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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承辦單位簡介 

壹、專業人力 

本專案計畫是由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承辦，國立中正大

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於民國 82年 8月成立，為國內第一個成人及繼續

教育研究所。並於民國 92年設置高齡者教育碩士班，也為全國第一間以培

育高齡者教育專業人才的研究所，目前共計有專任教師十三人，教師皆獲

國內外知名研究所博士學位，計有專任教授六位、專任副教授六位及專任

助理教授一位。 

高齡者教育碩士班以高齡者的發展、教育與學習、相關政策與實施方

案的建構為主要的研究領域，教學研究的內容包涵高齡教育學、高齡學習、

老化與教育研究、社會老年學、健康與老化研究、高齡教育方案規劃、高

齡教學、社區高齡教育以及高齡機構之經營管理等。 

此外，有鑑於台灣面臨高齡社會快速發展的趨勢，國立中正大學於民

國 96年 6月成立高齡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ging, Retirement & 

Education, CARE），該中心的定位係培育高齡教育工作者、進行高齡教育

及老化預防相關研究，並積極發展高齡學習創新方案，落實政府的老人教

育政策，推動國際老人教育研究與推廣交流方案等。 

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在推動老人教育方面，具體的工作要項包括：研發

高齡學習課程與教材、培訓高齡教育推動人才、蒐集國內外高齡教育新知

與創新作法、結合高齡醫學專家共同研究高齡教育與健康老化促進的關

係、建置資訊網站及長期資料庫系統，發揮資源整合平台的功能，此一中

心的成立，有助於台灣高齡教育的政策規劃、教學、研究、人才培育、推

廣與國際交流的逐步落實。 

本計畫將由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兼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林麗惠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以及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兼高齡



2 

者教育研究所 黃富順榮譽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共同執行本計畫。此外，

本團隊將協同本系所同仁，協力合作共同執行。計畫主持人 林麗惠教授與

協同主持人 黃富順榮譽教授承接過國科會、教育部等中央部會與縣市政府

等地方計畫之經驗；本團隊也曾多次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計畫：包含於 2009

年辦理「樂齡學堂專案計畫」及「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實施計畫」、於

2012年辦理「101年度訪視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於 2013年辦理

「樂齡大學訪視及服務品質分析計畫」及「全國樂齡學習服務品質效益分

析計畫」、於 2015年辦理「教育部樂齡教育專業人員調查分析計畫」及「全

國樂齡學習服務效益分析及需求調查計畫」，皆受到參與者的熱烈迴響與教

育部的高度肯定。在大型國際研討會活動也具有多次經驗：曾辦理「2011

年成人教育青年願景論壇研討會」、「2013成人及高齡教育國際研討會─專

業人才培育的創新與實踐」、「邁向世代融合的高齡社會：2014年高齡教育

與代間學習國際研討會」，更甚者，本團隊曾於 2014年承辦「第 2屆樂齡

教育奉獻獎評選暨表揚計畫」，以上活動皆圓滿達成，故具備足夠經驗以勝

任本計畫之執行。  

 

貳、人員配置 

本計畫承辦單位團隊人員配置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 林麗惠教授。 

 (二)協同主持人： 黃富順榮譽教授。 

 (三)專任助理：       吳書賢先生。 

本計畫承辦單位團隊成員之學歷與工作項目內容說明如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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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承辦單位團隊成員學歷與工作項目內容說明表 

姓名 
本計畫中之

職稱 
現職及最高學歷 具體工作項目 

林麗惠 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博士 

1.整體規劃、執行與督導 

2.整體計畫成效評估 

黃富順 協同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榮譽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兼任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管理系講座教授 

美國北卡州立大學博士後研究 

1.協同主持人督導及管

理各項子計畫之執行 

2.校外單位橫、縱向溝通 

吳書賢 專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學士 
1. 行政與文書事務處理 

2. 對外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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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研擬樂齡講師教學效能分析初探調查計畫》 

壹、計畫目標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近年來於國內各鄉鎮陸續開辦

樂齡學習中心以推廣終身學習，提供高齡者終身學習場域，為維護高齡者

學習品質，增進高齡者學習效果，本計畫擬針對高齡教育教師之教學效能

進行調查，期能透過研究結果，提供教育部培訓、樂齡學習中心經營者聘

用之參考依據，進而延伸至完善的高齡照護。 

本計畫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閱讀、辦理國內四區焦點團體座談，根據

樂齡中心經營者對於樂齡講師之聘用條件及看法，發展樂齡講師老化素養

及教學效能量表後，寄送至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施測，調查樂齡學習中心講

師之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貳、計畫對象 

一、 焦點座談 

國內高齡教育相關學者、執行高齡教育之社福及教育體系的實務工作

者，北區 11 位、中區 10 位、南區 10 位、東區 8 位，總計 39 位，各區出

席名單詳見附件 3-1。 

二、 問卷調查 

本計畫針對 105年教育部在全國設立之 339所樂齡學習中心，依據分

層抽樣(除樂齡學習示範中心全數發放外，樂齡學習中心依各縣市所屬樂齡

學習中心數量挑選一半進行調查)，共抽出 170所樂齡學習中心，針對其講

師進行調查 

 

參、執行成果 

一、 完成文獻探討以發展座談大綱，及四區焦點團體座談，並分析其座談

資料。焦點團體辦理情形照片如附件 3-2。 

(一) 完成座談大綱發展：105 年 8 月 4 日，座談大綱如附件 3-3。 

(二) 完成南區焦點座談會議：105 年 8 月 15 日。 



5 

(三) 完成中區焦點座談會議：105 年 8 月 18 日。 

(四) 完成北區焦點座談會議：105 年 8 月 22 日。 

(五) 完成東區焦點座談會議：105 年 9 月 6 日。 

(六) 完成四區焦點座談資料分析：105 年 9 月 9 日，分析結果如附件 3-4。 

二、 完成「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量表」發展，並寄送至 170所樂

齡學習中心進行調查。 

(一) 問卷量表發展：105 年 10 月 6 日完成問卷量表發展並送廠商印刷，

問卷如附件 3-5。 

(二) 中心抽樣：105 年 10 月 7 日完成問卷施測中心抽樣，抽樣結果如附

件 3-6。 

(三) 問卷發放：105 年 10 月 12 日完成寄送問卷至各樂齡學習中心施測。 

(四) 問卷催收：105 年 11 月對樂齡學習中心進行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問

卷施測進度。 

(五) 問卷回收：105 年 12 月 23 日截止催收，正式完成問卷回收，開始

進行資料分析。 

(六) 資料分析：106 年 2 月 17 日完成問卷資料分析，分析結果如附件

3-7。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果，歸納出十點結論，分述如下。 

 

(一)樂齡講師年齡越高，其老化素養越趨豐富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年齡在「整體老化素

養」、「老化知識」及「友老行為」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現，

年齡愈高，其老化素養越充足。 

(二)樂齡講師授課年資越長，其老化素養越趨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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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授課年資在「整體老化

素養」、「老化態度」及「友老行為」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

現，授課年資愈長，其老化素養越豐富。 

 

(三)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老化素養越趨豐富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樂齡講師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

證照在「整體老化素養」、「老化知識」及「友老行為」之間達到顯著差異。

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老化素養越豐富。 

 

(四)女性樂齡講師相較於男性樂齡講師，具備更高的教學效能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性別在「整體教學效

能」、「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

步分析後發現，女性樂齡講師相較於男性樂齡講師，具備更高的教學效能。 

 

(五)樂齡講師的教育程度越高，其教學效能越高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教育程度在「整體教學

效能」、「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

一步分析後發現，樂齡講師教育程度越高，其教學效能更高。 

 

 

 

 

 

 

(六)樂齡講師的授課年資越長，其教學效能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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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教育程度在「整體教學

效能」、「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

一步分析後發現，樂齡講師授課年資越長，其教學效能更高，且以授課年

資達到 4年以上的樂齡講師，其教學效能可獲得顯著提升。 

 

(七)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教學效能較高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在

「整體教學效能」、「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

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教學效能更

高。 

 

(八)未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超過六成 

 

本研究問卷施測中，共計有 1091位樂齡講師接受調查，資料分析結果

顯示，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為 301位，佔有 27.6%的比例，未具備

者為 680位，佔有 62.3%的比例，而有 110位樂齡講師位填答，佔有 10.1%

的比例。 

 

(九)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中度正相關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老化素養量表」與「教學效能

量表」相關係數 r值為.542，達顯著水準(p<.01)，顯示兩者之間有中度正

相關，意即老化素養愈高，其教學效能也愈高。 

 

 

 

(十)老化素養對於教學效能具有充分之預測力，其中以「友老行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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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研究問卷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老化素養共可預測「整體教學效

能」的 42.2%變異量、「教學內容」層面的 39.0%變異量、「教學策略」層

面的 31.4%變異量、「師生互動」層面的 35.6%變異量，其中整體及各分層

面最有效解釋力皆為「友老行為」變項。 

 

二、 建議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之結論及座談資料分析結果，對於樂齡講師、樂齡學

習中心及教育部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一)提供給樂齡講師之建議 

本研究根據問卷資料分析之結論，提出 2點建議給樂齡講師，敘述如下。 

 

1. 樂齡講師應參加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三)，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整體老化

素養及教學效能皆與未具備證照者具有顯著差異。因此，建議樂齡講師參

加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以提升自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2. 樂齡講師應持續進修，以提升教學效能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五)，樂齡講師教育程度越高，其整體教學效

能越高。因此，建議樂齡講師持續進修、參與回流教育，取得更高學歷，

以提升教學效能。 

 

 

 

(二)提供給樂齡學習中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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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提出 2點建議給樂齡學習中心，敘述如下。 

 

1. 樂齡學習中心在聘用講師時，可考慮將性別、年齡、授課年資、教育程

度或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列入聘用條件，以提升講師老化素養

及教學效能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一)及結論(二)，老化素養會根據年齡、授課年

資的上升，而有顯著的提升；而根據本研究結論(五)及結論(六)，教學效

能會根據授課年資、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有顯著的提升；而根據本研究結論

(四)，女性相較於男性也有較高的教學效能；同時，根據本研究結論(三)

及結論(七)，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的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也會有顯

著的提升，人口背景變項對於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的影響整理如表 3-1所

示。因此，建議樂齡中心可以將其列入聘用樂齡講師時的考量之一。 

 

表 3-1 人口背景變項對於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的影響整理表 

人口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授課年資 教育程度 證照具備 

老化素養  高>低 長>短  有>無 

教學效能 女>男  長>短 高>低 有>無 

 

2. 樂齡中心應鼓勵中心內講師參與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

及教學效能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三)及結論(七)，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

其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皆顯著高於未具備者。因此，建議樂齡中心應多鼓

勵中心內尚未通過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之授課講師參與培訓，以提升老化

素養及教學效能。 

 

