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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規劃師訓練方案： 

教學 123設計模式 

魏惠娟1
 

 

摘要 

2008 年可以稱作是臺灣的「樂齡學習元年」，在教育部政策主導以及各

縣市政府協助下，透過中正大學樂齡教育輔導團的策略規劃，全臺各鄉鎮市

區成立 104 所樂齡學習中心，在社區開辦多樣化的樂齡課程，提供豐富的學

習機會，迄今已經有 339 個中心，提供樂齡者終身學習活躍老化的機會。樂

齡學習的特色是在學習活躍老化的關鍵課題，共包含 5個領域，27個主軸，

樂齡學習者是指 55歲以上的中高齡者，如何透過適合的成人教學方式，創造

樂齡者真正的學到活躍老化的知識技能呢?本研究目的是在報告，研究團隊以

成人教育學理論（Andragogy）為基礎，所研發的教學設計模式，歷經 3年該

模式的應用策略以及初步成效。本研究採用的是，在實踐過程中 3 年來的觀

察、實做、學員回饋以及調查等質性與量化綜合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學員肯

定此一教學設計模式以及培訓效能。本研究建議凡是以訓練講師、宣講員等

為對象之訓練方案，可以應用本研究的 123 教學設計模式，創造有效的學習

與訓練。 

 

關鍵詞：樂齡學習規劃、成人教學設計、課程與教學規劃、系統教學設計 

                                                 
1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教授／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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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面向高齡社會，鼓勵成人終身學習，及早準備下半場人生的課題，是最

好的投資規劃策略，未來能夠設計出有用、有效、有趣的成人教學訓練方案，

是高需求的專業人才。本文以教育部因應高齡社會所推動的樂齡學習計畫以

及近三年研究團隊培訓樂齡學習規劃師的經驗為例，首先分析樂齡學習人力

培訓整體架構，其次，探討培訓模式，最後以 123 教學設計模式為例，說明

其應用與成效。 

 

貳、 因應高齡社會之創新方案：樂齡學習 

 

臺灣人口快速高齡化，從 1993 年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到 2017 年預估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於 14%，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指的高齡社會，

短短 20餘年間，老年人數增加迅速，一方面挑戰政府的因應策略，另一方面，

提早退休的現象，使得退休前準備與退休後學習成為成功老化的關鍵。傳統

的老人教育活動，是以興趣嗜好課程為主，難以滿足高齡時期真正的教育需

求。不過，從 2008年起，臺灣在老人教育的推動方面實施新的創舉：教育部

在各鄉鎮市區開始設置樂齡學習中心，以遍地開花的方式，開設活躍老化核

心課程，並且設計創意的學習活動，此一創舉不僅提出對於老人的新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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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精神、對象及作法上，試圖有別於過去的老人教育活動，希望透過樂齡

學習的政策與作法，為臺灣高齡社會的到來，做好應有的準備。 

在精神上，樂齡是指「快樂學習而忘記年齡」；在對象上，是指 55 歲以

上的中高齡者，樂齡學習使中年成人在邁入 65 歲之前，至少能有 10 年以上

的老化（退休）準備時間；在作法上，樂齡學習是由教育部委託中正大學成

立總輔導團的方式，辦理人員培訓、課程規劃、教材研發及輔導諮詢；並以

在各社區成立學習中心，強化在地化的學習場所，開設有別於傳統老人教育

的活動，提供活躍老化核心的學習課程。 

2008 年可以稱作是臺灣的「樂齡學習元年」，因為那一年，在教育部政

策主導以及各縣市政府協助下，透過中正大學樂齡教育輔導團的策略規劃，

全臺各鄉鎮市區成立 104 所樂齡學習中心，在社區開辦多樣化的樂齡課程，

提供豐富的學習機會。由於樂齡中心推出之後獲得熱烈迴響，因此，教育部

在 2009 年時又增設 98 所樂齡中心，使樂齡中心達到 202 所，此後每一年持

續增設中心，直至 2016年時，樂齡中心總數達到 339所，參與社區樂齡學習

的人也從 2008年的 592,932人次，成長到 2015年的 1,954,268人次，七年間

成長 3.3倍。（教育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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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樂齡學習人力訓練模式 

 

