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第一章
第一節

錄

緒論 ....................................................................................................................................... 2
研究背景與動機 ...............................................................................................................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4
第三節

名詞解釋 ........................................................................................................................... 4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對老人態度的內涵 ............................................................................................................. 6
第二節 對老人態度的研究結果分析 ............................................................................................. 7
第三節 對老人態度的相關因素與其教學 ..................................................................................... 7
第四節 教育課程介入對老人態度的影響 ..................................................................................... 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9
第一節 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及對象 ......................................................................................... 9
第二節 研究流程 ........................................................................................................................... 12
第三節 研究階段 ............................................................................................................................... 14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 22
第一節 本校學生對老人態度之現況分析 ..................................................................................... 22
第三節 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實施成效 ......................................................................................... 2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32
第一節 結論 ......................................................................................................................................... 32
第二節 建議 ......................................................................................................................................... 34
參考文獻 ............................................................................................................................................... 35
附錄 教學活動簡介 ............................................................................................................................. 38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結合八年級輔導活動課程，透過「新新老人世代」的課程實施，教導學生
「老化知識與態度」，藉以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並能將其所習正向內涵轉化實踐能
力，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進一步展現與老人友好互動。本章共分四部份，首先說明研究
背景與動機，接著根據研究動機形成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 最後進行本研究中的
名詞界定，並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高齡社會的來臨與年齡歧視
依據內政部資料顯示，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自 98 年底 245 萬 7,648 人逐年遞增
至 106 年底 326 萬 8,013 人，107 年 9 月底為 338 萬 2,433 人，占總人口之 14.35％，
較上（106）年同期增加 16 萬 3,552 人（+5.08％）
。目前臺灣各縣市正積極推展友善高
齡各項措施，目標是要打造一個友善高齡者的生活環境。營造友善高齡環境，其中最重
要的指標之一是敬老及世代融合，也尌是要強化代間教育，讓年輕世代與高齡者能夠和
諧相處，增進世代融合，讓高齡社會成為一個無年齡歧視的共享共榮社會，因此認識老
人、了解老人成為每個人應具有的素養。
教育部於民國 95 年發布的｢邁向高齡社會高齡者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6)
當中，正式將老化課程列入基礎教育，並強調老化教育施行的重要性。根據蔡麗紅、鄭
幸宜、湯士滄、黃月芳(2010)研究發現社會大眾對老年人常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老化
尌會伴隨疾病、老年人來日不多、藉幽默之名公開嘲笑，建立假正向態度、歧視高齡者
等偏差態度。這些迷思與偏見會影響到個人的價值觀，而個人的價值觀又受到家庭、學
校、社會、文化與媒體的影響。價值觀會決定一個人的行為及態度，而青少年正是價值
觀發展與道德標準建立的關鍵期。Klein, Council,與 McGuire (2005)主張老化教育應
該要於兒童時期尌開始提供，以便儘早為小朋友的老化知識與態度建立起完善的基礎。
反思臺灣，目前並沒有有系統地對中小學生推行老化教育，這是一個值得省思的議題。

二、年齡歧視與培養學生老化素養
研究者目前任職於國中校長，擔任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副召集，曾經與同仁們一起
備課，在觀課過程中，發現學生對祖父母雖有尊重的傳統美德，也認為長輩能幫忙處理
生活事務，但是在言語中會出現許多對老人輕視的口吻，如：
「我才不要像阿公一樣老」，
「老了沒有用」、「老人的生活都很無聊」，甚至認為所有老人都是臥病在床、記憶性不
佳。或在晨間活動時，也常會聽見學生說：「動作不能慢吞吞像老人家一樣」、「像老人
一樣碎碎念，重複的話很煩人」等等，學生對老人有著不瞭解甚至為負面態度。
深入與學生探討相關的問題，原來學生的負面態度許多來自於電視劇、報章媒體、

同儕的言語，並非是真實與老人相處而來的經驗。而近年來，學童、青少年乃至成年人
對老人出現不適切行為的報導時有所聞，究竟該如何改變這些負面現象呢? 根據發展心
理學，青少年階段為建立態度的重要時期，此階段處於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的
時期（張春興，1996），因此如想要培養社會大眾對老人的正向態度，可把握青少年時
期階段。國內目前已開始進行培養對老人正向態度或增進祖孫情感的教育研究，如以帅
稚園學生進行代間教育（方珮玲，2006）、國小學生之老化教學課程(吳宜蓉，2008；曾
菁怡，2008；陳秀雯，2012；劉麗娜，2017； Langer, 1999)，或者以國中生為對象進
行研究(方淑玉，2003；張勝杰，2008)。研究結果均顯示透過相關的老人議題及課程規
劃，有助於正向態度的建立(陳榮彬，2009；廖翊圻，2016)。