(三)提供給教育部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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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及座談資料分析結果，提出 10點建議給教育

部，敘述如下。 

 

1. 教育部宜多加宣傳樂齡講師培訓，或制定相關制度以鼓勵更多講師前來

培訓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三)、結論(七)及結論(八)，通過教育部樂齡

講師培訓後即可顯著提升講師的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然而，目前尚有超

過 6成比例之樂齡講師尚未參與培訓。因此，建議教育部宜多加宣傳樂齡

講師培訓，或制定相關制度以鼓勵更多講師前來培訓。 

 

2. 教育部宜針對人口背景變項中之特定族群，加強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及

教學效能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一)、結論(二)、結論(四)、結論(五)及結論

(六)，樂齡講師的年齡、授課年資越低，其老化素養越低；樂齡講師的授

課年資、教育程度越低，其教學效能越低；而男性相較於女性教學效能較

低；較低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的樂齡講師人口背景變項整理如表 3-2所

示。因此，建議教育部可以針對其加強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表 3-2 教育部應加強培訓之人口背景變項整理表 

人口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授課年資 教育程度 

老化素養  44歲(含)以下 未滿 1年  

教學效能 男  未滿 4年 
高中/職及專

科(含)以下 

 

 

3. 教育部宜針對老化素養中「友老行為」層面加強培訓，以提升樂齡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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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效能 

 

根據問卷資料分析結論(九)及結論(十)，樂齡講師之老化素養與教學效

能達中度正相關，表示樂齡講師老化素養上升，教學效能也會隨之上升，

又老化素養量表中「友老行為」層面共可預測「整體教學效能」及各分層

面從 31.4%至 42.2%不等的變異量，且皆為最有效解釋力變項。因此，建議

教育部可以針對「友老行為」加強培訓，以提升樂齡講師之教學效能。 

 

4. 教育部宜將培訓做系統性規畫並分層負責，以建立符合地方需求之在地

培訓，並提升講師之參與意願 

 

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一點，目前教育部中央自行辦理

過多的培訓，造成資源過度集中、偏鄉地區講師交通上的不便、同時培訓

也無法完全適用於各種實際場域。因此，建議教育部宜將培訓做系統性規

畫並分層負責，強化縣市政府辦理培訓的權責，並與各分區輔導團辦理的

培訓內容做專業區隔，以期培訓能依照地方需求做微幅調整，同時能夠提

高偏鄉地區講師參與培訓之近便性，進而提升講師之參與意願。 

 

5. 教育部宜訂立明確的培訓篩選標準，並針對樂齡中心內在職講師進行培

訓，以提升受訓者同質性與樂齡講師素質 

 

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二點，目前培訓對象之個人背景

規定過於廣泛，造成講師品質不一，且目前樂齡講師市場供過於求。因此，

建議教育部宜訂立明確的培訓篩選標準，以提高受訓者同質性及品質，並

針對樂齡中心內在職講師進行培訓，以提升樂齡講師素質。 

 

6. 教育部宜延長證照有效時限、並建立供需媒合機制 

 

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三點，實務工作者認為目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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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培訓證照時效過短，建議延長證照時效；同時學者建議教育部宜在培訓

後辦理成果發表會並邀請樂齡中心經營者前來遴選符合中心需求之樂齡講

師，以建立供需媒合機制。 

 

7. 教育部宜彈性分配培訓時數或實施學分制度，以提升樂齡講師培訓參與

率 

 

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三點，目前教育部培訓實施標準

中明訂：講師須全程參與培訓方能授予證書，對於講師的時間安排上多有

限制，許多講師甚至因此無法參與培訓，建議教育部宜將培訓課程調整為

累積時數，實施學分制度，以提升樂齡講師培訓參與率，進而提升樂齡講

師整體素質。 

 

8. 教育部宜將「如何提升講師對於高齡領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與「如

何講授核心課程的教學能力」作為培訓目標 

 

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四點，學者建議教育部宜將培訓

目標放在激發講師對於高齡教育領域的興趣，促使講師在培訓後能夠自我

導向學習；同時實務工作者發現核心課程學員報名人數相較於一般課程學

員報名人數少，因此，建議教育部宜教導樂齡講師如何將核心課程活潑化。 

 

9. 教育部宜結合實務上的經驗傳承，以減少訓用落差 

 

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五點，實務工作者建議教育部宜

在培訓時提供實務案例分享，或結合實務教學觀摩，幫助樂齡講師能夠立

即將培訓知識與實際場域媒合，以減少訓用落差。 

 

 

10. 教育部宜將培訓教材數位化，並建立平台供訓後講師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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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座談資料分析結果第貳部分之第六點，許多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建

議教育部宜將培訓教材上傳網路，供講師自行複習；同時也建議教育部宜

建立交流平台，供講師交流彼此經驗，共同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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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焦點團體座談各區出席名單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出席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林麗惠 教授兼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張德永 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林慧貞 助理教授 開南大學休閒管理學系 

陳莉榛 副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芷君 專員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包惠芬 主任 基隆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玥樺 主任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葉國芳 理事長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余良玲 秘書長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唐春榮 主任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陳明雄 主任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李碧雲 主任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吳書賢 專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謝名媛 兼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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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焦點團體座談出席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林麗惠 教授兼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黃富順 
榮譽教授 

兼協同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胡夢鯨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吳明烈 特聘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心諮系 

劉中信 副執行長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婉如 主任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連東祥 主任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素玲 校長 苗栗縣獅潭鄉樂齡學習中心 

李玉蟾 館長 彰化縣芬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淑玲 執行長 彰化縣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張弘 主任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陳雪華 主任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吳書賢 專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張語倩 兼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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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焦點團體座談出席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林麗惠 教授兼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何青蓉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趙慧珍 助理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黃意萍 主任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王鑫寶 主任 高雄市長青學苑 

謝明原 總幹事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蕭英偉 主任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楊雅芬 主任 高雄市茄萣區樂齡學習中心 

曾新順 總幹事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許如婷 主任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郭慈愛 主任 屏東縣東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吳書賢 專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張智翔 兼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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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焦點團體座談出席名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林麗惠 教授兼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黃富順 
榮譽教授 

兼協同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曾漢榮 主任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游帝慶 組長 宜蘭縣冬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俞延臻 組長 宜蘭縣羅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陳依琳 專員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鍾瑞騰 主任 花蓮縣瑞穗鄉樂齡學習中心 

詹吟莉 專員 花蓮縣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蔡雨潔 管理師 臺東縣臺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王瑞杰 主任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吳書賢 專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謝名媛 兼任助理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8 

【附件 3-2】焦點團體座談各區辦理情形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辦理情形 

 

 

與會者專心研讀會議相關資料。 

 

 

與會者熱心分享自身經驗供主持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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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焦點團體座談辦理情形 

 

計畫主持人向與會者詳細說明座談目的。 

 

與會者準備分享自身經驗供主持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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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焦點團體座談辦理情形 

 

 

計畫主持人向與會者詳細說明座談目的。 

 

與會者在座談中彼此交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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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焦點團體座談辦理情形 

 

 

與會者分享自身經驗供主持人參考。 

 

 
協同主持人總結與會者意見，為會議作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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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座談大綱 

樂齡講師教學效能焦點團體座談大綱 

 

1. 您覺得樂齡講師要具備哪些教學專業知能，才能引導或幫助高齡學習者

有效學習？ 

2. 您在聘任樂齡講師時，首要考慮的條件是什麼？ 

3. 就您的觀察，有無通過樂齡講師培訓，在教學上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就

您的中心而言，通過樂齡講師培訓的百分比大約多少？ 

4. 從您的角度來看，一位高效能的樂齡講師，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或能力？ 

5. 根據您的看法，應如何培養樂齡講師的教學專業知能，以提升教學效

能？ 

6. 就您的觀察，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樂齡講師在教學效能方面的表現？ 

7. 您認為一位有效能的樂齡講師需要具備哪些老化素養，才能夠妥善地進

行他的教學活動？ 

8. 承上題，若樂齡講師老化素養不足？您會如何輔導樂齡講師增加老化素

養？ 

9. 您覺得教育部辦理的樂齡講師培訓，對樂齡講師在教學專業知能上的養

成和教學效能上的提升，幫助程度為何？ 

10. 您覺得教育部針對樂齡講師提供的培訓方式及課程規劃得如何？未來

若要繼續培訓，您想要給教育部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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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樂齡講師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焦點座談資料分析 

樂齡講師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焦點團體座談資料分析 

本計畫針對北中南東四區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的座談資料進行分

析，依據座談大綱，茲將本座談分為「樂齡講師聘用條件」及「對教育部

培訓的辦理意見」兩大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壹、 樂齡講師聘用條件 

經焦點團體訪談 8位高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 32位樂齡大學、樂齡中

心經營者，訪談編碼如附表 1所示。依據歸納分析法之類屬分析，以研究

目的為主軸，將文本中反覆出現的資訊及可以解釋這些資訊的重要概念，

以屬性相同的資訊歸為同一類，最後形成「人格特質」、「教學態度」、「專

業知識」、「教學能力」共 4個層面、14項核心能力。 

一、 人格特質 

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普遍認為：樂齡講師擁有優良的人格特質，不僅能夠

使樂齡中心在經營上更為順利，更能夠吸引學員前來學習、增加教學的深

度，進而提升教學效能。人格特質包含五項核心能力：生活經驗、正向態

度、瞭解在地文化、口碑考核、願景共築。 

（一） 生活經驗 

擁有宏觀的生活經驗與生命視野，能夠增加教學的深度，帶給高齡

學員不同的生命體驗；而具有陪伴老人的經驗，能夠使溝通更為順利，

進而提升教學效能。 
 
……我認為老師除了在生活上要有實務的經驗、宏觀的生活體驗，這種師資我
比較會去考慮……。(F-1-1) 
 

……講師需要有寬廣的生命經驗，才能引導高齡者學習。(N-1-1) 
 

……我希望還是要聘一些有實際陪伴老人經驗的老師來教，如果你聘沒有老人
經驗的老師，他會把以前的錯誤經驗帶到老人的課堂上……如果能夠在非營利
組織、社區據點來找有老人經驗的老師，我想會比較好。(AL-3-1) 
 

（二） 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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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對於老化的正向態度，才能夠正確的引導高齡學員如何正確面

對老化，創造豐富的晚年生活，進而提升高齡學員生活層次。 
 
講師要能夠有老人還是很有用處的概念，具備以老助老的觀念，可以帶出更多
學員的能量……。(B-1-4) 

 
我發現有些講師自己都對老化很害怕，這樣不具備老化的正確態度到底要怎麼
教老人……。(N-1-1) 

 
……第二點就是必須具備優良的人格特質與態度，這種正向的吸引力會吸引高
齡者來參加……。(L-1-2) 
 