一、整體架構 

樂齡學習計畫的執行，主要是由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總

輔導團，負責企劃、訓練、訪視評鑑等研發工作與實踐模式的設計。樂

齡教育整體實施，掌握了研、訓、輔、研、訓系統整合的概念，總輔導

團據此精神設計人才培訓課程與成效評鑑指標，包括：志工團隊、經營

團隊以及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者的培訓。 

基本上是由中央負責政策制定，大學負責運作機制的發展、相關材

料的研發、辦法的研擬、資源網絡的建立，以及各中心諮詢輔導的提供。

由教育部在各鄉鎮市區普設的樂齡學習中心，扮演學習基地，並與各分

區輔導團成為夥伴關係，民間、政府學界共同推動樂齡學習課程與活動。

樂齡學習從 2008年起實施迄今進入第八年，整體實踐架構如下圖 1總輔

導團所規劃的樂齡學習整體架構。 

樂齡學習的推動、訓練與訪視評鑑，最關鍵的特色是：系統化標準

化的做法。由圖 1 可見樂齡人力培訓是由研發教材資料開始，成為訓練

的基礎，培訓之後，由同一個訓練團隊進行訪視，藉以觀察訓練結果，

觀察資料成為總輔導團規劃下一次訓練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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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樂齡學習整體架構：總輔導團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二、培訓模式 

傳統的培訓，一般是以演講的方式來進行，典型的課程安排是一位

講師授課 3小時或是 90分鐘，總是以輪流演講的方式授課。而我們所採

用的培訓方式，則是由講師以團隊、協同方式授課，類似工作坊的設計，

由於講師團隊在訓練過程中全程陪同受訓者，因此更能掌握學習狀況。 

以經營團隊與志工的訓練為例，培訓目標在教授經營樂齡中心的模

式，培訓內容以總輔導團（魏惠娟等，2011）所研發的樂齡學習工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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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為教材，並根據這一本工作手冊訂定訪視指標，換言之，培訓與訪視

的指引就是指標。以 2014年為例，指標層面包括：基本經營、課程規劃、

教學實施、專業成長、資源開發與行銷。指標項目例如：學員證、課程

類型時數、教師專業成長、對外拓點、樂齡故事等，這些都是培訓重點

內容。 

培訓設計是採用單元模組化的課程，為使學習後能夠落實應用，我

們請每一個中心主任帶兩位協助的志工，一起報名參與研習訓練，形成

團隊。培訓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是應用成人教育學理論，以現學現用為

基礎，並創造吸引人的學習氛圍，訓練成果評估採用 Kirkpatrick（2006）

的四階層模式，包括：培訓滿意度、學習、行為改變與學習遷移。整體

而言，總輔導團以理論為基礎，以團隊培訓方式來訓練樂齡學習中心的

志工團隊，相當成功（林秉毅，2008；陳宏庭，2010）。樂齡學習總輔導

團創立了由團隊一起參與培訓以及由團隊講師協同一起訓練的學習型組

織訓練模式，藉此跟受訓者建立友伴關係，這是樂齡學習人力訓練發展

的特色。例如： 

雖是簡單的 123 要點，但是對於第一次聽到這樣論調的我，總是陌生的

有些茫然，好在 16 小時的研習中，4 位教授的分別說明舉例，再加上學員們

臨場草寫的課程架構，又經過教授公開指正或讚美後，才稍有概念自己將要做

的事，也才能較安心及有信心的來構思我的課程架構。（參見黃雪雅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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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發現） 

三、樂齡學習培訓案例：規劃師之訓練與評鑑 

（一）培訓核心課程之學習規劃師 

樂齡學習與傳統老人活動不同的地方，最主要的是課程不同。

傳統老人學習，以個人興趣課程的學習為主，如：歌唱、舞蹈、書

畫等。樂齡學習則強調活躍老化的學習（WHO, 2002），從需求層

次而言（McClusky, 1971），學習活躍老化屬於因應需求、貢獻需求、

影響需求與自我超越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是一個人退休後生涯

能夠活得久、活得好所需要學習的內容，包括五大領域、27 項學

習主軸（魏惠娟等，2014），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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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樂齡學習核心課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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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規劃師訓練，主要在訓練能夠擔任核心課程的老師，

