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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之目的主要在於介紹促成法國第三年齡俱樂部之設立與發展之背景，包括高齡
化社會之來臨、退休觀念的改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提出的 3P 策略、法國政府於 2006
年所倡導的「活躍退休護照」措施以及法國民眾熱衷參與社團之風氣。第三年齡俱樂部
設立於 1960 年代，並於 1972 年成立第三年齡俱樂部聯盟，其主要的任務在於辦理體能
性活動、文化性以及休閒性之活動以供高齡者參與。其具有休閒功能、教育功能、政治
功能、維持身心健康功能、社交功能以及社會整合功能等。最後，本文建議第三年齡俱
樂部可以增加代間團體活動或家庭活動的安排，以促進高齡者與社會其他族群的互動與
瞭解。
關鍵詞：第三年齡、俱樂部、高齡者、休閒活動、法國高齡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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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the background which brings for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club in France, including the arriving of the elder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tire concept, the 3P strategies proposed b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y an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policy of “the passport for
active retirement” promoted by French government, and the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association activities of the French people. The third age club was established in 1960s;
moreover, the union of third age club was installed in 1972.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hold
physical activities, cultural and leisure activities for elder people. These activities
simultaneously present leisure function, educative function, political function, maintain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unction, social activities func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 activities or family activities
might be included in the third age club to possibly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and realization
between the elder people and the other group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third age, club, elder people, leisure activities, elder education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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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法國人口平均壽命的延長，（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院（INSEE, 2007a）
於 2007 年 1 月 1 日所發表的統計數據顯示，法國男性平均壽命是 77.1 歲，而女性的平
均壽命則延長至 84.0 歲），並其對退休概念並生活期望的改變，促使法國的高齡者積極
地規劃退休後的生活。在此社會文化演進的脈絡中，第三年齡俱樂部（Le club du troisième
âge）提供高齡者於規劃退休生涯的另一種選擇。在此機構中，高齡者可以依據自身的
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或學習活動，以充實其退休生活。第三年齡俱樂部對他
們而言，不僅是一個結識同伴的社交場所、亦是獲取知識以促進身心健康的重要來源。
本文首要探討影響第三年齡俱樂部設立與發展的因素，並藉其演進過程的探討，瞭解其
機構成立的目的及其性質。此外，第三年齡俱樂部所辦理的各樣活動，包括體能活動、
文化與休閒活動等亦是本文著墨的重點，並根據第三年齡俱樂部之運作及其活動的規劃
歸納六個對高齡參與者的積極功能。最後，本文建議第三年齡俱樂部可以多辦理代間團
體的活動或鼓勵其家庭成員參與機構所辦理的活動，以促進高齡者與其他年齡族群的互
動並相互瞭解，以期高齡者得以邁向成功的老化。

貳、 第三年齡俱樂部之崛起
法國第三年齡俱樂部的設立始於 1960 年代，究其原因，主要是高齡人口持續增加，
尤其是受到 1930-1940 年代嬰兒潮事件的影響，使得政府當局將高齡人口所衍生的各樣
問題列為施政的重點。此外，人們觀念的改變亦是促使第三年齡俱樂部興起的重要原
因。他們對退休的想法已由原本退休即休息的觀念轉換為退休即休閒的觀念。近年來，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國際組織以及法國政府當局亦提出一連串的積極措施，其對
法國高齡者參與第三年齡俱樂部有鼓勵的作用。例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提出的 3P
策略，其目的在於減輕高齡化社會對國家經濟、社會所帶來的衝擊。再者，法國政府於
2006 年，針對高齡人口退休之後的需要，提出「活躍退休護照」的措施，幫助退休者規
劃並進行退休後的生活以保持身心的健康，並延緩老化。另外，參與社團活動亦是法國
人民重要的生活內容之一，此風氣有益於高齡者在退休後仍然活躍於社團活動中。以上
多種因素均是促使第三年齡俱樂部崛起並發展的主要原因。以下將針對各個因素分別說
明之。

一、

高齡化社會之來臨

在法國，高齡人口持續地增加是一個不爭的事實。其主要原因是繼科技快速的進
步、醫藥科學的發達、食物營養的提升以及在 1930-1940 年代之嬰兒潮等事件的發生之
後而產生的社會現象。若以出生時間以及退休時間推算，出生於 1946 年第一波的嬰兒
潮將於 2006 年開始退休（Vimont, 2001）。亦即，從 2006 年開始，退休人口將會增加。
因此，日後的退休生活及其相關問題，已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討論，亦是法國政府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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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公共政策並決定國家預算時不得不正視的問題。根據人口學家伯須提勒（C. Brutel,
2002）的分析，2050 年，法國的總人口數將達五千八百萬至七千萬人之間，而 60 歲以
上的高齡人口將佔總人口數的三分之一，相較於 2006 年 60 歲以上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
20.1% (INSEE, 2007b)。在此社會背景中，為提供退休者或高齡者一個進行休閒活動的
場所，遂促成第三年齡俱樂部的崛起。我們並可以進一步地預測，第三年齡俱樂部在法
國對於提供高齡者在休閒甚或學習等活動上，將扮演一個愈來愈重要的角色。

二、新興的退休觀念
以往，當我們說到人一生的歷程時，總是以直線式的方式來表示，亦即學習-職業
生活-退休（études-vie professionnelle-retraite）等人生三部曲。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
達，人們對於知識的取得途徑相較於之前便利許多；此外，由於許多退休者或高齡者身
心均保持較佳的健康狀況；再加以今時代的退休者受較多的教育，對退休之後的生活有
更高的期望等因素，社會大眾對於退休後的生活規劃更積極，也促使高齡者於退休之後
活動的參與更為活躍。有感於社會大眾對於「退休」的概念有一個新的認識，已從以前
的「退休-休息」(retraite-repos)之概念演變到今日「退休-休閒」(retraite-loisirs)的生活態
度(Conseil des anciens, 2007)。此新興的退休觀念促使高齡者的生活態度更積極、更有目
標。因此，第三年齡俱樂部提供退休者或高齡者一個充實並豐富的退休生活。

三、因應高齡化社會之 3P 策略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於 2006 年針對五十幾個會員國進行
調查，並提出積極的 3P 因應策略，其指的是：人口(Population)策略，生產力(Productivité)
策略與參與活動(Participation à l’activité)策略。其中人口策略指的是改善人口結構，亦即
活動人口（15-64 歲）的人口比例要增加，此時可以鼓勵生育或藉由移民政策等措施，
藉以減緩高齡人口佔總人口數的比例。生產力策略，則是鼓勵高齡者藉由再工作，亦即
重新返回工作職場或在企業中提供其工作知識與經驗等方式，而得以進一步地提高生產
力並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至於活動的參與指的是，當高齡者愈積極參與活動時，則可
延緩依賴期的來臨，以長期而言，對於國家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亦有潛在的幫助(OCDE,
2006)。尤其是參與活動的策略，第三年齡俱樂部可以促進高齡者藉由多元活動的進行，
使其退休生活得到發展與滿足。

四、活躍退休護照（Passport pour une retraite active）之提倡
近年來，法國政府為倡導高齡人口退休後的仍可以保持有活力的生活，於 2006 年
提出「活躍退休護照」（Passport pour une retraite active）之措施。其目的在於鼓勵高齡
者或退休者於退休生活開始之後，可以過一個有活力、有目標的退休生活。其中，護照
內容中對於高齡者與退休者的諸多建議中均鼓勵高齡者或退休者多參與活動。藉由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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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社團等活動之進行，以確保高齡者度過一個有品質、有活力的退休生活。

五、參與社團活動之風氣
參與社團活動是法國人重要的習慣之一。根據研究調查顯示，在法國十五歲以上者
參與至少一個社團活動的人口高達二千一百萬人，亦即平均每三人中，即有一人參與社
團活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60 歲以上者有 19%的人口參與第三年齡俱樂部（INSEE,
2003）。此外，根據 2005 年國家經濟統計與研究院（INSEE, 2006）的調查報告指出，
參加第三年齡俱樂部者高達總人口的 4%，其中男性參與者較女性參與者多。由此可知，
第三年齡俱樂部提供高齡者一個休閒活動的重要場所，其與高齡者的生活有密切的關
係。

參、 第三年齡俱樂部之發展及其活動之辦理
第三年齡俱樂部因法國社會、文化與人口的演進過程，而成為高齡者參與活動的重
要場所。其發展過程與高齡者退休生活的需求有密切的關係。為因應高齡者的休閒與學
習等需求，第三年齡俱樂部亦規劃多樣化的活動以供其選擇，其目的在於幫助高齡者藉
由參與第三年齡俱樂部的活動，而得以充實並豐富其退休生活。

一、第三年齡俱樂部之發展
由以上所探討的法國社會背景中得知，法國的高齡人口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再加以
國際組織與國家當局對於退休活力生活的提倡，以及法國民眾對於社團活動的積極介
入，及至近年來人們對於退休有新的觀念等種種因素，均指出一個提供高齡者休閒活動
的中心是不可或缺的。由此，第三年齡俱樂部，便在此社會經濟文化等脈絡的演進之下，
成為其退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場所。
第三年齡俱樂部早在 1960 年代便已設立，其最初主要分佈於法國的郊區，然而近
年來，隨著高齡者對於退休生活有積極的規劃，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甚於以往，再加以
其對社團活動的參與更熱衷，隨後第三年齡俱樂部的設置在市區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深
究其原因，不外是因為早期郊區的資訊流通與文化設施等條件不似大都會地區完善，為
了因應郊區居民的需求，因而在當地設立一個提供高齡者可以進行休閒活動以及社交活
動的場所。因此，當第三年齡俱樂部設立之後，即獲得社會大眾廣大的迴響，直到 1972
年，在法國境內已有兩千個俱樂部成立，及至 1980 年代，已經超過一萬四千多個第三
年齡俱樂部分佈於全法國（Cancel & Esquembre, 1992）。由於第三年齡俱樂部主要是針
對當地居民的需求而設立，因此深受高齡者的歡迎，其機構的成立得以在短短的幾年
間，呈現多倍數的成長，其重要性可見一斑。
為促進各地方第三年齡俱樂部之發展與合作，並彼此之間資訊的流通、活動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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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互享，遂於 1972 年創立第三年齡俱樂部聯盟（Cancel & Esquembre, 1992）
。此聯
盟的角色與功用包括：提供俱樂部運作之技術上的協助、與其他地區的第三年齡俱樂部
合作與連結、參與高齡者之問題與需求的研究、整合並創新高齡者活動的提供與辦理
（DDASS et DRASS Rhône-Alpes, 2007）
。此外，為便於機構的管理以及資源的分配，第
三年齡俱樂部均附屬於當地市政府，由當地市政府根據活動辦理的性質及其活動之目的
性而決定當年度之預算分配。由此可知，第三年齡俱樂部主要的資金來源是來自於當地
政府的補助，以鼓勵所有的高齡者均可以參加俱樂部所提供的活動。在此條件之下，第
三年齡俱樂部可以提供許多免費的服務，若其服務需要計費，亦僅收取非常微薄的費用
（Clermont d’Excideuil, 2007）。從其行政組織來看，其職務主要分為主席、副主席以及
財務主管等三人，近年來亦增加秘書職位，主要負責信件處理。此外並增設五位委員，
其主要任務是掌管俱樂部的活動之辦理。更確切地說，第三年齡俱樂部所規劃的活動提
供退休者與高齡者許多選擇，例如文化活動、運動性與藝術性的活動等。其目的在於幫
助高齡者活躍地參與社會生活，以預防並延緩依賴期的來臨。
總而言之，第三年齡俱樂部主要的功能及其運作雖然透過活動的辦理，使高齡者藉
由活動的參與，而達到活躍退休的目的。然而，俱樂部所扮演的角色則在於幫助高齡者
與當地居民、外界環境保持良好的關係，其最終的目的在於促使高齡者與社會的整合，
而避免其在社會中受到孤立。更確切地說，第三年齡俱樂部如同休閒中心，其功能包括
生活中的再學習與社會整合。因此，此機構提供一個安全、溫暖的環境並幫助高齡者與
當地的居民並社區環境連結的重要場所（Cancel & Esquembre, 1992）。

二、

第三年齡俱樂部主要活動之辦理

第三年齡俱樂部所舉辦的活動，主要以其成員的需求為考量。高齡者或退休者可以
根據其需求與興趣，參與活動或方案的規劃與執行，並在參與過程中，由機構內的工作
團隊或志工陪伴（Cancel & Esquembre, 1992），使他們親身體驗休閒和學習活動的規劃
與執行，及其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
根據高齡者的身心狀況，其不適於太緊張或壓力過大的活動或課程，因此第三年齡
俱樂部最常舉辦的活動包括體育性活動、文化性與休閒性兼具的活動，其偏重於休閒與
娛樂性質。以索彼耶（Sobiers）小城所屬的第三年齡俱樂部所規劃的活動為例，其標榜
「幸福地生活」
（les heureux de vivre）
，其幫助參與者彼此認識並分享生活的樂趣，並歡
迎所有的退休者加入第三年齡俱樂部（Mairie de Sobiers, 2007）
。此外，俱樂部亦規劃多
元性的活動，以供退休者選擇並參與。其中，體能性的活動可分為室內運動與戶外活動。
室內運動包括：瑜珈、舞蹈等。戶外活動包括：園藝活動、登山、一日遊等。文化性與
休閒性的活動包括：文學、語言學習、問題討論、音樂欣賞、參觀博物館、參訪文化古
蹟或展覽等。總而言之，第三年齡俱樂部所舉辦的活動方式非常多元，包括：節慶、遊
戲、旅遊、音樂會、影片欣賞、撲克牌遊戲、特定議題的討論以及意見交換等，此外，
亦包括與其他地區的第三年齡俱樂部之聯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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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第三年齡俱樂部所舉辦的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高齡者藉由活動的參與，有
利於找到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此外，俱樂部亦達成對抗孤獨與被孤立的目標，這就是為
什麼高齡者願意參加俱樂部的原因。因為俱樂部提供許多活動的措施與管道，幫助高齡
者維持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使高齡者的生活更加地充實與豐富。這是對抗依賴期，亦即
喪失自主活動能力的生活的最佳利器。

肆、第三年齡俱樂部之功能
第三年齡俱樂部除了規劃多元的活動工高齡者選擇之外，其亦具有多重的功能，以
幫助高齡者過一個充實愉快的退休生活。

一、休閒功能
在第三年齡俱樂部中透過休閒活動的進行，可以幫助高齡者延緩老化，因其在生活
中有積極的活動進行，使他們的生活有目標、有意義。因此，藉由休閒活動的參與，其
對於高齡者及退休者具有「積極的消遣」的意義。因為其在活動參與的過程中，不僅只
是消極的打發時間或填補時間的空缺，在積極一面而言，第三年齡俱樂部提供他們在可
以自由支配時間的條件下，選擇自己所喜愛，並認為有價值的方式，從事俱樂部所規劃
的一切活動內容，亦可彌補在年輕時無法進行的活動之缺憾，更可進一步地促進身心愉
悅、精神滿足以及自我實現的發展等目標。

二、教育功能
近年來的工作型態，對於體力密集型的工作漸少，反之，對於知識與經驗的工作型
態有增加的趨勢。因此，高齡者或退休者在工作職場上所累積的知識與經驗，透過彼此
的互動與交流，可以促進彼此的學習，第三年齡俱樂部因而成為智慧與知識的資產傳承
之地。此外，藉由文化性活動的參與以及其他學習課程的進行，可以幫助參與者學得生
活上的實用知識或其他感興趣的事物，不僅使其學習需求可以得到滿足，亦可以彌補在
年輕時想進行卻沒有時間學習的願望。第三年齡俱樂部既可以幫助高齡者獲得新知，開
擴視野，充實精神生活，而且其具有促進高齡者藉由學習活動的進行而得到自我體驗與
鼓勵之目的，使其體會到人生學習的樂趣。

三、政治功能
第三年齡俱樂部提供高齡者聚集的場所。透過每次的聚集，高齡者可以表達對公眾
事務的關心，並經由對公眾議題自由的討論與意見交換之後，其對於公共政策的制訂與
實行有積極的目的。尤其是與自身有切身關係的高齡政策，其對政府的施政具有監督之
作用，其所形成的政治影響力不容忽視。第三年齡俱樂部在此所扮演的角色，便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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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匯集的場所，統合高齡者的主張與意見，以作為政府施政與執行政策的參考並依據。

四、維持身心健康之功能
第三年齡俱樂部提供多元性的活動，包括體能性的活動與文化性的活動，其活動性
質有助於促進參與者身體與心理健康。以體能性或戶外活動而言，藉由體能的鍛鍊，將
有效地幫助高齡者維持身體的健康，延緩身體的老化，並且得以延緩依賴期的來臨。此
外，文化性的活動幫助高齡者豐富其精神生活，將促使他們藉由進行課程學習或各樣的
文化活動的參與，得以保持心智的健康，使他們得以邁向成功的老化。

五、社交功能
第三年齡俱樂部亦具有保持高齡者的社會地位之功能。在此機構中，高齡者可以認
識許多與他們生活背景、年齡相仿的同伴，因此，俱樂部亦是一個提供社交生活並團體
認同的場所。因為俱樂部不僅只是一個提供活動的地方，亦是高齡者尋找解決方法的場
所。當他們面臨與老化相關或其他的問題時，俱樂部提供他們聚集並討論的場所。藉由
面對面的討論，問題解決等過程，他們可以從中獲得問題的確認與解決，並幫助他們建
立彼此之間的認同感，而得以在俱樂部中建立更緊密的同伴關係。

六、社會整合的功能
第三年齡俱樂部藉由整合社會大眾的資源，例如：市政府所提供的財務補助並與文
化機構等建立關係，以促使高齡者與居住環境的人事物有一個連結之處，使他們可以瞭
解目前的社會情勢、並適應社會的變遷。第三年齡俱樂部亦幫助他們藉著獲得資訊、而
得以掌握外界環境的訊息，使他們不至於受到社會群眾的排擠而遭到孤立。此外，退休
聯盟除了提供各樣的活動之外，亦積極與其他地區的第三年齡俱樂部合作，幫助高齡者
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保持良好的關係。藉著活動舉辦，退休者與高齡者可以透過見面、
交換意見等，藉此促使他們得以整合至社會生活中。

伍、結語
老化是一個生命情境轉換的過程（Henrard, 2005），亦是每一個人必經的歷程。第
三年齡俱樂部為高齡者提供一個活力退休生活的場所，並藉由機構提供適合的活動，以
滿足其在學習、社交、休閒、政治、維持身心健康、並社會整合的需求。然而，第三年
齡俱樂部雖可為地方上的高齡者安排許多活動，使他們的生活有目標，時間可以更積極
的規劃，然而，在此文的探討中發現，其缺乏與其他代間的互動，亦即，高齡者的同伴
均是與自身條件相仿的高齡者。在此過程中，他們缺乏與其他代間族群之間的溝通與互
動，以致於容易陷入缺乏活力、缺乏其他代間的學習同伴的情境。因此，當他們面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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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病、進入依賴期，失去自主能力時，甚或死亡時，所受的衝擊將甚難調適，所需的
恢復期勢必需要較長的時間，甚或在心理上或生理上受到不良的影響。在此，若有其他
代間的人，例如其他的家庭成員或青年人的介入或幫助，將會促使他們在生活上有一個
積極的轉換，而不沈浸在消極的回憶中。因此，本文建議第三年齡俱樂部將可以多安排
代間團體活動或家庭活動，藉由不同代間、不同族群團體活動的進行，才能促使高齡者
真正整合至社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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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藍海策略談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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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碩專班研究生

摘

要

面對人口的高齡化，創新經營乃高齡教育機構在變動環境下獲得卓越競爭優勢的關
鍵。基於筆者身為教師，對於學習者的需求以及教育機構所面臨的挑戰，更感同身受。
本文擬從鉅觀的觀點，歸納「藍海策略」的理念，其次藉由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之
整體概念的釐清，說明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意涵及進化，最後則以藍海策略推動高齡教
育機構之創新，提出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策略與其發展的趨勢，以供參考。本文指出
運用藍海策略，推動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策略為(1)重建市場邊界、(2)聚焦願景、(3)
超越現有需求、(4)策略次序要正確、(5)突破組織障礙、(6)把執行納入策略。因此，面
對高齡化的社會中，高齡教育機構若能以藍海策略為理念，進行價值創新，改革高齡教
育機構的整體，必能使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績效彰顯，同時激發成員創新的意願與向心
力。如此，持續不斷的創新過程中，高齡教育機構的品質也無形中提升，而學習者則為
最大贏家。
關鍵字：藍海策略、創新經營、高齡教育機構、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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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blue ocean strategy
in Eld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 the blue ocean strategy in eld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are: (1) reconstruct market boundaries (2) focuses on the big picture,
not the numbers, (3)reach beyond existing demand, (4) get the strategic sequence right, (5)
overcome key organizational hurdles, (6) build execution into strategy. Therefore, facing the
elder society , if the eld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can take the blue ocean strategy as an idea,
carries on the value innovation, the reform eld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ust be able to cause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e achievements better, simultaneously
stimulates the wish and the centripetal force which the member innov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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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人口的高齡化，是全球發展的一致趨勢。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未來65歲以上人口
比例將由95年10%，快速上升，至140年達37%（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臺灣
未來人口金字塔依中推計，15-64歲工作年齡人口比例，未來15年間尚維持70%左右，之
後開始下降至140年降為55%。其對65歲以上高齡人口的扶養比，如圖1，將自95年之7.2：
1降為115年之3.3：1，140年更降為1.5：1（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
面對老人人口的增多，以及老年人口依賴比例的增加，唯有透過教育學習，幫助其
積極老化，才能使社會未來的負擔降低。

圖 1 台灣未來人口金字塔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
對於高齡教育機構的型態不再是過去模式可以支持高齡學習者進行學習的，基於筆
者身為基層教師，對於學習者的需求以及教育機構所面臨的挑戰，更感同身受。整體而
言，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推動是時代的趨勢，本文的第一部份擬從鉅觀的觀點，歸
納「藍海策略」的理念，第二部份藉由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之整體概念的釐清，說明
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意涵及進化，第三部份則以藍海策略推動高齡教育機構之創新，提
出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策略，以供參考。

貳、 藍海策略
一、藍海策略緣起
2005 年，兩位任職於歐洲商業管理學院(INSEAD)的教授金偉燦(W. Chan Kim)與莫
伯尼(Renee Mauborgne)合著Blue Ocean Strategy－藍海策略。其發現大多數企業以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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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為本位，廝殺成紅色海洋，而真正創造龐大利潤的企業，則是徹底拋開對手開創無
人競爭且生生不息的藍海市場。藍海戰略要求企業突破傳統的血腥競爭所形成的“紅
海”，拓展新的非競爭性的市場空間，與已有的、通常呈收縮趨勢的競爭市場需求不同，
藍海戰略考慮的是如何創造需求以避免競爭（黃秀媛，2005）。其思考上的四大構面分
別為：重建市場邊界、聚焦願景、超越現有需求、策略次序要正確;其策略上兩大構面為：
克服重大組織障礙、把執行納入策略。

二、紅海與藍海
在紅海中的組織試圖表現得超過競爭對手，以攫取已知需求下的更大市場份額。當
市場空間變得擁擠，利潤增長的前景隨之黯淡。產品只是常規性的商品，而割喉式的惡
性競爭使紅海變得更加血腥。與之相反，藍海則意味著未開墾的市場空間、需求的創造
以及利潤高速增長的機會。儘管有些藍海是在現有的紅海領域之外創造出來的，但絕大
多數藍海是通過擴展已經存在的產業邊界而形成的，正如同高齡教育也是在這老化迅速
的時代下所面臨的現象。
表1歸納了紅海和藍海戰略的關鍵性差異。在紅海裏，差異化創造藍海是高成本的，
原因在於所有組織按照同樣的最優行為規則進行競爭。在此，組織的戰略抉擇是要追求
差異化以及追求低成本。然而，在結構再造主義的視野裏，戰略目標是打破現存的價值
－成本互替定律，構建新的最優行為規則，由此拓展藍海（余文郎，2005）。
表1 紅海和藍海戰略的關鍵性差異
紅海策略

藍海策略

在現有市場空間競爭

創造沒有競爭的市場空間

打敗競爭

把競爭變的毫無意義

利用現有需求

創造和掌握新的需求

採取價值與成本抵換

打破價值—成本抵換

整個公司的活動系統，配合它對差
整個公司的活動系統，配合同時追
異化及低成本選擇的策略
求差異化及低成本
資料來源：黃秀媛，2005。藍海策略（頁 35）
。台北：天下遠見。

三、藍海策略核心思想--價值創新
「藍海策略」看似著重在創造全新的市場，但其實講的不單單只是創造市場這麼簡
單，而是一整套的策略問題。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利潤主張（Profit Proposition）
和人員主張（People Proposition）便是整個策略的中心。
「價值主張」談的是產品的價格
／效益比；「利潤主張」指的是成本／價格比；「人員主張」則是關於內部的夥伴關係、
員工管理、人性管理等。簡單地說，價值主張是組織最核心的決策（Decision）
，利潤主
張是有關的行動方針（Direction）
，而人員主張則是如何有效運用人力，把策略貫徹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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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面。這三項主張必須達成系統配適（System Alignment）
，組織必須兼顧客戶、公司和
人員，才能達成創造「藍海」的目標。
在藍海策略中，可以說是以『價值創新』來貫穿全文。研究證實：所有組織產業均
不可能永保領先卓越，如同沒有一樣產業能夠永遠保持一定的利潤。藍海策略向組織挑
戰，促其脫離群體競爭的紅色海洋，創造無人競爭的藍色空間，讓競爭失去意義。這種
策略致力於增加需求，並擺脫競爭。不再聚焦於瓜分不斷縮小的現有需求，也不光只想
到壓制競爭對手。藍海策略一再強調的全新商場勝出邏輯：『經營者不應該把競爭當做
標竿，而是要超越競爭，開創自己的藍海商機。』
組織應經常以四個問題自我檢驗︰在執行藍海策略時，要不斷自問 ERRC（消去－
降低－提升－創造）。
（一） 在自己行業要成功考量的因素中，有哪些已不適用應消除（Eliminate）？
（二） 有哪些因素應減少（Reduce）到遠低於組織中的標準規定？
（三） 有哪些因素應提升（Raise）到遠高於組織中的標準規定？
（四） 有哪些因素應在組織中被創造（Create）出來？
從 ERRC（消去－降低－提升－創造）的概念擷取精華，將開創藍海的概念延伸到
高齡教育機構，其實，最困難的競爭不在於外界；最重要的價值源自於組織本身。由此
可知，設定高齡教育機構的藍海願景，打造一個新的前景，即是推行藍海策略最重要的
一環。

參、 組織的創新經營
創新，是一種價值信念，透過此一價值信念，不斷地刺激與激發創意及點子，然後
再藉由技巧將創意予以具體化，進而創造出獨一無二的產品、技術、服務品質等。而在
全球化的激烈市場競爭下，組織必須重視策略，不斷求新求變並善用創新來取得競爭優
勢。假若沒有創新，就不會有新產品、新服務及新的組織模式。

一、創新
創新一詞在知識經濟時代，乃是組織為提昇競爭力，不斷求新求變以取得優勢領先
地位之關鍵。而為許多組織管理者所認同之論點，即是不創新者恆滅亡（Xu, Zhao,Iiu, &
Hua, 2001）。所謂的創新，已非傳統上所認為的開發新產品或採用新技術，因為要從傳
統經營模式獲利已不容易，而是要運用新的事業模式（李田樹、李芳齡譯，2000）。對
於創新之多元意涵，分類成下列面向加以探討：
（一） 就本質層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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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指任何新觀念、方法或策略，是經由一個人或其他採用單位所知覺出的一種
新觀念、實務或事務（Rich, 1992; Rogers, 1995）。大抵而言，創新乃是創意點子的啟發。
（二） 就目標層面而言
創新是一種思考信念，乃是一種正面的自尊心態，能夠幫助人產生一種積極而樂觀
的信念。創新亦是一種遠見，創新信念是否獨到，只需看你是否能把目光集中在可能的
未來，而不光是眼前的表象（劉蘊芳譯，2000）。整體而言，創新是具有高層次與價值
性的目標。因此高齡教育機構若能強調營造優質的教育環境，則能提高教育內容的附加
價值，強調用心呈現、講求創意。
（三） 就策略層面而言
方至民（2002）認為要使組織有優勢策略的作為，才能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而這
獨特的競爭優勢來源，更是要以不斷的創新才能保持地位。故組織經營者之基本修為，
則是應依據組織的新願景，研發全新的工作策略，測試各種新策略。因此，創新即是要
尋求組織的優勢。
（四） 就過程層面而言
創新不光只是意味著一種產品的改變，而且更涉及到如何使用選擇與擴散該產品的
複雜變革過程，且創新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的流程活動（Savioz & Sannemann, 1999）。
（五） 就結果層面而言
Hagen認為從創新乃是一種新思想、新的產品之觀點，界定一個存在的組織，因心
理或美學新概念的注入，而獲得實際的改善，所呈現出來的組織新風貌即是創新（莊立
民，2005）。因此，創新是一種新產品，更是促使組織改變新風貌的實際成果。
總結上述，創新不只是侷限於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要思考與探討須以怎麼樣創新
的經營模式，才能提供組織突破現狀，形塑競爭之優勢，如此才是組織維持永續經營與
卓越成長之關鍵。

二、組織創新
Rich（1992）亦從教育觀點指出任何新的觀點、方法、活動計畫或科技，被用來改
善教育品質者，乃屬於教育的創新。吳清山（2004）更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乃是創新與
經營的結合體，以創新為體、經營為用，發揮學校教育功能。其所包含之層面：
（一） 就場域而言：它是在教育環境下進行，可能在行政經營的改變；也可能是教學
的調整。
（二） 就方法而言：是採用創意點子，而且轉化到教育服務、產品或教育機構創新經
營之研究工作方法的過程，是一種教育從理念引導到行動實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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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目標而言：它是有其價值性目的，主要在發展教育機構特色，提升效能和達
成教育目標。換言之，教育機構創新經營是建立在教育價值基礎之上組織經營面臨著多
元價值之社會體系，教改聲浪更是勢不可擋，社會大眾對教育機構品質要求愈來愈高，
無形之中也增加教育機構辦學的壓力。因此，教育機構創新經營不再是口號，不僅是一
種理念的倡導，更是一種行動的實踐。透過正確理念的引導，落實在實際學校環境中，
讓教育機構經營更具績效與特色。而教育機構採用創新經營，絕非是為創新而創新，乃
是以創新達精緻，提升學校競爭力（吳清基，1989）。
歸納組織創新相關研究，認為組織創新可區分為四種觀點：
（一） 產品觀點：以產品觀點定義「組織創新」，認為「組織創新」是指組織產生或
設計新的產品，進而該產品可以獲取得獎或成功上市。
（二） 過程觀點：認為「組織創新」可以是一種「過程」（Process）；例如Amabile
（1988）以創造力三成份說為基礎所提出的組織創新歷程模型便是採取「過程」觀點的
定義。
（三） 產品與過程的雙元觀點：認為「組織創新」是任何對事業單位而言是新的產品、
或新程序的創造。
（四） 多元觀點：綜合上述觀點，採以較為廣泛的定義來涵蓋組織創新。「組織創新」
面貌的確具有相當之多樣性，若僅以產品、過程或任何單一指標觀點來界定，都無法完
整涵蓋組織創新的全貌，因此大多學者傾向採用多元的觀點來定義組織創新，認為組織
創新應包含「技術創新」與「管理創新」兩大構面。

肆、 高齡教育機構的創新經營進化
組織應努力型塑設計一個能有效誘發與激勵創意的「創新機制」（吳思華，2003）。
顯然，創新經營已是教育領域領導者共同的校務方針。組織的適應性學習與創新性學習
等兩種學習型態的差異現象，反映出不同層次的創新經營理念。教育機構的創新經營策
略，也蘊含著進化現象。一方是基於改變的理念，屬於更新式經營(renew)。一方是轉化
的理念，屬於創新的經營(innovate)，如表二。而國內學者吳清山（2004）更認為教育機
構創新經營的內容，應包括：
（一）

特色創新：如發展學校特色，型塑學校獨特文化等等。

（二）

技術創新：如教學、評量、工作方式，資源運用等等改變。

（三）

產品創新：如學生作品、教師教具、教師著作、課程設計等等產品出現。

（四）

服務創新：如行政服務、社區服務、家長服務等等改變。

（五）

流程創新：如教務、學生事務、總務、會計業務處理程序等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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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活動創新：校內、外親、師、生之教學、綜合活動等等。

表2 組織創新經營理念的比較
創新經營的面向
創新方法

創新過程

創新成果

更新式的經營理念

革新式的經營理念

目標取向

跟隨風潮

學校效能

競爭策略

保有口碑

領先群倫

組織結構

既有框架進行

彈性形式追隨成功

創意來源

少數人的發想

組織文化的力量

資源取得

量力而行

行銷開源

思考特質

直線重直思考

水平擴散思考

創新內涵

單一或有限面向

整體面向

持續程度

煙火泡沫人亡政息

深耕易耨精進發展

問題解決

墨守成功的成規

多元顛覆

資料來源：陳聖謨，2004。從更新到革新－談學校創新經營的進化論。現代教育論壇面對新世紀學校創意經營論文集（頁88－96），嘉義市。
從教育領域來看，教育機構中凡屬於教育政策的更迭、教育理論的發展、課程架構
的轉換、教學方法的變更等等均屬於創新的事物（李新鄉，2004）。所以必須體認的是，
教育機構從事創新經營已是時代發展的必要行為，是具挑戰性的任務。故在傳統與創新
銜接之改變歷程與文化形塑上，無論心態、觀念都得有求新求變的體認（吳清山，2004）。
而高齡教育機構若能善用創新經營，是有其實際的價值，相信可使教育機構脫胎換骨，
令人耳目一新，進而建立一所創新的學習環境。
綜上所述，經由這樣一個高齡教育機構的創新經營進化，探究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
營的重要性，可以確認的是：教育機構創新經營實為提升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而「教
育機構創新」運用之策略與作為，說明如下：
（一） 能因應變革需要，彈性調整組織編制。
（二） 建立有利於內外部溝通協調的組織結構。
（三） 增設互動性空間，促進專業對話與分享。
（四） 能依據願景與發展需求，積極推動組織再造。
（五） 建立單一窗口，提供親師生敏捷的服務。

伍、 運用藍海策略，推動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策略
茲引用藍海策略，推動高齡教育機構之創新經營，其說明如下：

一、

重建市場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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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市場邊界重新定義，尋求拓展市場領域之契機。
藍海策略所主張的理念即是『開創無人競爭的市場』，因此，在面對多元教育的環
境以及老化的社會中，高齡教育機構必須以學習者為中心，即時瞭解學習者的需求，並
擴充其學習機會，並以高齡教育市場，積極創新課程，塑造組織發展的特色與價值差異
化。因此，唯有將高齡教育機構的市場作更進一步更精準的定義，讓學習者明白該理念
與其他傳統教育之不同點，並積極行銷市場的商機，以獲得最大的利益。

二、

聚焦願景

願景並非泛泛之言，也不是編造不切實際的藍圖。反之。應將願景聚焦化。
一個沒有願景的組織機構，就如同一艘沒有目的的船，永遠停靠不了岸。願景象徵
著組織未來的圖像，也是引導組織行動的方針，形塑著組織形象的指標，凝聚成員力量
的催化劑。更是組織追求進步並賴以永續發展的憑藉（黃嘉雄，2000）。然而，願景的
建構不宜誇大不實，過於理想主義。願景應以『證據本位』為依歸，領導者或行政人員
透過眼見為憑、觀察入微的方式蒐集、調查、研究、評估與分析，進而讓組織機構的人
員、社區、學習者共同參與擬定教育機構之願景。唯有透過這樣的程序，願景才為組織
成員所共享，成員們才會奉獻能力，力求願景的實現，增加高齡教育機構的創新經營。

三、

超越現有需求

對需求定義應重新審視，不要劃地自限，並且謀求新需求的產生。
身處在少子化以及高齡化的時代，目前的社會凡事皆以消費者為導向，教育機構也
面臨了較以往艱困的處境。在學習者意識高漲的環境下，高齡教育機構不僅要滿足學習
者的需求，更要捷足先登去提前一步瞭解其心中的想法並設法滿足其需求，也才能獲得
認同。因此，教育機構除了不斷的創新經營與管理外，教學者以及行政人員更應明瞭社
會脈動與掌握未來教育趨勢，才能提供正完整更優質的課程服務。

四、

策略次序要正確

策略規劃固然重要，然執行時更講求優先順序，正確的執行策略步驟有助於提高目
標達成效率。
台灣進來積極想要在教育領域上做創新，並且提出許多教育政策，惟策略制訂理論
基礎不成熟，執行面成效不彰，因此，唯有策略循序漸進做創新經營，才是高齡教育機
構做永續經營的最佳方法。教育機構的創新經營應建立在可長可久的基礎上，因此漸進
式創新才是教育機構所應遵循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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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突破組織障礙

突破組織的認知障礙以及資源限制，並挑戰傳統思維。
在推動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會遇到組織內外的抗拒與阻
礙。然為使組織機構更好，必須勇於面對惡劣事實，親身調查組織之劣勢所在，勇於面
對問題真相，突破認知的障礙，尋求改善。在資源方面，可依據組織機構的發展項目之
權重分析，加以分配，減少不必要的浪費。在成人學習方面，高齡教育學習者傾向生活
中心、任務中心及問題導向的學習，著重立即應用取向的學習，因此，高齡教育機構必
須能清楚的瞭解學習者的學系特性，加以創新課程。在整體方面，為求維繫組織的優勢
地位，領導者或是行政人員，可以試著與成人溝通創新理念已達成共識，並改變成員的
心智模式以轉化其對創新的認知，同時可以藉由藍海策略所提出的『引爆點領導』讓組
織成員持有某種信念之力量達到極大值，並將之引爆，推動其構想，迅速改變組織環境，
以孕育創新的組織文化。

六、

把執行納入策略

『沒有策略的執行是盲的，沒有執行的策略是空的。』因此，執行就是讓創新實現
的關鍵。克服組織障礙是執行策略中重要過程，但是，最後組織仍舊要設法啟動最根本
的行動基礎，也就是組織內部人員的態度和行為。建立具彼此信任、有使命感的組織文
化，激勵大家衷心支持組織的決策（王炤喬，2006）。
後面二大原則尤為重要。因為人通常不願意去接受改變，且缺乏執行力。當新的想
法及策略出來以後，如何去與內部人員溝通及參與，最後克服介於目前的做法及未來的
做法的中間障礙。藍海策略一再強調的全新商場勝出邏輯，經營者不應該把競爭當做標
竿，而是要超越競爭，開創自己的藍海商機。
綜上所述，高齡教育機構在運用藍海策略推動創新經營層面的作為，其高齡教育機
構發展的趨勢如下：
（一）因應時代人口老化的趨勢，發展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願景
高齡教育機構創新經營願景，需植基於學校環境、社區需求、社會變遷和時代
潮流，教育機構關鍵核心能力，強化高齡教育機構之改革與創新，包括建立組織願景、
落實本位管理與建構學習型組織，加強團隊的建構與運作、行銷策略與資訊科技的運
用、強化核心價值與能力等，以謀求教師、家長、行政人員的共同合作。
（二）創造藍海等於塑造品牌
創造藍海在許多時候就等於創造品牌。在面對多元的教育管道時，無庸地我們必須
將高齡教育機構價值主張等，清楚地與其他競爭者間劃出一道無形的邊界。換句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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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塑造出成功的品牌，就等於開創了「無競爭者」的市場，是實現了藍海策略。因
此，高齡教育機構唯有積極主張價值創新，與組織內部人員一起參與共同願景的決策，
相信，必能夠建構一個適應未來人口老化趨勢的教育機構，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藍海。
（三）因應學習者的需求，創新多元課程
學習者學習型態可區分為正規學習、非正規學習及非正式學習，而高齡教育機構必
須妥善規劃安排與整合三種學習型態，促使組織成員均能時時處處在組織中安然學習。
同時教學者應以學習者為教學主體，積極參與專業社群，終身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同
儕間應彼此支持、彼此學習，學習內容與方式應切合學習者的個別差異。
（四）建立教育夥伴關係
學習者參與教育機構為創新經營特色之一。未來，應進一步整合社會、公益團體相
關資源，建立高齡教育機構夥伴關係，使高齡教育機構能獲得充分的社區資源與經費支
援，達到高齡教育機構社區化的理想。

陸、 結語
藍海策略使我們瞭解四點，即「不好的要消去、會減分的要降低、會加分的要提升、
要創造別人沒有的」
，我們可以運用藍海策略檢討高齡教育機構，找出需要消去、降低、
提升、創造的地方，然後畫出新的價值曲線。藍海四略為消除、降低、提升與創造，消
除策略發現高齡教育機構的劣勢局面輔以內部流程的改造如ＳＯＰ的標準化作業流
程、電腦資訊化的應用等；降低策略中了解威脅點的存在事實，輔以財務機制的規劃，
如自籌財源、開放校園停車、高齡教育計畫等；提升策略中，發展高齡教育機構優勢局
面，促進組織內部成員的專業成長，輔以學習型組織的運作，以知識管理提升個人知能，
發揮教育機構優勢智慧資本功能；創造策略中探詢高齡教育的發展、創新價值的機會，
以教育領域的各種條件為基礎，創造出學習者新的需求價值。藍海策略強調以價值創新
開闢另一個天空，對高齡教育機構而言無庸置疑是一種啟發，領導者或是行政人員若能
以此思維作為新的教育發展方向，以培養豐富創造力為教育目標，這樣相信學習者可以
以較前瞻視野去規劃並培養能力在未來環境中繼續學習。
在面對高齡化的社會中，高齡教育機構不得不面對時代潮流，然若能以藍海策略為
理念，進行價值創新，改革高齡教育機構的整體，而教育機構創新經營的績效彰顯，才
能激發成員創新的意願與向心力，兩者相輔相成。如此，持續不斷的創新過程中，高齡
教育機構的品質也無形中提升，而學習者則為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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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資源整合方案：建構老人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
梁芷瑄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副研究員