（三） 瞭解在地文化 

講師若能夠在課前對當地文化有一定基礎的認知，除了較易與學員

進行溝通，上課氣氛也會較為友善，進而達到高效能的教學。 
 
……這些師資如果根本不懂我們在地文化，我也不會想去聘用……。(I-1-2) 
 
 
……在聘老師的時候，我們也很強調在地化，這樣才能發展出屬於我們自己的
特色……。(I-1-2) 
 
那現在的專業講師大多都會講的「非常專業」……講一堆專業的，長輩也聽不
懂。所以我們就把這些培訓帶到在地來培訓。(R-1-1) 
 
……我們卑南的考慮條件會以當地的特色文化為主，講師要能夠瞭解並配合當
地的文化，剩下的再持續去考慮。(AK-1-1) 
 
……會考慮到他的在地文化與認知，希望他能夠與在地的文化有所連結，我認
為這樣他會比較能夠領導學員。(AF-1-2) 
 
……如果你是都市來的講師，願景可能就跟我們這邊會有落差，我的意思是還
是需要瞭解一些在地文化。(AK-4-1) 
 
……我曾經把兩個村的優良教師互調，結果發現兩個教師都不適應新地區，所
以這是在地化很重要的例子。(Y-1-1) 
 

（四） 口碑考核 

優良的講師將會透過學員或志工的口耳相傳，樂齡中心經營者在考

慮聘用講師時，為了配合長輩需求，也會將口碑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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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會去跟大學部學生打聽講師的風評，樂齡學員喜歡實作性的課程，這也會
是我講師聘用的來源。(B-1-1) 
 
我們的師資來源包含口碑、上網、或是直接從我們學員或志工進行培養。
(H-1-1) 
 
……我只要跟學員說要開甚麼課，學員就會說哪個老師不錯，這種口碑我也會
參考。(AJ-1-2) 
 
辦樂中以後志工陣仗都很龐大，長者學員口耳相傳……哪裡有老師教得很好，
我也會做紀錄，日後去聘用。(AA-1-3) 
 

（五） 願景共築 

若講師能夠認同樂齡中心的願景與理念，將其化為自身的教學理

念，將會使樂齡中心發展更為順利。 
 

老師必須具有……並認同我們中心的理念……。(J-1-1) 
 
……講師只要能夠在教學前就表達出他對樂齡教育的願景，只要與我們不相違
背，中心主任就可以來給他所需要的資源，讓他便於教學。(AK-4-1) 
 
……講師對於中心的認同度真的很重要，他如果對中心不認同他真的不會久
待。(Y-1-1) 
 

二、 教學態度 

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普遍認為：樂齡講師擁有良好的教學態度，將能夠拉

近與學員之間的關係、營造友善的氣氛，進而使高齡學員感受到尊重，愉

快地進行學習。教學態度包含三項核心能力：謙卑和善、教學熱忱、同理

心。 

（一） 謙卑和善 

講師以謙卑、和善的態度面對學員，讓學員備受尊重，進而對樂齡

中心產生歸屬感，愛上樂齡學習。 
 
我在聘用的時候我會很重視對老人的態度……。(C-1-1) 
 
……很多講師越來越老，有倚老賣老的趨勢，所以我認為對老人的態度是很重
要的。(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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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對老人的關懷的態度、謙卑和善的態度、生命的靈性與深度我覺得也
很重要……。(F-1-1) 
 
我評選講師很簡單，台語、長輩上課會笑、對老人親切，這樣就夠了。(T-2-1) 
 
……我覺得他要對老人家友善……讓學員能夠對我們這邊很有歸屬感，老人家
才會越來越喜歡來這裡，(AK-3-1) 
 

（二） 教學熱忱 

講師應表現出高度的教學熱忱，將教學視為自身的責任、即使非上

課時間也樂意為學員解決難題，營造師生之間友善的氛圍。 
 
……我覺得教學熱忱也很重要，講師能夠營造亦師亦友的氛圍很棒。(B-1-2) 
 
……老師應該要很專業、很懂老人家、時間外也要能夠陪伴長輩、不能只把自
己侷限在來賺錢授課的。(AF-4-1) 
 
……老師條件的部分，我認為老師對於教學的使命感非常需要重視，如果他沒
有使命感，我認為你給他再多鐘點費都是白搭。(AE-2-1) 
 

（三） 同理心 

講師對高齡者具備同理心，將可以瞭解其想法，設身處地為其著

想，也較容易掌握其需求來進行教學，進而提升教學效能。 
 
……我們很多老師是有一定年紀以上，因為太年輕沒有辦法對學員將心比
心……。(J-1-1) 
 
 
我們的老師是我們當初 11位志工培訓上去當老師的……至於有沒有通過培
訓，我認為對老人的同理心是差很多啦！(E-1-1) 
 
……有些講師除了會講，會上課以會，還要會瞭解高齡者的想法，高齡者其實
會想要把自己內心的東西表達出來。應該給他們一些時間表達自己想說的東
西。(M-1-1) 
 
高齡者教高齡者，有種不同的效果，他們有共同的成長背景，有共同的故事，
有很多東西可以聊。所以我就想要來開發這群樂齡講師。(O-1-1) 
 
……我覺得老師在我們這邊除了要能接納新住民，也要瞭解到他們難度與問
題，這是我聘請他們的主要因素。(A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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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知識 

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普遍認為：樂齡講師應充分瞭解課程專業知識，以提

供高齡者有深度的學習；同時具備高齡教育專業知識，以便將課程專業知

識順利傳授給高齡學員。專業知識包含三項核心能力：授課專業、培訓證

照、高齡專業。 

（一） 授課專業 

樂齡講師充分瞭解授課專業知識，將有助於快速協助高齡者融會貫

通，達到高效能的教學。 
 

師資條件方面：包含教學專業、高齡教學技巧…。(H-2-1) 
 

……如果是專業技術很高的課，當然我也會要求他們的專業必須具備……。
(F-1-1) 
 

老師的授課專業、專長真的很重要，這就是他的看家本領。(Z-1-1) 
 

抽象的教學科目必須靠你專業的技術去 cover，你越懂專業知識，越知道如何
去化簡它……。(U-1-1) 

 

（二） 培訓證照 

樂齡中心經營者認為：通過教育部培訓並取得證照之講師，即具備

高齡相關知識基礎，對教學效能即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老師必須具有……同時具有專業的證照……。(J-1-1) 
 
……因為地處偏遠，我們中心目前都是要求老師有過初階培訓就好……。
(AL-1-1) 
 
……我們會建議老師去參加培訓，培訓上教他老人的身心狀況等等，他回來以
後真的有比較適應，我在聘用的時候也會看有沒有證照。(AF-1-1) 
 
我們聘講師都會以專業為聘請條件，所以對於這些培訓的證照，我會優先重視
他的教法與溝通。(AA-1-2) 
 
……如果有老師只想教書不去培訓，我們會慢慢減少開課時數來逼他去。
(Z-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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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齡專業 

講師若擁有高齡專業知識，如：瞭解高齡者心理、身心靈特性、需

求等，將有助於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提升高齡者吸收效果，進而提

升教學效能。 
 
我個人覺得，講師他們有專業能力，但是他們沒有的就是高齡知能、教學方法、
教材設計等等關於高齡教育的教學方法。(P-1-1) 
 
我認為高齡發展特性，講師需要了解高齡者的特性，最基本的認知。(M-1-1) 
 
我是認為講師具備老化素養，是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Q-1-1) 
 
講師必須要能夠看見需求，了解高齡學習者的需求在哪裡。(L-1-1) 
 
高效能講師必須理論與實務兼具，懂得高齡學習者的生活取向與實務面取
向……(L-1-2) 
 
……成人與高齡教學應該要以學生為主體，老師在教學中不能以正規教育的方
式下去實行……(U-1-3) 
 

四、 教學能力 

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普遍認為：樂齡講師除了具備個人特質、教學態度、

專業知識外，尚必須具備教學能力，才能將本身具有的豐富知識順利傳授

與高齡學員。教學能力包含三項核心能力：教學設計、教學技巧、教學經

驗。 

（一） 教學設計 

樂齡講師須具備教學教材、教案、活動之設計能力，瞭解如何將生

硬無趣的課程透過活動的帶領，化為生動活潑的課程，同時融入高齡者

需求，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教學活動的設計，像是上課的課程設計，要怎麼上課，怎麼表達，高齡者
才能真正的吸收……(M-1-1) 
 
……講師需要知道怎麼去設計教學活動，不要只會單向授課……(N-1-1) 
……教學必須要懂得與日俱進、不斷創新，也要懂得怎麼設計教案，要懂基礎
的方案規劃……(L-1-2) 
……讓長者開心固然重要，可是你的教學要能夠在有趣中增加長者的生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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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要只是笑一笑就過了……。(W-1-2) 
 

（二） 教學技巧 

在課堂中，高效能的講師應知道如何與長輩正確應答、配合課堂臨

時狀況而隨機應變、並靈活運用設計好的教材，達成高效能的教學。 
 
……另外聘用條件……在上課時能夠觀察並符合長輩需求是很重要的。
(D-1-1) 
 
……我也很重視能不能夠將課程講解得很生動，就是我們所說的教學技巧，一
樣的課程，不同老師的上課技巧會提高學員的吸收程度。(C-1-1) 
 
……如果這個講師太過於學術化，他就不會被長輩接受，所以我們認為講師必
須要應用型的學術化。(AM-1-2) 
 
……講師必須要能夠運用他的教學技巧、教學專業來點燃學習者對於學習生命
的熱情……(L-1-1) 
 
講師如何將課程化冷門為有趣……帶領的技巧，就很重要了。(Q-2-1) 
 

（三） 教學經驗 

樂齡講師若具備豐富的教學經驗，將有助於運用過去的經驗來輔助

教學，對於突發狀況較能胸有成竹的應付，在具備高齡專業知識後，豐

富的教學經驗能夠使其順利應用於實務層面。 
 
師資條件方面……第一個聘用條件是有經驗為佳，如果沒有經驗，我們會先安
排到社區磨練(H-1-2) 
 
……有發生過一個外聘老師初階培訓都很會過，可是教學卻很不 ok，對於教
學的經驗他是很缺乏的，我覺得你會不會教會比專業知能還要重要。(AA-1-1) 
 
培訓通過可以代表他的成高知識很足夠，但是這並不代表他會教，他還必須具
備實務經驗……。(Y-1-2) 
 
……他們的教學經驗非常重要，你通過培訓、具備專業也沒用，你必須要很能
夠跟高齡者溝通，也就是教學經驗要很夠……。(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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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教育部培訓辦理的意見 

經焦點團體訪談 8位高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 32位樂齡大學、樂齡中

心經營者，訪談編碼如附表 1所示。依據歸納分析法之類屬分析，以研究

目的為主軸，將文本中反覆出現的資訊及可以解釋這些資訊的重要概念，

以屬性相同的資訊歸為同一類，最後形成「培訓地點」、「培訓對象」、「培

訓制度」、「培訓內容」、「培訓呈現方式」、「創新模式」共 6個主要項目。 

 