由於他們面對的都是熟齡學生，因此我們的訓練設計，以成人教育

學理論為基礎，目的在營造吸引人的學習氛圍；以 123設計模式為

教學設計策略，目的在創造真正的學習，使樂齡學生能夠學到活躍

老化的關鍵內容。 

核心課程的建立，使樂齡學習與其他老人活動有所不同，也使

得教育部經費補助更具正當性，核心課程的學習強調滿足教育需求

（educational needs），而不是個人的興趣與想要（wants）的學習而

已，這也是樂齡學習關鍵特色。核心課程的建立促使大家關注活躍

老化是老年期重要的學習課題，核心課程解決了下半場人生不知道

要學什麼、應該如何準備的問題，但是，核心課程怎麼教，則是更

重要的問題。由於成人學習，以現學現用，能達成真正的學習為核

心，教學內容因此不在多，而在於能創造活潑、有效的學習，這就

是成人教育學的教學原則（魏惠娟，2015），總輔導團據此規劃一

套創新的教學培訓模式，稱為 123教學模式（黃雪雅，2014；魏惠

娟等，2014）。參與培訓的對象就是在規劃設計並執行活躍樂齡核

心課程教學的老師，我們稱之為「樂齡學習規劃師」，簡稱「樂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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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方案：教學 123模式 

1.理論基礎 

成人教育學理論是由美國成人教育學之父的諾爾斯

（Knowles）於 1970年所提出來，成人教育學是指幫助成人學習

的藝術與科學（Knowles, 1990）。從七十年代起，成人教育學理

論，在美國，被廣泛應用在成人教學、活動設計、人力資源發展

上面，相關研究也很多（Henschke, 2012）。在臺灣，高齡社會的

趨勢，使終身學習更為必要，促使成人教育日益蓬勃發展，如何

應用成人教育學模型於教育訓練中，更顯得重要。 

成人教育學理論（andragogical theory）包括 6項對於成人學

習者的預設，第一，成人具有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第二，成人

具有豐富的學習經驗；第三，成人的學習準備程度是與其社會角

色發展任務有關；第四，成人學習傾向於以問題為中心；第五，

成人需要知道他為什麼要學習；第六，成人學習動機主要是內在

的不是外在的。 

Knowles定義成人教育學模型（andragogical model）是一個

過程導向的模型，包括 7個實施步驟，分別是：建立有益的學習

氣氛、創造相互規劃的機制、診斷學習需求、形成方案目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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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種學習經驗模式、以適當的技術與教材指導活動的進行、評

量學習成果，再診斷學習需求。在成果評量方面，Knowles（1990）

是採用 Kirkpatrick的四階層評量，包括：反應、學習評量、行為

評量、結果評量，最後是由學習者再自我診斷學習結果與期望的

差距，成為繼續學習的基礎。 

Knowles定義成人教育學為：幫助成人學習的藝術與科學，

藉此顯示教育學與成人教育學的不同。Knowles（1980）認為成

人教育的目標應該要促進成人自我實現，因此，成人學習過程應

該要促使其全人參與（含情感、心理、智力），成人教育工作者

的使命就是要達成前述目標，成人教育工作者要採用能發展成人

潛力，促進其自我實現的教學方法。Knowles對於成人教育老師

的定位是促進者，換言之，就是幫助成人、使他們成為自我導向

的學習者。 

2.123教學設計模式  

總輔導團根據成人教育學理論，設計一套教學 123模式，簡

稱教學 123。所謂教學 123，其中 1 並非絕對的指數字的 1，而

是代表每一個單元所要探討的一個重點，為促進有效的學習，成

人教學的重點因此不能太多；2 代表針對該單元所要探討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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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規劃師要能設計出兩個教學活動，第一個活動是與教學重點

有關的活動，可能是提問、遊戲、影片或案例故事等，任何活動

都要與教學重點有相關，第二個活動是針對教學重點，可能是一

個理論、一個定義或是一些最新研究的證據等，規劃師要能規劃

出知識性的教學策略，如：小組研討、腦力激盪、影片案例等。

總之，123 模式的 2，是在強調透過互動設計，營造良好的學習

氣氛與激發正向的學習效果；123模式的 3，代表該單元結束後，

學員回去能夠應用的 3 個行動策略，123 的模式中，3 的目標是

在訓練成人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透過規劃師設計有創意的行動

策略，引導學習者能應用所學。研究顯示樂齡學習者對於所學，

若有機會能夠產生行動，這是推動他們能夠繼續參與學習的預測

因素（魏惠娟，2015），123 的教學模式，不只是一套系統的教

學設計模式，更是能有效促進成人學習的教學設計策略。 

3.123教學設計模式的應用 

樂齡學習規劃師培訓主要目的是在訓練樂齡學習規劃師能

夠應用教學 123設計其核心課程教學，為了把 123概念模式，轉

化成為簡易的操作方法，培訓團隊事前做了相當多的準備與規

劃，也發展了相關的表單，成為學習工具，例如 123教學活動設

計表（表 1）。 



  T&D 飛訊第 221 期           發行日期：105年 8月 1日 

                        第 13 頁，共 22 頁 
      

 13 

表 1  123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1個重點  時數 小時 

目標  

教學活動與流

程 

（2個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流程與內容敘述 時間 

2-1.與重點相關之教學

活動 

  