摘

要

此研究目的希望從網路資源整合的方向，彙整及分析台灣現有的有關高齡者的資
源，提出一個以高齡者為中心並考量因老化所引起的生理、心理與認知的改變於網站設
計上；收集與高齡服務相關的資訊，包含社會福利服務、醫療保健、經濟安全、居住安
養、社會參與、教育與學習活動、休閒等面向的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希望藉著「由下
而上」的方法將地方、公/私立團體機構、至中央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加以串聯，進行跨業
整合以建立之資訊服務平台。最後並透過推廣與教學，鼓勵高齡者主動利用網路擷取與
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增加社會參與的機會，培養其獨立自主的能力。不但能落實
政府推行在地老化的目標，更希望能藉由營造高齡者友善的網路空間，深化資訊應用以
及普及資訊應用，以因應資訊社會高齡潮的挑戰。
關鍵詞：高齡資源整合、高齡學習、高齡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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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integration project: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older adults

Abstract
Inspired by the latest Senior Educ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the author suggested an
urgent need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older adults in
Taiwan.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e-resources analysis and integration, the platform which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social welfare, medical and geriatric health care, finances,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participatio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programs, leisure activities, etc.,
serves as a guide to available resources for older adul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proposed
platform will be a large database, which connects services provided by local networks,
public/private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eamlessly integrates
multi-senior-related industries. Finally, through continuou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older adults a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finding information close to their lives, to get
more involved, and to be active and independent. By building an older adult-friendly online
space, deepening their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we can fully realize the benefi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is aging trend.
Keywords: Senior resources integration, Elder learning, Ag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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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與問題分析
隨著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與醫療水準的提升，高齡人口的自然增加，已成為世界先
進國家的共同趨勢。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6) 的統計，我國至 2007 年 2 月底， 65 歲
以上的老年人口已達 229 萬人，占總人口數的 10.04%，平均每 10 個人口中就有一個是
老人 。事實上，若以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社會指標 (即老年人口總數達全
國總人口數的 14%以上) 為依據，台灣在未來 10 年內，將從高齡化社會邁入高齡社會，
其人口老化過程之速度遠超過法國、瑞典、英美等先進國家 (行政院經建會，2006)。這
數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相較於歐美先進等國有長達 50 年至 100 年的老化準備期，台
灣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在相關政策上做沙盤推演，也沒有充裕精力與人力可以運用在嘗試
錯誤學習中。而我們目前能做的是參考各國經驗 (如日本、義大利、美國等)，並針對我
國國情，在政策上做前瞻性的思考與訂定相對應的配套措施。
近年來，台灣因高齡少子化對社會在政治、經濟、醫療、教育及家庭上所造成的衝
擊，受到愈來愈多的關注。以 1997 年修正過的老人福利法為例，及陸續修訂完成的相
關子法與施行細則，條文著重在老人年齡及福利措施之界定，老人津貼、年金、住宅、
保護等需求之規劃以及專責人力等。而 2006 年修正後的人口政策綱領，在因應高齡化
社會結構也強調建構完善老年經濟安全體系及老人照顧服務體系 (內政部戶役政，無日
期)。最近行政院通過的「大溫暖社會福利套案」中的旗艦計畫─「長期照顧 10 年計畫」，
預計 10 年內投入 817 億 3566 萬元預算，建構國內長期照顧制度。這是行政院因應高齡
化社會來臨，除國民年金外，最龐大的社會福利計畫。希望藉著建立穩健長期的照顧財
務制度，讓比重日益攀高的老年人口獲得良好的照顧，也可以創造大量的就業機會 (行
政院，2006)。仔細觀察這些老人社會政策，我們不難發現其大體上是從福利服務、醫
療照顧與保護的觀點出發，此種從被動思惟出發的觀點，無形中塑造了高齡者無助、等
待幫助的形象，甚者亦可能加深一般大眾對老人歧視的意識形態。
高齡者的照顧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而將老人政策狹義訂為照護安養政策，就顯得
目光短淺，忽略了未來社會發展的趨勢，以及錯失了將老年人口發展為寶貴的人力資源
的機會。儘管政府決策單位全力挽救現有的退休金制度、敬老津貼及國民年金的同時，
但我們都非常清楚從長遠的角度來看，只要健康許可，以後大家必須工作到 70 歲左右。
眼下我們所觀察到國人提前退休的熱潮，由平均 63 歲降至 56 歲，實因政府退休政策不
穩定、五五專案之鼓勵，及退休後收入不減等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但其終究會隨著政
府未來對退休政策與雇用制度的檢討而逐漸退燒。我們到底還是會追隨多數先進國家一
樣，為維持勞動力，而延後退休的法定年齡。近幾年多數的 OECD 國家選擇從提高退休
年金給付年齡著手，做為人口老化、勞動力供給問題的政策方向，且也略見成效 (行政
院經建會，2003)。以美國為例，從 2002 年起即逐年展延 65 歲的社會保險年齡，一年
延長一個月，並且從勞動人力著眼，逐步廢除屆齡退休的規定。因此我們可以預期未來
中高齡 (55-64 歲) 之技職訓練或高齡準備教育，讓他們可以提早規劃退休的生活；在初
老階段 (65-74 歲) 的再就業或彈性就業教育、中老 (75-84 歲) 及老老階段 (8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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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休與社會公益教育的強大需求與市場，開創高齡教育領域的新契機。
大體而言，台灣大多數的高齡者，退休或未退休，其不論在身理上的保健或是心理
上的安適 (well-being) 程度均維持在極佳的狀況。所以社會若能提供足夠機會，讓有能
力及意願的高齡人口憑著豐富的經驗、人脈和能力，繼續參與社會事務，充分實踐「老
有所為」
、
「老有所用」的精神，邁向真正具有公益與經濟效益的社會。然而當我們仔細
審視高齡社會的挑戰時，我們很難去忽略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高齡者生活的影響。尤其在全球邁向資訊化經濟
的過程中，不管是國家政策方針或是社會人口結構轉型，均與 ICT 的變革與發展息息相
關。當網際網路成為資訊分享與傳遞最主要的載具時，資訊經過個人有目的地整理後形
成知識，擁有知識就擁有力量。也就是說，運用 ICT 獲取知識，已成為塑造知識經濟時
代所需人力資源的先決條件之ㄧ。因此，在思考高齡教育的推廣與落實時，我們應把學
習資源、資訊和機會，在最容易接觸到的空間與時間，以各種方式提供給高齡者；鼓勵
高齡者主動投入學習並適應新科技，以獲得更多的自我控制感與價值感，使其在資訊社
會中獲得更優質的生活，則是未來研究的重要課題。
ICT 的力量與發展，不但為教育提供了有別於傳統教學方式的新平台; 資訊生活
化，也使得高齡者接觸或學習各種不同的 ICT 技能成為不可避免的趨勢。越來越多的研
究結果打破傳統高齡者不能或不願意學習的刻版印象 (黃富順，2004；Fisher and Wolf,
1998; Hiemstra, 1994; Lamdin and Fugate, 1997; Schaie and Willis, 2002)，他們也不若外界
想像的排斥新科技 (Zimmer and Chappell, 1999)，諸多迷思絕大部分實源於對高齡者的
學習型態與障礙的不了解。從目前高齡者與 ICT 的應用研究中可發現，大多數的研究可
歸為兩大方向。其一主要是以電腦與網路為主的研究，又可細分為 1) 基本的電腦與網
路技能的訓練及其對生活滿意度、生活品質與安適狀況的影響 (林迪意 & 莊明諺，
2004；林恒毅、葉坤成，2004；Charness, and Holley, 2002; Dorin, 2007; Hawthorn, 2000;
Sergist, 2004; Slegers, van Boxtel, and Jolles, 2007; White, McConnell, Clipp, Bynum,
Teague, Navas, Craven, & Halbrecht, 1999)；2) 數位科技融入高齡學習活動之應用，探討
資訊科技在老人教學上的應用、課程設計、學習環境的建構、有效的學習策略和方法 (林
勤敏，2002；曾琳雲，2004；Boulton-Lewis, Buys, Lovie-Kitchin, Barnett, & David, 2007;
Liang, 2006, Reich and Scheuermann, 2006; Snyder, 2002)。第二大類則是其他資訊或家電
產品 (如 RFID、GPS、ZigBee、數位電視、數位相機、手機、微波爐等) 的應用於高齡
者本身及高齡相關產業，這類的研究主要著重於人機介面與設計的原則及在醫療健康與
安全照護環境產業中軟、硬體系統之研發 (林子傑、梁朝雲，2005；曾建榮，2006；謝
承志、李傳房，2004)。這表示了在建構知識經濟、資訊化社會的過程中，產官學界對
加強高齡者與 ICT 的適應與推廣，尤其是對電腦與網路技能的學習，投入相當多的努
力，也漸收成效。
事實上，在過去三年間，高齡者的數位應用能力的確是有提升的趨勢；50 歲以上民
眾的電腦使用率從 52%增加為 57%，網路使用率也從 38%增加至 42% (行政院研考會，
2006)。而他們最常從事的活動以收發電子郵件為首，其次則是上網查看與自身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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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有興趣的內容。但只要稍稍調查一下台灣當前的網頁，我們不難發現多數的網頁
設計傾向華麗繁複，造成資訊的讀取困擾；亦或是字體太小或是字體及底色的配色讓人
難以閱讀；更重要的是，很多與老人相關的網站內容貧乏，或僅提供片段的資訊或服務。
這些缺失不但造成資訊資源的不流通，讓現有的資源無法發揮其最大的效用；並讓高齡
者無法像大多數的年輕人一樣享受資訊科技帶來的便利，所需的資訊也不若外界所形容
的在彈指之間就能取得，加深高齡者對接觸電腦與網路的挫折感或甚是恐懼的心態。不
但抑制高齡者的學習熱情，減少對資訊社會參與的機會，也間接地加深數位落差的鴻溝。

貳、研究目標
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站在高齡者的角度來規劃一個無論在網頁內容上或是網站設
計上，均符合他們的需求的網路平台。從網路資源整合的方向，彙整及分析台灣現有的
有關高齡者的資源，建構一個以高齡者為中心 (older adult-centered)，輔以多元且詳實的
資料內容，並以服務導向架構為發展目標的資訊平台。
計劃完成後的資訊服務平台將是一統合性大型資料庫。其廣度將含概台灣 23 縣市，
再以各縣市行政區細分將現有有關高齡者的資源予以彙整，讓銀髮族可以輕易的取得並
利用就近的服務資源。一方面使現有的資源得到最大化的利用，希望以「在地」的服務
滿足「在地人」的需求，讓需求的老年人口能延長留在家庭與社區的時間，保有尊嚴而
獨立自主的生活；另一方面藉此刺激當地與老化相關產業，試圖將老人服務工作與社區
營造結合，促使社區產業活化與資源的區域衡平發展；也是在地照顧、在地老化的雙重
實踐。
第二，此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的內容將包含與高齡者生活息息相關的實用資訊；從
社會福利服務、醫療保健 (ex.,自我診斷、新知、互助團體/基金會等)、經濟安全、居住
安養、社會參與、到教育與休閒等面向。希望藉著「由下而上」的方法將地方、公/私立
團體機構、至中央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加以串聯，進行跨業整合，解決在資源運用上重複
與缺乏相互交流之情事，使資源達到有效運用並利相關資源之統籌。以期達成政策措
施、資訊科技與實體生活一體化之目標。
最後，了解高齡者因老化在運動、知覺、認知的影響，此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的另
一考量重點則放在網站的界面設計。因老化所引起的生理、心理與認知的改變，使得高
齡者接受訊息與學習的情境安排及考量與一般年輕人的偏好有明顯的不同。因此，了解
高齡者對電腦操作與網頁瀏覽所遇到的困難點及其使用需求，從網站內容整合與界面設
計上改變以適應老化的現象，不但可讓已有基本電腦技巧的高齡者能更便利、更有效率
的獲取所需資訊，也可因操作此資訊服務平台的門檻降低，激發高齡者的學習動機與興
趣，吸引更多的高齡上網族群。正是所謂的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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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建置方法
由於此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的架構，不論是在廣度 (23 縣市) 或是深度 (跨業服務
整合)上，都需要長時間的投入金錢與人力，因此建議應把此平台視為公共財，作為未
來國家高齡事業發展中心之基礎公共建設。而在規劃的初期以建立「入口網站」，網站
以中文呈現，輔以中文、台語發音 (未來還可加入客家話)。並先選擇某一縣市為主，建
立目錄架構，為其他後續城市的藍本。
在此先以台北市為例，略加論述，期能更清楚的描繪出此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之雛
型。目前北市 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約佔全市人口的 11.39%，高於全國平均的平均值，
且獨居老人的增加，預算卻沒有增加的情況下，更需積極的整合其現有的軟硬體設施與
服務，使其發揮最大效用，讓城市生活對銀髮族更友善；再加上台北市為首善之區，易
收見杆立影之效，更易於日後的推廣工作。
首先，將台北市以行政區劃分，北投、士林、內湖、松山、南港、信義、大安、中
正、萬華、文山區共 10 個區塊，每一區塊再以服務面向加以細分，包括社會福利服務 (ex.,
現行法規、敬老優待、餐飲服務等)、醫療保健 (ex., 自我診斷、健康保養新知、互助團
體/基金會等)、經濟安全 (ex., 年金、退休金、及保險規劃、財務管理、財產信託等)、
居住安養 (ex., 居家與日間照護、公私立安養機構、居家環境改善、善終關懷與安養等)、
社會參與 (ex., 志願服務、再就業機會、社區活動等)、學習與教育 (ex.,學習活動與機
會、機構或組織、讀書會、圖書館服務等)、休閒娛樂 (ex.,文康活動、旅遊、運動等)。
重要的是讓使用者不但能用關鍵字或詞彙表搜尋，也能用資源與所須服務項目搜尋，甚
至可用郵遞區碼直接查詢其所在地區的各項資源。
當然，所有新事物在推廣初期一定會引起疑慮，甚至造成隔閡，因此適度的訓練是
非常重要的。除了在建置網站的前置階段時，廣泛搜集各界意見；在建置的過程中，邀
請有意願高齡者實際操作網站，作為改善本平台運作之參考。並在完成階段性目標後，
針對此平台的特色與優勢，設計一套高齡者訓練課程，避免將一般年輕在學學生所擁有
的電腦教學模式加諸於高齡學習者身上。最後，在於各地的社區活動中心、老人會、社
教館、圖書館、社區大學等所開辦的老人電腦與網路學習課堂中，推廣此綜合性資訊服
務平台。

肆、預期效益與結論
老化如同社會化，都是個體發展的終身歷程，在我們面臨高齡化社會現象與進入終
身學習社會的時代，高齡者的學習和教育就顯得格外的重要，尤其在這個強調知識經濟
的資訊化社會裡，學習與教育已不再是年輕人的專利。因此，面對人口結構的急速轉型，
決策單位更應從高齡教育及再就業等積極的層面著眼，兼顧社會文化及老人角色轉變的
雙重需求，並配合資通訊科技的發展，提供高齡者多元學習與社會參與的機會，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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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學習與社區發展的結合；且在中年世代間推行退休前生活教育，實施代間教育，尤
為當務之急。
比起日本與歐盟各國，台灣對「抗老」的警覺性與積極性都不夠。此計畫所建構之
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將是台灣第一個以高齡者為中心所設計的整合型資料庫，依服務性
質分類，並更進一步以各縣市行政區將現有的資源予以彙整，解決跨業資訊系統間之互
通與資訊共享問題。鼓勵高齡者主動利用網路擷取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增加社
會參與的機會，培養其獨立自主的能力。不但能落實政府推行在地老化 (aging in place)
的目標，更希望能藉由營造高齡者友善 (older adult-friendly) 的網路空間，深化資訊應
用以及普及資訊應用，以因應資訊社會高齡潮的挑戰。最後，此綜合性資訊服務平台的
成果，也可以提供未來產官學研各界較正確完整之系統資料，作為研究或推動產業發展
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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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關懷據點」觀點論高齡在宅服務之學習輸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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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內政部（2006）資料顯示，截至 2006 年 6 月底之獨居老人，全台計有近五萬
人，占老年人口之 2.1％，其中屬於中低及低收入戶者占 27.7％，榮民占 16.9％，一般
老人占 55.3％。基於這些相對弱勢的高齡者族群，本文試從歐洲福利國家瑞典與法國經
驗，加以借鏡並探討其實際推行的社區關懷及學習之現況。此外，在台灣經驗中，行政
院於 1995 年核定之「建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用以促進老年晚年之人際交流、
身心健康，亟須於社區推展「老人社區日間照顧服務」、「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兩業務，
拓增服務點以促進居家及社區養老老人之福祉。在宅服務的模式首重在社會福利層面的
推行，因此，本文試從社會福利工作及實務領域秉持的服務整合（service integration）
理念，並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切入，探討高齡者在宅服務的學習輸送之可行性。期
盼在宅服務的學習輸送觀點，能夠讓在地高齡者互相支持與學習，實踐健康且知性的在
地生活。筆者不揣淺陋提出相關建議，以期建立多角化之高齡者服務的學習系統；整合
人力、財力、物力與知識技術資源；廣納與匯集顧問專家；完備志工訓練與篩選機制等
網絡互相連結（linkages）之面向，希冀透過相關高齡者教育規劃者，推動其在宅服務
之學習輸送策略，將學習的契機散佈在陽光灑落不到的地方。
關鍵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宅服務、學習輸送、服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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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發現：台灣迄至 2007 年 2 月，65 歲以上老年人口已達
2.296,368 人，佔總人口的 10.04%。
（內政部，2007）
。另依據行政院經建會 2006 年的推
估，至 2017 年（即十年後）老年人口將達三百十八萬餘人，佔總人口的 13.68％，至 2026
年老年人口估計會有四百七十六萬餘人，佔總人口的 20.63％，即每五人中就有一位是
老年長者（行政院經建會，2006）。從以上資料顯示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
的需求與問題，已成為政府及民間關注的焦點。
在邁向高齡社會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6），清楚指出社區是我們賴以
生存、休戚與共的地方；社區意識抬頭的這些年，無論是政府或是民間團體，其施予福
利服務之處多由此出發。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例，內政部分三年規劃設置 2000
個關懷據點，乃欲結合有意願的社會團體與據點的設置，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提供老
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並以適當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飲服務或辦理健
康促進活動；以期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老人留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同時亦提供
家庭照顧者適當的喘息服務，以預防長期照顧問題惡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
白宮老年會議在 1981 年提出，老年生活中大部分的問題—經濟安全、身心健康、
社會福祉—都可以透過教育使老人具備應付的能力而加以有效解決。教育是我們在處理
老人基本需求時，常被忽略的必要工作（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1981）
。有鑑
於此，高齡者教育與學習是其自身適應社會及生活最佳的方式，不容在服務的輸送中忽
視。本研究試從社會福利面向切入，從兩個照顧服務資源，一是屬於初級預防照顧的「社
區關懷據點」，另一則屬正式照顧服務的「長期照顧管理中心」服務的居家式的服務向
度，連結其在宅服務的學習輸送的觀點。
本研究目的乃藉由「社區關懷據點」的觀念，灌輸在「學習－服務整合」的理念方
向，使學習的輸送方式，由既定的機構模式延伸至在宅服務模式，企盼讓地區性的高齡
者擁有學習權的福祉；換言之，執行地方性的相關服務機構，若能彼此資源互相連結
（linkages）
，並有效利用有限的資源，增進機構本身的發展，提供民眾完善且多樣化的
服務，讓學習的概念，達到可親性、可近性的教育理念，透過服務的過程而輸送至每一
戶高齡者的住家。

貳、文獻探討
一、 社區關懷的意義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由有意願的村里辦公處及民間團體參與設置，邀請當地民眾擔
任志工，提供老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並視當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飲
服務或辦理健康促進活動，每個據點均可提供 3 項以上的服務；期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
顧，使老人留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同時亦提供家庭照顧者適當之喘息服務，以預防長
期照顧問題惡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功能（內政部，2006b）。以下就內政部（2006b）
針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相關解釋，分別就其目的、功能、輔導及經營狀況分述如下：
（一）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目的
在人口結構高齡化，平均餘命延長的台灣，老人照顧需求相對增高。社區的照顧問
題已迫在眉睫，除公部門所提供之正式資源外，開發非正式的社會資源，更可強化社區
照顧的能力。期望以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參與之精神，鼓勵更多的民間團體設置關懷據
點，提供在地的初級預防照顧服務。為了讓社區老人可以就近的獲得照顧服務，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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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 年規劃設置 2000 個關懷據點，未來希望建立一個普及化的照顧服務網絡及社區居
民關懷互助的健康社區。
（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功能
透過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針對平日較少出門或失能的長者，關懷據點亦可以主
動出擊方式，提供社區老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等服務；關懷據點的設置，
不但是讓長輩在社區中也有一個家，透過各項服務的提供，讓社區的感覺更加溫馨、有
人情味。
（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輔導與協助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後，內政部於 2006 年 1 月 9 日頒訂「建立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輔導計畫」，明訂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輔導事項，建立督導機制，協助關懷據點穩定成
長。中央層級部分，內政部 2006 年度已設置北中南東四區輔導團，巡迴輔導各縣市，
另辦理種子教師訓練，及定期召開全國聯繫會報等。縣市政府的輔導工作，則包括每月
訪視轄內各關懷據點，協助據點推動各項服務，另每季辦理關懷據點聯繫會報，建立橫
向溝通平台及評估營運績效等。
透過輔導機制的落實，可強化人才培育，增進縱向與橫向的聯繫，並可即時處理關
懷據點的相關問題，使各據點在設置後，仍可獲得持續性的輔導與協助。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與相關照顧服務資源的連結，則可參閱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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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相關照顧服務資源關係圖
資料來源：台中縣政府（2006）。建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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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經營理念
建立互助與溫暖的居住環境，讓高齡者能在熟悉的環境，與親人、鄰居、老朋友一
起而做做活動、互相關心、分享生命的經驗，是積極想營造的共生關係及利於老人居住
的健康環境。內政部針對參與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民間團體，補助開辦費、業務費
等相關經費，期望在民間團體主事者關懷老人、服務老人的理念下，鼓勵志工熱情無輟
的參與，同時也充分結合與開發社區各種人力、物力資源，以回饋社區。另藉由對服務
使用者酌收部分經費或材料費用等作法，逐步規劃關懷據點之財務管理機制，以期在政
府階段性補助後，能逐漸走上自給自足，永續提供社區老人照顧服務。
綜上所示，政府設置關懷據點的目的主要是關懷長輩，提供長輩一個有健康活動的
安全場所，並透過關懷據點的主動性服務功能，將服務送至每個需要服務的高齡者家
中。自 2005 年起，政府推動社區關懷據點以邁向第三年，目前 2007 年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的分布各鄉村里的涵蓋率約 5%-25%。以台北縣設置 133 的據點最多，其次是台南縣
設置 74 個據點，再者是桃園縣 66 個據點，彰化縣及南投縣 65 個據點。各縣市的設置
據點數如表一所示。
表一：2007 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總表
縣市
據點數
志工人數
2007 據點達成率 村里涵蓋率
臺北市
51 個
1409 人
27%
11%
高雄市
48 個
1159 人
42%
10%
臺北縣
133 個
4482 人
53%
12%
宜蘭縣
37 個
881 人
67%
14%
桃園縣
66 個
2072 人
53%
13%
新竹縣
23 個
422 人
51%
13%
苗栗縣
14 個
309 人
22%
5%
臺中縣
63 個
4999 人
57%
16%
彰化縣
65 個
2038 人
46%
11%
南投縣
65 個
1100 人
100%
25%
雲林縣
24 個
719 人
25%
6%
嘉義縣
25 個
715 人
31%
7%
臺南縣
74 個
2094 人
57%
14%
高雄縣
57 個
1194 人
52%
12%
屏東縣
57 個
935 人
54%
12%
臺東縣
35 個
339 人
100%
24%
花蓮縣
18 個
239 人
45%
9%
澎湖縣
13 個
158 人
65%
13%
基隆市
22 個
319 人
55%
14%
新竹市
21 個
505 人
70%
16%
臺中市
34 個
1271 人
57%
15%
嘉義市
10 個
158 人
40%
9%
臺南市
33 個
996 人
55%
14%
金門縣
4個
146 人
40%
11%
連江縣
1個
15 人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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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http://sowf.moi.gov.tw/care/t7x.asp
（匯表時間：2007/3/27)

二、 高齡者在宅服務（Homemaker Service）的意義
目前世界上許多「高齡化社會」國家，已逐漸將老人照護走向「生活正常化」與
「服務社區化」兩大重點，希望老人能盡量居住於自己熟悉之環境中，減少不必要之安
置機構，而為落實「家庭化、社會化」原則，居家服務為當前應極力推展之福利措施，
內政部現已透過獎助及委託方式辦理各種老人社區照顧服務，如老人在宅服務、老人營
養午餐、改善老人住宅、老人日託服務等，但截至目前，實際利用者仍屬少數，因此政
府應更積極推廣居家服務，符合「就地安置」
、
「就地老化」之原則，使社區中需要居家
生活照顧者，均能獲得適切之照顧服務，老人能於家庭中頤養天年，發揮我國固有傳統
孝道(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01)。
根據台灣老人福利法(2007)第十六條，明示老人照顧服務應依全人照顧、在地老化
及多元連續服務原則規劃辦理。第十八條亦指出，為提高家庭照顧老人之意願及能力，
提升老人在社區生活之自主性，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行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
列社區式服務，包括了家庭托顧服務、教育服務。有鑑於此，創世社會福利基金會自 1995
年試辦「失智老人之家」，針對需要者提供人性化、家庭式且專業的照顧，期能減緩失
智症的惡化；並於 2000 年 5 月推動「老人到宅服務」
，至長輩家中關懷訪視，提供家務
服務、日常生活協助、臨時替代照顧、陪診等相關服務。
依照行政院衛生署的定義，長期照護的服務方式，依支援單位提供的資源不同，
分為：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式。而在居家式的服務方式中，分為三類，分別為家庭
照護、居家服務及居家照護(陳晶瑩，2003)。在此所指的居家服務，亦稱為在宅服務，
指社政單位對低收入戶提供日常生活的照顧服務。因此，高齡者的在宅服務源自於社
會工作的實務，其意涵則是為獨居老人打掃室內外的居家環境及各項服務為主要服務項
目。
綜上所述，高齡者在地服務乃是以福利的觀點出發，其弱勢的對象為主，透過居家
式的服務方式，符合「就地安置」
、
「就地老化」之原則，讓高齡者不必出門就能夠享有
照顧的福利。高齡者在地服務的服務項目，仍以福利服務為主，以期營造一個日常生活
的照顧服務之輸送。

三、國外在宅服務之學習策略的相關文獻
各國的高齡者相關社會福利政策，乃依不同國別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因素而有所
不同，但是，針對在落實福利策略的核心價值中，仍以在地老化及適應為推展理念。以
下就瑞典、法國兩國相關策略分述如下：
（一）瑞典高齡在宅服務之相關策略
瑞典的老人福利身受人口、經濟及社會因素變動的影響，不外乎高齡人口增加，獨
居老人增加及照顧人手缺乏；因此，瑞典老人福利乃基於五項原則，包括：生活於熟悉
環境、總和的因應對策、尊重老人意願、參與社會活動及提倡休閒。在高齡者照顧方面，
瑞典乃依據 1982 年所制定的社會福利法，將基本的社會福利供應並委由 286 個鄉、鎮
地方政府辦理，提供照顧服務的基本單位。
瑞典最早開始讓他們的老者回到家庭與社區中，把照顧的資源提供到家庭或社區
中，按老人不同需求，提供不同服務。例如行動不便的獨居老人，就幫他購物；糖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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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不方便上醫院的老人，就由護理人員到家裡幫他打針，大量減少機構的床位。此外，
瑞典的社會福利、除了所得保險、醫療保障、社會服務等措施之外，也將家庭政策及教
育等範疇，廣泛的加以納入，深具特色（江亮演等，2006）。
（二）法國高齡在宅服務之相關策略
法國社會安全基於法制化概念，具體的福利措施來看，在老人福利方面，為保障高
齡者的生活水準，採所得政策以維護最低生活保障，並從事老人生活環境的改善與充
實，提供老人在宅服務等措施。法國高齡者的在宅服務，近十年來快速的發展，內容包
括在宅協助服務、送餐飲、緊急通報、住宅改善、增進休閒服務、戒護及看護等服務項
目（江亮演等，2006）。
法國政府為促進高齡者能夠過著自力的生活與參與社會活動，在福利服務的措施
上，則設計提供義務服務及志願服務。其服務內容包括以下幾項（江亮演等，2006）：
1.參與社會文化生活的服務：獎勵高齡者俱樂部的成立，並設計
讓不同年齡世代從事交流，相互學習。

新的活動內容，試圖

2.資訊與預防的服務：為確實掌握高齡者在生活所面臨的困境並加以解決，亟需提供正
確資訊。並提供面臨退休之際的人員，心理所出現變化的資料、購物情報、營養諮詢
等事宜。
3.休閒的服務：提供透過運動與運動治療法的身體活動，以及老人大學與透過觀賞戲劇、
學習國外語言的文化活動等服務。
4.生活援助服務：為紓解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困難，在許多場所設置電話諮詢服務，以及
家庭協助服務。
以上瑞典及法國在宅服務的內容中，除了規定的服務項目外，亦增加了學習的概念
在其中，透過服務的過程，將諮商、諮詢及學習活動輸送至高齡者身上。

參、高齡者在宅服務之學習需求與限制
隨著社會變遷，醫療科技的提昇，呈現壽命延長及人口老化的現象，然而，在延後
退休及退休後生活期間，社會對老人照護人力的分配及孤立老人的問題，除了增進相關
老人福利措施之外，提供老人終身學習的管道與機會，更是刻不容緩。根據台灣老人福
利法（2007）第十八條亦指出，為提高家庭照顧老人之意願及能力，提升老人在社區生
活之自主性，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行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列社區式服務，其
中兩項服務便提到家庭托顧服務、教育服務的重要。
順應高齡化社會的需求下，教育的觀點應該延伸至高齡學習者，除了給予健康高齡
者擁有機構式的學習環境，更不容忽視長期待在家裡的高齡者，這些高齡者往往較為弱
勢，需要社會福利政策的介入。為落實讓所有高齡者皆能夠擁有終身學習的機會，針對
以「社區關懷據點」為出發，接受在宅服務的高齡者而言，其學習需求是否有其需求？
其限制又為如何？以下分別就高齡者之居住型態、高齡者之起居生活、高齡者未來老年
生涯規劃及期望、在宅服務資源受限探討之。

一、高齡者之居住型態
根據內政部 2005 年老人生活狀況調查發現，65 歲以上老人認為理想的居住方式以
「與子女同住(含配偶、子女配偶及孫子女)」者占 59.95%最多，教育程度愈高者想與子
女同住比例愈低，「僅與配偶同住」者占 20.01%居次，「獨居」者占 11.32%再次之。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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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前實際居住狀況比較，目前未與子女同住但想和子女同住者約有四分之一。（內政
部，2006a）。
就以上文獻所示，獨居老人的人口佔 11.32%，亦代表在總老年人口數中，約有
259,948 人。在這將近三十萬的獨居老人人口，等同於政府福利政策的既定受益者。然
而，政府所實行的福利政策，重視其生活上的支持與協助，卻忽視這群高齡者的學習權。
因此，就居住型態而言，高齡者晚年喜歡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並獲得妥善的照
顧，政府除了積極推動老人居家服務，讓長者不需離家便能獲得照顧外，更可藉由服務
過程，提供學習與教育的機會，讓這些接受在宅服務的高齡者，亦能充實自我。

二、高齡者之起居生活
根據內政部老人狀況調查結果摘要分析指出，65歲以上老人近一成三自理日常起居活動有
困難，其主要照顧者為配偶、子女或媳婿合占40%，為外籍或本國看護工合占18%，為機構、居
家服務員(含志工)合占9%，惟無人可協助而須自我照顧者近三成。就高齡者獨自活動能力而言
，這些老人日常生活無法獨自完成之活動，以外出搭車占22.81%最多，上街購物占18.03%居次
，外出散步占14.46%再次之(內政部，2006a)。
由上數據所示，高齡者在生活起居上約有1.3%自理日常起居活動產生困難，甚至連外出都
成問題，因此，他們需要依賴家人或看護等來協助完成生活起居的活動。當政府以在宅服務的
福利方式加以處遇，確實能提供這些高齡者及其家人協助。然而，這在宅服務僅止於外在的協
助，並非能夠真正解決這些無法出門的高齡者。行動不便的高齡者並非即代表智力上受限制，
因此，除了給予家人及看護在社會上的支持外，應該更引發起照顧者及接受照顧者皆能藉由學
習的過程，提高自我在照護上的技能，並讓自己成為使能者。

三、高齡者未來老年生涯規劃及期望
根據2005年老人生活狀況調查發現，50~64歲國民對未來老年生涯已有規劃者僅
18%，而不論是50~64歲國民或65歲以上老人對老年生活之期望大致相同，前三項期望
依序為「身體健康」、「能與家人團圓和樂」及「經濟來源無虞」。這些65歲以上高齡
者期望的老年生活，則以身體健康者占36.33%最多，能與家人團圓和樂者占30.98%。然
而，這些高齡者對未來生活最擔心的問題，則以自己的健康占24.35%最多，經濟來源占
15.52%居次，自己生病(失能、失智)之照顧占10.61%再次之。(內政部，2006a)。
就以上文獻可發現，高齡者在規劃自己的生涯中，希望擁有健康的身體狀況並與家
人團圓和樂，此觀點則可藉由在宅服務加以切入，讓高齡者能夠實踐其規劃，此外，更
希望維持身體健康良好，並有穩當的經濟來源，而這兩個期望與規劃，可藉由學習來解
決，藉由教導如何維持健康身體的知識，並教導如何管理財務，以達到良好的管理。

四、在宅服務資源受限
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理事長林麗嬋表示，人皆有親情的需求，但對於失親、家庭
無力照顧者而言，機構式的長期照顧是必要之惡，大多數民眾偏好的是留在社區，在宅
終老，不過有家庭概念的社區式、居家式的照顧，例如日間照顧、臨託、喘息、送餐等
資源相當有限（台灣新生報，2006）。其原因可能是人力、物力、財力等資源沒有獲至
最適整合，導致資源分散而稀釋。
然而以 2005 年為例，若未含直接發給的敬老福利生活津貼，內政部編列老人福利
措施預算即佔社會福利總經費 22%，較 2004 年成長 3%（內政部社會司，2005）。由上
述文獻可發現，政府編列預算在高齡者福利措施，有逐年提高，但高齡者雖然樂於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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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式的照顧，然而，在資源的整合與輸送中，仍產生實務上的困難。其原因可能是政
府在服務輸送的過程中，無論是政府相關機構或是民間委辦機構，尚未有確切的整合及
評鑑機制。因此，在資源分配上，不難發現福利的面向，仍僅在外在的協助，較無與諮
商、教育加以整合，因而無法實際達成全面性的服務輸送。
綜上所述，發現在宅服務的高齡者，若能提供學習的機會，則他們可更能學會自理、
自助的功能。在學習推動方式中，根據內政部（2003）推動老人福利措施，其中針對教
育福利的實施措施發現，機構式學習為主要推動方式，包括長青學苑、屆齡退休研習活
動及興設老人福利服務（文康活動）中心，結合休閒概念推動高齡者學習。而這些機構
式的學習方式，是適合健康，活潑、外向的高齡者。然而，長期需要在宅服務的高齡者，
相對會喪失學習的權利，因此，透過「社區關懷據點」觀點來引發高齡在宅服務之學習
輸送的討論及重視，時有其必要存在。

肆、高齡者在宅服務之學習輸送策略
本文透過「社區關懷據點」所執行的在宅服務的福利過程中，抽絲剝繭出高齡者在
接受在宅服務的需求上，若結合學習層面的服務，讓高齡者除了享有福利面的支援外，
更能夠擁有啟發自我、增加知識的學習機會。因此，本文藉由兩層面的結合為思考層面，
強調如何有效連結照護端、營運端、系統端、設備端或居家端等所組成的服務網絡，發
展成一個整合式的服務與學習體系，在體系下建構適切的通訊平台或系統，並進行志工
之訓練及流程之改善，以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服務的品質、範圍、效率與學習成效。
準此，茲就「社區關懷據點」發展藍圖，進一步導入「學習輸送」，具體規劃八大操作
策略，期使高齡者成為培力的健康銀髮族。其八大策略分述如下：
策略一、成立整合與多元在宅服務之學習輸送網絡
2005 年提出「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是為促進社區建全多元發展；其中「社福
醫療」面向，首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一詞，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等工作可
以進社區化；另，亦包括：增進國民運動健身觀念，激發民眾對健康的關心與認知，自
發性參與或結合衛生醫療專業性團體，以共同營造健康社區。依此，除了彰顯服務照顧
之重要外，更應提供學習輸送，以利民眾健康認知與意識，於是設計出如圖二所示之兩
組專責而多方整合之單位，型塑整全的服務之學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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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整合與多元在宅服務之學習輸送網絡的可行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繪
（一）規劃理念
由於「社區關懷據點」內容傾向於服務給付，本策略加入「學習輸送」的目的是以
高齡者需求為中心，讓高齡者自主為原則，分成「服務照護組」與「學習輸送組」，成
員囊括專員、志工與顧問專家，預期達成「單一窗口、多元服務」與跨越「被動服務」
和「主動學習」的落差。而針對對象，除了需要長期照護的高齡者之外，尚包括其家屬、
一般民眾、長期照護服務工作專業人員與相關長期照護服務單位等。
（二）實施項目
社區關懷據點在政府單位的輔導與監督下，需有獨立自主空間，並配合社區之「服
務照護」與「學習輸送」需求，進行社區自我診斷工作，以建立、評估在宅服務之學習
輸送網絡過程。在現有基礎上，特別強調「服務－學習」整合為主要執行方式；辦理之
實施項目如下：
1. 辦理資訊與諮詢服務：包括老人保健、醫療、照顧及福利服務等資訊提供，諮詢協商
及疑難問題解答。例如：免費提供各類慢性疾病、醫療保健等藥學手冊；均衡飲食
及疾病期之營養指導；居家照顧方法之諮詢指導等。
2. 辦理長期照護問題協商與照護機構指引服務：包括失智或失能老人的長期照護及 安
養問題協商，或當家屬無法自行照顧時其安置機構之指引轉介服務。例如：提供在
地或鄰近各種安養照護機構名單及收費情況，以為老者及家屬選擇時的參考；提供
居家服務、居家護理的資訊與轉介；與專業人員一起規劃合適家中老者的安養環境
及長期照護計畫。
3. 辦理生活輔具展示與免費借用服務：提供失能老人改善生活功能之輔具展示介紹。這
方面可以提供輔具使用推廣教育與資訊諮詢，或者由專責單位利用回收輔具免費借
用及醫療耗材轉贈服務。
4. 辦理家庭照顧者的支持、喘息服務及教育講習：舉行諸如「支持性團體聯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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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分享、交誼與學習的溝通平台；
「家屬照顧者教育訓練講座」
，由專業人員授課，
使照顧者更具正確的醫護知識與照顧的技巧。
策略二、整合人力、財力、物力與知識技術資源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發現，實因「社區關懷據點」計畫經費有限，加入「學習輸送」
系統後恐分散資源以及人力供需失調；本策略不在於畫餅充飢，消耗龐大公共財或提出
無法執行的設施規模，著眼於投資成本效益的考量，希望透過整合獲致最適功效；一般
而言，通常將資源分為人力、物力、財力與信息四大要素，本策略則強調「知識技術」
的專業層次，並提出九層面、三十項目供為整合指標。其整合要素、層面與項目如表二
所列：
表二 整合要素、層面與項目彙整表
要素
層面
項目
1-1 人員借調
1-2 合辦專業人員在職訓練
1.專業人員
1-3 各組別專業人員成立實務協商平台
1-4 設立專責人員來負責網絡間協調
1-5 舉辦常態性的專業人員聯誼會
人力資源
2-1 建立講師專長資料庫
2.師資
2-2 合聘講師
3-1 聯合招募志工
3-2 共同培訓志工
3.志工
3-3 聯合運用志工
3-4 建立志工人才資料庫
4-1 提撥經費合辦活動
4-2 提辦經費協辦活動
財力資源 4.活動經費
4-3 聯合籌募經費
4-4 聯合編列預算
5-1 設備共購
5.設備
5-2 設備交換
物力資源
5-3 互相支援設備使用
6.活動場地
6-1 互相支援場地使用
7-1 設立在宅服務之學習中心
7.專業諮商輔導 7-2 個案轉介服務
7-3 設立個案諮商輔導團隊
8-1 共同行銷服務與學習活動方案
8-2 建立活動方案的檔案
8.方案規劃
8-3 聯合規劃活動內容
知識技術資源
8-4 聯合評估方案效益
9-1 互相交流服務資訊
9-2 定期召開各組別業務會報
9.服務資訊
9-3 聯合規劃並管理電腦網絡連線系統
9-4 彙整各組別的服務－學習資料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49-