一、 培訓地點 

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普遍認為：目前教育部中央機關自行辦理過多的培

訓，不僅資源過度集中，更會限縮培訓的在地性，造成偏鄉地區講師的不

便及培訓無法用於實際場域。 

 

……基礎培訓是不是可以下放給縣市政府辦理，這樣縣市政府也可以針對在地特色

進行培訓上的改善……(U-3-1) 

 

……我們東部地區，要去參加培訓實在很困難，如果可以委託我們當地有資源、有

實力的機構來辦理，我相信講師參與的意願會提升不少……(AL-5-1) 

 

……培訓的地點應該要考慮城鄉差距，以及在地化……(R-1-1) 

 

二、 培訓對象 

在培訓對象的部分，有實務工作者認為培訓應針對個人背景而有所篩

選、也有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認為應針對在職講師進行訓練、也有實務工作

者認為目前培訓的名目過於繁雜。 

 

……目前流浪的樂齡講師太多了，我們也不敢輕易地去聘用他們，所以是不是應該

把資源投注在樂齡中心裡的現有講師，讓他們去在職訓練……(Z-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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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培訓的延攬對象篩選不夠明確，很多前來培訓的人都是沒有接觸過高齡教

育背景，不但會造成部分受培訓者跟不上培訓課程節奏，更會造成培訓品質良莠不

齊。(N-1-3) 

 

……目前培訓的名目真的太多了，太多種類的專業人員，可能當初設計上會覺得比

較專業化分工，但是其實這樣會造成我們中心行政上一些困擾，因為連我們自己都

快要分不清楚了……(I-3-2) 

 

三、 培訓制度 

對於培訓制度，許多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認為培訓應發展成學分制、也

有實務工作者認為可以規定有通過培訓證照者可提高鐘點費、也有實務工

作者認為應延長證照時效、也有學者認為應建立供需媒合機制。 

 

……目前培訓是強迫講師一定要全程參與系列培訓，我認為這個對他們來說壓力太

大了，如果培訓可以把時間調整得更彈性一些，譬如讓他自己累積時數或是發展成學分

制，應該可以提升他們的參與意願。(M-1-2) 

 

……希望教育部可以制度一種制度，讓持有證照的講師能夠領比較多的薪水，我相

信這樣他們一定會爭先恐後地去參加培訓……(O-2-1) 

 

……我們中心的講師年紀都比較高，他們常常跟我反應：每 2年都要去一次台北實

在很不方便，我認為應該可以延長一些證照的時效性……(H-3-1) 

 

……培訓後的流向應該要注意，為了避免太多的流浪老師，是不是可以在培訓後辦

個選秀說明會甚麼的，讓這些中心主任可以親眼看到他們的學習成果……(K-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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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訓內容 

在培訓內容的部分，有學者認為培訓重點應該放在如何提升講師對於

高齡領域的探索動機、也有實務工作者認為應該要教導講師如何將核心課

程活潑化。 

 

……很多講師來參加培訓，開開心心過完一整天回去也不知道有沒有真的學到，有

學到也是過一下就忘記了，所以培訓重點應該放在去提升他對於高齡領域的興趣，

讓他訓後還可以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學習……(AE-1-1) 

 

……很多核心課程老師好像都不知道該怎麼上，教育部是不是應該教他們怎麼把核

心課程上得活潑一點，不然老師也不喜歡上，學生也不喜歡聽……(AK-7-1) 

 

五、 培訓呈現方式 

對於培訓的呈現方式，有實務工作者認為應多一些案例分享，減少訓

用上的落差、也有實務工作者認為可以融入教學觀摩的概念，實際去看別

人怎麼應用培訓成果。 

 

……目前培訓講太多學術理論，講師就算聽在多理論，他不會用在實際場域也是枉

然，所以應該可以提供一些實際案例給他們參考。(AA-3-2) 

 

……我認為目前的培訓可以朝教學觀摩做發展，挑選一些公認的優良講師，讓新訓

中的老師可以實際看看人家是怎麼訓用合一的……(S-1-1) 

 

六、 創新模式 

許多學者及實務工作者認為可以跟高齡相關系所的資源或學生做結

合，正規教育現有的認證制度可以減少資源的重複使用、也有學者及實務

工作者認為訓後相關事宜可以朝數位化發展，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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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師的聘用上，我認為目前很多大學都有高齡所，如果他們的學生很有興

趣，我也會開放名額來讓他們做嘗試。(P-8-2) 

 

……教材可以放上網路，讓講師哪一天忘記了，還可以自己上網去瀏覽複習。

(J-2-1) 

 

……教育部可以建立一個平台，讓已經畢業的講師可以在裡面互相交流彼此的經

驗，互相成長、共同學習……(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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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講師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焦點座談編碼表 

代碼 分區 姓名 服務單位 

A 北區 張 O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B 北區 林 O貞 開南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C 北區 陳 O榛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D 北區 林 O君 台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E 北區 包 O芬 基隆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F 北區 陳 O樺 台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G 北區 葉 O芳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H 北區 陳 O雄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I 北區 李 O雲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J 北區 唐 O榮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K 中區 胡 O鯨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L 中區 吳 O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心諮系 

M 中區 劉 O信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N 中區 王 O如 台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O 中區 連 O祥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P 中區 陳 O華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Q 中區 吳 O玲 苗栗縣獅潭鄉樂齡學習中心 

R 中區 李 O蟾 彰化縣芬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S 中區 林 O玲 彰化縣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T 中區 張 O弘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U 南區 何 O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V 南區 趙 O珍 輔英科技大學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W 南區 謝 O原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X 南區 王 O寶 高雄市長青學苑 

Y 南區 黃 O萍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Z 南區 蕭 O偉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附件 3-4之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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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南區 楊 O芬 高雄市茄萣區樂齡學習中心 

AB 南區 曾 O順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AC 南區 許 O婷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AD 南區 郭 O愛 屏東縣東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AE 東區 曾 O榮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AF 東區 游 O慶 宜蘭縣冬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AG 東區 余 O臻 宜蘭縣羅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AH 東區 陳 O琳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AI 東區 詹 O莉 花蓮縣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AJ 東區 蔡 O潔 臺東縣臺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AK 東區 王 O杰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AL 東區 鍾 O騰 花蓮縣瑞穗鄉樂齡學習中心 

AM 北區 余 O玲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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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樂齡講師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問卷 

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問卷 

敬愛的樂齡講師，您好： 

     教育部為了解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委託國立中正大

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設計此份問卷，本問卷主要是為了解樂齡講

師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的關係。本問卷所蒐集到的資料僅供學術研

究使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請您安心作答。您的意見對本研究深

具價值，請您務必依照真實感受逐題作答，謝謝您。 

敬頌 

大安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計畫主持人：林麗惠教授 

研究助理：吳書賢 

電子郵件：treterw0204@gmail.com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在符合您個人資料的方格□內打「√」 

一、 性別 

(1)□男      (2)□女 

二、 年齡 

(1)□44 歲(含)以下  (2)□45-54 歲  (3)□55-64 歲  (4)□65 歲(含)以上 

三、 教育程度 

(1)□國/初中(含)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研究所

(含)以上 

四、 授課年資 

(1)□未滿 1 年 (2)□1-3 年 (3)□4-6 年 (4)□7-9 年 (5)□10 年(含)以上 

五、 目前開課次數最多的樂齡學習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教育講師證照 

(1)□是，請問您取得的證照全名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翻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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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否，請問您無法參與培訓的原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翻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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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老化素養 

以下是老化素養量表，主要在於瞭解您對老化素養的具備程度。請根

據您的想法，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覺得十位高齡者中大約有八位是健康的，能自理日常活
動 

     

2. 我覺得高齡者身體多數機能會逐漸衰退      

3. 我覺得高齡者在學習新事物時，通常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      

4. 我覺得高齡者常感到無聊      

5. 我覺得大多數的高齡者仍繼續工作中或想要有工作可以做
(含做家事及擔任志工) 

     

6. 我覺得高齡者常與社會隔絕      

7. 我覺得高齡者身體硬朗充滿活力      

8. 我覺得高齡者注重自己儀容的整齊清潔      

9. 我覺得高齡者越老越有智慧      

10. 我覺得高齡者喜歡學新的事物      

11. 我覺得高齡者處事圓融，設想比年輕人周到      

12. 我覺得高齡者比年輕時更適合參與社交活動      

13. 我覺得高齡者的經驗有很高的社會價值      

14. 我覺得高齡者能透過學習來幫助其他高齡者      

15. 我會參與高齡者的相關活動      

16. 我會盡個人的本分幫助高齡者      

17. 我會與高齡者一起談天說地      

18. 我會充實有關老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19. 我會花時間去照顧或服務高齡者      

20. 我會每月捐出部分所得，幫助孤獨老人      

 

 

 

請翻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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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教學效能 

以下是教學效能量表，主要在於瞭解您的教學效能。請根據您的實際

情況，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會先瞭解高齡者的先備知識和能力來設計教學內容      

2. 我會將當地文化融入到我的教學內容中      

3. 我會時常更新教學內容並加入創新的想法      

4. 我會編纂適合高齡者學習的課程教材      

5. 在教學前，我會充分瞭解授課單元的內容及相關知識      

6. 我會掌握教材內容的重點而不偏離主題      

7. 我的教學活動能協助高齡者充實生活內涵      

8. 在教學過程中，我會想辦法引起高齡者的學習興趣      

9. 我會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增進高齡者的學習效果      

10. 我會使用高齡者熟悉的語言來進行教學      

11. 我會運用過去的經驗來融入自己的教學方法      

12. 我會根據高齡者的能力和需求來調整教學步調      

13. 我會將上課時間做有效的安排      

14. 我會善用社區或機構內的資源來輔助我的教學      

15. 我會以和善的態度跟高齡者溝通      

16. 我會跟高齡者分享彼此的經驗，促進師生感情交流      

17. 我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協助高齡者克服學習遇到的困難      

18. 我會用同理心跟高齡者互動，避免刻板印象      

19. 我會營造教室裡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維持良好的師生互動      

20. 我會用正向的語言鼓勵高齡者，以強化他們的自信心      

21. 我會協助高齡者將課程所學轉化為對社會的貢獻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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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研究案施測抽樣結果 

編號 樂齡中心 

1 基隆市仁愛區樂齡學習中心 

2 基隆市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3 基隆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4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5 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6 臺北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7 臺北市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8 臺北市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9 臺北市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 

10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11 新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2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樂齡學習中心 

13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14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15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16 新北市永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17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中心 

18 新北市板橋區樂齡學習中心 

19 新北市蘆洲區樂齡學習中心 

20 新北市淡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21 新北市石碇區樂齡學習中心 

22 新北市林口區樂齡學習中心 

23 新北市五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24 新北市貢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25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樂齡學習中心 