2-2.知識性教學活動   

3個應用 

1 

2 

3 

教學資源 

（參考資料來源） 
 

 

除了上述的教學活動設計表，本研究在培訓過程中，也設計

實作作業，以加強規劃師對於 123教學模式的應用，包括：應用

樂齡學習核心課程整體架構表（請規劃師從核心課程 27 個主題

中挑選 1 個主題）；進行 123 教學設計（請規劃師針對所選定的

主題，完成 8 個單元的教學設計如表 2，其中含 1 個重點、2 個

活動、3 個行動之規劃）；撰寫實作心得（至少 3,000 字）；提供

宣講花絮（每一單元附上 2張照片，共 16張），以及宣講影片（3

分鐘以內），總計 5項作業，學員反映從實作中學習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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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課程八個單元教學設計規劃 

設計者  

核心課

程 

五大領域 

（擇 1勾選） 

□生活安全  □運動保健  □心靈成長 

□人際關係  □貢獻服務 

主題軸 

（27擇 1） 
 

教學對

象 

授課中心 
         縣／市 

              樂齡學習中心 

性別 女______人／男______人，共______人 

年齡  

教育程度  

參與樂齡學習年資  

 

 單元名稱 1個重點 2個活動 3個應用 時數 

主

題 

：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三）培訓成效 

總輔導團從 2014 年起，培訓樂齡學習初階與進階規劃總計師

548 位，扣除 2016 年仍在培訓實作中的人數，總計 341 位參訓者

中，有 218位通過培訓，獲得證書，培訓通過率將近 70%。總計超

過 500人參訓，受訓者不乏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從他們受訓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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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可以發現他們認為學到最多的就是“學到如何規劃設計課

程”，另外，在學員反思紀錄中（黃雪雅，2015），也發現教學 123

有助於他們掌握課程設計架構，提升教學品質，學員對於訓練整體

的反應如下舉例：  

之前對於課程統整仍缺乏系統的規劃與設計，也對課程統整抱持懷

疑和觀望的態度。本次能夠把所學的樂齡核心課程連貫起來，了解不同

課程彼此之間的關連性，讓樂齡學習師的專業知能追求高教育品質。 

藉此次樂齡學習規劃師的培訓，落實較專業及有系統的核心課程設

計，加強專業能力、增加課程創意是現階段自己要戮力去做的事。 

訓練培訓成效也可以從以下分層面舉例說明： 

1.規劃師培訓後學會系統的教學活動設計 

根據黃雪雅以參與 2014 年樂齡規劃師培訓者為對象，所做

的研究分析，可以發現他們學習最多的都是這一套課程規劃與教

學模式，也學到系統的教學設計策略，如：黃雪雅的研究所示，

受訓學員針對他們學到什麼，此一問題的回應，如同爆玉米花般

的紛紛回答學到了系統的規劃設計，如：”學習系統性的課程規

劃”，”學到課程規劃有系統性及深度”，”學到課程規劃的系統性

及關聯性”，”學到教學要規劃、要有連貫、有系統的課程規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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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學習成效加分”，”能掌握課程規劃環環相扣的技巧，教學力求專

業”等。 

受訓者反應：系統性的思維，是落實樂齡核心課程的靈魂；

從課程目標、教材的選擇與應用、教法的設計與活用—都須環環

相扣；有些學員表示”之前對於課程統整仍缺乏系統的規劃與設

計，也對課程統整抱持懷疑和觀望的態度。本次能夠把所學的樂

齡核心課程連貫起來，了解不同課程彼此之間的關連性，讓樂齡

學習規劃師的專業知能追求高教育品質”，綜合研究調查結果，

培訓成效頗為顯著。 

2.學會評估學習者的特性 

學習者特性的了解是有效教學與訓練的基礎，不過在過去的

教學中，並沒有被落實，經過總輔導團規劃師的訓練，他們的反

思如下： 

“比之前的課程設計只是照表抄課，沒有考慮對高齡者的需

求與實用性，透過課程培訓了解設計時需要注意的細節”；”授課

者往往沿襲著過往的經驗，忽略不同對象的獨特性，無法套用相

同的教學模式、學習進度和成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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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體會教授活躍老化核心課程，需要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素養的重要 