以「社區關懷據點」觀點論高齡在宅服務之學習輸送策略

（一） 要素一：人力資源
人力資源方面分為「專業人員」
、
「師資」與「志工」三層面。專業人員指涉於服務
照護組與學習輸送組之受過訓練的工作人員，兩組人員在借調上應有其彈性，並合辦在
職訓練與常態性聯誼會，平日應設有實務協商平台與專責人員（如：執行長）以協調兩
組工作事宜；講師則可建立專長資料庫以供協尋，並合聘講師；志工則透過聯合招募與
共同培訓、運用的方式，建立志工人才資料庫。
（二） 要素二：財力資源
財力資源方面為「活動經費」層面。「服務照護組」與「學習輸送組」應提撥經費
合辦、協辦活動，並聯合籌募與編列經費，使經費來源與支出流程透明化、具效益性。
（三） 要素三：物力資源
物力資源方面分為「設備」與「活動場地」兩層面。在設備上除了兩組要相互轉贈
與交換之外，也可相互支援與借用設備；同樣的，活動場地也應互相支援、借用，不應
有你我之分。
（四） 要素四：知識技術資源
知識技術資源方面分為「專業諮商輔導」
、
「方案設計」與「服務資訊」三層面。在
專業諮詢輔導上，應設立在宅服務學習中心與個案諮詢輔導團隊，一個是常態性的資源
點、一個是臨時性以作為個案協助用，此外應有個案轉介服務，讓欲尋求協助民眾不會
無所適從；在方案規劃上，則應做好知識管理，如：建立活動方案的檔案，以及透過聯
合的方式規劃活動內容、齊心行銷服務與學習活動方案、評估方案效益。在服務資訊上，
應該公開各組的交流服務資訊，定期召開業務會報，聯合規劃並管理電腦網絡連線系
統，最後能夠彙整各組別的服務資料。
策略三、廣納專家並匯集支持性團體
鑑於老人需求的多樣性、以及老年問題有時極具複雜性，其中牽涉到身體、心理、
社會互動、家庭狀況、法律等各個層面，甚至涵蓋到家庭照顧者、緊急聯絡人、法定決
策代理人等；為了對這些「資深國民」提供更為適切而完整的協助，在服務照護及學習
輸送方式的設計上，應成立具體而廣泛的顧問小組，並協助據點轉介之諮商。如圖三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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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據點

執行長

學習輸送組

服務照護組

轉介各單位提供服務
1. 家戶訪視
2. 協助就醫
3. 居家護理
4. 在宅服務與學習輸送
5. 送餐服務
6. 緊急救援系統
7. 社區資源聯繫、運用

支持性團體
1.各類型社區組織：
社區發展協會、
在地文化促進會
2. 村里辦公室
3. 公所、衛生所
4. 地域性醫院
5. 駐地派出所
6. 各級學校
7. 志願性專業志工
8 其他

圖三 廣納專家並匯集顧問小組的可行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繪
（一）規劃理念
社區營造的目的，乃在期使社區能夠擁有自我診斷與自主提案的能力，「社區關懷
據點」除了社福醫療，以及本研擬計畫所賦予的學習輸送功能外，還應該有打造健康社
區的理想；打造的方式不只親身了解與認識社區需求，更要有一定的知能去體現社區需
求怎麼加以解決與落實，我們或許不能夠事事靠自身能力參與之，但可以藉由轉介的方
式提供服務，最重要的是可以把相關知識技術資源拉近來作為支持性智囊團，才不會因
意外而措手不及。
（二）實施方式
開始接觸各類型社區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在地文化促進會）
，政府機關（如：
村里辦公室、公所、衛生所、派出所）、地域性醫院與各級學校，可以用契約或聯合辦
理大小型講習方式尋求合作關係，也可以透過志工的教育訓練，直接讓這群生力軍在本
地匯聚起來。
策略四、志工篩選與訓練機制之完備
蔡培村（1995）提到我國老人志工制度的展望中指出：應該落實志工的篩選、訓練、
授證與督導，以確保服務品質及受助者權益之保障；詹浚煌等（2001）在「建構建構老
人諮詢服務模式－以某老人諮詢服務中心服務為例」一文中，透過當時老人諮詢服務中
心現狀剖析實務規劃；可發現志工的引入需審慎外，建立老人志工銀行也是一途。依此，
辦理志工篩選與訓練機制，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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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條件
1. 能操作簡易電腦輸入
2. 每週能提供 3hr 服務時間
3. 年齡不受限、需身心健康

新進志工
訓練內容
1. 志工倫理
2. 服務技能
3. 專業內容
4. 資源應用
5. 其他

每月一次困
難問題個案
討論會

職前訓練

與資深志工及顧問小組進行
個別討論

年終進行
服務評量

圖四：志工篩選與訓練機制的可行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至詹浚煌等（2001）。建構建構老人諮詢服務模式－以某老人諮
詢服務中心服務為例。
（一）規劃理念
本計畫除專人專責與顧問建立之外，志工將是本計畫執行的重要角色，負起計畫興
頹，老人的人力資源亦可於此中彰顯，老人不再只是依賴的角色。正因志工角色舉足輕
重，篩選與訓練機制必須配合本計畫之旨趣。
（二）實施方式
篩選機制以合乎「志願性」為要，志工的條件是只要能夠操作簡易的電腦輸入或者
是每週能夠提供三小時的服務時間，都歡迎加入；然訓練機制則較為「強迫取向」，根
據志願服務法（2001）與本身需求，包含職前訓練（12 小時初階訓練與 6 小時實習訓
練）、在職訓練（每年 24-36 小時研討觀摩）、年終評量三者缺一不可。
職前訓練的內容包括：志工倫理、服務技能、專業內容（如：問安諮詢、轉介服務
等）、資源應用與其他；此外，還須與資深志工及顧問小組進行個別討論、參與每月依
次困難問題個案討論會，最後透過年終進行服務評量選拔績優志工以資鼓勵，篩選出不
適者則需重新接受訓練或淘汰。
策略五、問安與諮詢服務－學習輸送系統之建立
施教裕(1990)整理國外經驗指出：老人諮詢服務的主要理念在於初級的預防處置，
以及次級的介入處理，由此二者再衍生出具體內容，分別是：由宣導、教育、檢查以發
現問題並作基本回應；以及提供協助支持、服務輔導、復健治療和庇護。同時，施教裕
更進一步提出老人諮詢服務的連續性光譜。據此，本策略將參酌施教裕 「國外老人諮
詢服務中心的現況與發展－－老人諮詢服務中心模式的建構」一文，所發展出來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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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與「諮詢」系統，重建適於本土的服務－學習架構與過程，提供老人問安、諮詢方
向之參考。
（一）規劃理念
此策略強調「關懷傳千里、線線表心意」，希望透過兩種模式系統－「主動問安」
（圖五）與「提供諮詢」（圖六）的建立，成為一道讓老人及其家屬心理寄託與尋求協
助的熱線網絡；這個網絡將會導入顧問專家的支持，讓在宅服務的學習輸送，完全而確
實的護佑每一個需要或潛在需要的家庭。
（二）實施項目
透過顧問專家小組之支持，社區關懷據點擁有完整的後盾轉介，得以幫助民眾，並
且會將紀錄存檔，作為後續追蹤用途；其實施的服務項目如下：
1.心理諮商、心理復健、家庭社會之調適、人際關係諮商輔導。
2.福利資源服務項目事項之諮詢及傷病就醫、醫療優待、醫療補助事項之諮詢。
3.安養、養護事項之諮詢。
4.醫療護理及保健藥學之諮詢。
5.飲食與衛生事項之諮詢。
6.生活補助及急難救助申領之協助事項之諮詢。
7.精神支持、情緒紓解、參與志願服務及就業服務事項之諮詢。
8.文康休閒、旅遊、教育服務事項之諮詢。
9.老幼保護及法律諮詢服務事項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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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據點

電話問安

回
覆
與
存
檔

未接通

接通
接通
問題確認

不受訪

再電話

轉介
村里辦公室
駐地派出所

受訪
追蹤後續

導入志工

新開案 /
重開案

死亡
遷出服務區域
長期入住機構

電話問安
與
提供保健常識

轉介
衛生所
地域性醫院
志工

評估

圖五：問安服務－學習輸送系統的可行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至施教裕（1990）。國外老人諮詢服務中心的現況與發展－－老
人諮詢服務中心模式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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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志工

主動諮詢求助

關懷訪視發現
社區關懷據點

接案

問題確認

一般諮詢

協談衛教

需求評估

追蹤

不開案

志工訪視

開案

追蹤

轉介諮詢

圖六：諮詢服務－學習輸送系統的可行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修改至施教裕（1990）。國外老人諮詢服務中心的現況與發展－－老
人諮詢服務中心模式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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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六、休閒育樂活動與托老或托幼場所的安排
Peppers（1976）將老人休閒活動的種類分為五類，第一、知識性活動：閱讀、蒐
集物品等；第二、社交性活動：聊天、訪友、棋類活動等；第三、體育活動：慢跑、打
球、爬山等；第四、康樂性活動：唱歌、看電視、聽戲等；第五、其他：參與宗教活動、
社會服務等。上述這些活動，老人可以依據自己的計畫及興趣做適切的選擇；當然，也
可以選擇成為支持團體的人力資源來服務社區、肯定自我。
（一）規劃理念
休閒活動可分為動態與靜態，視個別情況斟酌。對老年人而言，將休閒活動列入每
日的生活規劃應是最理想的安排，讓規律的休閒活動來加強心跳和呼吸能力，預防肌肉
萎縮。老人如果有休閒活動來調劑身心，就可以克服因老化帶給老人的行動不便、進而
減緩老化；此外，可以讓老人也成為最佳的人力資源，扭轉「托老」的負面印象，而是
成為「托老、托老」與「托幼」的施予幫助者。
（二）實施項目
根據學者提出適合老人休閒活動項目的具體建議，社區關懷據點可提供老人以下服
務與學習：
1. 學術技藝進修－語文、書法、美術、陶藝、電腦、園藝等課程
2. 日間托老與托幼－聯誼、健康檢查、午餐張羅
3. 諮詢服務－保健常識、心理諮商、法律常識、社會資源的了解與使用
4. 文康休閒－棋類、閱讀、聯誼、球類運動、跳舞、健身
5. 旅遊－健行、登山
策略七、保健與午餐俱樂部的結合
努力達到提升健康及延緩老化的目的，積極面對老人的營養問題應是當務之急。所
以，對於日趨消極的老人，社區觀懷據點應負起在宅服務與導正觀念的責任，以積極的
態度讓他們重振往日雄風，至少要能自主自立，才算是成功的食療保健政策。
（一）規劃理念
社區內設置保健結合「午餐俱樂部」，不僅是解決炊事問題，而另一重要的安排，
是想讓老人了解保健的觀念，也使老人離開自己的住所，舒筋活骨，保持身心活力，並
發展老人的人際關係，解除其精神上的苦悶。
（二）實施方式
改變、牙齒脫落、咀嚼能力下降、消化能力減弱、營養素代謝和免疫功能衰退，造
成老年人的營養需求和其他年齡層的營養需求不盡相同；老年人在食物選擇上應該更謹
慎，營養價值高、熱量少的食物是選擇食物的原則。因此，提供保健常識講座給老人是
必要的，而且可以籌設「午餐俱樂部」，讓老人或社區居民能夠享受健康食物；而老人
可自由選擇每日或每週到俱樂部裡進餐數次，可透過志工協助進食；若無法前往進食的
老人，則由志工協同專家（如：營養師）特製適合老人營養的餐盒送到家。
策略八、生涯講座與臨終教育的諮商
每個人都應該有掌握自己生活及命運的權力，自己是有能力產生與規劃自己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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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老人也不例外，雖然在漸漸老化的過程當中，有許多層面需要他人的協助，除了
基本的生命安全應受到保障之外，仍然應該以維持老人的自主、自尊的生活品質為考量。
（一） 規劃理念
扭轉老人是依賴人口或國家競爭力下降因素的負面觀感，並視為是一種偏誤印象，
就應該幫助老人再造生涯回春，也就是說，讓「老」成為有用的人力資源，幫助老人在
退休後可以繼續發展價值或創造價值；此外，應打破固有迷思－禁談死生，而應適時適
當的提供臨終教育，安養晚年。
（二） 實施項目
1. 舉辦生涯講座：建立生涯規劃，內容包含工作、健康、興趣、家庭、社會參與；規
劃方法有：認知生涯規劃之重要性、設定方向、認識晚年的自己、認識工作世界、確立
回春再造目標。
2. 引導臨終教育的諮商服務：提供死亡教育的正向觀念、老人身後事的安排等；希望
生前有積極的生涯規劃，死後也能尊嚴且安詳的離開。

陸、結語
「尊嚴」
、
「自主」一直是施行老人福利政策的終極目標，正當我國快速奔向高齡社
會之際，有尊嚴、能自主的「老人權」應該要確保。
然而，具有時代意義的「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現今問世，各種攸關老人的福利措
施似乎如火如荼的討論著，資訊密碼的勃發也慶幸沒有撕裂「老吾老以及人之老」的倫
理觀念，卻因為福利服務的單方面施予，造就新一波老人問題，而老人問題的顯現，又
會造成社會不可負擔之重；社會一旦因老人問題形成衝擊，老人又將被歸類為「依賴人
口」，而尊嚴與自主又如何實現？
本文之旨趣，就是希望打破社會只重視福利服務的提供，把老人當作國家財政負荷
加重、經濟成長下降的原罪，忽略了老人也可以是壯大的人力資源。研究者認為：福利
服務必須有「學習」
，
「學習」應該是福利服務，兩者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學習」可凌
駕服務之上；透過學習，除了讓老人擁有基本的自我健康管理、發展第二春的能力之外，
更重要的是老人不會再是依賴人口、老人不會再是國家發展的絆腳石、老人不會再是問
題、老人的尊嚴與自主普遍獲得。
「社區關懷據點」的實施已有些時日，在宅服務等相關政策符合老人「在地老化」
的需求偏好，可是如果執行單位繼續無意識供給支援，福利服務如同填入無底洞。根據
國外經驗，服務的提供有階段性，也有教育的導入（例如：給予老人醫藥學的知識），
藉由知識的學習，讓老人能夠沒有負荷、不受外界眼光評判的安享晚年。
執是之故，本文以「社區關懷據點」觀點，發展出「成立整合與多元在宅服務之學
習輸送網絡」
、
「整合人力、財力、物力與知識技術資援」
、
「廣納專家並匯集支持性團體」
、
「志工篩選與訓練機制之完備」
、
「問安與諮詢服務－學習輸送系統之建立」
、
「休閒育樂
活動與托老或托幼場所的安排」
、
「保健與午餐俱樂部的結合」
、
「生涯講座與臨終教育的
諮商」等八大在宅服務之學習輸送策略，完整的把「在宅服務」與「學習」串聯，輸送
到老人家中，而這些策略則自然有賴政府、家庭和民間團體的配合始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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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代間學習

林宜穎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代間學習興起於 1960 年代的美國，提供社會中代間相關議題之回應。本文旨在探
討美國代間學習的經驗，首先從美國代間學習的興起背景與發展談起，其次，再探討美
國代間學習的實施方式，並以在美國漸受重視的社區為基礎之代間學習作進ㄧ步說明，
最後，則提出美國代間學習的特色，並提出對我國推行代間學習的若干啟示。期能在此
一高齡人口遽增，而社會即將從以年輕世代為主流過渡到以高齡人口為趨勢之時，參酌
美國代間學習之經驗，而迎領邁向一世代結伴同行，圓滿而合諧的理想社會。
關鍵字：代間學習、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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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齡少子化為當前的全球議題，台灣社會也不自外於此。據內政部（2007）的統計，
至 2007 年 2 月底止我國 65 歲以上者占 10.03％，並且老化的速度甚至較歐美國家更為
迅速。另ㄧ方面，我國的低生育率情形更是全球數一數二，如此高齡人口比例急劇增加，
年輕人口卻呈現迅速銳減之趨勢，不但凸顯了人口結構的高齡化現象，同時也指出了一
個營造世代共處和樂之社會的必要性。基於此，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紛將能連結老青兩代
的代間學習視為迎接此ㄧ挑戰的重要途徑，同時我國教育部於 2006 年底所公佈之「邁
向高齡社會：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6）中也將世代間的教育視為老人教
育政策的推動策略之ㄧ，期望透過世代的攜手同行，來打造ㄧ個和樂與敬老之理想社會。
代間學習，是興起於 1960 年代美國的新興人群服務型式，其目的在於提供年輕人
與老年人之間相處的機會，藉由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情境下共同進行有目的的活動機會，
進一步更達成在認知、情意或技能等方面的相互學習與成長，同時更縮小了社會中世代
間的隔閡與差距。美國學者紐曼與史密斯( Newman ＆ Smith,1997）指出，代間學習在
美國實施相當成功，實因它解決了關於老青兩代在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層面的問題，例
如社會疏離、個人或社區內的代間隔閡現象、無法提供年輕人及老年人適當的工作機會
以及年輕人與年人的相互爭奪資源等現象。
基於代間學習為國內外面臨高齡化浪潮衝擊的一重要回應，本文即以代間學習實施
相當成功並且蓬勃發展的美國經驗進行介紹，期望藉由其成功的經驗，提供我國在實施
代間學習時的參考。以下部分，首先將從美國代間學習的興起背景與發展談起，其次，
再探討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方式，並以在美國漸受重視的社區為基礎之代間學習作進ㄧ
步說明，最後，則提出美國代間學習的特色，並提出對我國推行代間學習的若干啟示。

貳、美國代間學習的興起背景與發展
代間學習是當時美國社會面臨快速變遷下，使得核心家庭增加、社區的分齡居住，
以及休閒設施與教育機構的分齡型態等趨勢的一回應途徑，其能有效地發展年輕人與老
年人之間有意義且有價值的關係（Larkin & Newman,1997)。

一、美國代間學習的興起背景
美國代間學習的興起有其特殊之背景脈絡，因此，首先將從當時美國的社會背景談
起，進ㄧ步地，則談及直接影響美國代間學習興起的主因。在社會背景部份，美國的代
間學習興起於二次戰後的 1950-60 年代，此ㄧ時期為美國史上的動盪年代，ㄧ方面因民
權運動的興起，引發了社會的動盪不安，另ㄧ方面則是由於當時青少年文化的流行，對
社會產生了莫大之衝擊。關於民權運動之興起，在 1950-60 年代，美國社會正處於二次
大戰結束後的時期，社會呈現經濟蓬勃發展、薪資提高、物質充裕的承平景象，在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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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的生活之餘，人們也開始思考關於平等的權利、教育制度的適當性等問題，因此，平
權以及對教育制度之重估的運動於是展開。同時，在戰後此番平穩富足的景象之下，實
際上也存在許多人因貧窮或遭受到歧視與不平等的對待，而過著與社會疏離的生活，此
種不平的待遇終於在 60 年代時爆發，民權運動於美國社會逐漸開展。在此趨勢之下，
老年族群於此時也迅速地展開了幾項政策方案，包括聯邦醫療保險（Medicare）
、醫療補
助（Medicaid）、美國老人福利法（the Older Americans Act）以及社會安全生活補助金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Hooyman & Kiyak, 2001)。在此一老年族群權利伸張，
而社會大眾要求對青少年加以教育的五、六十年代裡，孕育了代間學習的興起與發展。
直接影響代間學習興起的因素，是與當時老年人口相關的社會發展趨勢有關。首
先，促使美國代間學習發展的最基本背景因素為人口結構的變化，在此時期，美國 65
歲以上者正呈現逐年增加的趨勢（Atchley & Barusch, 2004），同時人民的平均餘命也逐
年成長。此外，自 50 年代始，隨著老年人口的急速成長，與年輕人口之間的比例差異
即呈現日益縮小之趨勢(Hooyman ＆ Kiyak, 2001）。其次，是老年人口與家庭的相關議
題。因工業化與現代化社會的來臨，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化，老年人與小孩接觸的機會變
少，隨之而來的即是形成兩代在生活型態、價值觀以及對老化之態度的分歧，且新一代
年輕人普遍對老年人持有負面的刻版印象（Fox ＆Gile,1993）。最後，是由於當時代間
雙方的衝突增加，以及在意識型態上的轉變。因為當時正值美國社會重視各族群權力與
互動之際，而政府的資源有限而無法平均分配時，各年齡族群間即易產生利益及資源分
配上的衝突。並且此時的人們開始關注生命之意義，以及個人主義與終身學習觀點的成
長，同時也對現代社會的現象，包括現代工業社會的疏離、複雜及無連續感到不滿，因
而使得代間學習此類方案成為需要(Ward，1997)。

二、美國代間學習的發展
代間學習方案的正式形成，應是「1965 年的認養祖父母方案（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在此後代間學習的方案即數以百計甚至千計的在全國普及發展（Angelis,
1992）。1980 年代左右，代間學習在政府支持下更為蓬勃發展，無論是在幼兒及成人的
日間照顧中心、小學及中學、青年旅舍、大學院校、老人中心、醫院、護理之家及教堂
等地皆加以進行，並且此期間相關的研討活動、專論、文章和通訊等紛紛針對此一主題
進行探討。至 1990 年代，代間課程持續發展（黃富順，2004；Angelis,1992；Newman,1995）
。
根據國內外學者之說法，代間學習在美國的發展歷程主要有兩個階段（黃津文，
2002；Newman,1995； Newman,2000）。
(一)第一個階段（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
1.關注之焦點：此時期代間學習的實施旨在消除因地理區隔造成代間雙方疏離的情
形。
2.成立的方案與組織：在此時出現了第一個文獻紀錄的代間方案，是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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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時由佛羅里達大學的 P.K.Yonge 實驗學院所發展的「認養祖父母方案（Adopt a
grandparents program）」（黃津文，2000；Newman, 1997；Porte,2005）。然而方案的正式
形成，應屬 1965 年在美國經濟機會局（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的授權下所
創立的「認養祖父母方案(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FGP)」，自此之後，國內開始有了
代間活動規劃的概念。隨著代間方案在全國的普及，政府創立了幾個全國的資源中心以
協助個人、機構及組織在代間學習方案的發展、實施與提倡。其中較著名者包括：1978
年於匹茲堡大學創立的「世代合作組織」（Generations Together）以及 1979 年在天普大
學成立的「代間學習中心」(Cent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匹茲堡大學的「世代
合作組織」（Generations Together），可說是大學加入代間學習之推動的開端。主要的任
務包括促進相關方案之發展、評鑑各州及區域的代間方案、指導各系所開設代間領域之
課程、提供代間方案之專業技術及指導、進行代間領域的研究工作、發行相關出版品以
進行宣傳工作，以及提倡公共政策對於代間議題之關注等事項。天普大學(University of
Temple)成立的代間學習中心（Cent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為全國性的代間方
案資源中心。
3.經費上之發展：此時期補助代間學習的經費即呈現多樣來源的趨勢。資金的來源
可能來自民間或政府以及各層級，包括地方、州及政府層級的機構、基金會及財團法人，
其中最持續的經費支持，屬來自地方的財團法人、企業、基金會及社區組織所提供者。
(二)第二階段（1980 年代到 1990 年代）
1.關注之焦點：此時期主要以代間取向來解決相關的社會議題。並且許多聯邦或州
政策將代間學習此一概念納入考量，並成為政策之一部分。
2.成立的組織：1986 年，專門提倡代間學習的組織-世代聯合組織（Generations
United）創立。是全國唯一專門提倡代間策略、方案及公共政策的會員組織，同時也出
版並宣傳代間相關議題的出版品，提供專業的訓練、舉辦全國性的會議以及管理線上的
代間方案資料庫等（Generations United,2005）
。
3.經費上之發展：隨著 1980 年代代間學習在各州及全國的擴展，有許多新的補助方
案出現。此時期的經費來源同樣呈現多樣之特性，包括地方、區域、國家層級的政府與
私人的補助，為代間學習的實施提供了多元化的模式。
4.專業的發展：隨著代間學習的蓬勃發展，代間相關的專業工作者已逐漸增加，包
括方案規劃者、行政人員以及服務的直接提供者等。

參、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
代間學習在美國的農村、都市與市郊的社區，以及各種社經地位、種族族群中加
以實施。方案的實施是以各種的設置為基礎，例如學校、幼兒照護中心、教會、博物館、
圖書館等任何老年人與年輕人能共同相處的地方，途徑可說是相當的多元。至今，已有
數以百計的代間學習方案成功地在美國各州內進行，並且蓬勃發展，豐碩成果紛紛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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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效法之對象。據此，為能詳實地了解美國代間學習方案的成功經驗，以下部分首先
將說明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類型，並說明逐漸成為趨勢的以社區為基礎的代間學習，其
次，則進ㄧ步以社區為基礎之代間學習為例做進ㄧ步說明。

一、美國代間學習方案的實施類型
美國代間學習的方案相當多元，有學者從服務的角度來加以分類，也有從實施的場
域來將方案加以區分。茲將此兩類的分類方式說明如下:
(一)從服務之觀點：
此分類方式為目前多數學者所採用。亦即將代間學習之方案以「服務的提供者與服
務的接受者」的角度來加以說明（Brandes＆Green,1999；Newman,2000）。歸納此些學
者的說法，代間學習的實施方式主要可以分為三類型，第一類型為高齡者服務幼兒及年
輕人；第二類型是幼兒及年輕人服務高齡者；第三類型是幼兒、年輕人與高齡者共同服
務。其中，根據麥格瑞與史密斯（McCrea＆Smith, 1997a）指出，在高齡者服務幼兒及
年輕人之類型中，高齡者係扮演幼兒或年輕人的良師益友、家庭教師、照顧者、朋友或
教練。在幼兒及年輕人服務高齡者之類型中，年輕人則是扮演探訪、照顧或協助、教導
老年人之角色。最後，在幼兒、年輕人與高齡者共同服務之類型中，主要是創造社區中
不同世代之共同合作以及共同為他人服務的機會，進而相互的學習，此類型包括公共美
化活動、社區規劃、探訪、提倡等角色模式。
(二)從實施場域之觀點:
即從代間學習實施的場域來加以區分，約可分為以學校為基礎的代間學習、以機構
為基礎的代間學習、以社區為基礎的代間學習三類型。
以學校為基礎的代間學習，即是指以學校為主要場域，或與學校課程相結合之代間
學習活動。善用學校的資源，如場地、人力資源、設備等以作為代間學習之場所，或者
可以邀請老年人擔任志工之角色參與校園生活，與學校課程結合，主要之學習目標是以
學校的課程為主。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與學校有相當緊密之結合，更可以說是美國實施
代間學習的重要場域與資源。
以機構為基礎之代間方案，係指以機構為代間學習的實施場域，包括以老年人或幼
兒為主的老年活動中心與照護機構、圖書館、博物館等機構。就前者而言，可以讓住民
們有更多樣的活動並且提供支持，而後者則是利用博物館與圖書館的資源，提供對於老
化與健康與更多的認識（Metlife,2007）。
以社區為主要的實施場域之類型，此類方案是著重於老年人與年輕人共同參與社
區，以維護生活環境，包括共同進行社區規劃、社區公共事務以及環境綠美化等的活動，
主要是以達成社區之目標為主。此一類型的代間學習因創造了年輕人與老年人間有意義
的連結，因而對於修復代間的疏離情形來說相當重要（Zeldin, Larson, Camino, an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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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 nor, 2005），並且這一類的方案至今在美國已逐漸地受到重視並蓬勃地發展。
然而無論以學校、以機構或者是以社區為基礎之代間學習，由於皆是以鄰近的資
源、團體為主，因此無論以哪一場域為主，皆呈現出以社區為基礎之特性。整體而言，
就上述之分類，若從服務之分類觀點而言，我們可以了解代間學習進行時通常所運用的
服務策略，可以是年輕人服務高齡者，可以是高齡者教導年輕人，更可以是高齡者與年
輕人雙方共同合作與服務。並且從此觀點中，我們更可為高齡者的參與社會尋找出更具
意義之角色。而從場域之分類觀點則可以指出，代間學習的實施可以是在學校、機構與
社區中進行。然而近來美國的代間學習方案，無論是從服務之觀點，亦或是場域之觀點，
似乎越來越重視能達成兩代雙方之共同目標的方式為主。 P. J. Whitehouse, E. Bendezu, S.
FallCreek（2000）即曾指出，當年輕人與老年人共同為所生活之環境服務，甚至有著共
同的學習目標時，將比某ㄧ方為另ㄧ服務的方案，提供了更多的雙方互動之機會。M.
Kaplan (1997)也指出，近年來，能創造社區服務學習的機會、共同解決社區問題的代間
社區服務方案已明顯增加。此外，美國近來也有所謂的「代間分享園地（Intergenerational
shared site program）」（Generational United, 2007）、「代間的社區學校（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ty schools）」
（Whitehouse, Bendezu ＆ FallCreek, 2000）等創新作法，也是強調
藉由代間的攜手合作，共同服務他人、改善生活環境之概念。隨著此一趨勢，能提供老
年人與年輕人雙方的共同學習與服務，以及能達成雙方共同之目標的以社區為基礎的代
間學習方案似乎為美國當前逐漸重視，並且此類的方案同時能提升老年人參與社區的機
會與能力，也有助於充實其晚年的生活。據此，以下即以此類為例做說明。

二、美國代間學習的實例
以下將列舉兩個社區為基礎的代間學習方案進行說明，首先是名為「Long Island
2000」的方案。其二，則為近來新興的「代間社區學校」方案。
首先，
「Long Island 2000」代間學習方案是由紐約市立大學的人類環境中心所辦理，
此一方案之起源，是欲增進社區中的老年人與年輕人對彼此之間的需求有進ㄧ步的了
解，並提升代間雙方的溝通與了解所展開的方案。此方案是由四十八位長者以及小學四
至六年級的學童共同組成。透過問題聚焦、尋找資源以及提供改善策略等步驟逐步完
成。方案是由兩個子計畫所組成，分別為「社區圍牆彩繪日」及「未來節」。首先是讓
所有居民共同表達與討論大家對於社區發展之觀念及想法。其次，則是聯合當地的學校
及老年組織，ㄧ方面設計學校之課程，同時也展開老年志工的招募，而學校的課程主要
是讓老年人與年輕人透過溝通及活動以增進相互了解的機會。第三步驟，則是正式展開
活動，活動包括：社區照片搜尋之旅、舊地重返的拜訪活動、型塑理想的社區以及歲末
的成果展覽日等，每個活動的參與者都與社區的規劃人員與專家做充分的溝通。此一方
案即是透過老年人與年輕人共同為社區進行規劃，以協助年輕人與老年人了解鄰里情誼
的重要性，亦即透過兩代攜手合作，以共創一個共享的鄰里社區（Kaplan,1997；McCrea
& Smith,19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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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新興的代間學習方案-「代間的學習社區」
，是發展於俄亥俄州的克里夫蘭
(Cleveland)。方案之發展是起因於當地社區正面臨著嚴重的隔代教養問題，祖父母們對
於是否能提供孫子女有品質的教育而憂心。因此，為能滿足社區中的此ㄧ需求，同時希
望能借用鄰近學校的資源與設備，即成立一個社區的代間學習中心。此ㄧ方案之課程設
計是採取師生合作的方式完成，同時也相信當代間雙方有共同之學習目標時，將能使得
代間之互動達到最佳。在此原則下，中心ㄧ方面提供課程以增進老年人教育孫子女的知
能，同時更成為家庭與社區的教育支持系統，所提供的課程包括家庭識字課程、藝術課
程、環境議題與電腦等，其中的識字課程與電腦課程，主要是使採代間學習之方式進行。
此ㄧ代間的學習社區充實了晚年生活與社區之意義（Whitehouse, Bendezu ＆ FallCreek,
2000）。

肆、美國代間學習的特色
根據前述美國代間學習的興起背景與發展、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等部份，評析出以
下幾點美國代間學習之特色。

一、美國代間學習所關注之議題從「代間」擴展至「社會整體」
從代間學習發展歷程的兩階段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代間學習在第一時期時，所關
注的議題主要在於世代間隔離的問題，尤其是指老少兩代不同住之情形，因而形成兩代
在心理上的負面影響。然而至第二時期，則是擴大到以代間取向的學習方案來解決社會
問題，亦即以代間學習之方案來幫助低自信心、輟學、幫派、低學業成就或未婚生子的
青少年，或者協助孤立、低自信、不識字或失業之高齡者。

二、政府是美國代間學習的主要倡導者與推動者
代間學習之所以在美國普及與蓬勃發展，實有賴聯邦政府的倡導與支持，同時加以
呼籲各部門與機構的通力合作。1960 年代，代間學習的發展之初，聯邦政府加以倡導並
給予補助，至 1980 年代左右，代間學習的實施在政府的大力支持下最為蓬勃發展，經
費來源更是多樣，包括來各地方、州及全國等不同層級的公私部門與機構的補助，並且
吸引著社會的普遍投入。此外，隨著代間學習的大為發展，政府更成立全國的推動組織
以及於大學成立全國的代間學習資源中心，除了進行相關研究工作外，更協助代間學習
在各地的發展、實施與推廣。由此可知，代間學習在美國之普及與發展，政府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

三、美國採取垂直與橫向的合作策略以推展代間學習
美國代間學習之推展相當重視合作策略之運用，透過垂直的合作或是橫向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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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了一網絡的設置以共同進行代間學習之推展工作。首先，在垂直的合作部份，即是
指採行政府與民間、政府與地方的合作模式。其次，在橫向的聯繫部分，主要是採行跨
部門的合作、建立州區域網絡以及各基金會合作之模式來共同推展代間之工作。美國從
1960 年代的興起至 1980 年代至於今的蓬勃發展，在推展上形成政府與地方、政府與民
間、各部門、各州及各基金會間之合作模式，如此一個垂直與橫向之聯繫網絡在美國代
間學習之推展上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

四、美國的代間學習是一強調多領域之投入與多部門合力推動的領域
我們可以從目前有許多專業領域參與代間學習的研究與實施，以及多部門的合力推
展之方式中看出代間學習其多元整合的趨勢。Larkin and Newman 於 1997 年時曾指出：
目前有相當多的專業領域包括社會工作、老年學、幼兒發展、教育心理學、社會學、家
庭研究以及社會政策等皆有志於代間學習之實施（引自 Calhoun,Kingson,& Newman,
1997）。其次，在多部門的合力推展方面，在美國推展代間學習的過程中，也強調以多
部門整合之方式來共同進行推展工作。例如在第二時期的代間學習發展歷程中，老化、
教育與兒童照護等系統即加以合作進行推展的工作，甚至與各基金會之間也採策略聯盟
之方式進行。因此，無論是從目前參與研究及實施的各領域，及以多部門整合之推展方
式中可發現，代間學習實為一多元整合的領域。

五、美國的大學在代間學習的倡導、推廣、研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美國代間學習的發展歷程中，幾所大學成立了代間學習的資源中心以協助相關的
研究、推廣及倡導等工作。首先，於匹茲堡大學所成立「世代聯合組織」，為大學中最
早致力於代間方案及相關議題者，主要的任務包括代間學習的發展、評鑑、專業指導、
進行相關的研究工作及宣傳與倡導等。其次，於天普大學成立代間學習中心，是全國性
的代間方案資源中心，也致力於方案的發展、技術及訓練協助、研究與評鑑等。最後，
於賓州大學農業與推廣教育學系也成立「代間方案與老化（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
Aging）」的方案，也收集相當多代間學習的文章、訊息及實例，同時也進行相關研究工
作。上述三所大學所成立的代間相關之中心，皆在協助美國代間學習發展的過程中尤其
在於研究、推廣及倡導等工作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

六、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途徑多元
代間學習在美國的農村、都市與市郊的社區，以及各種社經地位、種族族群中加以
實施，並且相關的方案是以各種場域為基礎，例如學校、老年與幼兒照護中心、教會、
博物館、圖書館等任何老年人與年輕人能共同相處的地方。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途徑呈
現多元，政府的支持以及多樣的經費資助是主要的助力。其次，由於補助代間學習的經
費來源多樣，因此實施的地區、參與對象、目標也各異，因而方案類型呈現多元化之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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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國代間學習以學校、機構以及社區為主要實施場域
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相當多樣，從文獻中發現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多以學校、社
區與機構之場域為主。以「學校」為主要的實施場域之類型，即是與學校的課程結合，
可能是邀請學童拜訪鄰近的機構或社區，或者是讓老年人擔任志工之角色參與校園，甚
至運用學校的資源，如場地、人力資源、設備等以作為代間學習之場所，可知美國代間
學習的實施與學校有相當緊密之結合，更可以說是美國實施代間學習的重要場域與資
源。其次，是以「機構」為主要的實施場域之類型。所指的「機構」包括以老年人或成
年人為主的老年活動中心以及成人照護機構，以及以幼兒為主要對象的幼兒照護機構。
就前者而言，有許多方案是機構為了讓住民們有更多樣的活動並且提供支持，因而邀請
鄰近的學校至機構中拜訪並與住民互動，就後者而言，即是提供老年人擔任照顧者之角
色的，稱為「代間的幼兒照顧方案」。最後，是以「社區」為主要的實施場域之類型。
此類方案是著重於老年人與年輕人共同參與社區規劃、社區公共事務以及環境綠美化之
活動。

八、美國代間學習的實施呈現在地化之特性
美國代間學習於各種中實施可能於學校、大學、社區、青年組織以及企業，因此呈
現相當多元與多樣的發展。盡管如此，各方案同時卻是以各地的政策、資源、設置以及
發展重點為基礎，因此是以地方性之需求、當地人的聲音為依歸的。由於美國代間學習
在實施上也強調以各州為基礎，並加以建置州網絡的機制，不但有利於各州代間學習活
動之推動，更能加以資源整合以作為訊息、技術上之分享園地。可知，美國代間學習之
提倡，除了需要中央政府加以重視及倡導之外，更重要的是地方性之推動，以各地方之
需求為基礎並且共同合作。

伍、啟示—代結語
根據前述對美國代間學習的討論，同時我國的老人教育制策白皮書已將世代間的教
育視為推動策略之ㄧ的此時。以下試提出幾點在我國推展代間學習時的啟示與展望。

一、代間學習之推展可採策略聯盟之方式，同時呼籲各領域與部門的投入
美國代間學習成功的於全國蓬勃發展，實有賴聯邦政府與地方，包括學校、社區、
基金會等，以及各部門間或私人機構間的聯合推動。透過此一合作網絡，將為代間學習
的實施開拓更多的資金來源、使相關資源獲得整合與分享，且更能有效率的進行推展工
作。基於此，我國或許也能效法此一聯盟之方式來推展代間學習，透過中央的指導與經
費補助以鼓勵各部門與機構的參與。此外，代間學習本身即強調各領域共同進行研究與
實施，因此我國在發展代間學習之時，也可以鼓勵各專業領域的投入，包括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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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年學、幼兒發展、教育心理學、社會學、家庭研究以及社會政策等，以共同為此一議
題進行探究與實施。另一方面也能提供實施代間學習的各組織機構及專家進行實務經驗
的分享與技術交流，進而將此一有意義的活動更普及於社會各個角落。

二、代間學習之倡導、推廣與研究有賴大學校院的投入
在美國代間學習的發展中，於大學中成立了代間相關的推展中心或方案，經由它們
的協助，不但使得代間學習能持續地在全國發展與實施，更也著手進行相關的研究，以
使得代間學習獲得更進一步的發展。台灣也有濟所大學已投入代間領域之研究也影了許
多的成果，未來可以鼓勵更多的大學院校加以投入代間學習的提倡與研究，進而才能發
展出適於我國的代間學習的實施途徑，讓代間學習更普及於社會各處，使我國邁向一個
健康與和諧的理想社會。

三、代間學習的實施應能多元，尤其重視老年人生命意義之提升
參酌美國的代間學習，我國在實施代間學習時，可於各種不同的機構，包括學校、
社區與機構中加以進行。其中，若於學校中實施，可以透過參與課堂以及社團活動，提
供老年人講述生命經驗與歷史故事，以及傳授終身之技能的機會。其次，最後，在機構
中實施，則可以藉由與照護機構、社教機構等合作，並且可鼓勵老年相關團體合作，例
如退休教師團體，善用其生命的智慧與經驗；在社區中實施，可以與社區活動結合，透
過兩代雙方的合作以創造更美好的社區生活。在此些方案中，也將能為高齡長者找到許
多有意義的社會角色，藉由高齡者的智慧與生命經驗，並提供再投入社會與奉獻心力的
機會，同時也讓高齡長者擁有成就感、自我肯定與生命意義感。