26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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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28 桃園市大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29 桃園市大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30 桃園市楊梅區樂齡學習中心 

31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32 新竹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33 新竹縣湖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34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35 新竹縣新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36 新竹縣橫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37 新竹縣尖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38 新竹縣五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39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40 苗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41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中心 

42 苗栗縣苗栗市樂齡學習中心 

43 苗栗縣造橋鄉樂齡學習中心 

44 苗栗縣泰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45 苗栗縣獅潭鄉樂齡學習中心 

46 苗栗縣三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47 苗栗縣大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48 苗栗縣竹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49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50 臺中市大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51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52 臺中市外埔區樂齡學習中心 

53 臺中市沙鹿區樂齡學習中心 

54 臺中市和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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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臺中市烏日區樂齡學習中心 

56 臺中市大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57 臺中市太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58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59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60 臺中市豐原區樂齡學習中心 

61 臺中市霧峰區樂齡學習中心 

62 臺中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63 臺中市大肚區樂齡學習中心 

64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65 南投縣竹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66 南投縣國姓鄉樂齡學習中心 

67 南投縣埔里鎮樂齡學習中心 

68 南投縣中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69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70 彰化縣芬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71 彰化縣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72 彰化縣埤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73 彰化縣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74 彰化縣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75 彰化縣北斗鎮樂齡學習中心 

76 彰化縣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77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78 彰化縣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79 彰化縣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80 雲林縣樂齡示範學習中心 

81 雲林縣土庫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82 雲林縣台西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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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雲林縣口湖鄉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84 雲林縣斗六市第一樂齡學習中心 

85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86 雲林縣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87 雲林縣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88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89 嘉義縣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90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91 嘉義縣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92 嘉義縣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93 嘉義縣東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94 嘉義縣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95 嘉義縣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96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97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98 臺南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99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樂齡學習中心 

100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101 臺南市西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102 臺南市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103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04 臺南市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105 臺南市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106 臺南市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107 臺南市關廟區樂齡學習中心 

108 臺南市六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109 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110 臺南市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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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臺南市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12 臺南市玉井區樂齡學習中 

113 臺南市新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14 臺南市中西區 YMCA樂齡學習中心 

115 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16 高雄市茄萣區樂齡學習中心 

117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118 高雄市苓雅區樂齡學習中心 

119 高雄市三民區樂齡學習中心 

120 高雄市楠梓區樂齡學習中心 

121 高雄市橋頭區樂齡學習中心 

122 高雄市前金區樂齡學習中心 

123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124 高雄市仁武區樂齡學習中心 

125 高雄市左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126 高雄市小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127 高雄市旗津區樂齡學習中心 

128 高雄市湖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129 高雄市大樹區樂齡學習中心 

130 高雄市美濃區樂齡學習中心 

131 高雄市桃源區樂齡學習中心 

132 高雄市大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133 高雄市那瑪夏區樂齡學習中心 

134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35 屏東縣新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136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137 屏東縣九如鄉樂齡學習中心 

138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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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屏東縣枋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40 屏東縣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141 屏東縣牡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142 屏東縣高樹鄉樂齡學習中心 

143 屏東縣琉球鄉樂齡學習中心 

144 屏東縣東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145 屏東縣新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146 屏東縣恆春鎮樂齡學習中心 

147 屏東縣滿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148 屏東縣萬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149 屏東縣屏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150 宜蘭縣冬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51 宜蘭縣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 

152 宜蘭縣壯圍鄉樂齡學習中心 

153 宜蘭縣大同鄉樂齡學習中心 

154 宜蘭縣員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155 宜蘭縣羅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156 花蓮縣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157 花蓮縣玉里鎮樂齡學習中心 

158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159 花蓮縣鳳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160 臺東縣池上鄉樂齡學習中心 

161 臺東縣關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162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163 臺東縣臺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164 臺東縣成功鎮樂齡學習中心 

165 臺東縣鹿野鄉樂齡學習中心 

166 臺東縣海端鄉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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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澎湖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68 澎湖縣望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169 金門縣金城鎮樂齡學習中心 

170 金門縣金沙鎮樂齡學習中心 

 



47 

【附件 3-7】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問卷資料分析結果 

第一節 問卷施測情況分析 

壹、 問卷發放與回收率分析 

本計畫針對105年教育部在全國設立之339所樂齡學習中心，依據分層

抽樣(除樂齡學習示範中心全數發放外，樂齡學習中心依各縣市所屬樂齡

學習中心數量挑選一半進行調查)，共抽出170所樂齡學習中心，針對其講

師進行調查，以下茲就問卷發放與回收率進行分析。 

 

一、 問卷發放 

本問卷施測對象為全國各樂齡學習示範中心及抽樣之樂齡學習中心，

共計170所，如表1所示，各樂齡學習示範中心發放15份，共12所，計180

份；各樂齡學習中心發放10份，共158所，計1580份。本問卷共計發放1760

份。 

 

表1 「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問卷」發放情形 

中心種類 問卷數量 中心數量 全國合計 

示範中心 15 12 180 

樂齡中心 10 158 1580 

合計   1760 

 

二、 回收率 

如表2所示，本問卷共發出1760份問卷，共回收1180份，問卷回收率為

67.0%，刪除填答過於集中以及漏答超過10題之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數為

1091份，有效回收率為62.0%。 

 

表2 「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問卷」回收情形 

總發出問卷數 總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問卷回收率 

1760 1180 1091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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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北區共發出440份問卷，共回收278份，問卷回收率為63.2%；

中區共發出400份問卷，共回收294份，問卷回收率為73.5%；中南區共發出

465份問卷，共回收318份，問卷回收率為68.4%；南區共發出455份問卷，

共回收290份，問卷回收率為63.7%。 

 

表3 「樂齡講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問卷」各區回收情形 

 北區 中區 中南區 南區 

應收問卷數 440 400 465 455 

實際回收數 278 294 318 290 

問卷回收率 63.2% 73.5% 68.4% 63.7% 

 

貳、 問卷信效度分析 

本計畫針對問卷之預試資料進行初步分析，包含：老化素養量表、教學

效能量表。量表皆根據文獻及訪談資料編製而成，進行預試，以立意抽樣

20所樂齡學習中心作為預試的施測對象，各發放10份問卷，共計200份，回

收有效問卷數為171份，有效回收率為85.5%，並根據預試結果編制正式問

卷。茲就兩份量表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 老化素養量表 

對「老化素養量表」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測試KMO和進行Bartlett球型

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KMO值為.857，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此外，從

Bartlett球型檢驗的x²為1744.864，df值為171，p=.000，表示量表各題項

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

三個因素，命名為「老化知識」、「老化態度」、「友老行為」，可解釋

變異量為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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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老化素養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KMO取樣適切性量數 .857 

Bartlett球型檢驗 X²=1744.864 

 df=171 

 p=.000 

可解釋的變異量 56.972% 

 

對「老化素養量表」進行信度分析，其結果如表5所示。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為.909，其中「老化態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為.874；「友老行為」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為.887。 

 

表5 老化素養量表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題號 Cronbach’s α 

老化態度 1、5、7、8、9、10、11、12、13 .874 

友老行為 15、16、17、18、19、20 .887 

整體Cronbach’s α  .909 

 

二、 教學效能量表 

對「教學效能量表」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測試KMO和進行Bartlett球型

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KMO值為.922，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此外，從

Bartlett球型檢驗的x²為2885.733，df值為210，p=.000，表示量表各題項

的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

三個因素，命名為「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師生互動」，可解釋

變異量為6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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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教學效能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KMO取樣適切性量數 .922 

Bartlett球型檢驗 X²=2885.733 

 df=210 

 p=.000 

可解釋的變異量 63.666% 

 

對「教學效能量表」進行信度分析，其結果如表7所示。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為.961，其中「教學內容」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為.924；「教學策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為.783；「師生互動」分

量表的Cronbach’s α為.932。 

 

表7 老化素養量表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題號 Cronbach’s α 

教學內容 1、2、3、4、5、6、7、8、9 .924 

教學策略 10、13、14、21 .783 

師生互動 11、12、15、16、17、18、19、20 .932 

整體Cronbach’s α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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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結果分析 

本計畫根據 1091份有效樣本所呈現的資料，運用 SPSS19.0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分析，共分為六部分：受試者個人背景變項的情形分析、老化素養

及教學效能量表的情形分析、個人背景變項與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個人背景與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老化素養量表與教學效能量表的相

關性分析、老化素養量表對教學效能量表的預測分析，以下茲就各部分進

行說明。 

 

壹、 受試者個人背景變項的情形分析 

受試者個人背景變項情形分析如表8所示。茲就各背景變項次數及百分

比分配統計結果，說明和討論如下： 

 

一、 性別 

本問卷性別分為二類，「男性」共有369位，佔34.1%、「女性」共有714

位，佔65.9%。填寫本問卷之受試者女性比例高於男性。 

 

二、 年齡 

本問卷將年齡分為四類，「44歲(含)以下」共有251位，佔23.1%、「45-54

歲」共有299位，佔27.6%、「55-64歲」共有357位，佔32.9%、「65歲(含)

以上」共有178位，佔16.4%。其中以「55-64歲」比例最高；「65歲(含)以

上」比例最低。 

 

三、 教育程度 

本問卷將教育程度分為五類，「國/初中(含)以下」共有60位，佔5.5%、

「高中/職」共有198位，佔18.3%、「專科」共有209位，佔19.3%、「大學」

共有374位，佔34.5%、「研究所(含)以上」共有243位，佔22.4%。其中以「大

學」比例最高；「國/初中(含)以下」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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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授課年資 

本問卷將授課年資分為五類，「未滿1年」共有173位，佔16.2%、「1-3

年」共有378位，佔35.4%、「4-6年」共有263位，佔24.6%、「7-9年」共有

89位，佔8.3%、「10年(含)以上」共有166位，佔15.5%。其中以「1-3年」

比例最高；「7-9年」比例最低。 

 

五、 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教育講師證照 

本問卷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教育講師證照分為二類，「是」共有301位，

佔30.7%、「否」共有680位，佔69.3%。填寫本問卷之受試者未具備教育部

樂齡教育講師證照者比例高於具備教育部樂齡教育講師證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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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受試者個人背景變項情形分析摘要表 

變項 組別 個數(N)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 369 34.1 

女 714 65.9 

總和 1083 100.0 

年齡 44歲(含)以下 251 23.1 

45-54歲 299 27.6 

55-64歲 357 32.9 

65歲(含)以上 178 16.4 

總和 1085 100.0 

教育程度 國/初中(含)以下 60 5.5% 

高中/職 198 18.3% 

專科 209 19.3% 

大學 374 34.5% 

研究所(含)以上 243 22.4% 

總和 1084 100.0 

授課年資 未滿 1年 173 16.2% 

1-3年 378 35.4% 

4-6年 263 24.6% 

7-9年 89 8.3% 

10年(含)以上 166 15.5% 

總和 1069 100.0 

是否具備教育部

樂齡教育講師證

照 

是 301 30.7% 

否 680 69.3% 

總和 9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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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量表的情形分析 

