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01年
大學校院辦理樂齡大學訪視計畫

初步結果報告

報告人：林 麗 惠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計畫背景
•去年已訪視之學校，今年不進行訪視(中國
科技大學除外)

•中國文化大學、臺北市立體育學院由於招
生情形不佳，並無開班；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本學年度撤銷申請，無法進行訪視

•本次計畫共邀請20位委員進行訪視

•共規劃20條路線，訪視58所學校

•訪視期程：5月9日～6月12日

•採分區輔導方式，每所受訪學校安排2位訪
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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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訪視學校數量



北北基

5月9日 東吳大學 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5月23日 致理技術學院 亞東技術學院 龍華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

6月1日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6月7日 景文科技大學 華夏技術學院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6月7日 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 台北城市科技大學



5月17日 修平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中台科技大學 國立台中科技大學

5月18日 靜宜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5月24日 中原大學 元智大學

5月25日 中華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 玄奘大學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6月4日 中國科技大學 國立聯合大學

6月12日 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嶺東科技大學

桃竹苗中



嘉南高屏

5月9日 東方設計學院 義守大學

5月16日 國立成功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

5月18日 正修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國立屏東商業技

術學院
國立屏東教育大

學

5月21日 大同技術學院 國立嘉義大學

5月22日 高雄醫學大學
國立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
國立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5月28日
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崑山科技大學 國立台南大學 康寧大學

5月28日 南榮技術學院 台灣首府大學



宜花離島

6月8日 蘭陽技術學院 佛光大學 國立宜蘭大學

6月1日 大漢技術學院 慈濟技術學院

6月4日 澎湖科技大學



訪視項目(1/3)

•行政配套措施(八項)

•學校辦理內容方面(五項)

•受訪學校之辦學特色



訪視項目(2/3)-行政配套措施

 硬體設施
 開學或結業典禮活動
 學員證或結業證書
 是否開設老人疾病預防等課程
 是否辦理生命關懷課程
 是否辦理老人交通安全教育
 是否鼓勵成立自主學習團體
 是否收費



訪視項目(3/3)-學校辦理內容方面

課程規劃架構

授課方式

專業師資

承辦單位配合情形

行銷宣傳



行政配套措施(1/8)

是否提供適合高齡學習者之硬體設備，如：教室設
備、專業教室、活動空間？

選項 是 否

人數 111 3

是, 97%

否, 3%



行政配套措施(2/8)

是否辦理開學、結業典禮等活動？

選項 是 否

人數 112 1

是, 99%

否, 1%



行政配套措施(3/8)

是否發給參與者學員證、結業證書？

選項 是 否

人數 112 2

是, 98%

否, 2%



行政配套措施(4/8)

健康休閒課程方面，是否辦理老人疾病的預防、安
全用藥及自殺行為防範？

選項 是 否

人數 110 2

是, 98%
否, 2%



行政配套措施(5/8)

在學校特色課程方面，是否辦理生命關懷？

選項 是 否

人數 107 4

是, 96%

否, 4%



行政配套措施(6/8)

在生活新知課程方面，是否辦理老人交通安全教
育？選項 是 否

人數 110 2

是, 98%

否, 2%



行政配套措施(7/8)

是否鼓勵高齡者成立後續自主學習團體（社團）？

選項 是 否

人數 72 37

是, 66%

否, 34%



行政配套措施(8/8)

是否跟學員收取費用？

選項 是 否

人數 86 27

是, 76%

否, 24%



樂齡大學收費-金額分布(每學期)

• 每學期收取1000以上，少於2500之情形為普遍

• 受訪學校均表示費用皆用於參訪、材料



質性資料分析

•訪視委員發現之共同問題

•承辦學校給教育部之建議

•訪視委員給教育部之建議



訪視委員發現之共同問題
• 課程設計
▫ 課程規劃需考慮規範性與實用性需求
▫ 可安排講座、互動性與操作性課程
▫ 課程安排應有系列性、連貫性
▫ 配合學校的發展重點，強化特色課程
• 招生問題
▫ 招收未滿55歲的學員
▫ 舊生比例過高（資源過度集中）
▫ 招生人數未達20人
• 自主學習團體的概念不清，不知如何推動
• 代間課程
▫ 強化代間學習互動模式的推展
▫ 未安排代間課程或代間課程過少



承辦學校給教育部之建議
• 經費補助項目
▫ 工讀費增加、編列人事費
• 持續給予經費補助
• 計畫核可的時間
▫ 提早在暑假期間核定補助
• 課程比例的配置
▫ 四類課程比例可調整或提供更多的彈性
• 學員後續學習
▫ 舊生續讀、後續課程規劃
• 配套措施及永續發展
▫ 將樂齡大學之辦理列入校務評鑑機制，或列入教師評
鑑服務項目，鼓勵各校專任老師的投入、參與



訪視委員給教育部之建議
• 考量偏鄉與都市之差異(如交通、師資來源)，給
予不同補助模式。

• 資源集中於特定群體，除倡導使用者付費之概念
外，亦思考如何照顧弱勢群體的對策。

• 針對「代間學習」、「自主學習團體」與各類
「必修課程」，給予承辦人員、教師培訓或講習

• 同地區之多個「樂大」易形成生源重疊的排擠效
應，可建置跨院校樂大專屬聯繫平台，給予承辦
人員、授課教師與相關人員交流機會，協助各樂
大進行特色發展。



訪視委員給教育部之建議

• 樂齡學習體系之建構，除了樂大在數量上的成長
之外，亦應著重於質的發展，希望能建立樂齡學
習典範重點補助機制。

• 建議於訪視結束後，辦理分區座談會，邀請各樂
大的承辦人與各分區委員針對訪視後的改進建
議。

• 以學期（18週）規劃設計課程，期間似乎太長，
建議學期課程方式，可以是其中一種方式，但不
必是唯一的方式。如以春、夏、秋、冬傳統節
氣，規劃其特色課程，或者密集課程，似也是可
行的方式。