四、代間學習之推展除政策之推動外，更應重視由於社區中的發展
代間學習的實施時有賴政府的支持與倡導，然而政策的力量卻仍是有限的，更重
要且更有活力之作法，即是能鼓勵於社區中進行，善用社區中的學校、社教機構等設置，
以各地方與社區所擁有的資源來進行，將能讓代間學習朝向更多元與特色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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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鑒於在 20 世紀的晚期代間議題受到先進國家高度的重視，而代間方案的實施已
被證實能促進代間情誼、文化技藝傳承以及協助解決社會問題等正面的效益，有助於減
低所面臨的人口與家庭結構的變遷所產生的衝擊。綜觀英國近幾年來有關代間方案的推
展，從政府部門、學術界及民間組織等方面，致力於代間相關議題的研討與政策的制定，
及發展高齡者與年輕人間獨特的代間交換、代間關係與代間發展等，以形成強而有力的
社會改變模式，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推動角色。
當前我國在代間議題的研究與代間方案實務的推展尚屬新興階段，在因應少子高齡
化社會的來臨，以及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與相關法令相繼頒布之際，如何落實在高齡學
習中融入代間學習活動的設計，以呼應國內實際的需求，英國代間方案研究論著與實例
運作的蓬勃發展，值得效法學習。本文主要在探討英國代間方案興起的理念、發展、特
色、代間方案類型與運作實例，以及所發展具公信力的方案認可標準(Approved Provider
Standard;APS)做為檢查機制等，值得做為我國未來代間方案發展、設計與實施之參考。
關鍵詞：代間方案、代間關係、方案認可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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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20th century, the topic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highly valu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ming proved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have successfully enhanced the belonging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the succession of traditional folk arts. It is also facilitate on 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 what we faced on the changing of society with framework of family with
positive force.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in UK in recent
years, it is found that UK have been committed to issuing study, policy enactment on this
intergenerational polic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UK to academia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ey also have devolopp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of ex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ts development between older people and young generation. It’s also found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have beccome a driving force on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government, academai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all acting very important pushing role.
In Taiwan, 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issues and practices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breaking ice. The rate of birth drop year by year and the growth of elder people puplation by
a wide number at present years. Within the change of social population structure, how to
face it and how to materialize the design programs of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activities on
elder people’s leaning for harmonizing with reality are an essential task, and the fruitful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in UK are worthful guideline on our developp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The study purposed to research the types of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and its practices, features, developping history and the notion of rootstock what
worth running in UK, and the Approved Provider Standard (APS) executed in UK with public
trust for program’s survey is also studied. It is aims to be for Taiwan government reference
to design and practice on the issue of developping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Keyword ：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pproved Provider
Standard (APS)

- 72 -

邁向高齡社會，落實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2007 高齡教育整合與創新研討會 會議論文集

壹、前言
出生率逐年下降，高齡人口數的快速增加，已成為各先進國家的共同發展趨勢，英
國也不例外，在高齡社會問題陸續浮現之時，現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宣稱：我們需要去認
定老年的價值，並且讚賞老人的經驗以及他們的積極貢獻，也提出老年政策的重點在形
塑一種老年認同的有利空間，讓老人生活在一個有希望、有理想的世界，政府的角色不
只在於增加年金和服務的花費，更重要的是增加老年生活的機會與空間(邱天助，2006)，
如此有助於喚醒社會大眾對老年議題的重新界定與新思維。我國「邁向高齡社會老人教
育政策」白皮書已於2006年11月公佈，明示代間教育的普遍實施能促進代間溝通與了
解，提升對高齡者親善的普世價值，以及於2003年2月頒布的「家庭教育法」
，該法明訂
老人教育活動類型中包括代間教育及祖孫活動的推展，目前僅見在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與民間組織機構式代間學習活動零星舉辦，活動內容的豐富性仍顯不足。英國於1970年
代左右，由民間團體組織最早推展代間方案，直至1990年代中期，持續的低出生率與高
齡化人口結構轉變，對經濟與社會所造成的衝擊，產生「世代戰爭」(Generational War)
的新興問題，引起公私部門對代間議題的更加關注，並合力共同推展代間方案，促使代
間方案實務蓬勃開展。本文主要以探討英國代間方案源起背景、發展、特色、代間方案
類型與運作實例，並介紹具公信力的方案認可標準，最後提出對我國發展代間方案的建
議與結語。

貳、 英國代間方案源起背景、發展、特色
英國於 20 世紀後半葉逐漸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時代，代間方案也從此時期萌生及至
1990 年代後期蓬勃發展，以下針對英國代間方案源起背景、發展與所具有的特色做說明：

一、英國代間方案源起背景
由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70 年代中期，高的出生潮從此時之後便逐年減少，同時傳
統重工業的大量縮減，導致高失業率和工作型態的轉變，以及大家庭結構的瓦解、單親
貧窮家庭的增加、早期移民與少數族群的適應問題、傳統社區功能的弱化等，造成在人
口、經濟和社會結構面的重大轉變，年輕人向高齡者學習的傳統學徒制度也逐漸式微
(Hatton-Yeo& Ohsako,2000；Raynes 2004)，針對以上背景因素，政府結合民間組織企
圖以相關社會政策來改變困境，代間方案因地制宜的設計與實施，被實證指出可有效解
決與改善所面臨的社會問題，也促使政府部門進行相關政策之制定與經費補助，逐漸喚
起社會各階層對代間議題的關注。

二、英國代間方案的發展
從代間方案的歷史源起背景、政府政策性的引導與經費的支持，帯動全國各地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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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發展的熱潮，並符應本土性與多樣化的需求，也豐富了代間方案的內涵，可以從以
下幾方面加以闡述分析：
英國於 1970 年代左右代間方案最早由民間組織發韌，以成立於 1972 年的貝斯‧強
森基金會(Beth Johnson Foundation;BJF)最具代表性，至 1980 年代，關懷老人的民間組織
相繼成立，並進行彼此間的資源整合或策略聯盟。在 1980 年代後期興起了新學習文化，
並於 1998 年發表「學習時代」(The Learning Age)報告書，希冀透過良好夥伴關係之建
立，能發揮出學習的最大功效，代間方案也因應全國性的新學習文化風潮，於此日漸發
展出各類型的方案。及至 1993 年被訂為「歐洲老人和世代團結年」(the European Year of
Solidarity between the Generations)是代間行動的催化劑，也喚醒歐洲各國對年輕人和老
年人之間的代間分離現象逐漸重視。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為推展終身學習運動，也
將 1996 年訂為「歐洲終身學習年」（European Year of Life1ong Learning），強調對個
人發展所提供的教育活動，且應拓展到生命全程，並推動代間學習的理念，實現終身學
習的理想。1999 年聯合國國際老人年倡議的四大主題中涵括有代間關係，在 2000 年時
的「老化論壇」(Ageing Forum)強調持續以代間方案來發展教育、社區工作、志願服務
做為目標，以達到社會的和睦與平衡。
近幾年，在政府部門、民間組織以及學術機構齊心關注下，發展切合社會變遷與國
際 趨 勢 的 代 間 方 案 ， 在 1998 年 在 職 業 與 教 育 部 門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DfES)有提撥專款進行代間方案發展與評估之研究；2003 年在威爾斯國民議會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有策略監督團體提出代間議案；教育部長的演說中有明確
地提及代間方案的重要性；在政府的施政方針中指出透過代間方案的普遍實施有助於解
決社會問題，例如逐漸增加的年輕人犯罪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疏離感與促進年長者參與
志工服務的機會等(Hatton-Yeo,2006)。另外，由總部設在英國的國際代間方案協會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mes;ICIP)於 1999 年 10 月在荷蘭舉
辦代間專家座談會，以整合共識與遠景共同來推動代間實務。2002 年 4 月與聯合國教科
文教組織(UNESCO)與貝斯‧強森基金會(BJF)在英格蘭舉行首屆的代間方案研討會，針
對「代間的連結-一個全球化的觀點」分享經驗與深入討論未來代間實務工作的發展；
2004 年 6 月在加拿大英屬維多利亞省舉辦第二屆代間方案國際研討會，以「全球化的挑
戰-代間方案研究與政策的走向」為主題分享知識、經驗與從事實務工作的熱誠；2006
年 6 月在澳洲墨爾本舉辦第三屆代間方案國際研討會，以「透過代間創造力的交換來連
結社區」議題的探討; 2007 年 7 月即將在英格蘭曼徹斯特舉辦第四屆代間方案國際研討
會，以「代間實務是促進跨世代間了解的良方」為主題的探究。

三、英國代間方案的特色
英國代間方案的推展迄今三十餘年來，除了進行文化技藝的傳承，也協助改善社會
問題，提供不同世代間的社會性與情緒性支持，其內涵也隨著社會變遷的實際需求而呈
現多元型式，形塑岀的特色歸納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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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準化的代間方案實施基準的建立，有助於全國性的推展
為因應日益增加的代間方案設計及高成效的需求，由英國代間實務中心(Cent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 ； CIP) 進 行 研 發 與 管 理 的 方 案 認 可 標 準 (Approved Provider
Standard；APS)，係針對不同規模與類型的代間方案，提供實際和可靠的依循準則以支
持代間方案的有效性，包括計畫目標、參與者管理、志工選用和訓練、組織管理架構的
建立，以及監督與評估等，通過 APS 認可的益處，包括可被認證為優良代間方案、可
使用識別碼做為標示、增加實施的公證力、連帶也被政府部門以及其他民間組織所認
可、對於潛在的參與者和志工更具有吸引力，以及通過審核有助於其他代間方案的再發
展 ， 截 至 2006 年 12 月 底 止 共 有 11 個 代 間 方 案 通 過 APS 的 認 可 (Centre for
Intergenerational Practice,2007)。
（二）以學校、社區、機構與在宅為實施場域進行多樣化的代間方案
由民間組織因應當地之需求或配合政府政策，結合學校、社區、機構或在宅形式共
同推動各類型的方案，成功案例也被複製至全國各地。在英國最具有重要意涵的代間方
案模式是應用在社區行動與發展上，增加在社會公共事務的參與機會，賦予年輕人更多
的社會公民權與責任，有意地針對困難接觸到者或是處在社會邊緣地位者，提升其能見
度與參與率(Hatton-Yeo & Watkins,2004)。因此，因地制宜的實施更見其成效，使高齡者
能成為年輕人活力老化的正向角色模式，年輕人則提供擴充的資源連結給高齡者增加生
活的廣度與充實感。
（三）代間活動有助於建構不同群體的團結，促進社會融合
代間任務是藉由發展高齡者和年輕人的能力、自信和角色，以促進整體社區的凝聚
力和正向的連結，政府單位更可運用政策與經費上的贊助來活化社區和輔助弱勢地區的
發展。此外，適當的代間方案設計以減低對少數民族關係的緊張與促進異質文化的了
解，改變對弱勢族群的歧視與偏見，以促進社會的融合，並讓參與者能從中獲得自信、
認同和增進彼此了解的利益。
（四）國際性會議的召開促進辦理代間方案經驗的交流與資源網絡的建立
因應國際社會的改變對推展全球性的代間方案不遺餘力的國際代間方案協會，以行
動領導者角色積極辦理國際性會議、發展代間方案規劃的系統化方法，及出版與協助發
展會員國的代間實務方案等,並舉辦兩年一次的國際性會議，以分享知識、經驗交流與整
合資源，建立共識與願景，共同發展國際間的代間實務。

參、代間方案類型與運作實例
代間實務的運作具複雜與範圍廣的特性，是有意圖地結合不同代間的參與者之相互
利益為方案目標，以協助解決當今的社會議題，包括建造活力社區、促進公民權、社會
平等與鄰里關係革新等，其中公民權議題是政府當前施政政策的重點，將此議題導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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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服務與學校正規教育中，從中培養年輕人對高齡者的責任感，對晚年期的高齡者提供
必要的生活、照顧與學習等的協助，以落實公民課程的學習成效；而代間薪傳方案模式
因高齡者會以其熟練的藝術技巧和耐心的教學態度，來有效地完成薪傳技藝的使命，是
代間薪傳方案成功的重要因素，歸納目前在英國發展與實施的代間方案模式有
(Hastings,2002;Hatton-Yeo& Watkins,2004;Brennan & Sheila,2005)：
‧學校式：結合學校的場地與資源，由高齡志工進入校園協助年輕學子減低學習危機、
學習困難與分享豐富的人生經驗。
‧機構式：在高齡者日間照護機構、私人專業機構、教堂與圖書館等處，進行以高齡
與年輕人共同學習與創作、年輕人進行服務學習等。
‧社區式：以建構社區社會資本方案，以認養和收集在地資源，以進行社區環境之改
造，或針對居住在大都市之弱勢與被邊緣化的族群，以代間方案結合共同
發聲表達實際需求，並進而影響福利政策的議題。
‧到宅式：年輕人定期訪視視力受損、行動不便或居處偏遠交通不便的居家高齡者，
提供電腦與英語教學、閱讀書報與信件之到宅協助。
‧薪傳式：以傳承既有的民俗文化，包括音樂、編織、繪畫與手工藝術品等，並進行
口述在地歷史、生命史與文化技藝傳授的代間學習。

一、類型
Karasik 在 2002 年指出代間學習方案和服務學習方案，是最常被使用在促進高齡者
和年輕人彼此之間態度改變(attitude change)，並以持續性與有目的的進行資源及學習交
換的方法，增進高齡者與年輕人的接觸，挑戰以年齡為基礎的老化偏見與迷思，進而促
成個人性與社會性的利益，其類型包括有(Hatton-Yeo & Ohsako, 2000; Klerq et al.,2000 ;
Granville, 2002;Ohsako,2002)：
第一類型為高齡者服務兒童與年輕人(包括指導者、良師、教練、朋友、照顧者、資源
提供者等代間方案)。
第二類型為兒童與年輕人服務高齡者(包括探訪者、陪伴者與輔導教師等代間方案)。
第三類型為高齡者與年輕人共同參與服務社區(包括環境與社區發展代間方案)。
第四類型為高齡者和年輕人進行非正式的學習活動(包括音樂、娛樂、運動、藝術創作
與展覽等代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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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與年輕人在代間方案中的角色具有多樣性，也有涵括有多重世代共同服務發
展社區或特殊需求者，Granville( 2002)也特別指出某些代間方案非以年齡為代間分隔的
形式，是以種族、宗教或某特定群體為對象，例如有以下之方案類型：在諾丁漢郡的巴
基斯坦區進行的修補橋樑(Bridge the Gap)服務方案，目標是以代間合力工作以形成社會
資產；在東倫敦區以發展孟加拉和索瑪利人社區代間工作來證明高齡者和年輕人的相互
需求；信仰回教與猶太教的高齡者和年輕婦女，以及其他不同國籍者共同進行代間工
作；針對失智高齡者的代間服務支持活動等。

二、運作實例
在英國，代間方案通常是在特殊背景下以小規模與密集性的計畫，配合政府相關政
策，或是由民間公益組織回饋地方，委由大學或基金會策劃執行，或由高齡者或年輕人、
或是二者共同規劃代間方案(Raynes,2004)。表 1 所列舉的四個實例皆是英國代間實務中
心的會員組織所運作成效卓著的案例，分別從不同的運作類型與運作模式中進行探討，
以期能對英國代間方案實施的背景、目標、對象、方式、經費來源與方案成效等，有更
深刻的認識與了解。
表 1 英國代間方案運作類型、運作模式與運作實例
運作類型

運作模式

運作實例

高齡者服務兒童與年輕人

學校式

校園中的高齡者指導學童學習計畫

兒童與年輕人服務高齡者

到宅式

Sixty Plus 代間方案

高齡者與年輕人共同服務社區

社區式

代間藝術方案

高齡者和年輕人進行非正式的學
習活動

薪傳式
機構式

生命之河代間方案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一）高齡者服務兒童與年輕人類型
以「校園中的高齡者指導學童學習計畫」(Age & Youth-School Based Project)為例
(Brennan & Sheila,2005; Sheila,2006)：
1.方案背景
本方案是由京斯敦關懷老人組織(Age Concern Kingston-upon- Thames;ACKuT)所管
理，在泰晤士河畔的京斯敦區針對自閉症、閱讀困難者、特殊個案與少數種族的國小學
童為對象，因這些學童有學習低落、被忽視與無法有效學習之障礙。由居住該地區具有
教育背景的高齡志工到校協助教學與課業指導，並有意地連結高齡者與學童，促進彼此
更好的了解與進行有價值的傳遞。
2.方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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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進行課業的指導，提供學童能夠親身體會高齡者的豐富的學識、慈愛關懷與
分享經驗，建立互信與促成學業進步。另一方面，也使高齡者能重溫兒時求學的回憶，
關懷兒童的學習與成長，並進行有效的高齡人力資源再運用，以能持續支持居住在京斯
敦區的高齡者，更能融入現代社會脈動與提供有價值的貢獻。
3.實施對象
蒙特小學(The Mount Primary School)
居住在泰晤士河畔京斯敦區(Kingston-upon-Thames)的高齡者
4.實施方式
該方案由 7 位高齡志願者固定每週一次到校的方式，進行 13 位個別學童的課業指
導，實施策略首先將校園中的高齡者指導學童學習招募高齡志願者計畫公告在圖書館、
教會等的公佈欄，針對有意願的高齡志願者進行面談，以具有教育背景的高齡志願者為
優先選用。其次，將高齡志願者個人背景資料送達京斯敦皇家自治區進行查核與管理。
最後，進行高齡志願者的訓練研習會，以涵括學童保護、學校的發展現況與教法，以及
自閉症與學習障礙議題之探討，設立組織聯絡網，並將相關計畫訊息公開給當地政府組
織、第三年齡大學、扶輪社、退休者協會等擴大召募高齡志願者，並建立高齡人力教育
資源資料庫。
5.經費來源
英格蘭關心老人代間網絡協會(the UK Intergenerational Network of Age Concern England)
卓越城市基金(Excellence in Cities Fund)
6.方案成效
由參與方案的老師進行同步研究指出，該方案成效顯現在學童的自信增加、發展正
面對自我的評價、學業成績進步、與高齡良師志工建立更深厚的友誼關係，並也順利進
入中學就讀。在高齡者方面的回應：志願高齡者的熱誠參與，使他們感到比以前更認同
自己，是社會有用的一份子；在學童方面的回應：學童在接觸了這些男性與女性的高齡
志願者之後，凸顯出他們的聰明伶俐、善解人意與喜歡接受新經驗與挑戰的行為模式。
方案執行成果在京斯敦地區廣泛地被報導與獲得更多的重視，其他未參與的學校也相繼
提出加入的計畫書，也有高齡志工獲聘擔任學校顧問，京斯敦關懷老人組織以此成功的
代間良師方案為基礎，更積極尋求相關資源的贊助，以謀求未來更多元化的發展。
（二）兒童與年輕人服務高齡者類型
以「Sixty Plus 代間方案」(Sixty Plus intergenerational project)為例
(Raphaely,2005;Dize 2005)：
1.方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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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代間方案是以服務六十歲以上高齡者為對象的 60+( Sixty Plus)基金會所管理，在
列名全英國十大貧民區中的肯辛頓與查爾西(Kensington and Chelsea)區發展代間服務學
習方案，在複雜的歷史背景與大眾傳播媒體負面的報導下，使居住在該區的高齡者成為
被孤立的無聲者，而無法融入現代社會生活中；Sixty Plus 基金會結合當地 16~24 歲的
年輕志工，提供到府服務的代間方案，包括閱讀、電腦和語言教學等的服務，以支持居
住在肯辛頓與查爾西地區的高齡者能獨立、有尊嚴地生活。
2.方案目標
以支持與提升高齡者在所居住社區的自信和獨立，為年輕人提供正向的志願服務機
會與經驗，創造高齡者與年輕人成為夥伴關係的相互利益，去除世代間的隔閡與偏見，
促進彼此間社會性的結合與感受，以期能持續保持熱誠來服務所居住的社區。
3.實施對象
肯辛頓與查爾西地區 60 歲以上高齡者與 16~24 歲的年輕學子
4.實施方式
嚴密的年輕志工招募、訓練與持續支持是該方案特別的重點工作，事前先評估接受
服務的高齡者居家環境是否安全，先配對與見面評估是否合適，以簡易的代間方案來測
試可行性，再發展成另一全新的與可接受的代間方案，來滿足個別高齡者的需求，目前
仍持續進行的代間學習方案有如下：
代間閱讀方案(The Intergenerational Reading Project)開始於 1997 年，透過社會服務
與慈善團體的年輕志願者，每年提供服務給大約 45 位全盲或視力受損的高齡者，事先
訓練年輕志願者如何協助視障者，提供一星期一小時來協助高齡者閱讀信件、書籍與報
紙，以及搜尋資料等形式處理個人事務。
代間電腦方案(The Intergenerational Computer Project) 開始於 1999 年，考量因身心
障礙、行動不便、資訊缺乏無法獲知何處可學習電腦，以比照代間閱讀方案的模式，設
計在宅學習的電腦課程，由年輕志願者當電腦教練，進行一週一小時指導高齡者學習上
網搜尋資料與玩電腦遊戲，以成為能趕上現代資訊潮流的銀髮飆網族(silver surfer)。每
年大約有 60 位高齡者參與此代間電腦方案的學習，2005 年獲得國立成人繼續教育協會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Adult Education)所贊助的成人開放學習獎助(Opening
Doors to Adult Learners Award)有利更多相關方案的推動。
代間語言方案(The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Project)，起因於有外來移民的子女希
望能有針對高齡父母英語教學的學習方案，因在肯辛頓與查爾西地區很多外來老移民仍
保有其本國之語言而沒有學英語，有社會福利服務需求但卻無法自行溝通，例如就醫或
社會福利案件申請時就需要有翻譯人員陪同。代間語言方案執行規模較小，每年約有 10
位高齡學習者，實施上較具挑戰性與困難性，因會受限於高齡學習者的學習能力與意
願，且年輕的志工需有豐富的教學技巧與高度的熱誠來執行；此方案由能說當地外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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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ESOL)來安排提供年輕志願服務者的教學
規劃與教法，提供在家學習生活情境英語，以幫助更能融入當地環境與生活需求。
5.經費來源
菲利浦‧羅倫斯獎助金(Philip Lawrence Awards)
肯辛頓與查爾西皇家自治協會(The Royal Borough of Kensington & Chelsea)
肯辛頓與查爾西社區安全委員會(Kensington and Chelsea Community Safety Panel)
6.方案成效
賦予年輕人扮演著有活力與貢獻的社會角色，盡一份公民的責任與義務，有利於減
低對老年人的歧視，化解世代的鴻溝，並能提升高齡者晚年融入現代資訊生活與英語溝
通能力；在此方案執行成功後，Sixty Plus 代間方案計畫有考量與依據志願服務者的背
景經驗，再擴大提供高齡者定期訪視與居家陪伴、外出購物與擔任園丁等具新穎性與有
實際需求的服務方案，從代間服務中感受公民服務學習所蘊含的額外價值。
（三）高齡者與年輕人共同參與服務社區類型
以代間藝術方案(Bigger Picture Project)為例(Langford,2006;Magic Me,2007)：
1.方案背景
在東倫敦區的史塔波尼海洋新政社區計畫(Ocean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 ONDC)
中的大圖像(The Bigger Picture)方案，由有魔力的我(Magic Me)基金會所管理，有鑑於當
地居民組成複雜，包括孟加拉人 56%、白人 26%、黑人 5%以及其他 13%，形成具有多
元複雜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且根據研究調查指出，有 52%的高齡者感覺當地年輕人
對他們潛藏著無形威脅，因彼此缺乏正向互動的而導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該方案是透
過藝術學習方案的規劃，相互支持與以藝術營造美化社區的代間活動，讓文化互異的參
與者能有共識地建造屬於他們自己安全的社區。
2.方案目標
以藝術結合居住於海洋新政地區不同文化背景與成長經歷的年輕人和高齡者，透過
企劃訓練、藝術創造和實務活動來探索新型態代間藝術學習方案在社區之應用，以專業
化的發展、探索與印證代間方案規劃成效。並在方案持續進行中能同步進行研究，在社
區中不同世代、文化與信任感的建立，中學生能在公民課程中學習辦理社區藝術研討
會，在社區整體藝術營造技巧、規劃、完成與展示中獲得專業的知識與技巧。
3.實施對象
約翰卡斯中學(Sir John Cass School)
海洋新政社區的高齡者(Older people from the Ocean NDC a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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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雷特塔調解委員會(Tower Hamlets Mediation Service；THMS)
拉地麥公理教會(Latimer Congregational Church)
4.實施方式
有 10 位 55 歲以上的高齡參與者，包括：孟加拉人(3 位男性和 2 位女性)、巴基斯
坦人(1 位男性)、白人(3 位女性)、西印度人(1 位女性)。從 2004 年 9 月至 2005 年 7 月的
每週六，年輕人與高齡者齊聚ㄧ堂，在藝術工作者的帶領下，學習代間藝術創作，藝術
形式包括有戲劇、詩詞、視覺藝術，以戲劇和討論會來研究年輕人對高齡的親戚、鄰居、
陌生者的感覺、態度與溝通，以建構互動關係和分享理想等，並邀請當地社區與志工組
織，提出社區問題與解決對策，對社區整體藝術改造的議題，組成三至七人的小型代間
團體，分組進行訪問當地組織和居民，針對社區要如何改變才能更有創造性和效能，與
討論年輕人與高齡者有關公民角色議題，舉辦期末回顧討論會，將研究發現與結果提出
分享。
5.經費來源
英格蘭藝術理事會(Arts Council England)
盧卡斯‧土斯信託(Lucas-Tooth Trust)
6.方案成效
因方案成效卓著與獲得肯定，代間藝術方案參與者也簽署加入千萬志工(Millennium
Volunteers)組織成員，並獲得服務時數之證明，年輕人也回應能明白清楚高齡者所擁有
的專長技術、優點和才能，以及學習接受如何支持和友善對待行動不便和對正討論的問
題失去興趣的包容，透過解釋和翻譯能使不同種族與文化背景的高齡者語意溝通更順
暢，與更了解如何適時支持高齡者與其建立更友善的關係；高齡者也期待和具有不同文
化背景的年輕人一起服務社區，能從中了解年輕人現實的生活面和壓力來源，以關心取
代更多負面的評斷，在創造性的活動中，高齡者表達出能更認識當地的年輕人，也渴望
向他們學習。
（四） 高齡者和年輕人進行非正式的學習活動類型
以生命之河代間方案(River of life)為例(Magic Me,2007)：
1.方案背景
本方案是結合位於倫敦市的白葛羅夫小學(Bygrove primary school)的學童和藍斯伯
里日間照護中心(Lansbury Lodge Day Centre)的高齡者，該學校與機構並排相鄰在波普拉
爾區，過去並未曾有過互動；由高齡藝術家與編織者，帶領指導以水為主題，進行生活
故事之分享與藝術創作，包括繪畫、編織與說故事等代間學習活動，將參加者的作品整
合成大型的藝術創作與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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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目標
由蘭斯伯里日間照護中心的高齡者與當地藝術家、編織創作者共同運用他們所擁有
才能和技巧傳授給學童，創造學童和高齡者由專業藝術者指導，合作學習製作一個高品
質藝術品的機會，增進參與者的藝術能力與設計技能，並藉由專家與高齡者說故事活
動，提升學童語言表達理解能力與文學創作技巧。
3.實施對象
藍斯伯里日間照護中心(Lansbury Lodge Day Centre)
白葛羅夫小學(Brygrove Primary School)
當地高齡藝術家與編織者
4.實施方式
在菠普拉爾區的哈姆雷特塔鎮，由五年級的學童每週二拜訪日間照護中心的高齡
者，活動形式是高齡者以說故事者、編織藝術者的角色與當地高齡藝術家共同指導學童
學習，以水為創作主題，用油畫、刺繡和參加者的照片組合成大型的絲織藝術作品，學
童們邀請藍斯伯里日間照護中心的高齡者，蒞校欣賞共同創作的藝術展覽，並以茶會熱
烈慶祝他們已建立的友善關係，良好的代間方案成效促使計畫進行發展其他相關的方
案。
5.經費來源
奧爾蓋特與萬聖基金會(Aldgate and Allhallows Foundation)
菠普拉爾卓越城市行動區協會(Poplar

Excellence in Cities Action Zone)

6.方案成效
從不同年齡的高齡者生命故事分享中，聽到第一手的真實人生經驗，是學校課程所
學不到的，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角色扮演和戲劇形式，幫助了解過往的歷史場景，激
發學童對過往歷史的興趣；不同成長背景所創作出的作品，蘊藏豐富的生命熱情與內
涵，互相學習與欣賞肯定，促進學童愛老與感恩的情懷，拓展高齡者的溝通、表演和創
作技巧，以具挑戰性的活動來拓展橫向面的接觸，激發個人幸福感、自信和生活滿意度。

三、評析
（一）在國際代間方案協會與英國代間實務中心的網絡支持，以及全國會員組織的努 力
而蓬勃發展，以在鄉村、都市、郊區的社區、少數或是弱勢族群的地區加以實施，且不
分年齡、種族，性別與社經地位皆可為參與者，對族群融合具有很大的貢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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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間方案實施場域會因高齡者個人因素或是因地理位置與交通的不便等的考量，
以到府服務進行代間學習方案，其他則以高齡者與年輕人可共處的適當場所包括學校、
社區和機構等為主，因地制宜與近便性有助於提高參與率與實施 成效。
（三）資金來源部份來自政府政策性的經費，其他則由執行機構公開募款，邊執行邊募
款，通常會因過去相關方案實施績效良好而易募得款項，或是獨立的專業機構自有資金
的挹注，而能持續推展。
（四）方案需求的提出以配合政府相關政策，以縮短代間隔閡促進社會融合、提升社區
鄰里關係、在正規教育中融入公民議題課程以及高齡志工人力的再運用等，或是以傳承
與保有民俗傳統技藝的代間學習，以及代間學習服務需求來自高齡者的子女的提出等形
式，來自多方面的社會體系支持，有助於發展信賴感與安全感的代間關係，從中增進對
學習的興趣、經驗和自信。

肆、對我國推展代間方案的建議
一、因地制宜以發展多元化的代間方案
以參酌英國代間方案在全國各地所實施不同模式與類型，因應不同國情與需求，在
我國推展時可加以擴大其應用層面，像是成立民俗技藝社團聘請高齡者駐校指導、祖孫
電腦共學方案、定期至社區、學校與機構分享生命故事與技藝傳承巡迴活動等，以建構
合適且多樣化的代間方案。

二、在正規教育體系中納入代間方案的實施
以落實公民權議題在正規教育中公民與倫理課程，以主題式的設計在社區與機構中
做代間服務學習課程規劃，建立學童與年輕人親近晚年期的高齡者的機會，尊重老人的
獨特性與重視老人價值及尊嚴，從中培養助老與關懷長者的責任感，提昇孝親事長倫理
教育的實踐。

三、以推展代間方案促進高齡教育的發展
我國在「邁向高齡社會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與「家庭教育法」中，明示在高齡化
社會中融入代間教育的重要性，而代間方案是有意地連結不同世代，以進行持續性的交
換資源並能從中獲益，實證研究也指出，能增進高齡者與年輕人互動與溝通的機會，提
升代間情誼，更可從社會參與中創造社會角色與獲得支持，有助於社會教育成效與高齡
教育的發展。

四、成立專責代間方案推動單位，並與國際接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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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在高齡教育中融入代間方案的推展的需求，由政府或委由民間積極規劃與組
織代間方案管理的專責單位，進行研究合作與提供政府部門代間策略的建言，連結全球
化的觀點建構有效的代間方案，促使代間方案能朝在地化、教育化、網絡化與全球化的
方向前進。

伍、結語
英國女皇伊莉莎白二世在 2006 年的聖誕演講中提及：傳承人類珍貴的價值與智慧
給後輩，這正是上一代對下一代真正有價值與意義之所在；未來除了縮短資訊科技的鴻
溝，更為重要的是鼓勵與發揚敬老尊賢。實能呼應代間實務的目標在於發展與強化代間
關係，提昇對生命全程中不同階段均等價值的認知，有利於世代的認同與成長，並連結
代間方案多樣化的運作模式與類型，以多元化實施途徑回應當地需求，建構更圓滿與祥
和的終身學習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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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發展新契機－高齡者教育的實施
胡小玫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成教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隨著台灣民主腳步的進程，教育多元開放的取向使得近年來大學校院數量激增，高
等教育門戶大開。但隨著高齡少子化的社會景象，快速擴張的大學校院面臨學齡人口減
少及財政窘迫等問題，尋找新的教育消費者成為大學校院紓解困境的途徑之一。而我國
在 2006 年 11 月公布的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則為此提出一解決方案，即鼓勵大學校院開
放高齡者選修課程或辦理學習活動等。據此，本文嘗試以實施高齡者教育以為大學校院
發展新契機之策略。全文首先說明目前台灣大學校院發展情形，其次闡述目前我國高齡
者教育實施狀況，進而提出對大學校院實施高齡者教育之建議。
關鍵詞：高齡者、大學校院、高齡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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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台灣民主腳步的進程，教育多元開放的取向使得近年來大學校院數量激增，高
等教育門戶大開。但隨著高齡少子化的社會景象，快速擴張的大學校院面臨學齡人口減
少及財政窘迫等問題，尋找新的教育消費者成為大學校院紓解困境的途徑之一。而我國
在 2006 年 11 月公布的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則為此提出一解決方案，即鼓勵大學校院開
放高齡者選修課程或辦理學習活動等。據此，本文嘗試以實施高齡者教育以為大學校院
發展新契機之策略。全文首先說明目前台灣大學校院發展情形，其次闡述目前我國高齡
者教育實施狀況，進而提出對大學校院實施高齡者教育之建議。

貳、我國大學校院的發展情形
我國大學自政府遷台後，實施憲政，頒佈大學法之後，發展迄今約 60 年，其中經
歷兩次大開大合，曹翠英（2006：5-9）指出，「戲劇性」可謂是台灣高等教育發展主要
弔詭的寫照，其並將台灣大學校院的發展情形分為五個階段，茲簡述如下：

一、停滯期（1948 年 7 月至 1956 年 6 月）
此時期適值二次大戰後未久，政經環境不穩，大學法雖於 1948 年 1 月公佈，但高
等教育因非當局迫切推展之務，故其發展處於停滯階段，故至 1956 年止，高等教育機
構類型計大學及獨立學院 11 所，專科學校 6 所。

二、成長期（1956 年 7 月至 1974 年 6 月）
1965 年大學法開始研議修正，並於 1972 年 8 月 24 日開始實施。此時期之特色在於
政府採取放任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機構數量大幅成長。此階段大學及獨立學院共計 24
所，專科學校 76 所。

三、限制期（1974 年 7 月至 1983 年 6 月）
此階段因逢重大外交困境、全球性經濟危機以及專科學校大量增設後的品質堪憂，
政府對高等教育改採緊縮方式因應，重質不重量，故至 1983 年 6 月止，大學及獨立學
院共 28 所，專科學校 77 所。
另外，此時期政府為追求高等教育品質，改進大學組織結構，創設專業學系新學制
及強化推廣教育，遂於 1980 年 9 月再度著手修正大學法，並於 1982 年修正公佈，期許
能為高等教育帶來新象。

- 88 -

邁向高齡社會，落實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2007 高齡教育整合與創新研討會 會議論文集

四、開放期（1983 年 7 月至 1994 年 6 月）
實施多年的大專校院限量政策於教育部長李煥及毛高文主事之後進行開放與增
設，截至 1994 年 6 月計有 58 所大學及獨立學院，72 所專科學校。此時期高等教育除維
持開放與穩定外，更出現了新型態的高等教育機構－空中大學，高等教育於此開始有新
的思維與突破。再者，為適應社會多元需求，政府於 1988 年對大學法開始進行檢討，
參考歐美國家先例，計畫調整大學體制及結構，於 1994 年 1 月 5 日修正公佈施行。

五、蓬勃渾沌期（1994 年 7 月迄今）
因應社會多元開放及民主與政治意識的抬頭，立法委員積極向政府爭取設立或改制
大學校院以平衡地方生態及資源發展需求，依據行政院主計處（2007）至 2006 年 6 月
的統計，全國大學校院共計 147 所，專科學校 16 所。其次，為提升競爭力，突破技職
教育發展困境，自 1994 年起教育部大力推動專科學校與技術學院升格與轉型，至此高
等教育之發展，產生學術與實用導向趨於模糊之態勢，在學齡人口逐漸下降與國際競爭
的壓力下，大學校院面臨前所未有的質與量重新定位的巨大轉變。
綜上所述可知，台灣近十年來大學校院爆炸性的成長，新設及改制的大學校院林
立，以往考試入學的窄門已不復見，取而代之的是大學校院招生數供過於求，許多學校
招生不足，造成學校財政困窘及資源閒置等問題。再者，我國出生率持續降低，依內政
部 2007 年最新發佈的內政概要中指出，自 84 年至 94 年臺閩地區人口同期之自然增加
率則由 9.9％0 降至 2.92％0(如圖一)，未來若持續此情形，恐有人口負成長，而產生人
口老化，扶養比負擔過大等嚴重之社會問題（內政部，2007a）
。因此，可以預見，大學
校院招生不足之情形將持續惡化，為求生存，各校勢必需採取某些策略以因應高齡少子
化現象的衝擊。

圖一 台閩地區人口粗出生率、粗死亡率
資料來源：內政部（2007a）。內政概要。2007 年 3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moi.gov.tw/outline20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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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我國高齡者教育的發展情形
科技與醫藥的進步不但改善人類生活的形態與品質，也延長了人類的壽命，使得世
界人口普遍高齡化，龐大的高齡人口數，對社會各個層面產生莫大的衝擊與影響，如美
國在其 2005 年的白宮老年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WHCoA], 2005）報告
中即指出，不斷老化的美國將使轉變整個政治、退休制度、健康照護體系、福利系統、
勞動市場、銀行及股票市場，這樣的轉變對社會而言是正向抑或負向，端視今日我們如
何地規劃與準備迎接這銀髮世界的來臨。而我國早在 1993 年即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依
據內政部最新統計，截至 2006 年底，我國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數達 228 萬 7,029 人，占
總人口數的 10.00％，老化指數為 55.17％，創歷年新高（內政部，2007b）
。因此，台灣
人口快速老化的現象亟需重視並全面著擬相關解決對策，將危機化為轉機，成為社會助
力。而教育，便是將高齡資源轉化為社會正向力量的根本策略之一。
為因應高齡社會之挑戰及對高齡者教育人權之重視，我國遂於2006年11月頒佈「老
人教育政策白皮書」。這是自政府遷台後高齡者教育發展的里程碑，它專為高齡者教育
規劃未來藍圖，不僅代表著政府終於開始正視高齡者的教育需求，決心積極因應，也勾
勒著未來高齡者教育寬廣及蓬勃的發展空間。這劃時代的宣言，並非一蹴可及，而是現
代社會發展所趨、高齡者教育累積的實施成果與學者的長年的貢獻及熱心奔走。依據林
淑敏（2003）對我國老人教育實施途徑之調查研究及筆者之整理摘要，我國高齡者教育
之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茲簡述如下：

一、蘊釀期（1978年至1980年）
此時期主要之發展在於1978年台北市基督教女青年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創立了「青藤俱樂部」
，為55歲以上年長者提供各種藝能育樂活動，
期能發揚傳統敬老尊長美德，喚醒社會對年長者的尊重及其生活福祉的重視，並協助年
長者適應退休生活並鼓勵積極參與各項社會活動，以豐富其生活與增進身心健康。目前
服務項目包括：課程、旅遊、電話問安、量血壓服務、保健聯誼特別活動（台北市基督
教女青年會， 2007）。

二、初創期（1981年至1988年）
1981年高雄市長青學苑成立，為我國第一所專為高齡者而設之教育組織，由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及高雄市基督教女青年會（YWCA）為提升高雄市老人福利之服務層次與活
動領域而設，辦理各類高齡學習活動，提供年長者生活常識與專業知識以開展社會關
係，充實生活內涵與情趣，為政府與民間團體協力合作辦理高齡者教育成功之首例（郭
昱均、高淑貴，2003）
，目前課程已由最早期之15個班別擴大至180個班別，並遷入由高
雄市政府專為銀髮族建設，也是東南亞規模最大之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成為國內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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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外老年社會福利觀摩考察的重點（陳璧琳，2006）。另外，台灣省政府也於1987年
頒佈「台灣省設置長青學苑實施要點」，各縣市及其他地區公私立機構紛紛開辦老人教
育活動，設立長青學苑。此時期高齡者教育之發展特色以福利取向為主。

三、發展期（1989年迄今）
自1989年教育部提出「老人教育實施計畫」，明示老人教育的目標為協助老人自我
實現、協助老人重新就業及擴充其生活領域之後，教育部推動高齡者教育之相關計畫陸
續出爐，包括1991年之「發展及改進成人教育五年計畫」、1993年之「教育部82年度獎
助辦理退休老人教育及家庭婦女教育實施要點」、1994年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的終身教
育相關議題探討及2004年之「建立終身學習社會五年計畫」等。此時期之高齡者教育走
向以終身教育為主，最重要的發展為宣示終身教育重要性之白皮書及法令的訂頒。1998
年教育部發表的「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指出老人教育為建立終身學習社會不可或缺的
一環；2002年「終身學習法」明訂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整體規劃終身學習政策、計畫及活
動，確保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使得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有了法令
的依據，高齡者的受教權及參與權受到保障；2006年教育部更公布了「邁向高齡社會－
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以「終身學習」、「健康快樂」、「自主尊嚴」及「社會參與」為
願景，規劃全面性的老人教育體系網絡，期建立無年齡歧視的終身學習社會。
另外，依據林淑敏（2003）之研究指出，我國高齡者教育實施途徑主要包括各種補
習學校、市民教室、長青學苑、空中大學、大學推廣教育、社區大學、民間宗教團體的
各種老人短期研習課程等七類辦理機構，除長青學苑、老人大學及民間的老人團體為專
為高齡者而設之外，其餘均附屬於成人教育機構，並有74％的機構為兼辦性質。但隨著
社會進步，高齡人口的增加，對學習的需求強烈，這些機構所提供高齡者的學習機會已
不敷廣大需求，因此，擴展提供高齡者參與學習機會及管道誠屬必要。
綜合上述，我國高齡者教育數十年的發展，雖然仍有許多未完善之處，但卻是為終
身學習社會之發展奠定了良好的基礎，而「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規劃更是為高齡者
教育之多元發展鋪設了明亮的前導磚，未來高齡者教育之光明景象將是可以預見的。