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量表的情形分析共分為兩部分：老化素養量表的情

形分析、教學效能量表的情形分析，以下茲就各部分進行說明。 

 

一、 老化素養量表的情形分析 

老化素養量表的情形分析如表 9所示。整體老化素養在李克特氏五點量

表中，平均數為 3.94，標準差為.376。其中「友老行為」分層面為最高，

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為 4.20，標準差為.517。其次為「老化態

度」分層面，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為 3.87，標準差為.501。而

以「老化知識」分層面為最低，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為 3.64，

標準差為.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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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老化素養量表情形分析摘要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老化素養 3.94 .376 

老化知識層面 3.64 .617 

2.我覺得高齡身體多數機能會逐漸衰退 4.12 .729 

3.我覺得高齡者在學習新事物時通常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 4.09 .760 

4.我覺得高齡者常感到無聊 3.33 1.005 

6.我覺得高齡者常與社會隔絕 3.09 .957 

老化態度層面 3.87 .501 

1.我覺得十位高齡者中大約有八位是健康的能自理日常活動 3.96 .780 

5.我覺得大多數的高齡者仍繼續工作中或想要有工作可以做

(含做家事及擔任志工) 

3.90 .740 

7.我覺得高齡者身體硬朗充滿活力 3.62 .759 

8.我覺得高齡者注意自己儀容的整齊清潔 3.76 .719 

9.我覺得高齡者越老越有智慧 3.85 .761 

10.我覺得高齡者喜歡學新的事物 3.76 .759 

11.我覺得高齡者處事圓融設想比年輕人周到 4.00 .757 

12.我覺得高齡者比年輕時更適合參與社交活動 3.95 .720 

13.我覺得高齡者的經驗有很高的社會價值 4.17 .679 

友老行為層面 4.20 .517 

15.我會參與高齡者的相關活動 4.25 .654 

16.我會盡個人的本分幫助高齡者 4.40 .599 

17.我會與高齡者一起談天說地 4.37 .624 

18.我會充實有關老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4.31 .647 

19.我會花時間去照顧或服務高齡者 4.16 .683 

20.我會每月捐出部分所得幫助孤獨老人 3.74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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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效能量表的情形分析 

教學效能量表的情形分析如表 10所示。整體教學效能在李克特氏五點

量表中，平均數為 4.39，標準差為.453。其中「師生互動」分層面為最高，

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為 4.46，標準差為.485。其次為「教學內

容」分層面，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為 4.36，標準差為.487。而

以「教學策略」分層面為最低，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為 4.32，

標準差為.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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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教學效能量表情形分析摘要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教學效能 4.39 .453 

教學內容層面 4.36 .487 

1.我會先了解高齡者的先備知識和能力來設計教學內容 4.37 .585 

2.我會將當地文化融入到我的教學內容中 4.30 .612 

3.我會時常更新教學內容並加入創新的想法 4.35 .610 

4.我會編纂適合高齡者學習的課程教材 4.28 .649 

5.在教學前，我會充分了解授課單元的內容及相關知識 4.41 .632 

6.我會掌握教材內容的重點而不偏離主題 4.38 .607 

7.我的教學活動能協助高齡者充實生活內涵 4.34 .622 

8.在教學過程中，我會想辦法引起高齡者的學習興趣 4.43 .613 

9.我會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及學習活動增進高齡者的學習效

果 

4.38 .625 

教學策略層面 4.32 .501 

10.我會使用高齡者熟悉的語言來進行教學 4.39 .654 

13.我會將上課時間做有效的安排 4.37 .589 

14.我會善用社區或機構內的資源來輔助我的教學 4.20 .661 

21.我會協助高齡者將課程所學轉化為對社會的貢獻 4.33 .631 

師生互動層面 4.46 .485 

11.我會運用過去的經驗來融入自己的教學方法 4.42 .605 

12.我會根據高齡者的能力和需求來調整步調 4.39 .593 

15.我會以和善的態度來跟高齡者溝通 4.53 .573 

16.我會跟高齡者分享彼此的經驗促進師生感情交流 4.50 .562 

17.我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協助高齡者克服學習遇到的困難 4.43 .593 

18.我會用同理心跟高齡者互動避免刻板印象 4.46 .580 

19.我會營造教室裡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維持良好的師生互動 4.49 .580 

20.我會用正向的語言鼓勵高齡者以強化他們的自信心 4.49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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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人背景變項與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茲就個人背景變項與老化素養量表進行差異分析，說明與討論如下： 

 

一、 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1可得知，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整體老化素養」及各分層面皆未

達顯著差異，表示老化素養並不會因為教師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11 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整體老化素養 
男 369 3.91 .380 

-1.79 
女 714 3.95 .373 

老化知識 
男 369 3.66 .609 

.52 
女 714 3.64 .621 

老化態度 
男 369 3.85 .508 

-.63 
女 714 3.87 .497 

友老行為 
男 369 4.13 .512 

-3.47 
女 714 4.24 .516 

 

二、 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2可得知，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整體老化素養」達到顯著差異

(F=3.81，p<.05)，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55-64歲(M=3.97)及65歲(含)

以上(M=3.97)高於44歲(含)以下(M=3.88)。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老化知識」分層面達到

顯著差異(F=3.95，p<.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55-64歲(M=3.70)

高於44歲(含)以下(M=3.53)。 

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友老行為」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4.92，

p<.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55-64歲(M=4.27)高於44歲(含)以下

(M=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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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老化素養 

(1)44歲(含)以下 251 3.88 .328 

3.81* 
(3)>(1) 

(4)>(1) 

(2)45-54歲 299 3.93 .402 

(3)55-64歲 357 3.97 .376 

(4)65歲(含)以上 178 3.97 .382 

總和 1085 3.94 .375 

老化知識 

(1)44歲(含)以下 251 3.53 .578 

3.95** (3)>(1) 

(2)45-54歲 299 3.66 .609 

(3)55-64歲 357 3.70 .633 

(4)65歲(含)以上 178 3.64 .631 

總和 1085 3.64 .616 

老化態度 

(1)44歲(含)以下 251 3.86 .452 

.58  

(2)45-54歲 299 3.84 .533 

(3)55-64歲 357 3.87 .501 

(4)65歲(含)以上 178 3.90 .514 

總和 1085 3.87 .501 

友老行為 

(1)44歲(含)以下 251 4.10 .482 

4.92** (3)>(1) 

(2)45-54歲 299 4.20 .521 

(3)55-64歲 357 4.27 .536 

(4)65歲(含)以上 178 4.22 .504 

總和 1085 4.20 .517 

*p<.05   **p<.01 

 

三、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3可得知，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整體老化素養」未達到顯著

差異，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僅在「友老行為」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

(F=2.43，p<.05)，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之間的平均數

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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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老化素養 

(1)國/初中(含)以下 60 4.03 .450 

2.07  

(2)高中/職 198 3.95 .409 

(3)專科 209 3.89 .378 

(4)大學 374 3.93 .349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3.96 .366 

總和 1084 3.94 .377 

老化知識 

(1)國/初中(含)以下 60 3.74 .709 

1.62  

(2)高中/職 198 3.72 .638 

(3)專科 209 3.63 .610 

(4)大學 374 3.60 .603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3.61 .600 

總和 1084 3.64 .617 

老化態度 

(1)國/初中(含)以下 60 3.97 .591 

1.56  

(2)高中/職 198 3.86 .525 

(3)專科 209 3.81 .506 

(4)大學 374 3.89 .477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3.88 .490 

總和 1084 3.87 .502 

友老行為 

(1)國/初中(含)以下 60 4.22 .485 

2.43* n.s. 

(2)高中/職 198 4.18 .542 

(3)專科 209 4.15 .519 

(4)大學 374 4.18 .491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4.29 .535 

總和 1084 4.20 .51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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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4可得知，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整體老化素養」達到顯著差

異(F=5.63，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4-6年(M=3.99)及7-9年

(M=4.01)高於未滿1年(M=3.86)。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老化態度」分層面

達到顯著差異(F=3.05，p<.05)，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不同授課年資

之間的平均數沒有顯著差異。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友老行為」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9.21，

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4-6年(M=4.26)及7-9年(M=4.35)及10

年(含)以上(M=4.32)高於未滿1年(M=4.09)及1-3年(M=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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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授課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老化素養 

(1)未滿 1年 173 3.86 .383 

5.63*** 
(3)>(1) 

(4)>(1) 

(2)1-3年 378 3.90 .368 

(3)4-6年 263 3.99 .402 

(4)7-9年 89 4.01 .318 

(5)10年(含)以上 166 3.98 .346 

總和 1069 3.94 .375 

老化知識 

(1)未滿 1年 173 3.65 .581 

1.17  

(2)1-3年 378 3.61 .586 

(3)4-6年 263 3.70 .640 

(4)7-9年 89 3.60 .650 

(5)10年(含)以上 166 3.58 .665 

總和 1069 3.63 .617 

老化態度 

(1)未滿 1年 173 3.77 .531 

3.05* n.s. 