已往的高齡者教育方式與內容並未有特別研究，因此，提供

學習內容的深度以及品質都不一，經過實務工作坊的訓練模式之

後，受訓者體會到高齡教育的內涵與專業，是需要規劃師終身學

習、不斷精進的。如： 

從樂齡核心課程 5 門課程，27 個主題，來思考教學學科類別專

門知能的實踐與累積。 

當教授們提出了活躍樂齡核心課程五門課程，27 個主題後，經

過仔細研討，才發覺自己需要更努力的地方真是很多，不像以前在教

導技藝性課程，那麼的單純容易，而且也可以一再的重複又重複，當

起老師就容易許多，現在看起來，要真正當起好的樂齡學習師，必須

真正下功夫，而且有真才實學才行的。 

4.學會教學 123創新的教學模式 

樂齡學習規劃師的訓練主軸是：學習教學 123模式，並且能

夠應用實踐。根據黃雪雅（2015）的研究，參與培訓者都反映對

於教學 123的體驗、肯定與學習，非常令施訓者得到激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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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123」為〈教學前〉1 個重點、〈教學中〉2 個活動、〈教

學後〉3 個應用，雖是簡單的 123 要點，但是對於第一次聽到這樣論

調的我，總是陌生的有些茫然，好在 16 小時的研習中，4 位教授的

分別說明舉例，再加上學員們臨場草寫的課程架構，又經過教授公開

指正或讚美後，才稍有概念自己將要做的事，也才能較安心及有信心

的來構思我的課程架構。 

小而美的深化教學，喚醒意識教學方式，加上 8 個策略及 123

的重點，將課程規劃提升，再運用在教學核心課程上，讓學員持續學

習動力，又能行動應用在生活上。 

多數學員在回饋表單中，都寫到自己在培訓過程中印象最深

刻的便是教學 123模式，如：”學到教學 123”、”學到活躍老化核

心課程的教學 123”、”學會規劃核心課程整體架構表（教學

123）”、”學習活躍樂齡核心課程教學 123”、”活躍樂齡核心課程

的理論基礎與教學 123”、”教學 123，滾動式修正、樂齡教學時

知識含量的拿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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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師資專業素質，影響中高齡學習方案設計與執行的效能，師資培育方案

與成效正是目前我國高齡教育實務推展上最缺乏的，具體創新且能檢核實踐

成效的訓練方案不多，因此，本研究透過樂齡學習計畫，研發以成人教育學

為基礎的 123 教學設計模式，經過三年 6 個梯次的規劃師培訓，整體訓練回

饋不錯。本研究所建構的 123 模式，以樂齡學習規劃師為例的培訓模型，不

只可以運用在樂齡學習計畫上，更可以應用在任何以成人、中高齡者為主體，

以訓練其教學設計能力（本研究稱為學習規劃師）為目標的培訓方案設計。 

總結而言，整體訓練設計的理念如下：組織團隊施訓與接受訓練，訓練

內容表單化、可操作化，訓練方式以工作坊、產出之行動為導向，訓練與輔

導合一的規劃。此一設計理念與模式可供其他訓練機構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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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Program for Planners of Active Aging 
Learning：123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Hui-Chuan Wei

 

 

Abstract 

In 2008, a total of 104 Le-Ling（Active Aging） Learning Centers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 of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unty and city councils, and the Active Aging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group at 

Chung-Cheng University, marking it a landmark year for Active Aging Learning. 

Presently, there are 339 learning centers in Taiwan that seek to provide uniqu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middle-aged and senior citizens. The specialty 

of the Active Aging Learning program hinges on its instructional design; it 

consists of five main learning categories with 27 key topics, all directed toward 

helping the subjects, which are typically 55 years of age or above, to gain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how to age actively and healthily.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s designed to train those who organize 

the Active Aging Learning program since its inception based on andragogy. The 

study utiliz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ports from the previous three 

years of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applications and surveys concern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training program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rograms have yielded positive outcome and that the 

methodology of it has been effective in producing competent Active Aging 

instructor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rough training lecturers and applying the 

123-educating model, effective and pragmatic Active Aging Learning program is 

produced. 

 

Keywords：Active Aging Learning Planning, Adult Education Design, 

Educational Curriculum Deign, Systematic Educ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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