肆、大學校院實施高齡者教育的建議
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對高等教育機構帶來重大的影響，大學校院在面臨人口老
化、傳統學生人數下降及終身學習的強烈需求之下，必須做出某些改變以應無可抵擋的
時代趨勢，而實施高齡者教育便是紓解大學困境的策略之一。大學校院實施高齡者教育
在國外已是相當普遍之現象，如美國實施高齡者教育頗負盛名的老人寄宿所
（Elderhostel）及退休學習學會（Learning in Retirement Institute, LRI）
，皆是與大學校院
合作，提供各類課程，廣受高齡學習者歡迎，各地紛起仿效。美國老人寄宿所透過各地
大學校院辦理短期教學、討論及聯誼等相關活動等，其旅遊學習課程使其為世界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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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大的高齡旅遊學習機構，組織橫跨北美及世界各地（李嵩義，2007）；而退休學
習學（LRI）會則是直接由大學支持辦學，並以提供高齡者具大學學術水準課程著稱（胡
小玫，2006）。兩者共通之處為皆由高齡者自主運作，收取合理學費，利用大學人力、
物力等各項資源提供高齡者學習機會，使大學不但能善盡公共服務之責，也能創造營
收。另外，美國自 1980 年代後，更發展出結合安養與學習的大學連結退休社區
（University-Linked Retirement Communities, ULRCs）模式，加速了大學開放門戶的腳
步，也符合了高齡者在地老化的需求（蔡文綺，2006），蔚為風尚。綜合上述的國外經
驗可以得知，大學校院為學術的中心，教育之重鎮，其對高齡者教育的作為，將對社會
產生引領風潮之作用。而且，國內相關研究也指出高齡者偏好於大學校院之學習環境（陳
清美，2001），贊成以大學附設的設置方式來辦理高齡者教育（林淑敏，2003）。因此，
在這高等教育機構面臨轉型的當口，掌握辦理高齡者教育的契機，將為大學校院之發展
帶來一番新的景象。
目前我國大學校院成人推廣教育雖然提供高齡者少數學習課程一，但主要以提供在
職成人回流教育為主，高齡者教育課程所佔之比例甚小，未受學校重視。但隨著現代越
來越多的高齡者教育程度高，健康情形良好，參與學習意願增強，大學校院除培育國家
未來之菁英人才外，更應符應社會人口變遷之趨勢，為高齡者提供學習機會。故此，筆
者提出以下之建議，作為大學校院實施高齡者教育之參考：

一、對政府機關之建議
（一）高齡者教育專門法令之訂頒
為朝向學習社會的目標邁進，政府近年來頒佈執行多項計畫法令，以落實努力的
決心，尤以 1998 年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之宣示，終身學習成為政府及民眾重視之區塊，
也為 2002 年終身學習法之制頒鋪陳了成功平坦之道。循此之例，高齡者教育專門法令
之訂頒應在可預之期。蓋因目前高齡者教育之辦理無專門詳細法令之依循，多涵蓋於其
他法令之下，如老人福利法、終身學習法等，無明確仔細之規則條例規劃作為依據，使
得高齡者教育之實施及作法紛陳雜亂。因此，高齡者教育專門法令之制定有其必要，以
對高齡者教育事務做全面性的規範、統整及分工，便於各權責單位順暢推動高齡者教育
相關業務。
（二）提升專責機構行政層級
依據終身學習法之規定，教育部為中央終身教育相關事務之主管機關。但由於我
國高齡者教育實施之內涵與途徑複雜多元，常與內政部及他部單位業務交錯，職責界線
不清，而發生資源重疊、各自為政之現象。但教育部及轄下單位因行政位階之故，對其
他行政部門並無統整、指導及執行之權，以致在推動終身學習，包含高齡者教育等相關
政策及事務，面臨某些困難障礙或瑣碎行政等之處。因此，應採早前草擬終身學習法之
學者意見，將中央管理終身學習事務之單位，提高至行政院長層級，以便有充分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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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統整與推動包含高齡教育之終身學習事務。
（三）固定編列高齡教育專門預算
經費不足是辦理高齡者教育的主要問題之一。政府未能有專門高齡者教育預算穩
定支持高齡者學習活動之辦理，嚴重限制了高齡者教育的發展與品質。辦理高齡者教育
之機構常因補助經費不足，無法提供良好的學習環境、資源、師資及課程等來吸引高齡
者參與學習，而且對於有心參與學習活動的低社經之高齡者，也缺乏足夠經費來支持鼓
勵其參與學習活動。故政府機關應著手擬定專門預算來支持高齡者教育的推展，促進社
會各階層的高齡者都能有機會與權利來參與學習活動。
（四）運用大眾傳播媒體鼓勵高齡者參與學習活動
台灣雖已邁入高齡社會，但對老化的刻板印象仍然深植於文化當中，多數人認為
高齡者為衰敗依賴之象徵，而高齡者本身也常落入老而無用論的窠臼當中。因此，政府
除應撰擬及執行高齡教育政策之外，也應協助民眾，破除對老化的迷思才是根本。善用
大眾傳播媒體宣導政府政策、高齡學習理念及提供活動訊息是鼓勵高齡者參與學習活動
最簡捷之方式，也較能全面性的教導民眾正向老化之概念及化解年齡歧視之偏差現象，
提升高齡者積極參與學習的動力。
（五）培訓高齡教育專業師資與規劃人員
高齡者在生、心理及發展上的特殊現象，使其在學習需求等方面與其他年齡層之
受教者有所區別。高齡者教育師資及規劃高齡學習活動人員應具有老化等相關知識背
景，才能掌握高齡者特質，提供及設計適合高齡者學習及參與的相關活動。因此，政府
應對現有之高齡教育從業人員舉辦研習訓練，加強其專業素養之外，也應規劃一套培育
高齡教育專業師資與規劃人員之辦法及系統，為未來超高齡社會之龐大學習需求預作準
備。

二、對大學校院之建議
（一）就行政系統方面而言
1.由推廣教育部門主導辦理高齡者教育，並協助高齡學習者組成委員會
大學校院推廣部門辦理推廣教育或回流教育經驗豐富，溝通規畫能力強，適合作為
大學校院辦理高齡者教育之主導單位。但因學校行政員額有限，為減輕行政人員工作負
擔及善用高齡資源，可協助高齡學習者在推廣部門轄下成立委員會，以志工形式負責相
關高齡學習事務。一方面不但可以減輕大學人事費用，開闢新的人力資源庫；另一方面，
對高齡者增能賦權，培養領導能力及提升自尊、自信等，更是滿足了其貢獻及影響等需
求。
2.廣拓經費來源，穩定發展高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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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一種教育事業而言，經費的充裕與否直接影響教育事業的經營與發展。大專
校院除向中央各相關單位爭取經費補助外，應積極向民間機構、企業或基金會等尋求合
作、募款及財務支援，以使高齡者教育實施順暢。另外，在高齡者學習費用方面，應採
優待或減免方式以增強學習動機，而且高齡者豐富的人際網絡也將是學校潛藏的捐（募）
款來源之一。
3.辦理大學教師及行政人員的在職訓練
學校組織的慣性狀態常是大學校院創新變革的障礙。面對新的教育消費顧客，教師
教學及與行政人員專業知能不足，未能充分理解高齡者在生、心理及社會發展上的特殊
需求將造成高齡者教育推廣過程中的問題及阻礙。因此，辦理教師及行政人員之在職訓
練，補充其老化相關知識、教學技巧及行政知能，增加專業素養，不但可以使其運用高
齡者特性協助學習，提高教學成效及行政品質，更可以解決目前因少子化而面臨的教師
人力過剩的安置問題。
4.充分利用校園空間及軟硬體設備
依據陳清美（2001）的高齡學習者對學習環境偏好之研究指出，高齡者偏好於大學
校院之學習環境，而且國內外相關研究均支持此一論點。大學校院在學術上的正統性及
聲望、怡人校園、豐富的學習資源及各項便利設施等均是吸引高齡者參與學習的重要因
素。因此，大學校院應提供高齡者與青年學子共享學校軟硬體資源，而且在如電算中心、
圖書館、體育館及停車場等，均應保留高齡者使用空間或優先使用之權。另外，近年由
於少子化及大學校院過度膨脹，使得各校系之教室空間並未完全充分利用，殊為可惜，
故可使用各系所空堂或閒置教室作為高齡者上課或討論之場所，但在安排上需考慮高齡
者之生理特性，如教室儘量安排在一樓或電梯旁、近洗手間及停車場、座椅可調整及有
扶手等，為高齡者營造一個親善的學習環境。
（二）就課程學習方面而言
1.發展多元課程，滿足各類高齡者學習需求
目前國內高齡者教育機構如長青學苑或老人大學等，提供之課程以生活藝能、休閒
育樂取向為主，學術性、進階及其他種類的課程很少，課程取向嚴重失衡，這使得部分
高齡者的特殊學習需求被忽略。現代高齡者健康情形良好、教育程度高，休閒藝能課程
以不能滿足其多元參與及進階學術課程需求，故大學校院應發展各類分級之課程，且各
個課程之難易程度可於每學期公布之課表上以文字或符號表示，讓高齡者能一目了然，
便利選擇適合自我需求之課程。
2.開放大學課程予高齡者選修或旁聽
現代高齡者教育程度高，休閒與樂取向之課程以無法滿足其學習需求。依據國內外
研究，認知興趣、社交接觸、自我實現及代間融合等因素為高齡者參與學習活動的動機
之一，Offenbach & Poster（1985）的研究中也指出，即使在老化的過程中，高齡者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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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及發展能力並無異於生命中的其他階段，高齡者的學習能力已是被肯定之事實。因
此，大學可嘗試開放一般通識課程予高齡者選修，而需先備知識或較艱深之專業課程則
可開放高齡者旁聽。這種合齡的學習方式，可讓不同世代間有彼此學習、經驗交流與消
除年齡歧視之機會，為大學帶來和樂共學的校園景象。
3.鼓勵高齡者成立學習社群，積極參與學習活動
高齡者面對退休之後社會角色的喪失、喪偶、子女婚嫁離家等情況，生活重心頓失，
人際互動頻率減少，容易感到孤單寂寞，無存在之意義與價值。藉由參與學習活動，高
齡者可以認識朋友，建立新的人際網絡，重拾自信。友誼的支持在老年階段是相當重要
的，朋友在此所扮演之角色不單是學習的夥伴，也是心靈的分享者。因此，大學校院應
鼓勵高齡者成立社團或學習社群，除了能發揮課後討論、增進智慧的功能之外，藉由這
些社交活動，高齡者互動頻繁、經驗交流及分享生活上的喜怒哀樂，不但可以減低高齡
者疏離感、促進社會參與及身心健康，也可增強高齡者的學習動力，積極參與學習活動，
追求自我實現。
4.進行對高齡相關議題之研究
隨著社會人口的變化及高齡學習意識的抬頭，高齡相關議題之研究已為世界性的趨
勢。科技醫藥不斷進步使得變遷時距縮短，而退休後的生活期卻加長，高齡者須透過終
身不斷的學習以縮短與社會的落差，但學什麼，如何學，如何教等均是尚待更深入地探
索與發展，大學負有學術與研究領導責任，自應積極致力此一新興領域的研究，為高齡
領域之研究與實務方面，提供理論基礎及依據，並能針對老化相關問題提出策略或解決
方案，以促進學校及社會的發展。

伍、結語
2006 年 11 月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公布帶領了台灣的高齡者教育邁入新的扉頁。
高齡少子化的社會衝擊及學者的努力奔走終於使得政府開始正視一直處於邊陲地帶的
高齡者教育，做出政策性的宣示。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除顯現政府對高齡者教育的關注
之外，其詳細臚列的 7 項目標，11 項推動策略及行動方案，將成為未來推廣高齡教育的
方針，開創教育的新走向。大學校院若能掌握此一發展契機，配合高齡者教育政策之推
動，不但可以解決招生不足、財務困窘之問題，也能善盡公共服務責任，促進世代融合，
為營造一個溫馨親善的美好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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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九十五年我國六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口，約佔人口總數百分之十，預估至民國
107 年，高齡人口將增加至百分之十四，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與高齡者相關的科系也
逐漸增加。由九十六學年度各大學新增與高齡者相關的系所至少有六所，可看出高齡者
的議題逐漸受到高等院校的重視。但是，在系所增加的同時，究竟需要培育具有何種核
心能力的高齡相關專業人才，實值得深思。尤其相對於以往對於高齡者多是久病、無所
事事的刻板印象，除了在長期照護與社會福利的層面關注高齡者的需求，隨著高齡人口
的增加，健康且活力十足的第三年齡人口也日益增多，未來如何符合這些高齡者在教育
層面的需求，將是高等教育在規劃相關系科時不可忽略的一環。
因此，本文將以國外高齡者學習類型與實施方式為基礎，提供我國高齡教育相關科系
規劃時的參考依據。首先將說明積極老化的概念與國內高齡者相關科系規劃的現況，其
次分析高齡學習類型與高齡學習實施方式，最後提出高齡學習類型與高齡學習實施方式
對未來高齡者相關系科規劃的啟示。
關鍵字：高齡者學習類型、高齡者學習實施方式、高齡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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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Taiwan elder education department planning from the type and practice
method of elder learning.
In 2006, the population of people who is older than sixty-five years old is approximately
ten percent of Taiwan people, and foreseeing that elder people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to
fourteen percent. Due to the aging society, the departments about elder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also increasing. This year at least six departments about elder are established in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gradually notice the topics, which are about the elder people.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time, what kind of elder related professional with core capability
needed to be trained is researchable. Comparing to the old impression about the elder people
who is bedridden and occupied with nothing, the amount of healthy and energetic elder people
is also increasing, how to provide the educational service other than long-term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service to the healthy elder people would be considerabl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plann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elder people learning pattern and the means of practice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fer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planning in Taiwan. First will
show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of elder people related institutes in Taiwan, secondly
explain the elder people learning pattern and the means of practice, and finally use them to
propose the recommendation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plann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lder education, the type and practice method of eld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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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65歲以上的老年人口迄95年底止為2,287,029人，占總人口數10.00％，老年人口
依賴比達13.91％，此外，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人口推估資料顯示，我國六十五歲
以上的人口在2019年將成長至15%，2040年將至 30％，其高齡人口倍化速度已超越歐
美，與目前世界上高齡化人口比例最高的日本相同（經建會，2006）。可預期在未來幾
年間，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的需求與問題。高齡者的增加影響所及在國家
方面，因為大量退出工作與經濟生產行列，將使國家經濟依賴人口變多；而在高齡者個
人方面，面臨社會角色改變，退休生活或失業，亟待學習如何適應；此外，對於身心健
康不佳的高齡者，也需要照顧或是學習與疾病共處。因此，高齡人口的增加，也使各大
學開始培育高齡者相關專業人員以符合未來高齡社會的需求。例如長期照護、保健、教
育與高齡者事業經營等科系，近年來持續增加，以九十六學年度為例，高齡者相關的科
系便至少增加六所（自由時報，2006）
，可看出高齡者的議題逐漸受到高等院校的重視。
但是，在系所增加的同時，究竟需要培育具有何種核心能力的高齡相關專業人才，
實值得深思。因此，本文將以積極老化的概念為分析架構，並提出國外高齡者學習類型
與實施方式，作為我國高齡教育相關科系規劃時的參考依據。本文首先將說明積極老化
的概念與國內高齡者相關科系規劃的現況，其次分析高齡學習類型與高齡學習實施方
式，最後提出高齡學習類型與高齡學習實施方式對未來高齡者相關系科規劃的啟示。

貳、積極老化的概念與高齡專業人員培育
WHO(2002)提出積極老化（active aging）的概念，在近年已受到OECD等國際組織
的重視。活躍老化的定義是指：健康、參與及安全達到最適化機會的過程，以促進個體
年老時的生活品質（WHO,2002:p12）。尤其活躍（active）不只是體力或勞動參與，還
包括持續參與社會、經濟、文化、靈性與市民事務。在此定義下，即使是退休或失能
（disabilities）的高齡者，只要持續參與家庭、同儕或社區活動，仍可算是活躍的。WHO
也提出活躍老化的決定因素在性別與文化的脈絡下，尚包括：健康與社會服務、行為因
素、個人因素、身體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等（如圖一）
。由此觀之，WHO看待高
齡者已不再是只依賴福利制度或經濟支持就好，健康的老年除了身體之外，心理與社會
層面同樣重要。因此，不論對個人或制訂政策者而言，能延續自主與獨立，成為面對高
齡議題時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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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健康與社
會服務

經濟因素

積極老化

社會因素

生理因素

行為因素

個人因素

文化
圖一 積極老化因素
資料來源：WHO,2002, http://whqlibdoc.who.int/hq/2002/WHO_NMH_NPH_02.8.pdf

積極老化代表的是不同於以往高齡者是被照顧者與依賴者的被動觀念，取而代之的
是更著重自主與社會參與的老年生活。因此，以此觀點檢視目前台灣高齡專業人員的培
育可發現幾個問題，分述如下：

一、各大學院校偏重培育健康與照護層面的高齡者專業人員
李孟芬（2003）曾調查國內開設老人學相關系所發現，有開設相關課程的學校以醫
學院最多佔66.7%，若以系來區分，則是以護理科/系/所為主。其他包括社會工作、衛生
教育、高齡教育、運動休閒/保健等科系比例則相對的少。由此可看出目前台灣在培養高
齡者相關專業人才方面，仍著重在生命後期之照顧及福利資源的開發，而對於高齡者學
習與社會參與則較少論及。

二、高齡者相關科系定位不明
若以以育部統計全國數百科系的之科系代碼對照表分類為參考，部分與高齡者相關
的系所能分類明確如：高齡者教育研究所是屬於其他教育學類；長期照護研究所是屬於
護理助產類；但是，也有些高齡相關系所面臨地位不明的狀態，如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老人福祉學系、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研究所等則被置於「其他不能歸類之學類」，總共
只有六個系別在此分類下，而與高齡者相關者就佔了二分之一。再分析設置老人服務事
業管理學系在各校的所屬學院，可發現該系在各校也面臨分類不一的情形，分別設於民
生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服務學院。雖然各校設立高齡者相關科系有其配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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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資源運用如師資與設備安排、或是校務中長程規劃等多重考量，但是，由此觀之，
在培育高齡者相關專業人才的同時，高齡者相關科系不論在各校的定位，或是未來專業
領域歸屬，仍有進一步發展與思考的空間。

三、高齡者相關科系核心能力仍待探討
由積極老化的概念出發，未來高齡者專業人才的培育勢必是以科際整合為發展方
向，唯在整合的同時，高齡專業人才需要何種核心能力，實為重要議題，否則會使高齡
專業人才缺乏共通的知能、培育目標及與職場接軌的能力。

四、高齡者相關科系缺乏提供高齡者入學的機會
對高齡者而言，能實際參與高齡者相關科系的課程，一方面擴大高齡者對高齡問題
的生產性貢獻，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其他學生學習高齡者的經驗，提升課程的訓練成效及
成熟的學術素養。目前除了成功大學將於九十六學年度新設之老年學研究所明確提出保
留五分之一高齡者入學之名額，其他高齡相關科系則較少論及鼓勵高齡學生的參與或是
提供入學機會。

參、高齡者學習與高齡專業人員培育
Hendricks（2003）提出「老人學」是指研究老化過程的科學，其研究主題包括：從
老人生理、心理、社會變遷如何影響個人的老化過程；研究因人口老化所產生的社會變
遷；以及將己知的老人學知識，應用在政策及方案中。基於此，高齡者專業人員不只是
以醫學角度予以照護高齡者，更應協助高齡者透過終身學習知道如何因應生命發展後期
的發展任務，高齡者學習可說是高齡者積極老化的基礎。以高齡者本身對學習的需求來
看，目前高齡者對於高齡學習資源運用有其不足之處。以內政部（2006）所做的調查顯
示，目前計有長青學苑246所，開辦1,658班次，計有52,337人次參加。但若詢問高齡者
在老人福利措施之認知與利用方面，
「知道且曾利用」項目以「敬老福利津貼」之51.40%
最高，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之8.79%居次，
「設置長青學苑或老人大學」之5.40%再
次之，
「知道但未利用」項目以「設置長青學苑或老人大學」之39.94%最高。由此觀之，
推動高齡者學習仍有許多努力的空間。因此，以下將以國外高齡學習類型與實施方式為
基礎，作為未來培育高齡者專業人員的核心能力的基礎。

一、高齡學習的類型
高齡者需要學習，但是其學習類型與兒童或成人有何不同呢？Eisen（1998）把高齡
學習的型態依學分有無為縱軸，及學習導向為橫軸，分成四個象限。由於教師與學習者
導向區分不一定很明顯，例如自我導向學習也可能會參與教師設計的課程。因此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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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導向為以專家設計課程，學習者導向為學員自己設計課程。
學分

學位課程

遠距教育

學院免學費課程

教學節目

證書課程

教師
導向

通識教育

基本識字課程

繼續教育

實習課程

職業銀行

支持團體

學習者
圖書館

LRI

老人寄宿所 善牧中心
老人中心

網路
人文課程

醫院

同好俱樂部

代間藝術及口述歷史

讀書會/討論會

導向

回憶計畫
藝術協會
非學分
宗教團體

視聽
教學
志工組織

非學分
圖二 高齡者的課程類型
資料來源：Eisen, 1998:43.
四部分的特色由左上至右下分別為修習學分、方便、社會化與個人興趣。由圖中可
看出左上角課程是以學分課程和教師導向為特徵，以傳統課堂講述為主。為了鼓勵高齡
學習者進入校園，有些州有減免學費的政策，鼓勵許多高齡者進入學校旁聽或選課。右
上角所強調的是方便性，包括遠距教育，是由學習者以自我導引的方式進行學習活動。
在中央尚有教學節目和實習課程，這兩種課程都是以個別教學的方式教授一些技術層次
較低的技能，以符合高齡者就業需求。左下角的課程型態可以說是範圍最廣，而且也是
提供最多高齡教育服務的一種模式。這一類課程模式的雖然是教師中心，可是注重高齡
者社會化需求，因此上課的方式卻相當多樣化。右下角課程的共通特性是個人興趣，大
都是非學分課程，而且通常都是由高齡學習者自己或同儕團體來規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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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類可說已涵蓋高齡學習的重要類型，在四部分中，學分及教師導向課程，
台灣目前並未針對高齡者有特別開班或修改入學條件，相對的也侷限了能參與學習活動
的高齡者；遠距學習與教學節目則是在空中大學行之有年，但是參與學習的年齡層最多
為30至40歲（吳文琴，2003），高齡人口參與此類型學習仍待開發；左下角教師導向非
學分的方式，在台灣最為常見，例如各民間基金會或社教館均持續辦理這類型活動，但
是種類不如上圖所列如此多元；右下角個人興趣課程因屬於自發性學習，目前台灣高齡
學習在此部分多為個人性的自我學習，少見有組織地高齡者自助團體的學習活動。

二、高齡學習實施方式
傳統團體學習提供高齡者走出家門的理由，以及與同儕社交的機會。在同儕討論中
也能夠有心智活動。但是，團體學習並非總是實用或可行，例如生病的高齡者便不適用，
或是住得較遠或者沒有交通工具，殘障等，也使一些高齡者無法參與學習活動
(Lamdin,1997)。不可否認，團體學習仍為目前各國現有高齡學習實施的主要方式之一。
即使同為團體學習的，因為辦理單位的不同，仍有不同實施方式與取向。因此，接下來
將說明目前常見的高齡學習實施方式，包括團體及個人等形式。
（一）由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學習機會
這在美國是很普遍的形式，最富盛名的高齡學習活動為老人寄宿所（Elderhost）。
最早是1974年開始，費用並不貴，此活動多利用暑假，在大學校院舉行。參與高齡者年
齡需六十五歲，無學歷限制。課程包括博雅與人文。教學多採小團體討論與分組座談，
經費由參與者繳交，沒有考試及分數作業等（黃富順，2004）。目前老人寄宿所發展已
是國際化的實施方式。此外，近來還發展出特殊形式，例如一週為祖父母與孫兒週。老
人寄宿所的課程雖多為教師導向，但是彈性是其模式中心，雖然學員被期待參與所有活
動，但是要嚴謹或輕鬆仍是由學員自行決定（Eisen,1988）
。
法國第三齡大學亦屬於此類。法國的第三年齡大學創始於1972年，由托洛斯大學
（University of Toulouse；LUniversite du Troisieme Age）首先成立，法國的第三年齡大
學係附屬於大學組織下的單位，並不單獨設置，不給予文憑，入學資格也無限制，其課
程內容多屬文化陶冶和生活常識，例如各種語言學習、文化古蹟、手工藝、國際時事等。
教學方式，包括研討會、實地參觀、旅遊、巡迴教學、實務練習等（劉伶姿,1999）。
除了附屬在高等教育中的機構外，因應高齡著的學習需求，高等教育機構也將高齡
者視為研究者，彈性調整不同學制。例如英國提供研究的文憑研究碩士及研究博士，並
修業時間也不一定是全時，而是提供部分時間的修業(Javis,2001)。例如規定學士後以兩
年部分時間完成教學資格，拿到學位前通常要完成一小計畫，將研究學位視為繼續教育
一部份。這樣的模式提供高階主管繼續教育機會。不只是工作需要，也提供高齡者在高
等教育中學習的目標。
（二）由民間組織提供，但仍依賴大學院校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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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退休學習學會（ Learning Retirement Institute，LRI）。退休學習學會於1962
年開始於紐約，由退休教師組成，課程由專業人員負責，並由高等機構的人負責教學，
成員則是自己選擇管理人掌理組織，與高等教育機構是學習伙伴關係（黃富順，2004）。
課程包括博雅人文與核心課程，例如北卡大學創造性退休中心設立的高齡學苑（College
for Seniors）
，提供五十五歲以上老人課程，一年服務超過三千人，成員除了參與課程，
也鼓勵成員能教導一至二門課。學苑的課程在秋天與春天為八週，夏天與冬天為四週，
以2006夏天為例，會員選擇一個課程的學費四十五美元，兩個課程為八十美元。
（NCCCR,2006）。
（三）非營利組織主導，並由企業贊助
如1982年開始的高齡者服務資訊中心（Older Adult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ASIS）是一全美非營利組織，由五月百貨公司贊助場地，目前在二十六個都市進行，
高齡者服務資訊中心課程多聘請外面老師來進行，但是也鼓勵同儕教導及高齡者參與計
畫及提供活動。（Eisen,1988）。會員不需繳交會費，參與課程只收少許費用或免費，採
白天授課。課程種類多元，包括語言、閱讀、科學、醫藥、藝術、運動等。
（四）宗教組織辦理
基督教高齡委員會（The Christian Council on Aging,CCOA）是英國一全國性志願組
織，成立於1983年，其宗旨包括探討高齡者對基督教信仰並促進對於老化的理論反思、
教育教友關心老化過程及成長的高齡人口及影響對於社會及宗教的意涵、與其他組織合
作關心老化。鼓勵老人參與社區與教會事務、改善牧師對高齡者態度、改善對於高齡者
的補助、提供文學與資訊訓練、增加對於在安養願及獨自生活高齡者的補助及照顧、鼓
勵高齡期的基督教育等（Withnall＆Percy, 1994）。此外，基督教高齡委員會利用出版刊
物或辦研討會等，提供高齡者靈性層面的需求。
（五）高齡者自助團體
同樣是發展第三年齡大學，因為國情不同，英國與法國便建立不同模式。自一九七
九年英國社會福利經費緊縮、合作運動也就是工會運動、英國原本就有許多義工組織等
因素也影響英國第三年齡大學發展（劉伶姿，1999）。以約克（York）的第三齡大學為
例，第三齡大學註冊為慈善團體，與約克大學無關。其發展出自助活動重要因素包括：
1.課程地點為使用成員的家，能較輕鬆與舒適。2.找到便利集合地點，不論是開車或使
用大眾工具3.考慮運輸的方便，例如共乘。4.團體課程人數不要太多，十人以下，能有
較好學習品質5.教師的支持，大多數第三齡大學教師是成員，免費提供時間及專業知識。
此外，約克的第三齡大學加入第三齡信託，會員一人一年交十磅即可參與課程。會員可
經由經期出刊通訊知道活動。大部分參與者是口耳相傳，少部分是經由當地報紙，教育
機構、私人公司等。目前課程多在白天，約有五十種課程包括語言、攝影、數學等。此
外，還有三個社交團體。包括漫步團體，劇場團體與旅遊團體等。課程常因應成員需求
而開設，不同的第三齡大學會定期召開研討會，讓教師能交流意見激發想法。目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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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大學成員多為女性，單身、離婚分居或喪偶。參與的人多有受良好教育，專業背景，
但是近來也發現許多離開工作十多年的人加入，由此可知第三齡大學對於參與者不具威
脅性，能吸引其參加。接下來英國第三齡大學面臨的議題為：課程的擴展，包括社會及
環境議題，以及對於住在安養院老人應如何參與等（Witnall＆Percy,1994）。
（六）企業對提供高齡者再就業課程
B&Q是英國著名的販買家用DIY器具的公司，在1980年代末期開始雇用高齡者以試
圖解決二個問題：員工流動率及提升顧客滿意。B&Q首先在Macclesfield試辦，雇用五
十歲及以上員工。在高齡者在進入公司後，需要經過訓練，研究發現高齡者學的很快，
並到達穩定水平。B&Q公司政策也鼓勵高齡員工取得國家職業資格（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NVQ）訓練。NVQ是依照職場所需能力，具體描述與分級，總計分成由低
至高的一至五級（王政彥，2003）。這是能與中等及高等教育階段的普通與執業資格相
流通轉換，也就是一工作與學業能彼此認證的機制。B&Q對於完成訓練的高齡者給予額
外紅利。在實施此方案後發現因為高齡者不同於年輕人是為錢而工作，因而有較好服務
品質。員工更換率有多次低於公司平均。此外，公司也因高齡者的加入能有更關懷的氣
氛。
（七）以社區為導向的學習
在過去高齡者多被視為被照顧者，但是，近年來高齡者也被視為良師益友。Pilley
在1990年將高齡者視為社區資源並提出四種計畫形式：1.資訊方案由高齡者進行，包括
探索鼓勵參與行動的因素。2.方案重視由工作至非工作的生活，及自助教育計畫。3.方
案焦點在高齡者及社區，宗旨在於幫助高齡者發展認同，變成對於在社區中自己、同儕
及特殊團體有益的資源。4.國際交流的計畫發展高齡者能力。同時，Pilley也發現許多方
案重心在學而非教（Witnall＆Percy,1994）。Link Age是在英國推廣的其中一種形式，目
的在於恢復延伸家庭中年輕人與高齡者的關係，並與地方資源之社區計畫結合，由當地
政府支持。其特色包括使當地學校與高齡者連結、以實做為基礎產生資源，對高齡者及
年輕人專業工作、提供建議及訓練來幫助其他人。例如進行探訪安養中心，完成故事，
給予病患告訴兒童故事及經驗的機會。代間學習使高齡者能發揮自己知識與技巧。另外
高齡志工在計畫中也陪伴兒童包括玩具與遊戲、烹飪技巧及野外概論等。
（Witnall＆Percy,
1994）。
（八）機構提供在家學習
源於英國對於長期居家老人在家教育方案，1985年開始的三年先期計畫，由地方性
成人教育機構及Bishop Creighton House Settlement辦理，其目的在於提供教育活動給足
不出戶老人。方案中由可行動的志願老人對高齡者進行配對與家教，並有協調者組成諮
詢團體並負責行政事物。在三年中，此方案提供五十二種課程給予八十五個學生，共使
用到三十個志工及五十八個教師。而在1991年為了減少支出，不能繼續使用專業教師，
轉而多以志願教師為主。其實施方式為當學生有需求，且與志願教師相符合時，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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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拜訪學生一小時。學生只要交少許材料費就可參與課程。這樣的學習實施方式很有
彈性，例如當學生長期入院或旅行，可暫停課程。使用這樣學習的女性多於男性，適合
喜歡與人接觸卻身體不方便的高齡者，例如一些人不適合團體學習是因為有聽力問題，
或是正在恢復期，例如開完刀等。目前課程包括語言，工藝，烹飪，藝術，音樂，下棋，
電腦，彈吉他等。志工來自當地志工事務處，從事這種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志工要接
受八週志工訓練，一週二小時，以建立一對一教學技巧。協調者會監督彼此配對是否滿
意。在此方案中志工多為女性，超過一半為年齡六十歲以上，可說是一特別的高齡者互
助方式（Witnall＆Percy,1994）。
（九）非機構式學習
非機構式的學習活動，較屬於學習者導向，主要的型態包括圖書館、電腦、旅行等。
1.圖書館
高齡者對使用圖書館的反應相當正向，在國家教育統計中，當被問到自己使用何種
學習資源時，47.2%的作答者均將圖書館列入其中，並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出，圖書館是
最常使用的學習方法。而在社區資源使用方面，41%的人反應是圖書館，也是最高的選
項。超出教堂的28.5%（Lamdin,1997）。目前高齡者在圖書館中仍多使用紙本資料，因
此協助高齡者能使用圖書館中電子資源有其必要，圖書館應有個人化學習訓練員來協助
高齡者使用相關資源與設備。
2.電腦為學習工具
電腦是目前獲得資訊不可或缺的工具。第三年齡者仍然對電腦有興趣。許多人擔心
高齡者學習電腦會動作比較慢，而退休給予高齡者更多的時間學習電腦。高齡者學習電
腦的理由為「避免落伍」、「可以瞭解孫子女所生活的世界」、及「嘗試新的事務是一件
有趣的事」等。蕭如攸（2005）對高齡學習者電腦焦慮與電腦學習策略之情形，也發現
在電腦焦慮部分，高齡者感受最強的為「害怕跟不上時代的焦慮」。
高齡者除了學電腦，也可經由電腦學習。美國於1986年成立了「高齡者網站」（Senior
Net），這是一種成長迅速的非營利組織。1988年會員僅為22人，至1997年已增至17,000
人，約有一半的志工或學生在進行高齡者電腦課程的教學，其他參與者則參與Senior
Net網路學習，足見高齡者透過電腦學習已愈來愈普遍化。(Lamdin&Fugate,1997)。此外，
遠距學習，並非是一個新的概念，長期以來為偏遠地區或家中有幼兒的家庭主婦、生病
或殘障、交通不便等提供的教育機會。在近年因為能依自己步調學習，並依自己學習型
態調整，不會有競爭的焦慮與壓力，可單獨或與同儕一起學習等原因，也適合高齡者進
行學習。
（十）旅遊學習
Lamdin&Fugate在1997提出高齡者最喜歡旅遊學習。不論是社區贊助去鄰鎮博物館
或去近郊家庭旅遊旅行是一學習文化、歷史、人、其他地區食物並拓展個人的視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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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許多人一生均奉獻給家人與工作，當退休後便能自由的看看世界。旅行學習是一種有
組織的旅程，要挑選有經驗的導遊，每天至少有一場的演講，主題係有關歷史、地理、
文化、動物和植物等領域。在晚餐後，會對今天的活動作簡要的歸結，並對次日的活動
先提供必要的資訊（黃富順，2004）
由以上說明可發現高齡學習型態的趨勢，包括：
1.高等教育機構定位的轉移
由於出生率下降，高齡人口增多，高等教育機構不再如以往只提供正規學習機會，
而針對高齡學習的需求與特性，提供師資與課程，甚至學制的彈性，讓高齡學習者進入
校園。
2.高齡學習者由被動學習改為自助
在以往大多數高齡者學習類型多是被動接受以安排好的課程，但是近二十年來的高
齡學習類型趨勢已由被動接受轉移為強調由高齡者自行管理、自行設計課程的自助傾
向。
3.學習型態多元以符合高齡者需求
除團體式的學習，也注重高齡學習的便利性與個別性，對於未能出來參與學習等仍
有學習需求的高齡者，提供學習的機會。而課程實施多元，不論情意性或精神層面均有
相關課程提供。
4.視高齡者為社區中的資源：
隨著高齡者健康的普遍改善，高齡者不再只受社會福利的照顧。而能提供自身經驗
與專業給社區中不同世代或需要幫助的高齡者。此外，對企業而言，高齡者的人力資源
也是一值得開發的新領域。
（十一）我國高齡學習實施類型的省思
相對於國外高齡者多元的學習型態與方式，國內目前在高齡者學習方式多偏向機構
型態的被動學習如長青學苑，即使在退休後進行服務學習的型態，仍以宗教活動為多，
其他類型較少。以老人寄宿所或退休學習學會而言，均是與高等教育機構有間接關係的
實施形式，其實施過程也是與高等教育機構緊密結合，目前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多只進行
高齡人才培育，甚少辦理類似活動，十分可惜。此外，在高齡人力資源開發方面，甚少
見到台灣有企業如英國B&Q公司開發高齡人力資源，並對高齡者再就業提供相關訓練，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認為高齡者動作與反應較慢的刻板印象，卻忽視高齡者過往經驗與專
業對於工作的幫助。目前國內高齡學習類型仍限於在機構進行，對於身體不好，不能出
門的高齡者所提供服務多為福利式的送餐服務，未能積極提供學習機會，而在家學習觀
念的提出，能對於第四齡的高齡學習有另一角度的觀察與思考。目前台灣高齡者在學習
過程多為被動等待資訊的提供，也就是以第二齡設計給第三齡的取向，但是，這未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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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高齡者需求，應由高齡者自行考量自己的需求，方是最符合高齡者的實施方式。此外，
目前台灣高齡志工多從事宗教或服務性活動，未能對於同儕學習有進一步貢獻，這也是
值得在未來繼續努力的方向。
因此，我國高齡學習在廣度與深度均有其繼續推動的必要性。而透過高齡專業人員
的規劃、創新與推動，是完成符合本土高齡者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對於高齡專
業人員未來培育的方向將在以下進行說明。

肆、高齡學習類型與實施方式對我國高齡教育相關科系規劃之
啟示
由以上高齡學習類型對我國高齡專業人才培育提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政府應鼓勵廣設高齡者相關科系或學程
隨著高齡者增多，相關就業市場與服務體系將逐漸建立，與高齡者相關的不同層面
如醫療、福利、保健、休閒、教育等，將需要更專精與多樣的人才。此外，透過高齡者
相關科系的設立，可培育專業師資、研發適合幼兒園至大學的不同課程教材，使高齡者
積極老化的概念能運至生命全程。

二、高齡者相關科系課程宜增加高齡者學習課程
目前高齡者相關科系開設課程時，與高齡學習相關課程並不多，由於高齡學習為適
應高齡生活並建立有意義生活的必要條件，唯有當高齡者專業人員建立高齡學習的概
念，方能在推動高齡者相關方案時提供高齡者不同的學習機會與自我導向的學習經驗。

三、高齡者相關科系應培養高齡相關工作者團隊服務與資源整合的能力
由於高齡者需求多元，應不能視為一類，例如第三齡與第四齡人口在生活需要與學
習需求上均有不同，高齡專業人員應能以團隊的方式，將家庭、社區、學校等資源予以
整合，以方案規劃的眼光與系統思考方式推動高齡者服務，方能符合不同高齡者的需要。

四、高齡者相關科系應提供高齡者入學與參與課程的機會
相對於美國高等校院對於高齡者提供場地或課程學習的機會，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機
構則很少見到。在高齡者學習過程中，他們不再是被動等待服務的一群人，而能透過學
習建立服務其他高齡者的能力，進而提供高齡者自助與互助的的機會。因此，提供高齡
者入學與參與課程的機會，使高齡者經由網路或學分學位課程學習，不吝為高齡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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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未來可發展的目標之一。

五、高齡者相關科系應作為社區高齡者資源中心
高齡者相關科系具有統合社區資源，提供社區服務及培育高齡者專業人員的多元功
能。例如與產業界合作，提供高齡者的專業培訓，以提升產業界進用高齡者的機會；運
用學校與社區既有資源，進行高齡者相關研究；提供社區中高齡者參與課程規劃的機
會，一方面瞭解高齡者的需求，二方面也能使不同世代的學生有代間溝通的機會，進而
打破老而無用的刻板印象。

伍、結語
隨著高齡者快速增加，高齡者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台灣也將需要大量專業人員投入
高齡者相關產業，而如何將高齡者學習的概念融入高齡者專業養成中，以協助未來高齡
者規劃健康與適應的老年生活，是高齡者相關科系未來的重要發展任務與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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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來，以及終身學習理念的倡導，使得高齡者參與終身學習的議
題受到重視，高齡教育與學習更成為社會發展的良方。就一個從事高齡教育的教師而
言，在教學中產生了哪些的省思，又如何在教學的過程裡產生最深入的學習，則成為一
個值得探索的問題。因此，本文即以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為主題，茲從教學反省的重要
性，論及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必要性，並就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時機，以及高齡者
教師教學反省的內容進行探討。
關鍵字：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