高齡者的學習需求
與樂大課程規劃



樂大課程規劃架構
•老化及高齡化（占30－40％）

•健康休閒（占10－30％）

•學校特色（占30－40％）

•生活新知（占10-20％）

•其他課程：為強化學員知能，有關老人
交通安全教育、老人疾病的預防(如失智
症、憂鬱症)、安全用藥及自殺行為防範
等，得融入上述各項課程宣講。



高齡者會有哪些
學習需求？



馬克拉斯基的五種學習需求

• 馬克拉斯基認為教育應當是協助學習者解決日常
生活問題的主要途徑，並以此觀點為基礎，主張
為高齡者所提供的教育活動，應該要能滿足以下
五種學習需求：

• 應付的需求

• 表達的需求

• 貢獻的需求

• 影響的需求

• 超越的需求



應付的需求
•高齡者的日常生活中最常面臨的困難有
二，首先是老化導致其生理與認知功能的
衰退；其次則是其原有的社會互動方式不
足以應付快速變遷的社會。

•為解決上述的困難所衍生出來的學習需
求，就是應付的需求，這種應付性的需求
也可以稱之為是一種生存的需求。

•一般常見的高齡者教育課程中，就有許多
是因應高齡者此種應付性的需求所發展出
來的課程。



應付的需求
•彼得遜（Peterson,1983）認為和應付性需
求有關的課程，最少有可以分為五種領
域：
•為因應老年生活中正常生理老化的課程
•教導高齡者如何適應或調適新的生活情境
•教導高齡者規劃其經濟生活的課程
•教導高齡者調適情緒的課程
•教導高齡者應因應心智能力退化的課程，
這類的課程包括有教導高齡者以新的記憶
策略來因應記憶與智力的改變、在生活上
增加輔助的機制以因應聽覺與視力的減
弱、或是人格發展問題的探討等。



表達的需求
•這是一種為活動而活動，為參與而參與的
學習需求。要從活動或參與活動本身獲得
內在的回饋。
•高齡者之所以會有這類型的學習需求，一
方面為了彌補其年輕時因工作忙碌或社會
角色而不得不放棄的興趣；另一方面則是
退休後的高齡者有更多的時間可以重拾舊
有的嗜好，或培養新的興趣。
•彼得遜（Peterson,1983）認為一般為高齡
者所提供的表達需求學習課程兩大類：一
為休閒活動的教育課程；一為社會關係的
活動。



貢獻的需求
•一般而言，人們往往有從幫助他人增進自
我價值或充實自我的傾向或慾望。對於許
多高齡者而言，能繼續幫助他人不僅意味
著有更多的機會繼續與社會互動，更重要
的是可以提升自我價值感。

•高齡教育機構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為高齡
者提供適當的課程，以提升為他人服務的
能力。



貢獻的需求
•彼得遜（Peterson,1983）認為若要滿足高
齡者貢獻性的學習需求，則教育機構最少
可以提供以下三種課程取向：

•發展並引導高齡者貢獻的動力：瞭解服務
他人的意義與價值，將是觸發高齡者滿足
其貢獻性需求的重要前提。

•幫助高齡者發現自己的興趣與潛能

•授予充分的服務知識或技能



影響的需求

•幾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因自己的努力，而使
社會發生有意義的變遷，而這也就是馬克
拉斯基所說的影響的需求。
•高齡者不僅擁有更多的空閒時間，同時也
有較其他年齡群的人更多的生活經驗。因
此，高齡者算是相當適合於發展此一影響
需求的一群。



影響的需求
•彼得遜（Peterson,1983）認為高齡者教育
方案的規劃人員，對此議題的著力點最少
可以有以下四個方向，分別是：
•協助高齡者認清其在公共事務中所能扮演
的最適當角色。
•協助高齡者發展參與政治團體或組織社區
團體的能力或技巧。
•協助高齡者瞭解可以使用之社會資源及相
關的支持系統。
•協助高齡者發展評估活動結果的能力。



超越的需求
•馬克拉斯基認為每個個體都會藉由回顧自
己過往的生命，或是超越生理上的限制，
來深入瞭解自己生命意義的需求。

•對於高齡者而言這種需求則較其他年齡層
的人來得強烈。主要的原因是他們較其他
年齡層的人更接近死亡，因此，他們需要
瞭解自己生命的意義。



超越的需求
•彼得遜（Peterson,1983）認為滿足高齡者
此方面學習需求，最少可以有以下三種類
型：

•（1）邀請一些對自身之生命態度已有相當
洞見的高齡者，與參與課程學員分享其自身
的經驗；

•（2）在課程中拓展高齡者對不同年齡、不
同文化生命意義的瞭解；

•（3）在課程中提供溫暖及支持性的回顧活
動，以利高齡者就其自身之生命意義進行反
省。



高齡者學習需求在教育上的意義
•就艾里克遜的發展階段任務論而言，高齡
期最主要的發展任務，是對生命過去經驗
的統整與超越。個體在其生命的晚年若能
順利的完成此一任務，即達成功的老化。
•智慧的成長將是高齡者能否成功老化的關
鍵因素，如何激發或幫助高齡者發展出對
「成長智慧」的需求，應是高齡教育人員
可以努力的方向。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