(2)1-3年 378 3.85 .475 

(3)4-6年 263 3.92 .512 

(4)7-9年 89 3.94 .432 

(5)10年(含)以上 166 3.89 .531 

總和 1069 3.87 .501 

友老行為 

(1)未滿 1年 173 4.09 .536 

9.21*** 

(3)>(1) 

(3)>(2) 

(4)>(1) 

(4)>(2) 

(5)>(1) 

(5)>(2) 

(2)1-3年 378 4.13 .514 

(3)4-6年 263 4.26 .491 

(4)7-9年 89 4.35 .496 

(5)10年(含)以上 166 4.32 .505 

總和 1069 4.20 .517 

*p<.05  ***p<.001 

五、 是否具備樂齡講師證照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5可得知，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的受試者在「整體老化素

養」達到顯著差異(T=3.79，p<.001)，其中以具備證照者(M=4.10)高於未

具備證照者(M=3.92)。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友老行為」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T=6.75，

p<.001)，其中以具備證照者(M=4.38)高於未具備證照者(M=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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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是否具備樂齡講師證照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證照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整體老化素養 
是 301 4.01 .359 

3.79*** 
否 680 3.92 .373 

老化知識 
是 301 3.72 .595 

2.39* 
否 680 3.62 .624 

老化態度 
是 301 3.87 .480 

.04 
否 680 3.87 .506 

友老行為 
是 301 4.38 .505 

6.75*** 
否 680 4.14 .489 

*p<.05   ***p<.001 

 

肆、 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 

茲就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學效能量表進行差異分析，說明與討論如下： 

 

一、 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6可得知，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整體教學效能」達到顯著差異

(T=-2.87，p<.01)，其中以女性(M=4.42)高於男性(M=4.34)。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在「教學內容」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T=-2.78，

p<.01) ，其中以女性(M=4.39)高於男性(M=4.30)。在「教學策略」分層面

達到顯著差異(T=-2.41，p<.05) ，其中以女性(M=4.34)高於男性

(M=4.26)。在「師生互動」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T=-2.88，p<.01) ，其中

以女性(M=4.49)高於男性(M=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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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整體教學效能 
男 369 4.34 .442 

-2.87** 
女 714 4.42 .457 

教學內容 
男 369 4.30 .466 

-2.78** 
女 714 4.39 .496 

教學策略 
男 369 4.26 .515 

-2.41* 
女 714 4.34 .491 

師生互動 
男 369 4.40 .472 

-2.88** 
女 714 4.49 .489 

*p<.05   **p<.01 

 

二、 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7可得知，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整體教學效能」未達到顯著差異，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僅在「教學策略」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3.19，

p<.05)，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55-64歲(M=4.37)高於44歲(含)以下

(M=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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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教學效能 

(1)44歲(含)以下 251 4.36 .432 

1.21  

(2)45-54歲 299 4.38 .454 

(3)55-64歲 357 4.43 .451 

(4)65歲(含)以上 178 4.39 .487 

總和 1085 4.39 .454 

教學內容 

(1)44歲(含)以下 251 4.32 .465 

1.08  

(2)45-54歲 299 4.35 .479 

(3)55-64歲 357 4.39 .477 

(4)65歲(含)以上 178 4.35 .547 

總和 1085 4.36 .487 

教學策略 

(1)44歲(含)以下 251 4.24 .485 

3.19* (3)>(1) 

(2)45-54歲 299 4.32 .498 

(3)55-64歲 357 4.37 .492 

(4)65歲(含)以上 178 4.31 .536 

總和 1085 4.32 .501 

師生互動 

(1)44歲(含)以下 251 4.45 .464 

.51  

(2)45-54歲 299 4.44 .490 

(3)55-64歲 357 4.48 .491 

(4)65歲(含)以上 178 4.45 .497 

總和 1085 4.46 .48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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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老化素養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8可得知，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整體教學效能」達到顯著差

異(F=9.95，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大學(M=4.42)高於國/

初中(含)以下(M=4.22)；研究所(含)以上(M=4.52)高於國/初中(含)以下

(M=4.22)、高中/職(M=4.32)及專科(M=4.32)。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教學內容」分層面

達到顯著差異(F=10.44，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大學(M=4.38)

高於國/初中(含)以下(M=4.16)；研究所(含)以上(M=4.50)高於國/初中(含)

以下(M=4.16)、高中/職(M=4.29)及專科(M=4.28)。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教學策略」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3.86，

p<.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之間的平均數沒有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師生互動」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10.14，

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大學(M=4.50)高於國/初中(含)以下

(M=4.26)及專科(M=4.37)；研究所(含)以上(M=4.59)高於國/初中(含)以下

(M=4.26)、高中/職(M=4.38)及專科(M=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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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教學效能 

(1)國/初中(含)以下 60 4.22 .509 

9.95*** 

(4)>(1) 

(5)>(1) 

(5)>(2) 

(5)>(3) 

(2)高中/職 198 4.32 .486 

(3)專科 209 4.32 .442 

(4)大學 374 4.42 .430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4.52 .424 

總和 1084 4.39 .454 

教學內容 

(1)國/初中(含)以下 60 4.16 .547 

10.44*** 

(4)>(1) 

(5)>(1) 

(5)>(2) 

(5)>(3) 

(2)高中/職 198 4.29 .501 

(3)專科 209 4.28 .487 

(4)大學 374 4.38 .466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4.50 .456 

總和 1084 4.36 .487 

教學策略 

(1)國/初中(含)以下 60 4.19 .549 

3.86** n.s. 

(2)高中/職 198 4.28 .529 

(3)專科 209 4.26 .494 

(4)大學 374 4.33 .478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4.40 .494 

總和 1084 4.32 .501 

師生互動 

(1)國/初中(含)以下 60 4.26 .543 

10.14*** 

(4)>(1) 

(4)>(3) 

(5)>(1) 

(5)>(2) 

(5)>(3) 

(2)高中/職 198 4.38 .534 

(3)專科 209 4.37 .468 

(4)大學 374 4.50 .459 

(5)研究所(含)以上 243 4.59 .443 

總和 1084 4.46 .48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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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19可得知，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整體教學效能」達到顯著差

異(F=16.33，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4-6年(M=4.45)、7-9

年(M=4.53)及10年(含)以上(M=4.55)高於未滿1年(M=4.25)及1-3年

(M=4.31)。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教學內容」分層面

達到顯著差異(F=16.72，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4-6年

(M=4.42)、7-9年(M=4.51)及10年(含)以上(M=4.54)高於未滿1年(M=4.23)

及1-3年(M=4.27)。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教學策略」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12.71，

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4-6年(M=4.39)、7-9年(M=4.45)及10

年(含)以上(M=4.46)高於未滿1年(M=4.19)及1-3年(M=4.23)。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師生互動」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F=13.20，

p<.001)，經過Scheff事後比較發現，4-6年(M=4.51)、7-9年(M=4.59)及10

年(含)以上(M=4.60)高於未滿1年(M=4.30)及1-3年(M=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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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不同授課年資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授課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整體 

教學效能 

(1)未滿 1年 173 4.25 .492 

16.33*** 

(3)>(1) 

(3)>(2) 

(4)>(1) 

(4)>(2) 

(5)>(1) 

(5)>(2) 

(2)1-3年 378 4.31 .453 

(3)4-6年 263 4.45 .417 

(4)7-9年 89 4.53 .421 

(5)10年(含)以上 166 4.55 .405 

總和 1069 4.39 .454 

教學內容 

(1)未滿 1年 173 4.23 .495 

16.72*** 

(3)>(1) 

(3)>(2) 

(4)>(1) 

(4)>(2) 

(5)>(1) 

(5)>(2) 

(2)1-3年 378 4.27 .502 

(3)4-6年 263 4.42 .447 

(4)7-9年 89 4.51 .439 

(5)10年(含)以上 166 4.54 .431 

總和 1069 4.36 .486 

教學策略 

(1)未滿 1年 173 4.19 .548 

12.71*** 

(3)>(1) 

(3)>(2) 

(4)>(1) 

(4)>(2) 

(5)>(1) 

(5)>(2) 

(2)1-3年 378 4.23 .504 

(3)4-6年 263 4.39 .453 

(4)7-9年 89 4.45 .466 

(5)10年(含)以上 166 4.46 .467 

總和 1069 4.32 .502 

師生互動 

(1)未滿 1年 173 4.30 .551 

13.20*** 

(3)>(1) 

(3)>(2) 

(4)>(1) 

(4)>(2) 

(5)>(1) 

(5)>(2) 

(2)1-3年 378 4.39 .478 

(3)4-6年 263 4.51 .455 

(4)7-9年 89 4.59 .446 

(5)10年(含)以上 166 4.60 .426 

總和 1069 4.46 .48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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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否具備樂齡講師證照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 

由表20可得知，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的受試者在「整體教學效

能」達到顯著差異(T=5.75，p<.001)，其中以具備證照者(M=4.52)高於未

具備證照者(M=4.35)。 

進一步分析各層面發現，「教學內容」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T=5.78，

p<.001)，其中以具備證照者(M=4.50)高於未具備證照者(M=4.31)。 

「教學策略」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T=4.71，p<.001)，其中以具備證照

者(M=4.43)高於未具備證照者(M=4.27)。 

「師生互動」分層面達到顯著差異(T=4.84，p<.001)，其中以具備證照

者(M=4.58)高於未具備證照者(M=4.42)。 

 

表20 是否具備樂齡講師證照的受試者在教學效能量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 

層面 證照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整體教學效能 
是 301 4.52 .428 

5.75*** 
否 680 4.35 .450 

教學內容 
是 301 4.50 .468 

5.78*** 
否 680 4.31 .484 

教學策略 
是 301 4.43 .472 

4.71*** 
否 680 4.27 .499 

師生互動 
是 301 4.58 .455 

4.84*** 
否 680 4.42 .48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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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老化素養量表與教學效能量表的相關性分析 

本段主要在探討受試者的「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是否相關，採用

皮爾森積差相關法(Pearsonsproduct-moment analysis)進行分析，對「整

體老化素養」及「老化知識」、「老化態度」、「友老行為」三個分層面

與「整體教學效能」及「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師生互動」三個

分層面進行相關檢定，統整結果如表21所示。 

 

表21 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相關性分析結果摘要表 

  老化素養 

 層面 老化知識 老化態度 友老行為 整體老化素養 

教

學

效

能 

教學內容 .123** .347** .617** .529** 

教學策略 .096** .334** .551** .479** 

師生互動 .072* .313** .594** .478** 

整體教學效能 .107** .359** .644** .542** 
*p<.05   **p<.01 

 

一、 就整體量表而言 

整體而言，「老化素養量表」與「教學效能量表」相關係數r值為.542，

達顯著水準(p<.01)，顯示兩者之間有中度正相關，意即老化素養愈高，其

教學效能也愈高。 

 

二、 就各層面而言 

「老化素養量表」各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各層面，除了「老化知識」

層面與「師生互動」層面顯著水準為.05外，其他層面彼此之間均達.01顯

著水準。 

 

(一)在「老化素養量表」中的「老化知識」層面而言 

1. 在「老化知識」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教學內容」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123，顯示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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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度正相關。 

2. 在「老化知識」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教學策略」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096，顯示兩者之間

未達相關程度。 

3. 在「老化知識」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師生互動」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5)，其相關係數r值為.072，顯示兩者之間

未達相關程度。 

 

(二)在「老化素養量表」中的「老化態度」層面而言 

1. 在「老化態度」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教學內容」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347，顯示兩者之間

有低度正相關。 

2. 在「老化態度」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教學策略」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334，顯示兩者之間

有低度正相關。 

3. 在「老化態度」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師生互動」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313，顯示兩者之間

有低度正相關。 

 

(三)在「老化素養量表」中的「友老行為」層面而言 

1. 在「友老行為」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教學內容」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617，顯示兩者之間

有中度正相關。 

2. 在「友老行為」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教學策略」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551，顯示兩者之間

有中度正相關。 

3. 在「友老行為」層面與「教學效能量表」中「師生互動」層面的相

關性達顯著水準(p<.01)，其相關係數r值為.594，顯示兩者之間

有中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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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老化素養量表對教學效能量表的預測分析 

本段主要在探討受試者的老化素養對教學效能的預測力分析，以

多元逐步迴歸進行考驗。茲就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一、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整體教學效能」的預測分析 