-111-

高齡者教師教學反省之探討

Abstract
Accompany the coming of aging society and the advocating of life-long learning, it
makes the topic of advanced age people joining life-long learning to be respected. Moreover,
elde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re becoming the sound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Considering a teacher who is engaged in elder education, what reflection he/she
learns from the teaching and how to bring about the most deepest learning from the teaching
process become the worthiest subject to be discussed.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to focus on the
topic of the teaching reflection of the elder teachers, and touching upon the essentiality of the
teaching of the elder teachers from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proceeding the discussing according to the timing and contents of elder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Key words: Elder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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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來，以及終身學習理念的倡導，使得高齡者參與終身學習的議
題受到重視，高齡教育與學習更成為社會發展的良方，終身學習體系中不可缺少的環
節。就一個從事高齡教育的教師而言，如 James M. Kouzes 所提及的，在你被要求教人
時，你會開始思考、研究、擔心及準備，在這個過程中，你完全投入學習，因此當人們
在教導他人時學得最深入（施貞夙譯，2001），也使得教與學相輔相成。究竟身為高齡
者教師在教學中產生了哪些的省思，如何在教學的過程裡產生最深入的學習，則成為一
個值得探索的問題。因此，本文即以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為主題，對高齡者教師的教學
反省進行探討。

貳、教學反省的重要性
從教學反省的重要性觀之，Schön（1987）指出反省的取向是一種改革，協助實踐
者瞭解自己的處境，朝向反省的行動努力。反省使教師對教育事件多予關注，經由反省
形成事件的新理解，權衡妥善方案解決教學問題，達成教學目標，並養成教師反省批判
的習慣，促成教師專業成長及良善的教育品質（洪福財，1997）。
曾榮華（2001）亦將諸位學者對教學反省重要性的看法整理如下：
1.藉由教學反省讓教師們分享彼此工作上的焦慮，提供一種潛在的、比較私密的，
更利於管理的另類專業發展。
2.藉由教學反省檢視假設和信念，使教師對教學目的不再斷章取義，且可以當作改
善教學活動品質的基礎。
3.教學反省是一極具價值的活動，透過一種立場、心靈的陳述和健康的詢問態度，
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實務(Bailey,1997)。
4.當教師對教學實務工作進行反省時，教學反省能提供教師們一種經驗的材料內
容，亦可引領個別教師和同事共同分享彼此的故事(Bailey,1997)。
5.藉由哲學的、實務的教學反省，可以使教師成為獨立自主的教師研究者，使其對
調查、探索和工作本質能有進步的潛在改變(Bailey,1997)。
6.教學反省使教師工作獲得更多的鼓勵與支持。
7.教學反省可以幫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亦可增進教師在面對其教學觀、世界觀遭
遇挑戰時如何自我調適。此外，透過反省思考，亦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層次以及做決
定的品質。
因此，教學反省促使教師必須隨時藉由各種資訊，洞察自身的反應與需求，不斷進
行反省、再學習，以建構出更能符應情境的需求，從教學的過程，充分體驗反省的意義，
內化為自身的思與行，是為反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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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論及教學反省的功效，根據江麗莉、詹文娟、鐘梅菁（1999）等三位師
院教師，以行動研究的方式，探討反省性策略與反省性教學對專業成長的影響，研究採
小組討論、教學札記、文獻閱讀、座談等方式持續進行一學期。研究發現，反省策略不
僅能更瞭解學生的學習經歷、形成教學的共識、調整教學的內容與策略，也看到了自己
「如何教學」與「如何學習教學」。同時反省的層次與內涵由開始的「對教學的直接反
應及修正」
、轉為「逐漸抽離情境的限制而進入較廣泛的理論思考」
，進而再轉為「反省
內容的加深加廣，脫離本身課程的限制」，亦呈現了自願性的反省成長團體，對教師的
專業成長是相當明顯的。
Powers(1999)檢視三位教師工作的實踐，為更能了解自我與社會互動的實踐與過程
省思，探究的焦點在於角色對話的省思，特別是自我與他人之間對話的精神。該研究採
三角測量：以觀察、訪談與日誌等方式進行，研究發現此三名教師經常談論他們自己與
其他學校的問題，該內部的對話通常提昇他們外部會話、分析、澄清或評估，內部與外
部對話提供了問題的解決、評判與選擇。此研究啟示了許多教師專業成長，包括增進教
師研究社群與教師研究的建構，提昇教師省思教學過程行動，為 21 世紀教育改革專業
成長的焦點：增進教師專業實踐與過程的省思。
Woods（2003）的研究檢視一所國小的教師是否能透過參加反省性教學模式提升透
過教師的教學實務工作。這項研究也探索有參加反省性教學模式者和沒有參加的教師是
否在態度上有具體的差別。研究兼顧質性與量化兩種方法的使用，從教師態度調查的結
論顯示，與實驗組的教師相比，在對照組裡的教師對其教學習慣有很高評價。然結論顯
示，在教師教學實務慣例上沒有明顯差別，但實驗組教師改進他們的教學習慣，但對照
組的教師則沒有。
由此可知，教學反省可透過與自己或他人的討論、對話，以及教學札記、座談等策
略進行，除了對教師在教學品質的提升上有實質的助益，提供問題解決與抉擇的方法之
外，更進一步促使教師跳脫固有的思考限制，不斷地學習與成長。亦即教學知識的學習
是經由經驗或探究得來的知識，從經驗與探究的過程，教師透過反省尋求「有意義學習」
的產生（洪福財，1997）。
就上述研究的價值而言，教學反省的研究提供了教師教學效能與專業成長的參考。
反省超越了思考的歷程，提供教師教學成長的機會，使教師清晰自己的角色，有些學者
更以具有反省能力的教師為：問題解決者(problem solvers)、學者教師(scholar teachers)、
自我監控教師(self-monitoring teachers)、假設的製造者(hypothesis makers)、自我分析教
師(self-analytic teachers)、行動研究者(action researchers)、有適應能力的教師(adaptive
teachers)、探究的教師(teacher as inquirers)等（吳和堂，2000）。
換言之，教師應是主動的、積極的，從不確定的環境中，透過不斷的反省，從教學
中調整應變，運用智慧解決各種的問題，以提升教學品質。因而，無關乎教師任教的領
域、年齡層等，教學反省的重要性，以及其對教師本身或教學效能的提升都是不容忽視
的，就一個教師而言教學反省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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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必要性
論及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必要性，可分述如下：

一、高齡人口增加促使高齡教育興起，需要更多教師投入高齡教育的行列
由於生育率的降低，平均壽命的延長，全球老年潮正快速的發展著（黃富順，2005）
，
台灣的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率更是逐年提升，根據經建會每兩年針對最新人口的統計推
估，至民國 115 年左右老年人口將達總人口數的 20.6%，即每五位國民中，就有一位是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人口老化浪潮的襲捲，帶動了高
齡化社會的來臨，對教育界造成了直接的衝擊。
伴隨少子化而來的社會人口高齡化，面對高齡人口的快速增加，使得高齡者教育機
會的提供，成為一項急遽的需求。因此，各種類型的高齡教育有如雨後春筍，紛紛崛起，
諸如社會行政部門的長青學苑、社會教育館附設的老人社會大學或高齡學習中心，以及
民間組織設立的高齡學習機構，如老人社會大學、敬老大學、松齡學苑、曉明長青大學
等的設置，提供了更多高齡者參與學習的機會。因此，高齡人口的增加，促使高齡教育
與學習的崛起，在社會對高齡教育需求逐漸提升的現況下，勢必需要更多的教師投入高
齡者教學的行列。

二、教師進行教學反省有助於教學效果的提升
反省性教學的風潮，最早由杜威於 1933 年《我們如何思惟（How we think）
》一書
中提出，認為反省、探究，兩者與教育是不能分開的，反省與探究會使教師對教育有更
廣、更深的了解，以採取明智的行動，相反的，如果缺少反省和探究將使教育成為沒有
結果的試驗、錯誤，與一成不變的或善變的行為（引自林素卿，2001）
。之後，Schön（1983）
所著《反省性實踐者（The Refletive Practitioner）》中，強調反省實踐者在組織情境中的
行中反省，認為實踐者自己創造的種種建構會關鍵地影響其行為，教師透過反省的歷
程，以從實務工作中產生個人實務的知識與理論，而這股反省取向思惟亦引起許多教育
學人開始重視教師專業性的反省實務與知識成長。
再者，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於反省與專業發展的關系持正向的態度，肯定反省為教師
教學決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教師專業發展和自我成長的核心關鍵，認為教師的教學反省
與其專業成長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王秋絨，1991；楊基銓，1997；林進材，1997；歐
用生，1997；陳聖謨，1999；谷瑞勉，2000；吳和堂，2000；陳美玉，2000；Schön,1983；
Posner,1985；Valli,1992；Butler,1995）
。無疑教師必須是一位動態性的、持續成長的專業
人士，是一位反省性的實務工作者，將教學反省視為教師實務工作的核心，經由「反省」
以促進教師自我的成長，增進教師教學的技能，以助於教學效果的提升。

三、高齡者教師進行教學反省的問題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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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高齡者教育與學習屬於新興的領域，不像兒童教育一般，在理論基礎、實務
經驗、師資培育等各個方面已臻於成熟、完善，近年來更將教師的教學反省視為重要的
培養訓練方向之一。然而，國內辦理高齡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訓練工作尚處起步階段，
因此，針對高齡者的師資培育或訓練機構可說是少之又少，這也使得高齡者教師的培養
訓練成為高齡教育與學習中令人關切的一環。
Schön（1983）即認為專業人員就是運用反省來構思問題，設計與評監解決問題的
方法；Raines 和 Shadiow(1995)更提到反省可開啟專業之門，教師必須具備反省、評鑑
自己教學的能力，隨時調整自己的行動，以從事合理性與意識性的決定，並透過反省方
式評監自己的教學。研究亦發現，反省策略使教師了解學員的學習經歷、形成教學的共
識、調整教學的內容與策略，並且可以看到自己「如何教學」與「如何學習教學」（江
麗莉、詹文娟、鐘梅菁，1999）。同時，教師也是試驗性的學習者，會從經驗中學習，
有意愿嘗試新的事物，擷取別人的理念改變自己的教學實務（Doran，1994）
，透過教師
的反省的確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能力與教學滿足感（陳聖謨，1999）。

肆、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時機
茲就教學反省時機的意涵、高齡教師教學反省時機的探討二方面，說明如下。

一、教學反省時機的意涵
Schön 致力於行動反省的研究，進而提出實踐的知識論，著眼於實踐者如何在行動
情境中產生專業知識，同時如何來了解行動情境裡的問題性質（林建福，2003）。在此
探討的教學反省時機即是依據時間的性質來區分教學反省類型，綜合 Schön（1987）反
省 性 實 踐 中 將 反 省 分 為 ： 為 行 動 而 反 省 （ reflection-for-action ）、 行 動 中 反 省
（reflection-in-action）以及行動後反省（reflection-on-action）的論點，茲就教學前的反
省（reflection-for-teaching）、教學中的反省（reflection-in- teaching）與教學後的反省
（reflection-on-teaching）說明如下。
（一）教學前的反省
教學前的反省（reflection-for-teaching）即是為行動而反省（reflection-for-action）的
一種，此種反省是一種在行動尚未發生以前就已進行的高層次反省，建立在對於教學中
與教學後兩種反省的充分洞察與掌握上，所以能產生更審慎的感覺，帶有批判性成分的
反省，主要關心社會正義的倫理道德層面，能促進教師對不同教學觀點的分析，對相互
矛盾與不一致的現象進行探究，並採取適當的行動（楊惠琴，1999）。此種反省是以經
驗為師，指引將來的活動（歐用生，1994），是具有前瞻性的，教師在教學過程不斷取
得理論知識與實務經驗，以「反省教師」自許，透過經驗互動，尋求專業成長，提升教
學品質(洪福財，1997)。
（二）教學中的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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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的反省（reflection-in- teaching）即屬於行動中反省（reflection-in-action）
，此
種省思係於教學實踐過程中的省思，亦指教師與情境互動的結果是無法預先決定或設想
的，針對各種非預期、複雜的狀況，及時進行反省、評估，做出即時性回應，因而形成
新的體驗，引導後續的教學行為。Schön 認為反省若只能看到或瞭解新的觀點還不足夠，
還需適切表現於行動中，行動中實施者要覺得能隨心所欲地實驗與犯錯誤，與別人討論
個人的困惑與創見，並能將其衝突與難局呈現，供給大家做有益的探討，而無被壓迫之
虞（Schön,1987）
。行動中反省有別於依照計畫或運用邏輯思考架構得到的理性結果，此
種於實踐過程中所做的立即性反省，主要反省的要素是「認知的」，關係著教師如何在
複雜的教學環境中，做最佳決定的知識，也就是教師本身進行內在對話，教師透過與學
生及教學脈絡互動過程的反應，不斷「重建」教學活動的意義，建構教學知識，進而促
進教學的有效性（蔡岳璟，2003）。因而，Schön(l987)即認為專業發展的歷程是一種行
動中反省的歷程，專業人士能在工作中架構或重新架構面臨的問題，並測試其解決方案。
（三）教學後的反省
所謂的行動後反省（reflection-on-action）意指在行動之後，針對所採取的行動進行
回顧與檢討，因此教學後的反省（reflection-on-teaching）亦即教師透過對教學行動的反
省，針對過去事件的處理，以解決問題與困難，或檢討教學事件的起因、處理方式與結
果，吸取經驗，記取教訓，將有助於教學參考(洪福財，1997)。透過教學後的省思，針
對當時教學狀況中臨場師生的互動情形，加以專業性認知，可使教師個人或協同教學伙
伴，形成批判、檢視、驗證、類化建構的作用，熟悉教學技巧，形成再進行專業經驗基
礎（Bulter,1995）
。此種反省本質上是與「行動中反省」進行互動，其目的在於更深入的
理解教室中所發生的事情，其反省的要素可謂是「描述的」(楊惠琴，1999)，亦可修正
教師的專業經驗（Schön,1987），而有助於教師之後的教學。
教師的反省均包括了為行動而反省、行動中反省，以及行動後反省；然而反省並非
直線的過程，而是繼續的螺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三種反省相互交織著，漸漸地導致
成長和進步（吳和堂，2000；孫維屏，2003）
。此外，教師的反省是以實際行動為基礎，
而非以理論為基礎，理論是將真實事件予以抽象的、理想化的方式呈現出來，忽視了每
個具體事件的特殊性、個別性和非一致性的部分，但教師反省是具體個案中的真實事
件，真實的行動，真實的學生，是比理論更生動、更豐富的事，由反省實際行動而產生
的理論，更契合教師的生活世界(歐用生，1994)。
綜上所述，就教學的時機而言，為行動而反省的時機為教學前，行動中反省的時機
為教學中，行動後反省的時機為教學後。教學中的反省是即時的，需要當下進行省思，
予以回應；教學後的反省有較充裕的時間進行，藉由整個教學過程的回顧、檢討，更加
清楚教師自己當時的想法與做法；教學前的反省則是依據教學中與教學後的省思，於教
學前將課程加以調整，試圖把內容轉化為強而有力的教學運作，並採取各種背景學生皆
可接受的教學型態，幫助學生學習，易於瞭解的過程，因而教學前為行動而反省為一全
面性的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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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時機之探討
為進一步瞭解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時機與內容，筆者選擇五位在高齡教育相關機
構中，服務年資較為資深的高齡者教師，分別為教授國樂、籤詩、英文、八字命學與日
文教師進行訪談，受訪對象包括四名男性，一名女性，三名為法定年齡六十五歲以上的
高齡者，兩名為中年，五位受訪者任教年資均超過兩年，有的已長達十幾年，在該領域
的教學經驗豐富，且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綜合受訪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時機，結果如下：
（一）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時機，包括教學前、教學中、教學後三種。
1.教學前的反省：主要為教學的理念、教學的目標、教材的選擇與準備、學員的背
景、學員的程度、學員的喜好與需求等六個類別的省思，其中以教材的選擇與準備為教
學前的主要反省工作。
2.教學中的反省：除了本身對教學情境與教師體悟等的反省，多數受訪的高齡者教
師亦表示當下所進行的反省多著重在教學情境中的回應與省思。而 Schön(l987)即指出專
業發展的過程在於從工作中架構或重新架構面臨的問題，並測試其解決方案。
3.教學後的反省：以學員的學習成效、學員的反應等為反省的主要內容，其中以學
員的反應為教師教學反省的主要反省內容。
（二）高齡者教師主要傾向於教學前與教學後的反省，教學中的反省較少出現。
高齡者教師主要傾向於教學前與教學後的反省，在教學前的反省主要側重於教學的
準備工作，考量到與教學相關的多種因素；在教學後的反省則以學員學習成效、學員反
應的回顧為主。在教學中的反省上，部分受訪高齡者教師表示教學中較為忙碌，較少於
教學中進行反省，因此教學中的反省較少出現。孫維屏（2003）指出國民小學實習教師
教學反省的時機多為教學後的反省，而教學前與教學中的反省較少出現，另一方面彭新
維（2001）指出教學前、教學中、教學後的省思在具有教學經驗的教師身上都明顯出現，
陳聖謨（1999）表示時間是左右教師教學節奏與教學反省成分的重要因子，因此，研究
者認為教學前與教學後高齡者教師有充裕的時間進行省思，再者受訪的高齡者教師均為
具備教學經驗的教師，對教學前的省思會較為完善，所以高齡者教師多傾向於教學前與
教學後的反省。
（三）在教學前的反省中，以教材的選擇與準備為教學前規劃準備工作中的反省主軸。
高齡者教師在教學前的反省上，包括了教學的理念、教學的目標、教材的選擇與準
備、學員的背景、學員的程度、學員的喜好與需求等前瞻性的省思，在此六個類別中又
以教材的選擇與準備為受訪的高齡者教師均一致提及的主要省思內容。
（四）在教學後的反省中著重在學員反應上的檢討與省思，以作為日後教學活動的應用
與教師行為表現等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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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教師在教學後的反省上，包括學員的學習成效與學員的反應兩部分，然學員
反應相較於學員學習成效的反省，學員反應明顯為受訪高齡者教師在教學後的主要反省
內容。此與陳聖謨（1999）指出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後反省中學生反應是主要重心之研究
發現一致，但與彭新維（2001）所提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後的省思以檢視教學效果居多
的研究結果有所出入。研究者認為兩者同為教學後的主要反省，但由於教學對象為高齡
者，再者高齡者教師在教學的理念、教學目標與學員需求與喜好的考量上，導致高齡者
教師較傾向於學員反應上的反省，而非學員的學習成效。

伍、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內容
茲就教學反省的內容、高齡教師教學反省內容的探討二方面，說明如下。

一、教學反省的內容
舉凡與教學有關的反省思考與行為，均屬於教學反省的範疇，因此就教學反省的內
容而言可說是相當廣泛的，以下茲將各學者對教學反省之內容作一概述。
Smith（1999）以四位公立小學教師來檢視教師的省思過程（實際中省思）
，研究發
現其省思內容為：教與學、主題、政策倫理、校務計劃、社會的關心。教師關注於校內
教學、主題教學與學習的省思，而校外的社會政策與倫理則為教師省思的重心。Banville
＆ Rickard(2001)認為教學反省的內容，可從學生行為、教師行為、師生互動三大部分
著眼。意即教師可從本身的教學行為、學生行為以及師生間的相處中，尋獲作為教學反
省的訊息來源。
高敬文(1990)提及教學反省的內容，包括：教室與教學實際情況的認識與檢討；工
作情境反思，即對教室、學校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的反省與批判；有關知識的基本假
定、合宜研究方法的抉擇、教育理想與人性社會等的思索與追究；反思的行動，即在行
動層面上，除了個別教師的解放外，還包括了集合群力，爭取專業自主權的型態，因此，
對於實況進行反省時，其實已涉及教學情境的反省與信念、價值、觀念形成的反省。
郭玉霞(1994)提出六項教學反省內容，包括了教學：單元設計、引起動機、活動、
教學觀摩、時間控制、學科、氣氛、趕課、教學準備；學生：個別差異、參與、公平、
準備度、品德、鼓勵、溝通、特殊的學生、創造力、突發事件、感情；教師：教師角色
與義務、指導教師、其他試教教師、對教師工作的準備；班級經營--秩序、常規的訂定、
常規的執行、行為改變技術、整潔；環境：家長、學校、教育問題；本身：口語表達、
自動、自信、檢討、改進。
洪福財(1997)提出的教學要素包括：教學目標、教學者與受教者、教材內容、教學
進度、教學方法、教學活動、教學脈絡與環境、教學資源、學生的學習組合、教學評鑑。
吳和堂(2000)將教學反省的內容依其性質分類歸納為：教學、學生、教師、班級管理、
學校環境與本身、政策與制度、研習等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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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銓（2001）認為教師的教學反省內容大抵以教師的教學活動為對象，包括了鉅
觀的環境脈絡，即對於影響教學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等因素，加以思索和
探討，以及微觀的教師的教學活動、學生的學習準備度和適應性，以及課程設計等因素，
予以審慎的考察。然無論是鉅觀的環境因素，抑或是微觀的個人因素，都可能透過彼此
的交互作用使教學的問題更形複雜。孫維屏（2003）的研究中發現，國小實習教師教學
反省的內容大部分是對「學生」
、
「班級經營」
、
「教學」
、
「教師自己」的反省為主，亦有
部份對「家長」、「教師作法」及「學校課程安排」的反省。

表1 教學反省內容比較表
學者

教學反省內容
學員

教師

Smith

教與學、主題

Banville
學生行為
＆ Rickard

高敬文

郭玉霞

洪福財

吳和堂
高博銓
孫維屏

教學

教師行為

環境
政策倫理、校務
計劃、社會關心

師生互動

有關知識的基本假
定、合宜研究方法的抉
工作情境、人性
擇、教育理想、個別教 教學實際情況
社會
師的解放、爭取專業自
主權的型態
教學
學生
本身、教師
環境
班級經營
教學目標、教學者
與受教者、教材內
學生的學習組
教學脈絡與環
容、教學進度、教
合
境、教學資源
學方法、教學活
動、教學評鑑
學校環境、政策
學生
教師、本身、研習
教學、班級管理
與制度
學生學習準備
教學活動、課程設
環境脈絡
度和適應性
計
家長、學校課程
學生
教師自己、教師作法 教學、班級經營
安排

本文將上述的教學反省內容予以歸納整理後，將教學反省的內容依其性質分類歸納
為：學員、教師、教學、環境等四項，茲分述如下：
（一）學員
在學員方面的教學反省內容，包括學生的個別差異、學習準備度與適應性，以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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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行為等的反省。
（二）教師
在教師方面的教學反省內容，除了教師「本身」在教學的態度、表達與教學行為，
本身相關知識的基本假定、合宜研究方法的抉擇、教育的理想，以及研習進修參與等的
反省之外。對於「教師」的反省，還包括了個別教師的解放、爭取專業自主權的型態、
教師的角色與義務。
（三）教學
在教學方面的教學反省內容，包括教學實際情況、師生互動，以及教學教學目標、
教學準備、教學方法、教材內容、教學活動與設計、教學評鑑等的反省。
（四）環境
在環境方面的教學反省內容，包括對教室、同儕間、服務機構的省思，以及社會、
政治、經濟，以及教學資源、教育問題、政策與制度的反省。
從相關研究中發現，教學反省的內容十分廣泛，呈現了教學反省內容紛歧的現象，
有研究顯示「教師」
、
「學員」
、
「教學」為教學反省的主軸，但在國外的研究方面，除了
「教學」之外，更指出「環境」亦是教師反省的重心。然而，反省的內容雖然依對象的
不同而有差別，但卻都必須落實於實際教學與生活中，而不同經驗與能力之教師亦會選
擇不同的內容進行反省教學（蔡岳璟，2003）。因此，教師在教學的歷程中，不僅需在
實際教學中學習、經驗，更重要的是要懂得將所學習、經驗到的，透過反省予以體驗、
領悟，使之成為個人教學成長的動力與助力。

二、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內容之探討
綜合受訪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內容，進一步彙整討論如下：
（一）教學反省的內容包括：學員、教師、教學、環境四大部分。
1.在學員方面：包括學員背景、學員特質、學員動機、學員反應、學員學習態度與
情形、學員程度、學員互動、學員學習成效等。
2.在教師方面：包括教師專業技能、教師進修、教師教學的正向回饋、教師心態觀
點、教育理念、教師生理狀況等。
3.在教學方面：包括教學目標、教學進度、教材內容、教學方式、教師與學員的溝
通、上課時數等。
4.在環境方面：包括機構、學科特質、同儕等教學反省的內容。
（二）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內容，以「學員」層面的反省內容最多，其中又以學員反
應為主要的反省內容。
在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的內容，以學員這個部分的反省內容最多。此與郭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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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洪福財（1997）、吳和堂（2000）、孫維屏（2003）等多位學者均將「學生」
列為主要反省內容之一，即可見教學對象為教學反省的重要內容。研究者從「學員」中
的學員背景、學員特質、學員動機、學員反應、學員學習態度與情形、學員程度、學員
互動、學員學習成效等八大類別裡發現，針對學員反應的反省內容最多，在學員的反應
上包括了學員對課程內容的回應、學員對教師本人的回應、學員對教學的回應、學員對
喜好與需求的回應，以及學員學習行動的回應五者。在此五者中，以學員對教學的回應、
學員對喜好與需求的回應，與學員學習行動的回應最為明顯，學員對課程內容的回應次
之，學員對教師本人的回應最少。
（三）在「教師」層面的教學反省內容中，以教師心態觀點的反省最多，其中著重於教
師教學態度上的反省，而教師自我意義與價值觀此項省思純屬年逾六十五歲的高齡者教
師所提出的反省內容。
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內容中教師這一個部分，以教師心態觀點的反省最多，包括教
師教學態度、教師自我的意義與價值觀兩者。其中以教師教學態度上的反省為主，包括
高齡者教師所提及的熱忱、樂於分享、回饋社會與純粹工作等的教學態度，或教學上教
師期望與學員學習心態上的衝突，以及之後教師自己在教學心態上的轉變均為教師教學
心態的反省重點。另一方面，教師自我的意義與價值觀的省思則純為年逾六十五歲的高
齡者教師所提及的反省內容。此與湯梅英（1996）研究中指出教學經驗豐富、年齡閱歷
較深的在職教師在自我探究、反省，澄清個人教育觀點與調整個人專業實際行動上，均
有積極意義的發現有相似之處。
（四）在「教學」層面的教學反省內容中，以教材內容的反省最多，其中又以教材內容
選擇的省思居多。
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內容中教學這一個部分，以教材內容的反省最多，與鍾宜玲
(1997)在社會科教學小組之行動研究中提及，教師在反省層面上主要關注於教材內容及
教學方法的發現相似。在教材內容上的反省，則包括教材內容的選擇、教材內容的深淺、
教材內容的準備三項，其中又以教材內容選擇的反省最多，主要針對教學的目標、學員
的背景、時下的趨勢與流行，以及學員的需求等的考量，進而對教材內容進行教學上的
評估與反省。

陸、結語
就高齡者教師而言，透過教學前、教學中、教學後經驗的檢視、省思與修正，改進
自己的教學，增進教學效能，提升教學品質，藉以發展理性、批判、分析、計畫、評鑑
思考的能力，說明了教學反省在教學的改善或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與學習等方面，確實
有所幫助。但，綜觀目前的高齡教育相關機構缺乏鼓勵高齡者教師反省的環境，若能鼓
舞、協助高齡者教師進行教學反省，對高齡學員的學習或高齡者教師本身將會產生更大
的效益，因此，推展高齡者教師教學反省乃是當前高齡教育亟應努力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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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體能評估對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之啟示
蘇蕙芬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系講師

陳黛芬
國立中正大學成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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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國人口結構大幅老化，邁向福利國家的當前時刻，針對高齡者設計身體活動課
程，企圖藉由增加老人體能活動，來促進高齡者之身、心及社會全人健康，並提昇其生
活品質，創造一個成功老化成就的議題，已逐漸受到衛生健康從業人員及社會福利工作
者的重視。惟高齡者從事身體活動有其生理與心理結構上之特殊性與危險性，其身體活
動方案內容之設計，亦具有其專業性與特殊需求性，並非人人可為之，亦非可以篇蓋全
之。再則，健康體能評估(體適能檢測)近年來亦受到衛生健康從業人員之重視，企圖藉
由健康體能評估來教育民眾健康體能之重要性。本研究試圖整合健康體能評估與及高齡
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兩大專業，旨在介紹目前發展之高齡者健康體能評估系統，分析檢
測項目之目的與方向，並依據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原則，進行討論並提出建議，以
提供高齡者專業體能指導員及方案設計者參考。
關鍵字：健康體能評估、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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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Health-Related Fitness Assessment
on Old-Adult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 Design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aging fast, and our country is striding forward to welfare
country,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old-adult’s body and mind of health by increasing
old-adult’s physical activity. The implement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 for old-adult has to be
specified because of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Furthermore, the health-related
fitness assessment (testing) is the most common evaluating method to assess people’s fitness
levels in recent years.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troduce the batteries of
health-related fitness assessment and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ing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 for
old-adult, and suggest the health promoter to design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 with
considerations of the results of health-related fitnes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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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公共衛生的普及、醫療科技的進步、傳染病的控制及出生率之降低，人口老化
已是全世界共同的人口現象。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老年人口比例於 1993 年首度突破 7%，
正式進入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高齡化國家之列。而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逐漸邁入老年時
期，老年人口的數目與比例將加倍成長，使台灣承受前所未有的人口老化壓力。根據行
政院經建會人力規劃處於 2006 年發佈的「台灣地區 95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行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6)，顯示由於生育率下降得比預期快，人口零成長現象將提早在民
國 107 年到來。根據該推計，老年人口總數在 2020 年時將達 3,677,000 人、佔總人口比
例為 15.84%；至 2030 年老年人口總數將達 5,415,000 人、佔總人口比例則達到 23.85%，
相當於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老年人。
然而，老年人受到身體功能之老化衰退，以及各種急、慢性病、低度身體活動水準
等因素交織下，導致身心功能障礙盛行率偏高，影響老年人在生理、心理、社會各方面
之生活品質 (ACSM, 1998; Bucher & Wanger, 1992)。幸而，根據研究顯示，多數的身心
功能的喪失，都可以透過適當的身體活動介入或早期治療而加以預防或改善(Gill,
Williams, Richardson, & Tinetti, 1996; Guralnik, Reuben, Bucher, & Ferrucci, 1995; Jackson
et al., 1995; Lawrence & Jette, 1996; Morey & Pieper, 1989; Morey, Pieper, &
Cornoni-Huntley, 1998)。因此，鼓勵老年人從事適當的體能休閒活動，將有助於身體功
能的維持，並能預防或延緩疾病與失能的發生；使國民更健康活躍地進入老年，充分融
入及參與社會，提高生活品質，並降低對醫療服務與社會資源的衝擊。
限制老年人參與運動的障礙因素可能較其他年齡層更多、更錯綜複雜；舉凡自覺健
康狀況不佳、身體的疼痛或害怕引發疼痛、罹患慢性病或有行動功能之限制、欠缺合適
運動技巧，乃至缺乏正向的鼓勵、諮詢或指導，以及天候不佳、溫度不適宜、欠缺合適
的運動場所等環境因素，都可能限制老年人從事規律活動(Schutzer & Graves, 2004)。也
有許多老人，因為習慣坐式生活型態，致使其連基本的生活能力（例如：爬樓梯、由椅
子站立、搬動物品）都處在相當危險的邊緣，只要稍微再有體力上的衰退或退步，便會
使他們獨立生活能力喪失，轉變為失能老人 (Chandler & Hadley, 1996; Shephard, 1997)。
因此如何設計一套適用於老年人的身體活動方案，實在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政
府相關單位、學術界、健康相關工作者、民間組織與運動休閒產業界共同攜手合作。
再則，近幾年來，無論在政府單位或民間組織的推動之下，健康體能評估的概念，
已逐步為民眾所接受。其目的無非是要透過評估或檢測的過程，協助民眾建立其對於自
身健康體能情況的認知。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國內外針對 65 歲以上老人所進行之健康
體能評估之系統，結合老人身體活動方案設計之原則，加以分析並探討其兩者之重要關
係，並提出建議，以提供專業高齡運動指導員及方案設計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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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齡者健康狀況與日常活動能力限制
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於民國 90 年執行之「國民健康訪問調
查」
，發現國內 65 歲以上老人，認為自己健康狀況好的百分比只有 34.9%，遠低於其他
較低年齡層，而認為自己健康狀況不好者所佔的百分比，則遠高於其他年齡層，佔 17.0%
(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1; 林宇旋 & 林惠生, 2001) (圖 1)。

圖 1 十二歲以上個案自評健康狀況(按性別、年齡區分)，
資料來源：摘自民國 90 年「國民健康訪問調查」(林宇旋 & 林惠生, 2001)。
2001 年衛生署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同時對於「基本日常生活活動」(basic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 以及「進階身體活動」障礙情形之調查，結果顯示基本日常生活
活動有困難的比例隨年齡增加急遽上升；65 歲以上老人有一~二項困難者佔 5.7%，而有
三項以上困難者則佔 9.5%，合計佔 15.2% (圖 2)。而根據內政部 94 年「台閩地區老人
狀況調查」(行政院內政部, 2005)，發現老人日常生活起居自理有困難者占 12.67%，其
中主要以「上下樓梯」占 82.90%最多，
「洗澡」占 45.99%居次，
「室內走動、平地走動」、
「上下床、移動坐位」、「穿脫衣服」均約占 38%。綜合兩個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國內
65 歲以上老人在基本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者大約佔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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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十二歲以上個案 ADL 功能障礙百分比
(按性別、年齡區分)
資料來源： (林宇旋 & 林惠生, 2001)。
至於在「進階身體活動」方面，其限制程度亦隨年齡增加而明顯遞增。65 歲以上老
年人平均有 4.3 項困難，其中有困難的比例接近或超過五成的活動項目包括「費力活動」
(85.4%)、「中等程度活動」(59.9%)、「爬數層樓梯」(62.1%)，以及「彎腰、跪下或蹲
下」(48.9%)等 (表 1)。
綜合上述調查研究結果，國內六十五歲以上老人中，約有 13-15%的老年人在基本
日常生活起居的自理已出現困難或障礙。更值得注意的是，有為數不少的老年人，可能
因為老化、慢性失能病況或活動量不足，導致功能衰退，而無法勝任中等程度以上的體
能活動，例如：爬數層樓梯、行走較遠距離，或從事中等程度活動或較費力的活動。因
此，如何透過合宜的身體活動方案的推行，降低這些老年人日後提早發生失能與依賴的
風險，以減少家庭、醫療系統與社會的負擔，實是當務之急。
表 1 十二歲以上個案於訪談前一個月內進階身體活動困難百分比(按性別、年齡區分)

資料來源：(林宇旋 & 林惠生,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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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身體活動對高齡者健康的影響
在討論身體活動對於老年人健康的影響之前，必須先針對身體活動的定義加以闡
明，依據 Caspersoen 所定義之身體活動是「由骨骼肌作用，能夠消耗熱量的身體動作」
(Caspersen, Powell, & Christensen, 1985)。常見的身體活動類型包含運動、休閒式身體活
動與日常活動。這些活動都有既定的目標、一定範圍的活動形式，並且需要身體的動作
與能量的消耗。以老年人來說，身體活動的目的在於抵抗活動過少導致的衰老和罹病
率、減少生物性老化、治療廢用症候群、控制慢性疾病、增進心理健康、增加活動與功
能、幫助急慢性疾病後的復原 (Anonymous, 1998; Sehephard, 1995)。而文獻也證實從事
規律活動永遠不嫌太遲，老人從規律活動獲得的好處，比中年人還更明顯。甚至對於習
慣於靜態不活動、體能衰弱，或有慢性失能狀況的老年人，其活動量不須太高，就能產
生一定的效果。茲將規律身體活動對老年人健康的正面影響歸納如下 (Antoinette &
Singh, 2002; Nied & Franklin, 2002; Whaley, Brubaker, & Otto, 2006)：

一、整體死亡率方面
身體活動量愈高死亡率愈低。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運用參與 2001 年「國民健康訪
問調查」的 2113 位六十五歲以上老年受測者資料，探討休閒運動與死亡率之間的關聯
性。兩年後的追蹤調查，發現有 197 位個案死亡；而在控制了其他變項後，有規律活動
者相較於不活動者，其死亡機率減少了 35%。每週活動消耗 1000 卡以上者，死亡率的
降低愈顯著。休閒運動項目與死亡率的降低呈現明顯的劑量反應關係，活動項目愈多、
死亡機率亦愈低；而運動強度亦與死亡率的降低有所關聯。
（一）心血管疾病方面：身體活動有助於心血管疾病死亡率之降低。
（二）肥胖、糖尿病、高血壓、高血脂方面：規律身體活動與飲食調整同步搭配，能改
善身體組成，降低罹患第二型糖尿病、高血壓或高血脂的危險機率。而對於糖尿病、高
血壓或高血脂的患者，規律身體活動亦有助於調控病情、減少用藥需求量以及加強體適
能。
（三）骨性關節炎方面：身體活動與骨性關節炎的發生率無關，但身體活動有助於維持
關節炎患者的身體功能。
（四）骨質疏鬆症方面：負重性身體活動有益於骨骼正常發展、維持成人的骨骼質量；
而針對骨質疏鬆高危險群，負重性活動有助於預防骨密度流失及避免產生骨折。
（五）跌倒預防方面：身體活動可改善肌力與平衡能力，因此可減少老年人跌倒的危險。
（六）心理健康方面：身體活動有助於降低憂鬱與焦慮症狀、改善心情、改善睡眠品質。
（七）整體生活品質方面：規律活動可避免或延緩功能衰退，進而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130-

邁向高齡社會，落實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2007 高齡教育整合與創新研討會 會議論文集

肆、高齡者健康體能評估系統的發展與現況
健康體能評估近幾年來，無論在國外或者台灣，皆受到政府單位與各組織社團的
重視。其實施健康體能評估的目的，無非是企圖藉由評估的過程，對於民眾達到教育的
目的，促使其對於健康體能水準的認知，並了解健康體能對於健康狀態及生活品質之影
響。因此，在步入高齡化社會的當下，擬定出一套適用於高齡者，亦適用於社區推廣的
高齡者健康體能評估系統，似乎是一件刻不容緩之任務。在各國的檢測方法和分組，大
多將年齡分組至 60-65 歲，甚少將高齡者的體能評估例入評估對象。近年來由日本、美
國及台灣所發展的高齡者健康體能檢測系統，仍處於起步階段，沒有明顯的一致性，但
本研究仍在有限的文獻資料中，整理出下列表格作一簡介：
表2

高齡者健康體能評估系統一覽表
研究者

日本 (小林寛道, 2002)

美國 (Rikli & Jones,
1999)

台灣 (林曼蕙, 2002)

檢測項目

年齡分組

1.
2.
3.
4.
5.
6.

握力
仰臥起坐
坐姿體前彎
睜眼單足立
10 公尺障礙
6 分鐘步行

6-11 歲
12-19 歲
20-64 歲
65-79 歲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BMI
Chair stand (in 30 sec)
Arm curl (in 30 sec)
6-min walk (total yd)
2-min step (in 2 min)
Chair sit-and-reach
Back scratch
9-ft up-and-go (sec)
睜眼單足立
握力
10 公尺跨越障礙
坐站步行協調能力
6 分鐘步行

60-64 歲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84 歲
85-89 歲
90-9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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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陳俊忠, 1999)

1.
2.
3.
4.
5.
6.
7.
8.

