接觸的不只是自己部落的人，同時有機

會和鄉內其他部落的人聯誼並一起上課，也有跨出部落的遊學機會。 

    課程規劃包括「健康醫療」、「文化藝術」、「運動休閒」、「信仰人生」、「社會新

知」、「老幼共學」、「部落服務」等科目。授課語言為魯凱語及華語。 

 除了為長者規劃的課程之外，也有特別為專職照顧服務的人員及協助服務的志工開設 

的專業訓練 : 「語言溝通」、「課程設計與執行」、「行政作業」等，上課及訓練的時間安排

以不影響照服員服務長輩的時段為原則，採用「密集式」、「階段性」的模式進行，

並要求全員參與學習。 

 

（四） 計畫目標  

一、透過學校式的經營模式推動「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減

緩部落少子女化、高齡化問題，多面向的關懷部落長者，提供部落的長者「快樂學

習、樂而忘齡」之「樂齡生活環境」。 

二、藉由課程設計留存並傳承魯凱智能與文化: 分享~蒐集~記錄~出版~傳承。 

三、 培育在地照顧服務人力，落實照護在地化目標。 

（五） 實施場域:  

以屏東縣霧臺鄉為計畫實施區域，目前霧臺鄉各部落坐落在三個區域裡。這三個

區域跨瑪家鄉、長治鄉及霧臺鄉 

三個區域。霧臺原鄉部落: 霧台部落、神山部落、谷川部落、大武部落、佳暮部

落。長治百合園區: 阿禮部落、吉露部落、谷川部落(部分)、佳暮部落(部分)。

瑪家鄉禮納里: 好茶部落。 

 

（六） 實施地點: 霧臺鄉八個文化健康站: 霧台、神山、谷川、大武、佳暮、阿禮、

好茶、 吉露。 



四、 霧臺鄉長者服務需求分析 

 
霧臺鄉人口結構(以109年1月設籍於霧台鄉的長者為統計對象): 目前霧臺鄉人口

年齡的統計數據顯示:108 年 5 月底，全鄉總人口為 3,297 人。 

    原住民老人 55 歲以上者共 996 人 (占全鄉總人口數 31 % )。 

               60 歲以上者共 692 人 (占全鄉總人口數 21 % )。 

               65 歲以上者共 479 人 (占全鄉總人口數 15% )。 

這樣的數據遠超過高齡社會的標準,在霧台鄉實況是每 3 個人就有一位是 55 歲以

上的原住民老人，是符合照顧服務的對象。如果以文化健康站的最高級數照顧服務人

數 49 人計算，應該需要設置 20 個才能滿足人口數的需要。 

     現階段已接受文化健康站及據點照顧的人數為 263(最高上限) 占全鄉老人人口

的 30%，如果只用 65 歲以上的人口來看，接受服務的占 56%，還是有近半數的長者

不在服務與照顧的名單內。雖然有了中央原民會的文化健康站及內政部的關懷據點在

霧台鄉全面設置，但是難以滿足全鄉的需要。也會產生選擇性服務的現象。在地的力

量就必須進場服務。鄉公所、民意機關、各公家機關、教會都責無旁貸 

  



從原民會補助文化健康站的經費檢視(一年的補助)。108年數據 

站名 業務費 餐點費 服務費 合計 級距 

計畫負責人 照顧服務員 

霧台 360,000 617,400 84,000 1,782,000 2,843,400 第三級 

大武 280,000 491,400 84,000 1,336,500 2,191,900 第二級 

神山 280,000 491,400 84,000 1,336,500 2,191,900 第二級 

好茶 210,000 365,400 84,000 891,000 1,550400 第一級 

阿禮 210,000 365,400 84,000 891,000 1,550,400 第一級 

佳暮 210,000 365,400 8,4000 891,000 1,550,400 第一級 

谷川 210,000 365,400 84,000 891,000 1,550,400 第一級 

吉露 272,963 300,956 79,069 862,345 1,515,333 第一級 

(1). 級距: 20~29 人(第一級) 照服員 2 名。 

          30~39 人(第二級) 照服員 3 名。 

         40~49 人(第三級) 照服員 4 名。 

(2). 服務費為個人支領。 

(3). 餐點費:每週供應 5次中餐。全年供餐 260次左右。平均每人每餐 35元。

補助款內沒有含請專人(廚師)的費用。 

(4). 業務費支出內容:共 12項 

1.講師費  2.材料費  3.志工服務交通費（每日每人最高 100元） 

4.車輛租金油料費    5.房屋租金   4.水電   5.瓦斯   6.文具 

7.器材維修  8.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9.服務人員及志工保險費用 

10.下午點心費  11.臨時酬勞費  12.聘用廚工 

業務費的款項就是經營文健站的課程與服務的主要經費，事實上，幾乎沒

有多餘的經費可以聘請老師授課，或者有所產出。這些項目都是必須支付的，

要使文化健康站提升到可以有產值或是提升服務品質，外部的資源挹注就變得

非常重要。 

(5). 照顧服務人力問題: 

1.照顧服務人力吃緊: 

文健站的專職人員(照服員)是採 1比 10的比例聘任，工作項目非常多，量測生

命徵象、課程設計與執行、行政作業與核銷、訪視關懷與電話問安、會議及訓練、

資源連結與經營、供餐、其他。若要確實執行每一項工作會有困難，但又很難招

募志工(100元的志工費與月薪制比較)。 



    2.專業技能需要補強: 

      照服員訓練的課程內容無法完全滿足文健站的永續經營與發展，雖然有 

      持續性的研習課程，還是不夠，語言溝通、行政作業、課程設計、永續 

      經營策略等等，需要在地化的培力與支援。 

 

小結: 

雖然有了中央原民會的文化健康站及內政部的關懷據點在霧台鄉全面設置，但是難

以滿足全鄉的需要。也會產生選擇性服務的現象。在地的力量就必須進場服務。鄉公

所、民意機關、各公家機關、教會都責無旁貸；照顧服務員專業能力關乎長者服務品

質，故成立魯凱皇家學院，便是實現霧臺鄉整合、規劃、執行全鄉的長者照顧服務的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