表22是以受試者之「老化知識」、「老化態度」以及「友老行為」來預

測受試者整體教學效能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表22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整體教學效能」的預測分析 

投入變項的

順序 
R R² △R² F β t值 

友老行為 .644 .415 .415 772.789 .603 23.503*** 

老化態度 .650 .422 .007 397.277 .093 3.626*** 
***p<.001 

 

由表22可得知： 

(一)兩個變項之預測力均達顯著水準(p<.001），其優先順序為「友老行

為」，其次為「老化態度」。 

(二)上述兩個預測變項，共可解釋「整體教學效能」的總變異量為42.2％。 

(三)受試者的「友老行為」及「老化態度」預測「整體教學效能」的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 

整體教學效能=.603×友老行為+.093×老化態度 

 

 

 

 

二、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教學內容」層面的預測分析 

表23是以受試者之「老化知識」、「老化態度」以及「友老行為」來預

測受試者教學內容層面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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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教學內容」層面的預測分析 

投入變項的

順序 
R R² △R² F β t值 

友老行為 .617 .381 .381 670.244 .571 21.555*** 

老化態度 .623 .388 .007 345.027 .092 3.496*** 

老化知識 .625 .390 .002 232.043 .048 2.026* 
*p<.05  ***p<.001 

 

由表23可得知： 

(一)三個變項的預測力均達顯著水準，其優先順序為「友老行為」

(p<.001)，其次為「老化態度」(p<.001)，再次為「老化知識」(p<.05)。 

(二)上述三個預測變項，共可解釋「教學內容」層面的總變異量為39.0％。 

(三)受試者的「友老行為」、「老化態度」及「老化知識」預測「教學內

容」層面的標準化迴歸方程式為： 

教學內容=.571×友老行為+.092×老化態度+.048×老化知識 

 

三、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教學策略」層面的預測分析 

表24是以受試者之「老化知識」、「老化態度」以及「友老行為」來預

測受試者教學策略層面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表24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教學策略」層面的預測分析 

投入變項的

順序 
R R² △R² F β t值 

友老行為 .551 .304 .304 474.819 .501 17.921*** 

老化態度 .560 .314 .010 248.950 .113 4.047***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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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4可得知： 

(一)兩個變項的預測力均達顯著水準（p＜.001），其優先順序為「友老行

為」，其次為「老化態度」。 

(二)上述兩個預測變項，共可解釋「教學策略」層面的總變異量為31.4％。 

(三)受試者的「友老行為」及「老化態度」預測「教學策略」層面的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 

教學策略=.501×友老行為+.113×老化態度 

 

四、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師生互動」層面的預測分析 

表25是以受試者之「老化知識」、「老化態度」以及「友老行為」來預

測受試者師生互動層面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表25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師生互動」層面的預測分析 

投入變項的

順序 
R R² △R² F β t值 

友老行為 .594 .353 .353 592.948 .566 20.870*** 

老化態度 .597 .356 .003 300.511 .064 2.362* 
*p<.05  ***p<.001 

 

由表25可得知： 

(一)兩個變項的預測力均達顯著水準，其優先順序為「友老行為」

(p<.001)，其次為「老化態度」(p<.05)。 

(二)上述兩個預測變項，共可解釋「師生互動」層面的總變異量為35.6％。 

(三)受試者的「友老行為」及「老化態度」預測「師生互動」層面的標準

化迴歸方程式為： 

師生互動=.566×友老行為+.064×老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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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綜合討論 

表26為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教學效能之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綜合摘要

表。 

 

表26 受試者老化素養對教學效能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綜合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整體教學效能 教學內容 教學策略 師生互動 

老化知識  0.2%(3th)   

老化態度 0.7%(2nd) 0.7%(2nd) 1.0%(2nd) 0.3%(2nd) 

友老行為 41.5%(1st) 38.1%(1st) 30.4%(1st) 35.3%(1st) 

(1st)表示預測力最大，(2nd)表示預測力次之，(3th)表示預測力最後。 

*p<.05  ***p<.001 

 

由表22至表26可得知： 

(一)受試者的老化素養，共可預測「整體教學效能」的42.2%變異量、「教

學內容」層面的39.0%變異量、「教學策略」層面的31.4%變異量、「師

生互動」層面的35.6%變異量。 

(二)從整體教學效能而言，最有效的預測變項為「友老行為」，其解釋力

為41.5%；教學效能各層面中，在「教學內容」層面最有效解釋力是「友

老行為」，其解釋力為38.1%；在「教學策略」層面最有效解釋力是「友

老行為」，其解釋力為30.4%；在「師生互動」層面最有效解釋力是「友

老行為」，其解釋力為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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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與建議 

茲就本研究調查之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如下： 

壹、 結論 

以下茲就調查結果歸納出十點結論。 

 

(一)樂齡講師年齡越高，其老化素養越趨豐富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年齡在「整體老化素養」、「老化知識」

及「友老行為」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年齡愈高，其老

化素養越充足。 

 

(二)樂齡講師授課年資越長，其老化素養越趨豐富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授課年資在「整體老化素養」、「老化

態度」及「友老行為」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現，授課年資

愈長，其老化素養越豐富。 

 

(三)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老化素養越趨豐富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樂齡講師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在「整體

老化素養」、「老化知識」及「友老行為」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

後發現，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老化素養越豐富。 

 

(四)女性樂齡講師相較於男性樂齡講師，具備更高的教學效能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性別在「整體教學效能」、「教學內

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現，

女性樂齡講師相較於男性樂齡講師，具備更高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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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樂齡講師的教育程度越高，其教學效能越高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教育程度在「整體教學效能」、「教學

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

現，樂齡講師教育程度越高，其教學效能更高。 

 

(六)樂齡講師的授課年資越長，其教學效能越高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樂齡講師的教育程度在「整體教學效能」、「教學

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後發

現，樂齡講師授課年資越長，其教學效能更高，且以授課年資達到 4年以

上的樂齡講師，其教學效能可獲得顯著提升。 

 

(七)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教學效能較高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在「整體教學效

能」、「教學內容」、「教學策略」及「師生互動」之間達到顯著差異。進一

步分析後發現，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教學效能更高。 

 

(八)未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超過六成 

 

本研究共計有 1091位樂齡講師接受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具備教育部

樂齡講師證照者為 301位，佔有 27.6%的比例，未具備者為 680位，佔有

62.3%的比例，而有 110位樂齡講師位填答，佔有 10.1%的比例。 

 

(九)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具有中度正相關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老化素養量表」與「教學效能量表」相關係數 r

值為.542，達顯著水準(p<.01)，顯示兩者之間有中度正相關，意即老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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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愈高，其教學效能也愈高。 

 

(十)老化素養對於教學效能具有充分之預測力，其中以「友老行為」最佳 

 

 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老化素養共可預測「整體教學效能」的 42.2%變異

量、「教學內容」層面的 39.0%變異量、「教學策略」層面的 31.4%變異量、

「師生互動」層面的 35.6%變異量，其中整體及各分層面最有效解釋力皆

為「友老行為」變項。 

 

貳、 建議 

本研究根據相關結論，對於樂齡講師、樂齡學習中心及教育部提出具體

建議如下。 

 

一、 提供給樂齡講師之建議 

本研究根據結論，提出 2點建議給樂齡講師，敘述如下。 

 

(一)樂齡講師應參加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根據本研究結論(三)，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整體老化素養及

教學效能皆與未具備證照者具有顯著差異。因此，建議樂齡講師參加教育

部樂齡講師培訓，以提升自身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二)樂齡講師應持續進修，以提升教學效能 

 

 根據本研究結論(五)，樂齡講師教育程度越高，其整體教學效能越高。因

此，建議樂齡講師持續進修、參與回流教育，取得更高學歷，以提升教學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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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給樂齡學習中心之建議 

本研究根據結論，提出 2點建議給樂齡學習中心，敘述如下。 

 

(一)樂齡學習中心在聘用講師時，可考慮將性別、年齡、授課年資、教育

程度或是否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列入聘用條件，以提升講師老化

素養及教學效能 

 

根據本研究結論(一)及結論(二)，老化素養會根據年齡、授課年資的上

升，而有顯著的提升；而根據本研究結論(五)及結論(六)，教學效能會根

據授課年資、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有顯著的提升；而根據本研究結論(四)，

女性相較於男性也有較高的教學效能；同時，根據本研究結論(三)及結論

(七)，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的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也會有顯著的提

升，人口背景變項對於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的影響整理如表 27所示。因

此，建議樂齡中心可以將其列入聘用樂齡講師時的考量之一。 

 

表 27 人口背景變項對於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的影響整理表 

人口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授課年資 教育程度 證照具備 

老化素養  高>低 長>短  有>無 

教學效能 女>男  長>短 高>低 有>無 

 

(二)樂齡中心應鼓勵中心內講師參與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以提升老化素

養及教學效能 

 

根據本研究結論(三)及結論(七)，具備教育部樂齡講師證照者，其老化

素養及教學效能皆顯著高於未具備者。因此，建議樂齡中心應多鼓勵中心

內尚未通過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之授課講師參與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及

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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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給教育部之建議 

本研究根據結論，提出 3點建議給教育部，敘述如下。 

 

(一)教育部應多加宣傳樂齡講師培訓，或制定相關制度以鼓勵更多講師前

來培訓 

 

 根據本研究結論(三)、結論(七)及結論(八)，通過教育部樂齡講師培訓後

即可顯著提升講師的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然而，目前尚有超過 6成比例

之樂齡講師尚未參與培訓。因此，建議教育部應多加宣傳樂齡講師培訓，

或制定相關制度以鼓勵更多講師前來培訓。 

 

(二)教育部應針對人口背景變項中之特定族群，加強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

及教學效能 

 

根據本研究結論(一)、結論(二)、結論(四)、結論(五)及結論(六)，樂

齡講師的年齡、授課年資越低，其老化素養越低；樂齡講師的授課年資、

教育程度越低，其教學效能越低；而男性相較於女性教學效能較低；較低

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的樂齡講師人口背景變項整理如表 28所示。因此，建

議教育部可以針對其加強培訓，以提升老化素養及教學效能。 

 

表 28 教育部應加強培訓之人口背景變項整理表 

人口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授課年資 教育程度 

老化素養  44歲(含)以下 未滿 1年  

教學效能 男  未滿 4年 
高中/職及專

科(含)以下 

 

(三)教育部應針對老化素養中「友老行為」層面加強培訓，以提升樂齡講

師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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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結論(九)及結論(十)，樂齡講師之老化素養與教學效能達中

度正相關，表示樂齡講師老化素養上升，教學效能也會隨之上升，又老化

素養量表中「友老行為」層面共可預測「整體教學效能」及各分層面從 31.4%

至 42.2%不等的變異量，且皆為最有效解釋力變項。因此，建議教育部可

以針對「友老行為」加強培訓，以提升樂齡講師之教學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