身體組成
光反應
坐姿瞬間起立
閉眼單足立
20 秒膝屈伸
握力
立姿體前彎
三分鐘登階

65-75 歲
75-85 歲

資料來源：出自(蔡明書, 2006)
根據以上學者所提出針對高齡者所設計之健康體能評估系統可以發現，雖各檢測系
統施行的檢測項目有其差異性，但明顯考慮到高齡者在體能上的負荷及接受檢測的表現
能力，已在檢測項目上作了適度的調整與修正，雖與我國行政院體委會所頒行之「國民
健康體能檢測」項目：身高、體重、仰臥起坐、柔軟度、三分鐘登階測驗，有極大之雷
同之處，但由實際執行面，卻可探知其中之差異，以下針對各檢測項目作進一步比較與
分析：

ㄧ、身體組成（Body Mass Index, BMI）
在表 2 中，Roberta & Jones 與陳俊忠等人的評估系統中，有針對高齡者的身體組
成進行檢測。根據研究顯示，身體組成對於高齡者身體活動的功能性，扮演了相當重
要的角色。因為相當多的証據己經証明，當個體的 BMI 值過高（或是過低）時，老
年 失 能 的 比 例 ， 會 比 BMI 值 處 於 正 常 範 圍 的 同 齡 者 來 得 高 (Galanos, Peiper,
Cornoni-Huntley, Bales, & Fillenbaum, 1994; Harris, Kovar, Suzman, Kleinman, &
Feldman, 1989; Losonczy et al., 1995)。另外，過高的 BMI 值也同時會伴隨著某些疾病，
例如：高血壓、心臟病、糖尿病等 (Services, 1996)。縱然目前仍無法明確定義高齡者
理想的 BMI 指數應當是多少，但一般仍然認為，BMI 指數居於 20-25 之間為正常範
圍；超過 25 則被歸類為過重，容易增加心血管疾病之危險因子，也容易喪失身體活
動能力。至於 BMI 低於 20，則被認定為是肌肉或骨骼系統萎縮或流失的參考指標
(Shephard, 1997)。

二、上肢肌肉適能
在表 2 中，四位學者所提出的評估系統中，皆將上肢肌力列為檢測項目之一，分
別以握力和 arm curl 來表現。上肢肌力和肌耐力，對於執行日常生活中的例行工作，
例如家事打掃、購物採買、移動傢俱、握住扶手或是抱抱孫子，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
角色。
上肢肌力的減損，與晚年的功能性障礙，特別是日常生活活動的失能，有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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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聯 (Lawrence & Jette, 1996)。雖然上肢肌力也會隨著年齡而逐漸退步 (Frontera,
Hughes, Lutz, & Evans, 1991)，但相關研究也顯示，適度的運動，對於上肢肌力的退化
也有改善的效果(McCartney, McKelvie, Martin, Sale, & McDougall, 1993; Moritani & de
Vries, 1980)。

三、柔軟度
表 2 中，共有三位學者提出柔軟度測驗的方法，分別是以坐姿體前彎、chair
sit-and-reach、back scratch、立姿體前彎的方式的表現。根據研究顯示，老年人若髋關
節活動範圍不足、腿部肌肉的柔軟度不足，容易導致下背痛，增加骨骼肌傷害，步態
也容易受限，增加跌倒的危險 (ACSM, 2006; Grabiner, Koh, Lundin, & Jahnigen, 1993;
Kendall, McCreary, & Provance, 1993)。也因為柔軟度的重要性，使得大部份的體能檢
測系統，皆將其包含在檢測項目中 (Rikli & Jones, 1999)。

四、平衡
上列四位學者中，有三位將平衡測驗納入其評估系統中，分別以睜眼單足立與閉
眼單足立來表現。當高齡者在肌肉與關節退化之時，平衡感對於預防跌倒是十分重要
的因素。因為平衡感不良，加上步態不佳，則老人活動能力會下降，也會因此而逐漸
失去獨立生活的能力。因此，了解高齡者之平衡能力，對於預防其喪失獨立生活能力，
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力。

五、心肺適能
以上四位學者的評估系統中，均將心肺適能列為評估項目，分別以 6 分鐘步行與
3 分鐘登階測驗來表現，顯現心肺適能評估對於老人健康體能維持的重要性。由於老
化的因素，心肺系統會形成動脈硬化、心肌收縮力減弱、肺表面積減少、肺活量減少
及氣體交換率下降等負面影響。幸而根據研究顯示，規律從事身體活動，可以增加心
輸出量，提升氧氣使用率，來增強心臟機能及增進身體功能 (Fleg, O'Connor, &
Gerstenblith, 1995)。因此，心肺適能的評估，可以提供高齡者一個明確的心肺系統的
功能指標。

六、下肢肌力
以上四位學者中，有二位學者特別將下肢肌力列為評估項目，分別以 chair stand
(in 30 sec) 與二十秒膝屈伸來表現。下肢肌力的維持，可以避免或延緩功能性失能的
發生(Gill et al., 1996; Guralnik et al., 1995; Haskell & Phillips, 1995; Lawrence & Jette,
1996)。下肢肌力的減退，亦會直接影響高齡者的生活能力，包括步態、爬樓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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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與平衡等(Bassey et al., 1992; Bohannon, 1995)。

七、協調性
以上四位學者中，皆將協調性納入評估系統中，分別以 10 公尺障礙、8-ft
up-and-go、坐姿瞬間起立來表現。由於協調性測驗的內容，包含了由坐姿起立，再移
動身體，甚至必須跨越障礙物，最後到達目標物。其反應了日常生活中所必須具備的
活動力與穩定的步態，例如在巴士上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起立、移動身體、下車，或
是必須很快地由坐椅上起立去接聽電話或開門，甚至最常發生的移動到廁所或浴室，
這些都必須透過身體各部位的協調合作去完成，非單一能力所能完成。因此，此項測
驗更能夠直接反應出高齡者是否俱備獨立生活的能力。
藉由以上以文獻回顧的方式，介紹了高齡者健康體能評估系統的內容，並探討其
所實行的檢測項目對於高齡者維持健康生活品質的重要性。由於高齡者其生理功能之
退化與脆弱性，因此針對高齡者的身體活動模式，有其必須特別小心謹慎的規劃原
則。若沒有經過詳細規劃，冒然躁進實施，反而容易造成高齡者之身體傷害或是導致
疾病惡化，因此，下一章節，將介紹針對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的原則。

伍、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的原則
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的推動與設計，是立基於「健康促進」與「維持」的概念上，
其根源於三個哲理概念：高程度安適 (high-level wellness)及整體感 (holism) 以及預防
(prevention) (Gorin, 1998)。方案設計的目的是要建立個人對體活動效益的認知與情緒感
受，或是建立身體不活動時所可能導致的害處的信念。讓個人了解從事身體活動與否可
能造成的益處與害處，誘發其企圖改變的信念後，透過技巧的訓練、支持網絡的維繫與
外來力量的增強，並創造環境誘因，使其改變後之新行為得以應用至其生活社會中，便
能夠深化影響個人身體活動參與的層次 (Gorin, 1998)。
由於老年人罹患疾病比例與活動功能障礙皆顯著較其他年齡層高，要進行規律身體
活動前，最好還是經過相關專業人員的篩檢評估，設計合適的活動方案，同時兼顧運動
的安全性與效益。以下將針對針老年人，介紹適當的身體活動方案設計的原則 (劉慧俐,
2003)。
（一）活動強度並無須達到激烈程度。
（二）身體活動設計必須包含暖身、活動期與緩和期。
（三）可藉由目前己在從事的活動，或是較有興趣的活動，作為初期設計之主軸。
（四）採循序漸進的模式，避免躁進或過度激進，例如每天多做 10 分鐘的身體活動，
都可視為一種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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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採累進時間法，亦即累積每天從事身體活動的時間，會比單次長時間的活動建
議，簡單可行。
（六）利用參與身體活動的機會，參與社會角色，例如志工服務，運動社團，增加群
聚影響力，延長參與意願。
（七）著重其心理層面之感受，增加活動之趣味性與歡愉性。
（八）注重活動之安全性與適應性，依不同年齡與生理特質進行活動設計。
（九）建立簡易可得的資源設備與支持系統，例如社區健康促進運動班、社區環境的
改善、公共場所扶手的加裝、步道的平整等，亦是影響身體活動持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們從事身體活動的習慣，大致可分為五類：規律並固定從事活動者、常開始又常
中輟者、口頭承諾會改變者、需要被說服者、對活動沒興趣者。身體活動方案的實施對
象，應以較少或不願從事活動者為對象，針對其所面臨之阻礙與因難，列入方案設計之
考慮範圍，以簡易可行與趣味化為主要原則，致於運動強度與持續時間等問題，則必須
留待其所面臨之阻礙與因難排除後，才必須考慮這些控制因子；至於己經習慣或容易放
棄者，則必須著力於維持他們的活動習慣，或是加強正向增強作用，以正面鼓舞取代負
面質疑。其中，認知行為策略 (cognitive-behavioural strategies) 經過研究証實，為一種
建立行為的有效工具。可運用此策略，幫助高齡者建立身體活動的正確觀念，並要求老
人一起設訂目標、自行監督，同時提供回饋與支持，讓從事身體活動的行為內化一種自
我成就的動機，而非為了其他人的眼光或是壓力，便有助於提高參與率與維持率。
另外，在針對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時，必須考慮到其生理或心理功能上的差
異，例如針對未罹患疾病、尚無臨床症狀、行動功能良好的老年人之活動設計，與針對
健康狀況較差、體力衰弱或有身心功能障礙的老年人之活動設計，便必須加以釐清 (表
3)。
表 3 針對高齡者不同族群別之身體活動方案設計之原則
族群別

活動項目

未罹患疾病、尚無
臨床症狀、行動功 心肺耐力
能良好的老年人

設計原則
1. 每天維持 30 分鐘的中等程度活動，一
週至少五天的活動。
2. 強調大肌肉群、全身性的動態有氧運
動。
3. 生活型態的調整；平日多走路，以爬樓梯
取代搭電梯，從事打掃園藝等其他家務瑣
事，可分段累積每天所需的活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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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力、肌耐力

1. 每週進行二~三次，每次針對 8-10 個
2. 重要肌群，反覆做 10-15 次的肌力訓練。
2. 訓練時可強調與老年人日常生活功能有
關的肌群，包括：臀肌、背肌、肱二頭肌/
三頭肌、肩部肌群、腹肌等。

關節活動

1. 針 對 明 顯 有 限 制 的 部 份 加 強 伸 展 性 運
動，每個動作至少持續 20 秒。
2. 加強平衡與姿勢控制的訓練，有跌倒高風
險者亦應強化敏捷度與協調性、反應性訓
練。
3. 有骨質疏鬆問題者應強調高衝擊性、較高
速、承重性活動(如跳躍)。

1. 心 肌 梗 塞 患 者 (recent myocardial
infarction)、嚴重主動脈狹宰(severe aortic
不適於從事費力
stenosis) 、 不 穩 定 的 心 肌 梗 塞 (unstable
運動的個案
angina) 、 無 法 代 償 的 充 血 性 心 臟 衰 竭
(uncompensated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1. 接受醫療評估，必要時需接受運動耐力
測試，評估其病情穩定性以及從事運動之安
全性。
2. 評估用藥情形及其對運動的影響，某些
老人常服用的藥物如：抗憂鬱藥物、利尿
健康狀況較差、有
可 能 適 合 身 體 活 劑、血管擴張劑、抗心律不整藥物、巴金森
身心功能障礙的
動的個案
式疾病用藥、鎮靜劑或安眠藥，均可能影響
老年人
心智功能或造成暈眩、步履不穩的副作用。
3. 轉介物理治療師或職能治療師就其行動
功能做個完整評估，包括：關節活動度、肌
力、平衡能力、步態、心肺耐力、日常生活
功能等。

運動介入

1. 目 標 應 放 在 加 強 ” 功 能 性 體 適
能”(functional fitness)，如走路、轉位或執行
日常生活活動等。
2. 增進其功能之獨立自主、降低對他人的依
賴，以及避免或延緩功能衰退的速度。

資料來源：(Lan, Chang, & Tai, 2006; Sheppard & Senior, 2003; Struck & Ross, 2006; 劉
影梅, 陳俊忠, 林宜洵, 沈麗芬, & 陳麗華,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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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與建議
以上本文，將高齡者健康狀況對於日常活動能力的限制、從事身體活動對於高齡
者之益處及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設計的原則，以文獻探討之方式進行羅列式之介紹，企
圖讓衛生教育人員與健康體能指導員對於針對高齡者之健康促進之方案設計，能夠有一
粗略之理解。
本文再將針對高齡者施行之健康體能評估系統，亦作一整理性之介紹，並分析不同
系統中不同檢測項目所代表之意義與檢測之目的。其目的，即是要藉由健康體能評估系
統所導引之方向，以及檢測出來之結果，對於身體活動方案設計者，包括醫護人員與體
能指導者，產生啟示之作用。畢竟高齡者在生理上或心理上的老化或脆弱，欲從其原本
固定習慣的生活模式中，促使其行為與觀念的改變，確有其困難度與挑戰性。因此，在
促進高齡者從事身體活動時，其所能參與的時間應當是相當短暫而寶貴。亦言之，在進
行設計身體活動方案的設計時，若沒有針對高齡者的實際健康體能狀況，針對個人之特
別需求，加以個別化或特殊化，反之是以一蓋全之方式，恐怕在方案實施的成效上，或
是高齡者的滿意度上，會有事倍功半的結果。
本研究根據上述之文獻探究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在設計高齡者身體活動方案計畫之前，必須先進行健康體能評估，並透過體能評
估所得之結果，針對高齡者的特殊需求，而將其身體活動方案個別化。
（二）實際執行上受限於人力資源不足的因素時，亦可將高齡者依不同需求進行分組，
或是針對團體中特別需要加強部份，加以規劃設計。
（三）透體健康體能評估系統的分析，能夠讓高齡者了解檢測項目與數值所代表之意
義，並使其了解自身的體能狀況，誘發其「啟動」的動機。藉由健康體能評估的過程與
結果，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替高齡者設計一套實際可行的身體活動方案，協助高齡者
達到「成功老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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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觀點之老人健康素養教育與實踐
許瀞方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chingfangannehsu@yahoo.com.tw

摘

要

隨著人口老化的發展，老年人口比率的增加勢將成為重要的社會事實。老年人口日
漸增多的社會需要更多的老化模式以因應社會的需求，而教育無疑是幫助大眾迎接「高
齡社會」最好的策略。
在探討老年人口的需求時，健康的議題一直是關注焦點。老年人面對老化在生理、
心理方面的改變，需要健康素養教育以協助其發展因應策略，調適因老化所帶來的改
變；另一方面，提供老年人健康素養教育更能破除健康觀念的迷思，以及不當用藥等有
礙健康的行為。
健康素養教育就醫療照護觀點而言，著重於探討用藥安全、醫病溝通等方面；在公
共衛生政策上，則關注於「病人安全」觀念的建立；就老人教育的觀點而言，老人健康
素養教育不僅關係著老年生活品質的良窳，更能因健康素養的充足，提昇其自我效能感
進而使老人增能，促進老年印象的正面化，建立健康老年社會。
本文經由文獻整理，探討增能觀點之老人健康素養內涵與具體作法，其次以實地觀
察老人文康休閒列車之所得，探討老人健康素養教育與成人教育體系結合之挑戰與啟
發，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供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實務工作者與相關研究人員參考。
關鍵詞：增能、健康素養、老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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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Health Literacy for older
adults: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Ching-Fang, Hsu
The student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Adult Education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increment of the old-age
population ratio will become important social fact certainly.The society that the old-age
population increases gradually needs more aging modes to respond the need of the society,
and education doubtless is help the public to greet best strategy of the old-age society.
While inquiring into the need of old people's, healthy subject always is pay attention to a
focus. The old people face aging need a healthy cultivated manners education in the
physiology, mental change with help it to develop a strategy, adjustment because of aging
bring of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ing the old people with the health cultivated
manners education can even get rid of the enigma of the healthy idea, and not appropriate use
a medicine etc. is hindrance healthy behavior.
The healthy cultivated manners education medical treatment care standpoint and speech,
put great emphasis on study to use a medicine security, cure illness a communication etc.
aspect. Then is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atient security idea on the public
hygiene policy. Standpoint educated for the elder and speech, elder the health cultivated
manners education not only relate to the good and bad of the old-age quality of life, more
ability because of healthy cultivated manners of ample, promote it ego the effect feeling then
makes the elder increase ability, promote the old-age impression turn face to face, build up a
healthily old-age society.
This text through cultural heritage sorting, study increase ability the elder of the
standpoint the health cultivated manners content with concrete method, secondly with observe
an elder the text Kang the income of the recreational railroad train on the spot, study elder the
health cultivated manners educate to combine with the adult education system of challenge
with inspire, put forward conclusion and suggest finally, provide the practice workers and
researchers related older adults education with the reference.
Key words: empowerment, health literacy , the education for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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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人口老化已成為全球在人口及健康上一個重要的議題，如同其
他剛邁入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一樣，台灣較歐美先進國家人口老化速度更為迅速，老
年人口比例急遽上升，迄至 95 年底，我國老年人口（65 歲以上）為 2,287,029 人，較
94 年底增加 70,225 人；占總人口 10.00％，較 94 年底增加 0.26 個百分點。人口早已達
到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老年人口比率為 7％之高齡化社會（內政部戶政司，2007）
。
「九十歲以上人口訪查報告」指出，九十歲以上老人未來最擔心問題為「健康」
（內
政部，2004）
。其實不只是九十歲以上的老人，健康的議題一直是老人研究的探究焦點。
我們都不願意壽命延長只是為了度過充滿病痛的風燭殘年，長壽又健康的生活，才是老
化社會追求的目標。如何謀求延緩、避免疾病的發生及惡化，以促成老年族群健康與成
功的老化，使因老化所帶來的社會壓力；以及對個體健康的負面影響降到最低。雖然健
康是老人議題的重要關注，但現今社會上，許多老人的健康訊息卻是來自藥品廣告，地
下廣播電台的賣藥節目。
老年人口比例的急遽上升；老人對健康問題的重視；以及老人健康素養的缺乏等社
會脈絡，確認了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美國全國健康教育標準聯合會（1995）將健康素養定義為：「個人獲取、全是、理
解基本健康訊息和服務的能力，以及運用這些訊息和服務來增強健康的能力。」；以及
WHO(1998)的「健康素養為一種認知和社會技能……不只是能閱讀小冊子和預約門診而
已，透過改善和民眾接近健康資訊和有效使健康資訊的能力。」。從上述健康素養的定
義，可以發現健康素養事關增能，健康素養教育可視為增能的過程。年人有高的自握信
念(locus of control)，會對所處環境持有自我掌控的感受，進而影響其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iency)。自我效能感高的老人，能積極參與社會，運用社會支持，維持高品質
的老年生活。以增能觀點探討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確有其特殊意義性。
增能觀點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在於提昇老人對於自身健康狀況、老年盛行疾病、保健
知識、以及醫療保險服務的瞭解，讓老人與醫護人員合作，為自身健康負責，對自身慢
性病適當控制，積極因應老化所帶來的生理改變，並能與醫療體系溝通，選擇正面健康
行為模式，自主選擇合適醫療保險服務。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透過文獻整理，探討，探討增能觀點之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內涵與具體作法。
（二）運用「展愛服務車」觀察實例，探討老人健康素養教育與成人教育體系結合之挑
戰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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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供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實務工作者與相關研究人員參考。

二、名詞釋義
（一）增能
增能是從「權力」衍生而來的，表示有能力去做、去表現，或有能力去完成某事。
（二）健康素養
健康素養不僅是閱讀、理解、處理、以及使用健康相關訊息以促進或維持健康的綜
合性能力，健康素養更被視為是一種增能的過程。
（三）老人健康素養教育
以教育提昇老人對於健康狀況、盛行疾病、保健知識、以及醫療保險服務的瞭解，
讓老人能與醫護人員合作、溝通，為自身健康負責，對自身慢性病適當控制，表現正面
健康行為模式，積極因應生理老化，自主選擇合適醫療保健設施以及保險服務。

貳、文獻探討
基於研究目的需要，就增能觀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內涵、以及啟動增能觀點的老
人健康素養教育的參考模式，探討如下：

一、 增能觀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內涵
茲就健康素養的意義、增能與老人健康、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等三方面，探討增能觀
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內涵。
（一）健康素養的意義
雖然健康議題是現代社會關注的焦點，但國內對於「健康素養」或是英文“health
literacy”的意義並未提出完整的解釋。國內吳翠珍等（2003）從傳播媒體的觀點，指出，
健康素養是一種具有處理個人健康資訊的能力，包括口語素養(oral literacy)、文字素養
(print literacy )、數字素養(numeracy)。此定義趨向將健康素養界定為健康相關的功能性
識字。
在美國，有色人種、低社經地位的白人是不良健康的高危險群，並且低識字者(low
literacy)也常附帶許多健康上的問題，健康素養教育常藉助成人識字教育教室場域進行
(Marcia Drew Hohn, 1998)，因而健康素養成為醫護界、成人教育者與公共衛生政策共同
關注的議題，也各自提出健康素養的定義。
美國 Health People 2010(2000)將健康素養的定義為，健康素養是個人獲取、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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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基本健康訊息與服務，以做出正確健康決定的能力。健康素養是個人閱讀、理解、
使用資訊以獲取所需的健康照護的能力(Barry D. Weiss, 2001)。健康素養也被定義為獲
取、解釋、理解、以及使用訊息以促進並維持健康的能力(Greenberg 2001; Shohet 2002;
Kerka, 2003)。
美國全國健康教育標準聯合會（1995）將健康素養定義為：「個人獲取、全是、理
解基本健康訊息和服務的能力，以及運用這些訊息和服務來增強健康的能力。」。
WHO(1998)定義健康素養為一種認知和社會技能……不只是能閱讀小冊子和預約
門診而已，透過改善和民眾接近健康資訊和有效使健康資訊的能力，健康素養事關增能。
更進一步分析健康素養的意義，健康素養不只是閱讀的能力，健康素養需要一組複
雜的聽、分析與做決定的技能，並能將此能力運用於健康情境中。就病人而言，需具備
下列能力才具適當健康素養：閱讀同意書、處方簽以及其他書面的健康照護訊息；理解
醫師、護士、藥師、保險業者的書面或口頭訊息；並能遵循必要的醫囑(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Nursing, n. d.)。
從以上對健康素養定義不難發現，現代社會中健康素養不僅與病人安全息息相關，
對於一般大眾健康的促進與維護也是密不可分的。綜上所言，健康素養不僅是閱讀、理
解、處理、以及使用健康相關訊息以促進或維持健康的綜合性能力，從 WHO 對健康素
養的定義，健康素養更被視為是一種增能的過程。
（二）老人增能與老年健康
增能的概念普遍應用於教育、社會工作、行政管理、及政治徐等領域，不同領域中
增能有不同的論述。以下分別探討老人增能概念、以及增能與老年健康之互為關係。
1.老人增能概念
增能是從傳統對「權力」的定義衍生而來，表示有能力去做、去表現，或有能力去
完成某事。增能的字根“empower” 是指「授權給某人採取行動」，但權力並非施與受的
關係，權力是流動的，權力是在關係中運作的。權力經常隱藏在具體事件中操作，權力
可以分享，但並非他人賦予你權力，而是自己生成的（洪櫻純，2005）。就社會公平正
義層面而言，老人常被視為需要增能的族群之一，茲從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概念與 Freire
的增能概念，來探討老人增能。
（1）Bandura 的自我效能
許多人對老年人有著負面態度，老年人也覺察到此並將其內化，再加上老年人在工
作、配偶、家、地位等方面的喪失，導致老年人的低自尊與缺乏自我效能感。Bandura (1982)
以自我效能的概念解釋行為與行為改變的：人們傾向於避免超出他們能力以外的活動，
只承擔那些他們認為自己能處理的事。效能期望影響了決定，包括行為的嘗試、嘗試的
時間、以及要付出多少努力。低效能期望在面臨障礙時，導致疑惑或放棄, 而高效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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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則導致更多的努力以達到渴望的結果。例如：某些老寡婦活躍於教會、公民活動、社
交事務, 或旅行。而其他的寡婦則處於社會隔絕的生活。在客觀情況和資源相似的兩類
寡婦，前者屬於高自我效能經驗，而後者則不是。許多人在晚年達到高自我效能感，認
為有能力的個體，並且他們的努力是被獎勵的。在晚年許多生活狀況和損失的無法控制,
常導致低自我效能感。另外,低自我效能感的老人，容易對生活中的失去放棄、撤離。增
能是幫助老人產生掌控生活感受，並提高自我效能感的有效策略。
（2）Freire 增能的概念
Freire(1970)以個體透過覺知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現實的境況採取行動對抗現實壓
迫的「意識化」過程，來詮釋增能歷程。個體在增能之後，才能進一步解放自我與實踐
社會正義。
從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概念與 Freire 增能的概念看老人增能，老人可以透過增能策
略，提昇個體的自主性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並讓老人覺知到他有改變不平等權利關係的
可能。
（3）增能與老年健康之互為關係
健康是人類努力達到平衡，整合頭腦、身體, 和情感的生命過程。健康關注於自我
負責、持續創造生活的需求，而不是被動式的反應的生活。經由強調選擇自由、健康取
向增進個體自我關心的責任（Myers,1991）。健康是增能哲學，包括：幫助的個體確認
生活目標、協助選擇提高身體和情感幸福的健康生活方式，以及能繼續做出健康選擇能
力。選擇正面、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提高生活水平，老人以健康素養教育為老人增能，
老人學會為自己健康負責，與健康專業人員成為伙伴關係，主動為自身健康把關，並能
持續與健康以及健康學習進行對話，能對健康相關議題發聲(Marcia , 1998)。
老人健康素養教育應創造一個正面、健康環境，幫助個體發展承擔自我健康責任。
在健康資訊流通快速的時代，老人健康素養教育是幫助老人增能，進而健康生活的最佳
的方式。
（三）老人健康素養教育
以下就溝通、社會文化、學習需求、以及健康訊息、識字與行為等三方面探討老人
健康素養教育。
1.溝通方面：溝通是老人健康素養的重要關注面向，茲就溝通障礙、改善溝通策略探討
如下：
（1）溝通障礙
文字溝通是政府推廣、促進包含老人的大眾健康教育最常用的形式。隨著年齡的增
長，老人族群相對的需要更多的健康教育來維護或促進健康狀況。若粗略的以教育程度
來界定識字率，我國年齡層愈高者，識字率愈低（內政部，2006）。其他國家也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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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狀況，老人族群有著高比例的低識字能力者(Irving, 2006)。但同時無數研究也顯示，
許多健康相關書面資料，如：小冊子、自我照護指導、保險表格等，都需要較高的閱讀
等級能力者才能閱讀(Davis et al. 2002)。甚至如 Greenberg(2001)研究探討所得，即使一
般大學畢業者也很難看懂「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書面資料中所敘述的有關「乳房 X 光
攝影檢查」的風險與好處。
綜上所言，老人健康素養的書面溝通上，出現了訊息提供者與接收者間的文字語言
使用上的落差，使得健康教育所倚賴的書面媒材無法達成應有的效益，老人健康教育事
倍功半。
（2）改善溝通策略
許多醫學文獻都肯定了提供簡單、素樸的語言，以及視覺、圖片等輔助，來幫助低
識字者理解健康訊息的成效(Kerka, 2003)。Barbara & Anne( 2005)提出改善老人閱讀健康
書寫媒材的具體策略，包括：內容與形式簡單化；使用較短的字、句；增加圖表；降低
閱讀能力等級，亦即不需具有太高閱讀等級者也能閱讀；另外儘量避免專業術語、行話，
而以日常語詞代替。
老人健康素養的溝通形式有書面的、也有口語的，老人健康素養的溝通範圍涵蓋廣
大，包括：公共衛生組織以各式各樣的書面媒材來宣導老人疾病防治、居家保健；健康
保險的文件資料，關係著老人醫療支持；醫病溝通是否良好，關係著治療成效。溝通面
向的重要性無庸置疑。
2.社會文化方面
Greenberg(2001)指出， 健康素養的基本定義忽略了文化信念系統與社會常態的
角色。健康素養是難以轉換的語言或文化(Wilson, 2001)。美國健康照護系統的文化期許
可能與個人的健康照護與文化觀點抵觸。在 Davis 與 Flannery 的研究中指出，波多黎各
婦女在健康訊息與其文化信念與價值相容時，才肯定其價值(Kerka, 2003)。
老人群體不論在群體間或是與其他年齡層之群體相較，在社會文化觀點上都存在著
歧異與多樣性，老人健康素養亦需照顧到社會文化面向，不論是老人健康照護體系或是
老人教育體系在發展、實施健康素養教育時，都需考慮是否會與老人之文化價值體系抵
觸而降低了效益。
3.學習需求
Purdie與Gillian （2003）訪問 17 個老人的學習需求與障礙，並發展成調查問卷，有 160
個老人完成問卷，結果發現健康議題是他們共同關注學習需求之一，而學習障礙則是與
健康相關的生理失能。蔡孟岑（2004）以高雄市的老人活動中心活動的六十五歲以上的
老年人進行其健康教育的需求研究，發現：老人對生理健康教育需求最多，生命意義健
康教育需求最少；.男性老年人在生理健康教育方面比較重視疾病的狀況與減緩，女性則
較重視疾病的原因與延緩，但是兩者都很重視用藥的知識，而兩者的健康教育需求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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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Ratzan與Parker（2006）的研究指出， 根據美國Healthy People 2100 中對健康素養
的定義進行調查研究，發現 65 歲以上老人較年輕人健康素養為低。老人是比年輕人更
需要提昇健康素養的，而且老人的健康素養的高低關係著選擇健康生活的能力，雖然人
愈老生活方式的累積效應愈顯著，但改變永遠不會太晚，而且老人絕對有學習的潛能。
Angela (2007)等以 88 個中國老人參與健康訊息網路搜尋工作坊，經由 3 小時訓練後，
老人開始在香港政府、學術機構、以及專業組織等網站進行健康相關訊息搜尋。研究發
現，參與工作坊老人們搜尋健康訊息的信心與年齡、教育水準、先前使用電腦經驗未達
顯著相關，但明顯相關於他們參與工作坊所獲得的滿足感。莊智鈞（2006）以台北市老
人社會大學的老人學員為研究對象，以社會人口變項、健康知識問卷、PASE 身體活動
量表以及 SF-36 中文版健康量表探究老年人健康知識、健康狀況以及休閒活動參與情
形之間的關係，採問卷調查之方式訪問了 277 位老年人，發現：配偶尚存的老年人在健
康知識的得分上，顯著高於配偶已經亡故的老年人；健康知識與各種休閒活動的參與程
度之間有顯著相關的存在；身體功能、情緒限制以及心理健康三種健康狀況與健康知識
的得分有關係。
以上研究，分別為健康議題是老人重要的學習需求，老人需要以學習來提昇健康素
養，而且改變永遠不會太晚，老人絕對有學習的潛能，等論述，提供了最佳的佐證。
4.健康訊息、識字與行為方面
在其他情境具有高識字能力的人，處於生病、情感創傷、或壓力情境時，可能難以
處理健康訊息(Freebody and Freiberg 1997; Wilson 2001)。高識字能力者在遭受生理、認
知的損傷，可能成為低素養病人，例如：在遭逢視力損傷時。老人常因有許多慢性疾病，
而必須學習更多新的醫藥訊息(Brown & Park, 2002)。Brown 與 Park(2002)在比較健康年
輕族群與老年族群在學習健康訊息時，發現只有在學習已熟悉的訊息時老人受到先前經
驗的干擾學得較慢，但在學習新的訊息時，年輕人與老年人則沒有太大差異。Benson 與
Forman(2002)的研究中，以高學歷的老人進行功能性的健康素養測驗，30％對書面健康
訊息難以理解。
綜上所述，多數的老人因為對自身慢性病的關注，而產生學習新的健康訊息的需
求，先前識字能力與年齡不是健康素養高低的關鍵因素，由此更肯定了以教育提昇老人
健康素養之重要性。
（四）小結
綜合以上對健康素養的意義、增能與老人健康、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等三方面的探
討，增能觀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內涵，可被理解為：老人教育工作者結合醫護領域專
業支持，以教育手段在健康行為、健康狀況與疾病狀況、以及健康檢查及醫療服務利用
等三方面，持續讓老人發展溝通、社會文化觀點健康素養，並能為自身健康發聲、承擔
做決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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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山之石—增能觀點的健康素養教育模式
國外有關健康素養議題發展了許多不同的教育模式，有各種不同關注，包括聚焦於
健康專業人士；聚焦於一般大眾；將健康內容整合於識字學習脈絡；幫助提供健康服務
者與機構領導者與低識字能力者溝通；發展能有效應用功能性識字發展健康維護行為的
學習以及管理控制疾病能力的方案。
以下選取三個國外實施成功的健康素養教育模式，作為國內發展增能觀點健康素養
教育的參考架構：
（一） 政府伙伴模式：
麻州成人基本基本教育服務健康素養啟動(The Massachusetts State Adult Basic
Education Service Health Literacy Initiatives)
在五年時間中，麻州政府健康部門將健康教育整合於成人基本字教育與非英語系教
育活動中。麻州政府被視為發展健康素養的組織機制、計畫和資源的領導者。麻州政府
為成人基本字教育與非英語系教育活動組織與教師，提供健康教育整合於成人基本字教
育與非英語系教育活動所需的支持，包括：線上課程資源；協助健康素養議題與社區合
作發展，這也是也由線上得到的；創造了 10 個非營利組織與政府合作的健康素養教育
中心。
政府伙伴模式是一個健康教育、勞力、技術學院、非營利組織、以及私人健康照護
中心成功整合案例。
（二）健康素養訊息模式
東部 LINCS 健康特別系列報告中指出，美國識字資源系統整合州、區域、國家等
層級的資源。在州層級的東部 LINCS 中心以發展健康素養聞名，在網站上提供了線上
課程計畫與學生方案，成為社區領導者與健康素養教師的重要資源。
（三）健康智慧社區伙伴關係模式
南科羅拉多的 Anderson、Oconee、 Pickens 、以及 Hart 等四個郡，以健康智慧社
區伙伴關係模式，進行健康素養教育。
健康智慧社區伙伴關係模式是藉由寄送郡內每一家戶健康手冊，健康手冊中提出問
題，讓成人經由問題思考 180 個重要健康議題；教導健康照護社群聯繫的有效方法。
對於閱讀能力較高者但健康素養不足的大眾，手冊非常有用；而閱讀能力不足的
人，手冊也提供了免付費電話，由醫護人員提供口語的咨詢服務。健康智慧社區伙伴關
係模式以省力郵寄方式建立綿密的家戶健康網路連結，並兼顧了不同閱讀能力對健康素
養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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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模式有不同的資源整合、教育資源提供與支持方式，可供國內發展增能觀點老
人健康素養教育參考。

參、 增能觀點之老人健康素養教育實踐
一、個案簡介—展愛服務車
內政部為平衡各地資訊及福利服務的取得，93 年特專案報請行政院同意辦理「推展
行動式老人文康休閒巡迴服務實施計畫」…，項目包括：福利服務、基本健康服務、休
閒文康育樂服務、生活照顧服務、諮詢服務等（內政部，2007）。內政部實施計畫中所
規劃之服務範圍涵蓋福利服務、基本健康服務、休閒文康育樂服務、生活照顧服務、諮
詢服務等，而本研究的展愛服務車是由台南政府社會局委由台南市社區大學承辦的老人
教育方案，主要服務台南市社區高齡長輩（尤以安南較偏遠地區為首要考量），課程及
活動均以此為對象進行設計。並與申請社區之里、社區發展協會廟宇或社區進行策略合
作，結合社區活動或節慶設計更具意義或創意的課程活動。預計招募 15 個伙伴社區進
行策略合作，以建立「示範點」的方式進行服務活動的設計。希望以此成果作為本計畫
之基礎，讓有需求之社區可以瞭解服務車所帶來之學習促發效果，進而申請加入為合作
伙伴社區，協力來推動社區內老人教育活動。
老人教育方案規劃取向則偏重促成成功老化，以行動自如的健康老人為服務對象，
希望老人藉由教育活動參與，除了保持老人社交語言技巧與生產力外，並提昇健康素
養，降低得病與失能之風險。
本研究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並非只是提供老人教育活動，更強調以增能觀點致力
革除社會上對老人教育的「歧視」，透過持續性的活動來鼓勵老人參與社會，以便能夠
透過對社會的奉獻，能更有尊嚴地生活在社會之中，或擁有生命的第二生涯，來證明自
己的生活價值。
（一） 實踐歷程分析
1.以老人需求為健康素養教育的起點
在平均壽命延長的情況下，老年人在健康面向上，自然而然的關注於延緩或避免疾
病的發生及惡化，以降低老化對健康的負面影響。老化相關的健康問題，除了慢性疾病
以及功能性退化而產生的老年症候，尚包括與社會生活上的接觸問題（藍祚運，2005）。
本研究之老人健康素養教育方案，以「自我推拿」
、
「免費血糖測量」
、
「漫談肝炎」
、
「新
世紀飲食觀」
、
「認識腦中風」
、
「如何健康吃」
、
「口腔保健」……等健康課程，關照社區
老人健康素養學習需求，並藉由活動中老人同儕互動、講師與老人互動增加社會參與。
2.同儕團體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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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在帶領健康素養教育課程方案時，需格外重視同儕團體的影響力，Davis et al.
(1998)發現雖然部分中老年婦女會因教師提供有關「乳房 X 光攝影檢查」對健康的重要
性而去檢查，但同儕影響力其實是更重要的因素。
本方案課程的健康概念講座：「新世紀飲食觀」、「如何健康吃」等也可發現同樣的
情形，同儕對講師課程的認同會發揮交互影響力，使老人們更願意改變飲食習慣，將健
康食物攝取概念納入健康素養，促成飲食方面的健康行為。
3.健康議題的選擇
檢視本研究老人健康素養教育方案所選擇的健康議題，大致可將「新世紀飲食觀」、
「如何健康吃」
、
「自我推拿」
、
「口腔保健」歸於健康行為的促成；
「免費血糖測量」
、
「漫
談肝炎」
、
「認識腦中風」歸於老年盛行疾病。健康素養議題的選擇雖涉及健康行為與老
年盛行疾病等面向，但卻忽略有關醫療及保健服務的利用等社會層面健康素養，以及心
理層面健康素養，社會、心理層面的健康素養，也是現代社會中重要老人健康素養，必
須瞭解有關醫療或保健服務資訊，才能自主選擇合適健康服務，從健康素養教育中全面
增能。
本研究在健康議題選擇的考量因素，除了需考慮社區老人需求與各種面向的納入
外，師資是健康議題決定的重要影響因素，亦即健康素養議題的決定是老人需求、均衡
健康素養內涵、以及實際師資等因素下協商決定的。
4.方案課程內容的評鑑
美國政府支持的健康網站 Literac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LINCS)
指出，健康素養系列媒材的評鑑規準，包括：媒材或網頁在健康內容上必須是正確的；
媒材或網頁必須考慮多元文化議題；媒材或網頁必須對於閱聽者是實用的；媒材或網頁
必須能反映健康素養領域的當前研究與專業智慧。方案規劃者考量老人需求、均衡健康
素養內涵、以及實際師資等因素決定健康議題，而議題下的課程內涵由講師主導，並無
具體評鑑規準。課程內容的優劣關乎老人健康素養是否能真正提昇。缺乏評鑑機制的健
康素養教育不免令人擔憂。
5.溝通
溝通是健康素養的重要面向，健康素養教育在實施上，溝通同樣是課程方案成功與
否的關鍵因素。國外實施健康素養教育時，考量新移民語言需求，在教育方案設計時，
常採雙軌或多軌語言並行，如 Hohn(1998)研究中，所設計的「癌症課程方案」
、
「家庭暴
力課程方案」等，都特別強調學習者語言的考量。講師都能以社區老人熟悉的語言進行
互動，為有效的溝通奠定基礎。
6.行動教室，流動老人
本研究老人健康素養教育方案，是以一輛具有完整活動配備的「展愛服務車」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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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課程的移動教室，雖然巡迴社區間有其機動性可以克服偏遠聚落老人因醫療、教育
服務機構等資源不足，所造成的教育參與障礙，但也因教室是可移動的，參與的老人也
是流動的，因而發展連續性、全面性健康素養課程方案存在著更多的不確定性。
（二） 展望未來：增能觀點老人健康素養發展可能
增能觀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的終極目標教育，在使老人學會為自己健康負責，與
健康專業人員成為伙伴關係，主動為自身健康把關，並能持續與健康以及健康學習進行
對話，能對健康相關議題發聲。茲就增能觀點老人健康素養發展可能，討論如下：
1.善用媒材促進討論活動
本研究方案的行動教室—展愛服務車，配備有完善的視聽設備，因而除了可以老人
讓老人們進行卡拉 OK 歡唱聯誼外，更能播放健康議題的教學影帶，藉由視聽媒材刺激，
促發討論活動，讓社區老人們能藉由團體討論活動，充分參與課程，增進自身健康素養
觀點。
2.創造疾病的脈絡，使老人能以個人經驗去關連
老人有豐富的經驗，健康素養講師在進行疾病防治與控制的說明時，應創造疾病的
脈絡，讓老人能以個人經驗去關連，雖然不一定要老人進行自我揭露，但老人可因此容
易切入談論課程中的收穫。
3.以學生先備知識為起點
健康素養講師應以學生先備知識為起點，講師應常問學生知道些什麼？藉由問答
中，講師可以發現老人健康上不正確的觀念或迷思，找出後續課程發展方向。
4.多面向的健康素養
健康素養議題可能涉及生理、情感、心靈、社會文化等方面，講師應從討論中促成
老人們對健康議題多面向的瞭解。例如：罹患癌症的老人需求的可能不只是生理上疾病
的管理，更需要親人、朋友、宗教等給予情感、心靈、以及社會等支持。
5.讓老人發聲，發現身體各部分的意義
身體各部分對不同老人可能有不同意義，講師在實施健康素養課程時應對此加以考
慮，例如：乳房對老人而言，可能涉及性、哺育、美感等聯想，或純粹只是身體的一部
份，因而講師應讓老人「發聲」，去發現發現身體各部分的對他們意義。
6.建立成人教育與醫護專業的伙伴關係
健康素養教育應立基於成人教育與醫護專業的伙伴關係，展愛服務車在方案規劃
上，提出「結合衛生局、成大公衛所及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辦理『公衛種
子教師』培訓及『用藥常識』課程，培訓『公衛教師』走入社區，宣導公共衛生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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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常識，以協助高齡者養成正確衛生保健資訊… …。」的構想，確立了成人教育與醫
護專業的伙伴關係。老人教師需藉助醫護專業來發展健康議題內涵，而老人健康素養教
育在成人教師所布置教室場域中，進行參與式的方案課程實施，使老人不僅健康，更能
增能，朝向成功老化。

肆、 結語
人口老化儼然已成為全球在人口及健康上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國老年人口早已達到
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老年人口比率為 7％之高齡化社會（內政部戶政司，2007）。
謀求延緩或避免疾病的發生及惡化，以促成老人族群健康及成功的老化，使人口老化的
壓力及對健康的負面影響降低，是當今社會無可避免的挑戰。另外，健康的議題也一直
是老人研究的探究焦點，但現今社會上，許多老人健康訊息卻是來自藥品廣告，地下廣
播電台的賣藥節目，社會脈絡中的老人健康問題更加確認了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與急迫性。
從美國全國健康教育標準聯合會（1995）以及WHO(1998)對健康素養的定義，可以
發現健康素養事關增能，健康素養教育可視為增能的過程。從心理學角度而言，老年人
有高的自握信念(locus of control)，會對所處環境持有自我掌控的感受，進而影響其自我
效能感(self-efficiency)。自我效能感高的老人，能積極參與社會，運用社會支持，維持
高品質的老年生活。所以以增能觀點探討老人健康素養教育更有其特殊意義性。
增能觀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著重在老人教育過程中，兼顧健康素養與自我意識
的提昇，因此特別注重討論活動的促發，讓老人們經由在健康行為、健康狀況與疾病狀
況、以及健康檢查及醫療服務利用等三方面的溝通、社會文化觀點等素養的提昇，發展
與醫護人員的伙伴關係，為自身健康發聲、承擔健康決定的責任。
本研究經由文獻整理與實例探討，提出促進增能觀點的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的建議，
如下：老人健康素養教育的實踐在教育組織發展層面上，可以參考國外發展模式，結合
政府、非營利組織的資源，並且強化成人教育與醫護專業結合，發展策略與管道兼顧傳
統與創新；在教育現場的實施層面上，則可經由：善用媒材促進討論活動；創造疾病的
脈絡，使老人能以個人經驗去關連；以學生先備知識為起點；多面向的健康素養；讓老
人發聲，發現身體各部分的意義；建立成人教育與醫護專業的伙伴關係等策略，讓老人
們能經由健康素養教育，激發主動為自身健康把關、持續與健康以及健康學習進行對
話、對健康相關議題發聲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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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成長，醫療衛生的進步，使得平均壽命不斷的向前推移，再加上
少子化的現象，台灣地區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比例不斷攀升。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
資料顯示，台灣地區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於 1993 年已經超過 7％，達聯合國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老化國家為 7％，老人
國家則為 14％），截至 2007 年 3 月為止，台灣地區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躍升至
10.04％（內政部統計處，2007）
。根據行政院經建會（2007）的推估，到了 2026 年，台
灣地區老年人口比例將突破 20%，至 2051 年，老年人口比例將高達 37%。
面對著高齡化的社會，政府早在二十年前已將老人問題列入政策議程之一環，並提
出因應老人問題的政策。1980 年制訂「老人福利法」，就是第一個政策架構，該法於民
國 1997 年 6 月 18 日修正後公佈，條文著重在老人年齡及福利措施之界定，老人津貼、
年金、住宅、保護等需求之規劃以及專責人力等，對於老人的各種服務與保護更具完整
性與前瞻性。2003 年進一步提出「老人福利白皮書」揭櫫我國老人福利之整體政策方向，
唯對於老人的教育、休閒、社會參與仍多交由民間團體提供，未見符合老人需求、整體
且普及之規劃。
然而，在國人健康生活充足、平均壽命延長的情形下，六十五歲以上老人退休之後
的生活安排，就顯得格外重要。除了部份老人投入再就業市場之外，隨著年齡的增長，
適合老人的休閒、文藝活動也與年輕時不同，且老人對於提昇精神生活的重視度也日益
提高，故對於老人精神生活之充實將著重益智性、教育性、欣賞性、運動性等，可兼顧
動靜態性質的活動，以增進老人生活之適應及生命之豐富。除此之外，教育老人接受自
己老化的事實，及教育社會大眾接受生活自理缺損的老人都是重要的課題。
各類型的老人大學是目前台灣地區主要為老人提供學習活動的機構，然而，老人大
學的相關機構實施至今已有二十餘年，一直維持著傳統的經營路線，參與學員雖然多，
但重覆性也高，罕見新學員加入參與，使得老人教育的辦理一直停留於現況。在老年人
口增加快速的情況下，老人大學的相關機構也應該隨著時代而有所調整，不論是課程的
規劃與設計、講師的教學與安排，甚至是機構的經營與管理都極需發展新的方式，以吸
引更多新的老人一同加入，因此，本研究在教育部社教司的補助之下，進行台灣地區老
人教育推動現況與需求的調查，希望藉由此次調查，瞭解台灣地區老人教育機構的實施
現況，老人教育參與者的參與現況與學習需求，以及老人教育未參與者的學習需求與參
與障礙等。

貳、 文獻探討
一、台灣地區老人教育歷史發展
台灣地區的老人教育發展，乃係近三十年來才開始發展，比歐美等先進國家，可謂
起步較慢。但是在政府相關部門、民間團體的努力經營之下，台灣地區的老人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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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林立。根據林振春（1995）對我國老人教育歷史的沿革介紹中發
現，我國老人教育的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從早期的由社會宗教團體發起；繼之，
因著《老人福利法》之頒訂，而轉而變為由公部門的社政機構以及私部門的社會福利團
體所倡導；而目前，則是因為終身學習理念的推動與提倡，由教育部門結合政府單位與
社會力量大力推動，茲將此三階段作概略說明（林振春，1995，劉伶姿摘錄；楊國賜，
1991；李鍾元，2002）：
（一）充實生活內涵的草創期
台北市基督教女青年會為了弘揚倫理道德、增進老人福祉，於民國 67 年 1 月，首
創國內一種新式的老人教育方式，定名為「青藤俱樂部」，揭開台灣地區老人教育之先
例。其創立宗旨為發揚敬老尊長美德，喚起社會對於老人的尊重以及生活福祉的重視。
其授課內容包括有演講座談、技藝研習、休閒娛樂等，結合了知性、休閒與教育的層面。
（二）社會福利服務取向的老人教育
民國 69 年政府公佈「老人福利法」
，該法著重於關心老年人接受教育的權利與義務。
此法的推動實受到民國 67 年臺灣省政府社會處曾與台中私立東海大學合作，共同推動
老人大學教育，雖後來因故未能順利實施，卻喚起了大眾對於老人教育的重視與關心。
民國 71 年，高雄市政府為了擴大辦理老人福利服務，與高雄市基督教女青年會合
作，經過半年的奔走籌辦，於民國 71 年 12 月 3 日在高雄市聯合開辦了老人教育，一所
俗稱「老人大學」的長青學苑終於誕生了。此機構經費是由社會局負擔，人員由女青年
會負責，可視為公私部門合作辦理老人教育的典型。
繼高雄市長青學苑開辦之後，同年同月的 18 日在台北市亦成立了一所「遐齡學園」
，
由佛教界成立財團法人慈航福利基金會所規劃，創辦一所類似老人大學的文化性福利設
施，該學苑的老人教育工作與長青學苑不同，係以學術研究的方式進行，該園的任務一
是鼓勵老人進修；二是協助老人貢獻智慧。隔年 1 月 17 日，在新竹地區亦成立了一所
老人教育機構，提供老人生活調劑與進修，取名為「松柏學苑」
，地點設在新竹市孔廟，
由新竹學租財團法人提供經費的支持。台北市長青學苑也於同年開辦，是一所完全由社
會局所主導辦理之老人教育機構，由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室負責實際活動的規劃與服務的
提供。
台灣省也於民國 76 年頒布《台灣省設置長青學苑實施要點》
，由省府社會處輔助各
縣市政府審視其實際需要，選擇適當場所設置長青學苑。目前以逾二十餘縣設立，提供
有效的資源整合，協助老年人增強社會活動之能力，也使得民眾能夠就近參與老人教育
之學習活動。
（三）終身教育取向的老人教育
民國 78 年，教育部乃依據第六全次全國教育會議之結論「建立成人教育體系，以
達全民教育及終身教育目標」，訂定「老人教育實施計畫」。
民國 82 年，教育部社教司研訂「教育部八十二年度獎助辦理退休老人教育及家庭
婦女教育實施要點」草案，其中擬於台閩 369 個鄉鎮市中開辦老人學苑與婦女學苑，每
鄉鎮市以一班為原則，每班 35 人，計有 738 班，每班補助 39,800 元。辦理單位由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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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教育局或各縣市政府擇定相關機關、學校、社教機構、研究機構、公民營企業機
構、文教基金會、專業協（學）會及宗教團體辦理。
民國 95 年，在面對高齡社會建構終身學習公民社會的多重趨勢之下，教育部制定
「邁向高齡社會，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揭示台灣老人教育發展的四大願景為：終身
學習、健康快樂、自主尊嚴、社會參與。該白皮書也提出七項目標，以及相互呼應的十
一大推動策略與行動方案。此白皮書顯示政府對於老人教育的重視，也描繪出老人教育
的整體圖像。

二、老人教育的內涵
近年來隨著高齡化的趨勢，使得許多關於老人學習與教育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與探
討。從行銷學的 5P 有助於檢視老人教育的內涵。所謂的行銷 5P 是指 Fischer 修正 Kotler
的行銷 4P，加入第五個 P(people)而來，此 5P 亦即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招生
(promotion)、地點(place)、人員(people)(Davis, 1995)。應用至老人教育，分別代表了老
人教育的課程、經費、行銷、地點、專業人員等五大主題，茲分述如下：
（一）老人教育的課程
老人教育的宗旨，在於透過教育的方式，經由再學習的過程，協助老人過著積極快
樂的晚年，鼓勵老人創造幸福美滿的第二春。因此，課程內容必須針對老人生活上的需
要與特性，考量老人自己的特性與能力。
教育部曾委託國立嘉義師院進行「台灣地區老人學習需求與內涵之研究」。研究報
告提出五項老人教育的建議內涵：基本教育系列、專業知能系列、健康保健系列、休閒
生活系列、世代生活倫理系列（楊國賜，1992）。然而進一步歸納目前老人大學相關機
構所提供的課程，可區分為以下十三種類科：語文進修類科、基本識字教育類科、電腦
資訊類科、哲學與宗教等思想類科、文學傳記文學與史學等人文類科、公民權/法律/政
治等公共事務類科、財務經濟管理類科、卡啦 OK 歌唱類科、運動/藝術/技藝/戲劇/旅遊
等休閒類科、舞蹈類科、健康維護與心理調適類科、志工的訓練、再次就業的技能訓練。
（二）老人教育的經費
老人教育的經費來源，包括政府編列預算辦理、政府補助、基金會補助、宗教慈善
團體補助、學員收費等管道，各種不同形式的老人教育在經費的籌措上也各有不同。目
前老人教育的實施，仍以政府編列預算來辦理或補助為主，然而我國在社會教育上預算
佔總預算的比例仍偏低。根據陳清美（2001）針對台北市立老人社會大學以及台東社會
教育館附屬老人社會大學所作之「高齡學習環境偏好」之研究，顯示出高齡者期望的收
費標準是偏好只繳交少許的價格。由此可知，經費不只是影響到課程以及機構的運作，
收費價格的高低，更會影響到學員的參與率。
（三）老人教育的行銷
一個好的教育方案以及一個好的教育場所，必須搭配良好的宣傳管道以及行銷方
式，才能有效的將這些資訊散播給顧客群，藉此，才能夠吸引學習者的參與。由於老人
教育的資訊傳播網路尚未普及，而老人教育參與率低，相信也與此因素有著關係，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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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從職場上撤退之後，與社會間互動、接受資訊的管道也相對減少，因此，往往無法
有效獲得相關的資訊。於此，了解何種管道能夠最有效的吸引老人學習者的注意力，同
時也能有效的將學習的資訊傳遞給他們，將是提升老人教育參與率的關鍵因素。
（四）老人教育的地點
老人與一般成人有著很大的差異，不論是生理方面或是心理方面，因此在上課地點
的選擇以及佈置上，也需要特別的注意。研究指出，地點的近便性是老人學習者選擇學
習地點的重要因素，1974 年聯合國「老人問題專家小組會議報告」指出，老人教育，應
針對老人特質採取不同的教育措施，以社區服務及社區資源支援老人的需要，並使社區
充分配合（李鍾元，2002）。事實上，在地點的選擇方面，也會受到學習者的年齡、性
別、先前的職業等因素影響。所以，了解老人教育地點的需求，同時為他們建構一個最
舒適的學習環境，將會有效提升他們參與學習的意願。
（五）老人教育的專業人員
教學是一種專業能力，教師自然是「專業人員」，而一個好的教育方案，如果沒有
好的教師加以搭配，那效果將會減低大半，因此，教師的專業能力以及素養，將是影響
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根據陳清美（2001）所作的「高齡學習環境偏好」研究中也指出，
老人學習者認為教師應該俱備該課程的專業知能，能了解老人心理，幽默風趣以及不造
成學習壓力。由此可知，師資的素質以及程度，會影響到老人學習者是否願意參與學習
的意願，因此，此調查亦希望了解老人教育教師所應具備的能力，以提升老人教育的參
與率。

參、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調查研究目的在探討台灣地區老人教育推動現況、學習需求、以及參與障礙。故
根據相關文獻，分別發展了三份問卷。第一份是名為「台灣地區老人教育推動現況之調
查問卷」，乃以長青學苑等老人教育機構負責人為對象，目的在調查現階段台灣地區老
人教育的辦理情形；第二份是名為「請問您：參加學習活動所碰到的實際情形？以及對
於參加學習活動的偏好？」，以老人教育參與者為對象，目的在瞭解他們的參與現況與
學習需求；第三份是名為「請問您：參加學習活動的原因？以及沒有參加學習的原
因？」，以老人教育未參與者為對象，目的在分析他們的學習需求與參與障礙。
不論就機構的推動現況、參與者的參與現況、或是所有高齡者的學習需求，均以老
人教育的課程、經費、行銷、地點、專業人員等五個主題為問卷的主要架構。在課程方
面，包含課程種類、時間、教學方式、班級人數；在經費方面，包含經費或學費來源、
收費方式與額度等；在招生方面，關注於招生的行銷管道以及招生的對象限制；在地點
方面，包含學習場所的選擇與教室的安排；在專業人員方面，分別就行政人員、師資、
及其所受之專業培訓。
為了強化調查問卷的效度，本計畫邀請八位國內老人教育的學者專家與教育官員，
實施專家效度的檢測。基於研究倫理的考量，不公佈受邀學者專家與教育官員的姓名，
僅以表 1 條列他們的身份與專家效度寄發與回收的時間。最後，參酌這八位受邀者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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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所提供得豐富意見，經過多次的內容修正與文字修改後，進行調查研究的實施。
表 1 專家效度受邀者身份別與實施時間
代號

身份別

寄發日期

回收日期

一

教育部官員

95.08.04

95.08.24

二

教育部官員

95.08.04

95.08.15

三

教育部官員

95.08.04

95.08.22

四

國立大學教授

94.08.04

94.08.08

五

國立大學教授

95.08.04

95.08.16

六

國立大學教授

94.08.04

94.08.08

七

國立大學助理教授

95.08.04

95.08.07

八

國立大學助理教授

94.08.04

94.08.10

本計畫於民國 95 年 08 月 30 日寄發調查問卷，以民國 95 年 10 月 06 日前回覆之問
卷，進行調查結果的分析。總計，在老人教育機構人員的部份，共寄出 670 份問卷（含
長青學苑 272 份，老人會 398 份），回收 325 份問卷（含長青學苑 173 份，老人會 152
份），回收率達 48.51%；其次，在老人教育參與者的部份，總共寄發 1220 份問卷，回
收 915 份問卷，回收率達 75%；最後，在老人教育未參與者的部份，總共寄發 525 份問
卷，回收 432 份問卷，回收率達 82%。三份問卷的寄發與回收情形，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計畫問卷寄發及回收情形
機構人員
寄出

回收

參與者
回收率

寄出

回收

未參與者
回收率

寄出

回收

回收率

（份） （份） （%） （份） （份） （%） （份） （份） （%）
北區

220

105

47.73

445

300

67.42

115

109

94.78

中區

202

96

47.52

215

180

83.72

230

186

80.87

南區

207

99

47.83

300

249

83.00

70

66

94.29

東區

41

25

60.98

260

186

71.53

110

71

64.55

總計

670

325

48.51

1220

915

75.00

525

432

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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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論
一、老人大學相關機構辦理現況
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各地老人大學、長青大學、松年大學與長青學苑，以及各地的
老人會進行辦理現況調查，共回收 325 份，剔除填答未達 50%的 17 份問卷，總計有效
回收率為 45.97%。以下分別針對老人教育的課程、、經費、行銷、地點、專業人員，
和其所面臨的問題說明調查結果。
（一）老人教育的課程
調查發現，老人教育相關機構在課程規劃的考量因素方面，有超過六成的機構認
為，
「辦理經費的來源與分配」是老人教育課程規劃非常重要的考量因素，佔有 61.5%；
其次，有將近六成比例的機構認為「要因應老人們的學習需求」。顯示，老人教育機構
也希望能提供符合老人需求的課程，縱然充足的老人教育經費影響著老人教育課程的規
劃。
目前台灣地區老人教育機構舉辦最多的前三項課程依序為「卡啦 OK 歌唱類科」
、
「運
動/藝術/技藝/戲劇/旅遊等休閒類科」
、「舞蹈類科」，其比例均超過 45%；有提供「再次
就業的技能訓練」類別課程的機構，卻僅有百分之一。可見目前老人教育課程偏向歌唱
休閒類，鮮少有技能訓練類。
在一個班級所招收的學員數方面，以「21～30 人」為最多，佔有 36.5%；其次，有
將近百分之十八比例的機構指陳，一個班級平均有「31～40 人」的學員；而「15 人以
下」的班級規模屬於少數，所佔比例未達百分之五。
在課程時間方面，有超過一半的機構，以「上午」的學習時間為主；課程開設在「下
午」及「晚上」的比例分別佔有 20.2%與 17.9％。老人教育機構在一週中主要的開課日
方面，以「週一至週五」的比例最高，佔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二的比例；將課程安排於假
日者，屬於少數，僅有 15.3%。
（二）老人教育的經費
誠如前述，老人教育機構認為「辦理經費的來源與分配」是老人教育課程規劃非常
重要的考量因素，而就目前老人教育機構的經費來源大多仰賴「政府社會福利部門」的
補助。其中，接受調查的四分之一機構，以「政府社會福利部門」的補助佔機構總經費
的 91～100%，僅有約 28.6%的機構經費完全沒有涵括政府社會福利部門的補助；經費
來源第二名是機構的自籌款項，尤以「單位自行編列的預算」與「老人學員的學費」為
主，是超過百分之五十機構的經費來源之處，不過，依舊有十分之一的機構透過活動成
果增加經費額度；總而言之，依賴民間的捐助款仍屬少數。顯示老人教育機構的經費來
源固定，其經營多有賴於政府經費的支持。
有一半以上的老人教育機構經費來自「學員學費」，卻也有將近七成的老人教育機
構以「政府補助多寡」作為收費的決定因素；收費方式受「課程性質」與「學員年齡」
影響的比例低於政府補助的一半，分別佔 32.3%與 27.7%。顯示政府的經費補助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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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促使機構收取較低廉的費用，甚或採取免收費制度，藉此將可吸引老人的參與。此外，
調查結果也呈現，有將近一半的老人教育機構，每門課程只向學員收取「250 元以下」
的費用，僅有少數收取超過一千元的費用。這項調查結果，一方面顯示目前老人教育機
構收費低廉；另一方面也顯示，如果政府能夠加強對老人教育機構的補助，可以鼓勵更
多的老人參與學習活動。舉例來說，假設政府在老人教育方面每年補助 250 萬，就可以
鼓勵 1000 個老人參與一門學習課程。
（三）老人教育的招生
對於招生，老人教育機構所採取的行銷方式仍然單一。有超過百分之六十五的機構
以「學員口耳相傳」為課程行銷方法；其次是「親朋好友推薦」
，佔有 53.3%；
「由負責
人動員」佔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比例；透過大眾媒體的行銷宣傳（包含報章雜誌、電視、
電台、與網路訊息廣告）比例不到百分之二十，可見透過口耳宣傳是老人教育機構最主
要的行銷管道。
在招生對象方面，有 38.1%的機構「完全沒有任何入學限制」；仍有以身份別作為
入學限制：有超過半數的機構需要「審查報名者的年齡」
，有 42.4％的機構甚至需要「審
查報名者的戶口名簿所記載的地址」方能參加其所提供的課程；有 33.8%者，以「完成
報名手續並繳交學費」作為入學限制。「完全沒有任何入學限制」的機構只佔 38.1%，
可見目前老人教育的入學限制仍屬偏多，各項限制均可能阻礙參與。老人教育活動的提
供，理應以服務長者為宗旨，老人教育機構應當放寬參與的限制，提昇參與便利性
(accessible)。
（四）老人教育的地點
在老人教育機構所使用的場地部份，有 54.7%的機構擁有「專有的場地」，有超過
百分之五十比例的機構借用「社區活動中心」進行老人學習活動。使用當地學校的比例
屬於少數，一方面顯示老人教育機構未能妥善運用鄰近社區的學校場地，另一方面也隱
含著學校場地可能不適合老人使用。
對於上課教育的安排與規劃，老人教育機構的考量因素主要是「燈光充足」
、
「教室
寬敞」以及「桌椅舒適」
，三者所站得比例均超過百分之六十。但是，將像是「低樓層」、
「離廁所近」
、
「無障礙空間」
、
「有電梯樓層」等與老人生理特性相關的因素納入考量的
機構卻未達一半。而老人教育機構的上課桌椅安排，以「一排一排」的排列方式最多，
佔有 56％；然而，符合社會互動的「馬蹄形」
、
「半圓形」與「正方形或圓形」的排列方
式，卻只有不到百分之十的比例。可見老人教育機構的座位安排與傳統兒童、青少年的
學習機構無異，並未考慮到老人的學習特性。上課教室特性與上課桌椅安排的結果顯
示，老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知能，以及老人教育機構的建築規劃均有待提昇。
（五）老人教育的專業人員
1、行政人員
由於老人心理、生理與一般人不同，學習內容與需求也有差異，李鍾元（2002）指
出，老人教育的推行，從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編印、到教學方法的培訓，應要由受過專
業訓練的人才來規劃，才能引發高齡者的學習興趣與意願，也才能獲得教育學習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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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而，根據本研究調查發現，老人教育機構的行政事務「全部交由行政人員負責」
的佔 44%，超過三分之一的機構是「由行政人員與老人學員共同負責」
，
「由老人學員統
籌負責」的僅佔 17.3%。可見老人教育機構的業務執行是以專職的行政人員為主。
然而，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以上(53.8%)機構的行政人員並未受過專業培訓，顯示
老人教育機構行政人員的專業培訓是有待加強的。根據調查，仍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機
構曾經參加過由「內政部老人社會福利單位」
、
「民間組織」
、
「其他組織」所提供的老人
教育專業培訓，但參加「大學」
、
「專業協會」
、
「政府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辦理的老人教
育專業培訓活動是少數。老人教育工作者不再傾向參加民間組織辦理的專業培訓，對「大
學」
、
「專業協會」
、
「政府公務人力發展中心」的需求反應約多出一倍，顯示出高齡教育
機構的行政人員，希望此三類機構要加強專業培訓活動的供給，特別是大學高齡教育方
面的系所與專業協會，應該加強老人教育專業知能與職能的培訓，而政府公教人力發展
中心應加強退休前的教育，以提昇長者退休後參與老人教育工作的能力。
2、師資
本研究調查老人教育機構師資的年齡與教育程度兩個面向。從年齡的面向來看，以
「41～65 歲」的年齡分佈最多，佔有 41.6%，可知，較多的老人教育教師是於退休前與
退休後 10 年投入老人教育師資的行列；另有近百分之四十的機構並「不考慮師資年齡」
，
而是著重其專業知識。從教育程度的面向來看，目前老人教育師資中，教育程度在專科
以上（包含大學及研究所）者，佔有超過七成的比例。有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老人教育
機構，在挑選師資時首重「專業知識」的涵養；接著，才以「具有教學熱忱」
、
「能說方
言或台語的能力」與「與學生有良好互動」做為師資挑選的依據。
師資挑選條件也呈現在現有師資來源的比例分配上，根據回覆的調查意見，目前台
灣地區老人教育的師資來源，有超過百分之六十是「社區中學有專精人士」，而「具有
中小學教師資格的專業人士」佔有 42.6%。顯示政府應該更積極地，加強培訓即將退休
的學校老師，養成其老人教育的知識，以提昇爾後退休教師人力再運用的可能性與適切
性。前在教師教學知能的培訓方面，有高達五成的老人教育機構，沒有辦理或提供任何
關於教學知能培訓課程或訊息，僅有約 10.2%的機構「有專為其所屬教師提供培訓課
程」，顯示台灣地區老人教育師資所接受的專業培訓甚為不足。
（六）問題
老人教育機構曾經遭遇的問題，其中，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機構曾經遭遇「經費不
足」的問題。由此可見，政府的經費補助對老人教育機構而言，是最重要的支持。此外
也有約四成的機構曾菁面臨「社區老人參與不踴躍」的問題，可以推估老人教育機構的
行銷宣傳亦出現困境，學員口耳相傳的成效不顯著。

二、老人教育參與者的參與現況與學習需求
針對台灣地區，近五年之內，參與過累積達三個月以上之老人教育活動之參與者的
問卷調查，共回收 915 份，剔除填答率未及 50%的 15 份問卷，問卷有效回收率為 78%。
分析本研究回收問卷之背景變項，在性別方面，參與者以女性為主，佔 67.2%；在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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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 55 歲至 75 歲為主，佔 74.5%；在教育程度方面，以具有高中（職）和大學專
科者為主，佔 70.2%；在婚姻狀況方面，以已婚與配偶同居者最多，佔 76.1%；在健康
狀況方面，以大致健康最多，佔 64.4%；在經濟狀況方面，以大致夠用者為主，佔 85.0%；
在退休前職業方面，以公教(36.9%)和家管(29.7%)較多。以下就參與者在老人教育的課
程、經費、行銷、地點與師資等方面的參與現況與學習需求進行探討。
（一）老人教育的課程
就目前參與者的參與課程類別方面，以「語文進修類科」為最多，佔總人數之 36.0%；
其次，為「運動/藝術/技藝/戲劇/旅遊等休閒類科」
，佔總人數之 33.3%；接著是「電腦
資訊類科」佔有 20.5%；第四為「健康維護與心理調適類科」
，佔總人數的 19.9%。當參
與者被問到有關學習需求的課程類型時有 50.6%的參與者偏好「運動/藝術/技藝/戲劇/
旅遊等休閒類科」；其次為「語文進修類科」、「電腦資訊類科」與「健康維護與心理調
適類科」，所佔比例分別為 39.0%、36.1%與 34.5%。顯示參與者目前能投入其所偏好的
課程。
其中，教師授課方式多以「實務操作學習法（如：從做中學）」最多，共計有總人
數的 59.8%；其次為「講述、座談、專題演講」，有 47.3%；「旅遊學習與參觀訪問」佔
總人數之 21.6%；
「討論與問答法」佔總人數之 20.6%。由此可見台灣地區老人教育多採
取實做與聽講式的教學方式，調查顯示此一授課方式符合參與者的學習偏好。
（二）老人教育的經費
就參與現況而言，參與者的繳費情形以「只繳交少許費用」為最多，共有 450 位，
佔總人數之 49.2%；「完全免費」者僅佔總人數之 13.5%（123 位），顯示使用者付費觀
念已為參與學習活動的高齡者所接受。
在學費支持方面，大部分的參與者，是「自己負擔」
，共有 702 位，佔總人數的 80.4%；
其次為「免費」，共計有 118 位，佔總人數的 13.5%；
「政府補助」共有 89 位，佔總人
數的 10.2%；比例最少的為「子女供給」，共計有 65 位，佔總人數的 7.4%。
大部分參與者偏好「自行負擔」學費，佔總人數的 62.5%；其次為「政府補助」，
佔總人數的 40.9%；
「開課機構補助」共佔總人數的 22.4%。顯示大部分子女沒有提供父
母學習活動的費用，父母亦不期望由子女提供；然而，在學費來源方面，對於政府部門
以及開課機構補助的期望，亦不在少數。
（三）老人教育的行銷
關於參與者從何處得知目前所參與的老人教育活動訊息？調查發現，是以「親朋好
友推薦」為最多，佔有 51.2%；其次為「學員口耳相傳」
，佔 46.5%；從「報章雜誌」與
「自製海報傳單」獲得訊息者約佔 16～18％。顯示目前老人教育宣傳管道，以口耳相傳
以及文宣品的發放為主。此結果與學習偏好的調查結果不謀而合。因此，老人教育相關
機構，可多辦理老人學習成果發表會、提供民眾老人參與學習的資訊與誘因，同時也應
該多鼓勵老人結伴參與學習。
大部分老人教育活動參與者，主要的參與動機為「滿足求知欲」
，佔總人數的 54.9%；
其次為「增加與社會的互動」
，佔總人數的 44.7%；
「能結交新朋友」
，佔總人數的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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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與社會脫節」
，佔總人數的 42.8%；
「學習內容有趣」
，佔總人數的 39.6%。顯示老
人參與學習活動主要理由為滿足求知慾，其次為社交導向。
（四）老人教育的地點
不論是目前的參與現況或是學習偏好，參與者認為「交通方便」老人教育學習場所
最重要的特點顯示目前國內老人教育活動，舉辦之地點大多以交通方便之處為主，另一
方面，交通方便是老人們選擇參與老人教育活動與否時，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目前國內老人教育活動參與者的上課場所，主要是「該單位的專有場地」佔有近四
成的比例；其次為「社區活動中心」
，共計有 259 位，佔總人數的 33.0%；「社教館、文
化中心、鄉鎮圖書館」共計有 251 位，佔總人數的 32.0%。在學習偏好的調查中，國內
老人教育參與者有一半以上的比例喜歡「在該單位的專有場地」進行學習；其次有 43.3%
偏好「社區活動中心」；此外，也有 38.4%的受訪者傾向在「社教館、文化中心、鄉鎮
圖書館」學習。顯示大學、中小學及宗教組織尚未成為老人教育學習的主要場所，也不
是參與者參與學習活動的首選地點。
（五）老人教育的師資
參與者認為，目前國內老人教育活動授課教師大都具備「專業知識」，共計有 616
位，佔總人數的 70.3%；其次是「具有教學熱忱」
，共有 569 位，佔總人數的 65.0%；
「與
學生有良好的互動」，共有 524 位，佔總人數的 59.8%。
然而，有趣的是，在學習偏好的調查中，有 64.2%的參與者指出「幽默風趣」也是
教育應具備的特質。

三、老人教育未參與者的學習需求
為了解台灣地區老人教育「未參與者」之學習需求與參與障礙，以近五年內，未曾
參與任何老人教育相關學習活動，累積達三個月以上課程的高齡長者為對象進行抽樣調
查，總共寄發問卷 525 份，回收 432 份，剔除填答未及 55%的 9 份問卷，有效回收率為
80.76%。以下就參與者在老人教育的課程、經費、行銷、地點與師資等方面的學習需求
進行探討。
（一）老人教育的課程
根據調查，未參與者認為若有機會參與學習活動，較有意願參與的前五項課程類別
依序為：
「運動/藝術/技藝/戲劇/旅遊等休閒類科」
，佔 50.4%；其次為「健康維護與心理
調適類科」
，佔 46.5%；再者為「電腦資訊類科」
，佔 27.7%；
「語文進修類科」
，佔 27.0%；
第五名為「卡啦 OK 歌唱類科」仍有四分之一的比例。因此可以知道，對於鼓勵未參與
者參與老人學習活動，可從運動、旅遊的學習方案之提供著手。
未參與者也指出，較能提高參與意願的教學方式為：
「實務操作學習法」佔 52.3%；
其次為「旅遊學習與參觀訪問」
，佔 51.8%；第三是「講述、座談、專題演講」
，佔 46.7%。
由此得知，未參與者對於老師教學方式偏好中，實務操作與旅遊訪問是超過對講演的，
可見若要吸引未參與者加入學習的行列，宜舉辦實作性與旅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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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老人教育的經費
未參與者對於課程收費的觀點，以偏好「視課程成本而定」與「完全免費」兩者的
比例相當，均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比例；選擇「先收保證金，期滿視出席情況退回」有
11.5％。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未參與者希望可以免費參與老人教育活動。在學費支持
的調查也支持此結果，在 432 位未參與的受訪者中，有近六成偏好「政府補助」成為其
主要的學費來源；其次希望「免費」者佔有 38.3%；
「開課機構補助」
，佔 32.3%；
「自己
負擔」佔 30.8%。由此可知，對於未參與者，可利用學費減免或補助，吸引他們參與學
習活動。簡言之，未參與者對於學費來源期待，以政府補助最多，顯示如果政府能加強
補助老人教育未參與者的學費，可以有效增加其參與動機。
（三）老人教育的行銷
在國內老人教育未參與者偏好獲取相關學習活動資訊管道的部份，前五名分別為
「親朋好友推薦」
，佔 43.9%；其次為「學員口耳相傳」
，佔 32.5%；再者為「自製海報、
傳單」，佔 31.6%；「報章雜誌」與「電視、電台廣告」各佔 30.1%。由此可知，對於未
參與者的老人教育活動宣傳方式應該以口耳相傳及親友推薦為主，網路訊息及宣傳車的
宣傳較不適合。
而若要激發目前未參與者投入學習活動，大部分的長者們會因為「學習內容有趣」
而參與者最多，佔有 41.5%；其次為「增加與社會互動」，佔有 40.8%；「避免與社會脫
節」與「能結交新朋友」均佔近 40%；
「滿足求知欲」與「打發時間紓解無聊」
，各佔有
33.5%。
（四）老人教育的地點
根據本研究，未參與者對於上課地點的喜好，以選擇「靠近居住地」為最多，佔有
六成以上的比例；其次為「交通方便」
，佔總人數的 55.6%；再者為「設備良好」
，共計
有 154 位，佔總人數的 36.9%。因此，為了鼓勵未參與者投入老人教育，辦理各類活動
時，宜考慮交通方便及居住所在地附近等因素。
若他們日後參與學習活動時，較喜歡在「社區活動中心」進行學習，佔有 57.0%；
其次為「社教館、文化中心、鄉鎮圖書館」
，佔 41.5%；而「該單位的專有場地」佔 30.9%。
可知，未參與者最喜歡的上課地點是「社區活動中心」及「社教館、文化中心、鄉鎮圖
書館」，所以老人教育活動可多在這兩類場所舉辦。
（五）老人教育的師資
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若他們日後參與學習活動，他們最希望教師們具備「幽默風
趣」
，共計有 257 位，佔總人數的 62.1%；其次是「專業知識」
，共計有 248 位，佔總人
數的 59.9%；
「與學生有良好互動」
，共計有 210 位，佔總人數的 50.7；
「具有教學熱忱」，
共計有 201 位，佔總人數的 48.6%；「具有良好的人格特質」與「能說方言或台語的能
力」各有 122 位，各佔總人數的 29.5%。此一結果表示，未參與者比較重視教師教學要
有趣味、要有專業知識、要能與學生有良好互動；反之，教師是否很會教學或精通方言
不是最重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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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茲根據研究結果，綜合 1672 份問卷，調查結果的發現如下：
（一）全台灣有八成以上的老人未參與老人教育機構的活動，市場有待開發
目前台灣地區長青學苑或老人會等老人教育機構所服務的老人，僅佔老年總人口數
的 14%，顯然多數老人並未參與長青學苑或老人會的活動。
（二）老人未參與教育活動的主要原因是得不到訊息
台灣地區約有 60%的老人沒有參與學習活動，主要原因是他們不知道關於老人學習
活動的消息，例如：報名的時間、地點、開設的課程、開課的機構等。
（三）老人教育活動的課程，多半均需收費，影響其參與意願
有參與老人教育活動的老年人，他們的社經狀況普通，而且以公教背景為多。本計
畫所調查的老人教育機構，絕大部分所提供的學習活動都要收費，雖然多數課程收費不
高（不超過 250 元）
，但上課需要繳費，仍然形成了老人參與教育活動上的一項主要障礙。
（四）老人教育課程偏向休閒娛樂類，種類不夠多元
台灣地區長青學苑與老人會所提供的老人教育課程，以卡拉 OK 歌唱類科最多，超
過了七成，顯示老人教育課程類型頗為侷限。
（五）老人喜歡為其量身定做的課程
本研究所調查的老人中，約有 40%表示他們喜歡跟年齡相當的學員一起學習，顯示
為老人量身設計學習活動，有其必要性。
（六）「經費不足」是目前老人教育機構辦理老人教育活動最主要的困難
有八成的老人教育機構，反應他們辦理老人教育活動的困難是「經費不足」(81.9%)，
顯示經費多寡仍是目前影響老人教育活動舉辦的一項主要因素。
（七）民間資源投入老人教育活動太少，有待開發
本計畫所調查的 325 所老人教育機構中，只有 9.1%（約 29 所）的機構，獲得民間
基金會的捐款補助，可見民間資源尚有待開發。
（八）老人教育機構專職人員缺乏專業培訓
本計畫所調查的老人教育機構行政人員，其中 53.8%的人員沒有接受任何有關老人
教育的專業培訓；有 55.3%的機構，也沒有提供教師任何培訓或與培訓有關的消息。
（九）老人教育活動缺乏整體性的規劃及執行上的整合
目前台灣地區辦理老人教育活動的機構或組織不少，但多分散各地，缺乏橫向聯繫
與資源整合，睽諸原因，最主要是政府缺乏一套完整的老人教育中長程計畫，也沒有學
術機構的奧援。
（十）老人較喜歡對其稱謂為「長青」和「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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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喜歡什麼稱呼呢？本研究三份問卷的調查結果都發現，半數以上的老人（約佔
51.47%）喜歡「長青」和「銀髮族」的稱呼。

二、建議
綜合上述十點調查發現，本計畫提出十點建議，供台灣地區關心老人學習權益與老
人學習幸福的人參考，希望有更多的個人、組織與機構能夠共同規劃，合力支持並提供
老人學習相關活動。
（一）全面開發老人教育新興產業
因應高齡化的社會現象，先進國家對於老人的教育、福利與健康議題，都積極因應，
把老人教育的辦理當成一項新興的事業。老人教育活動既是未來一項新興產業，政府與
民間宜通力合作，全面開發老人教育各項產業及活動，為老人量身訂做學習活動，活化
老人教育活動，鼓勵各種老年人口參與學習。
（二）儘速研訂老人教育法
我國目前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人口老化現象將更趨加速，為保障老人的健康與福
利，我國目前已訂有老人福利法。爲保障老人學習權利，未來實有制定老人教育法之必
要，以作為推動老人教育的重要依據。
（三）研訂具體可行的老人教育中長程計畫
爲長期有效推動老人教育，我國不僅需要一部完整的老人教育法，更需要政府研訂
一套具體可行的老人教育中長程計畫，作為推動老人教育的藍圖，以整合老人教育機構
資源。
（四）政府預算應寬列老人教育經費
經費是影響老人參與教育活動的一項重要因素。本研究發現目前每一門課向學員所
收的費用，以在 250 元以下者居多，接受調查的老人也表示希望有學費補助或開放免費
參與。若政府或民間能加強補助，每年只要 250 萬元的投入，就可以讓 1000 個老人受
益。因此，未來政府應在預算方面，寬列老人教育經費，提高對老人教育活動的經費補
助，以大幅提升老人教育的參與率。
（五）開發多元創意的老人教育活動
政府應鼓勵老人教育機構，繼續調查並蒐集各種鼓勵老人願意參與學習的策略，想
出創意的點子，創新老人教育課程，設計多元化的課程，以擴展老人教育課程的深度與
廣度，充實並豐富老人的學習內容，提升老人學習的品質。
（六）獎勵民間參與老人教育事業的經營
老人教育動的辦理不僅需要政府的關注與倡導，未來還需要鼓勵更多的民間資源，
積極協助老人事業的發展。特別是私人企業和民間基金會，應該成為未來辦理老人教育
的另一項主流，將民間的人才和資源導入老人教育活動。
（七）儘速推動老人教育專業培訓方案
老人教育的推展需要更多專業人才的投入，所以未來政府一方面應鼓勵更多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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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教育活動的提供與辦理；一方面應加強老人教育專業培訓，以全面提升老人教育活
動辦理人員的專業能力。
（八）加強對老人教育機構的評鑑
目前辦理老人教育活動的機構眾多，但規模不一，課程繁雜，尤其是辦理成效如何
不得而知。因此建議政府未來可以對老人教育機構進行評鑑，並建立進退場機制，以獎
優汰劣，並確保老人教育的品質。
（九）加強老人教育活動的行銷
本調查發現，台灣地區參與學習活動的老人仍屬少數，原因是得不到訊息。未來需
要結合媒體或行銷公司，全面行銷老人學習的趣味與益處，利用各種管道，介紹國內外
老人學習的活動與成效，並多舉辦老人學習成果展與經驗分享活動，使更多的人知道相
關的學習資訊，帶動老人學習的風氣，改變大家對於老人教育的看法，同時強化對於老
人學習權利的重視。
（十）成立區域性的老人教育企劃總部或資源中心
目前老人教育機構不僅分散，而且大多各自獨力運作，較少與其他學術機構整合。
建議政府未來可以在台灣北、中南、東地區，設立區域性的老人教育企劃總部或資源中
心，與當地的大學產學合作，以共同開創老人教育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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