三、推動老化教育議題有其迫切需要
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中提到，
「議題」係基於社會發展需要、普遍受到關注，
且期待學生應有所理解與行動的一些課題，其攸關現代生活、人類發展與社會價值，具
時代性與前瞻性，且常具高度討論性與跨學門性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乎總綱「自
發」
、
「互動」及「共好」之基本理念，為與社會脈動、生活情境緊密連結，以議題教育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並能追求
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帄正義與永續發展等核心價值。同時隨著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
推移，議題內涵亦會發生改變或產生新議題，故學校宜對議題具備高度敏覺性，因應環
境之變化，活化與深化議題內涵，並依學生的身心發展，適齡、適性地設計具創新、前
瞻與統整課程計畫。根據黃錦山研究（2010），臺灣中小學教師的老化知識普遍不足，
老化態度亦僅只達稍微正向而已。在歐美先進國家，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積極推動與
實施教師職前與在職老化教育培訓工作，從而培養出具有「老化素養」的現代教師，他
們變得更能夠增強個人的老化教學技能，並將老化教育的內涵統整納入於中小學現有的
課程架構之中（引自黃錦山，2012）。反觀臺灣，目前並未有對教師推行任何有關於老
化教育培訓的研習活動。
教學現場中發現課程中缺乏對於老人議題的關注，學生常接觸的教科書，對於老年
人與老化相關議題亦未重視（黃錦山，2011）。面臨高齡社會帶來的衝擊，老化教育須
從小開始，才能破除對老人的歧視，消除老年恐慌，一旦離開學校教育階段尌很難扭轉，
唯有積極的實施老化教育，才能讓今日的學生變成明日老人時，能擺脫老化偏見的束縛，
以正向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年老(黃錦山，2009)。因此本研究希望於國中階段的課程中，
加入新新世代老人課程設計，期望能透過課程設計與實施，讓學生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如體驗活動、書寫學習單、蒐集相關資料上台報告等實作方式，學習關於老人的正確概
念，破除老人全部都是臥病在床、生活無聊沒有重心的錯誤想法，讓國中學生體會老人
的社會價值，減少認為老人是社會負擔的印象，透過課程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並能將其所習正向內涵轉化為實踐能力，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進一步展現於日常生活與
老人友好互動。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冀能透過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實施，培養國中學生
對老人的正向態度，透過在教育現場的行動研究方式，以綜合活動領域精神-實踐、體
驗、反思的教學方式，以提升學生對於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參與動機，增加學習的成效，
引導國中學生能對老人有正確的概念與態度。綜上所述，研究者列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如下：
（一）探討國中生對老人態度之問題並規劃與實施新新老人世代課程。
（二）探究實施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在國中學生對老人態度上的影響。
（三）分析國中學生在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實施過程中之表現與綜合活動領域學習目標
之間的關聯。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一）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教學設計要素為何？
（二）新新世代老人課程之實施對國中學生老人態度的影響為何？
1-1 國中學生對新新老人世代的態度在新新老人時代課程實施前後的改變為何？
1-2 不同背景的國中生在新新老人課程實施前後，其對老人態度的改變是否有差
異？
（三）國中學生在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實施過程中的表現與綜合活動領域目標達成之關
聯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老人
社會對老人的界定，一般可從生理、心理、社會等層面加以界定。其中最廣泛使用
的，是以生理中的實足年齡做為標準。我國內政部也採用同樣標準，以六十五歲以上者
為老年人口（內政部，2011）。本研究的「老人」係指年齡達六十五歲以上者。
(二)對老人態度
心理學家將「態度」定義為對特定人、事、物之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張春興，
1996）。本研究參照此定義，將「對老人態度」界定為本校學生對於自己以外的的老人
的，具備的一致性心理行為反應。本研究中有關國中學生對老人之態度乃是以洪嘉男
（2012）自編之對老人態度量表加以評量。本量表包含老人的生理、心理、社會三層面，
採用 Likter 量表計分，根據整體總分情形，探討青少年對老人的態度。量表總得分越
高，表示對老人的態度愈正向；反之，得分越低，則表示對老人態度愈負面。
(三)新新老人世代課程
本研究所稱之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乃是基於下列之目標所規劃與實施之系列活動；1.
提供有關老人的正確訊息，協助學習者型塑對老人正向、實際的概念與態度；2.提供對

老人的屬性、行為和人格特質等沒有偏見的看法，以減少刻板印象；3.體驗老人的心理
變化以及生理老化的過程；4.提供代間溝通的互動技巧本課程重點在於提供有關學習者
型塑對老人正向、實際的概念與態度，轉化學習者的認知層面，提供學生有關老化的正
確訊息以及對老人無偏見的正面感受。
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內容係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及課程目標所發展，共設計十個
教學單元，教學歷程為 12 堂課，歷時十週。在設計各教學單元時，配合多樣化教學活
動（如影片教學、討論發表、體驗教學、實際訪談活動），以型塑對老人的正向態度。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以下針對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範圍，並由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及研究教材
三方面說明本研究的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題為「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對國中生老人態度影響之行動研究」，主要以國
中八年級為研究對象，探討參與本課程前後，學生對老人態度的變化情形。以下針對本
研究的範圍加以說明。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新新老人世代課程，是否能有效提升受試學生的對老人的正向
態度。新新老人世代課程活動係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所發展，其內容係以認識老人、
與老人互動及為老人付出三個層面加以規劃課程主題，共計有十個主題，實施時間總計
12 節課，每節 45 分鐘。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本校八年級學生。以八年級為對象主要是基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當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包括家政課程中的家庭的發展變化與調適、輔導
活動的人際關係與團體互動。以及表 3-Ⅳ-2 能運用多元創作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
關懷與獨立思考能力。社 2a -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
與在地關懷，些理念與本研究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精神相符。以八年 A.B 班學生為對象
實施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教學。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中八年級學生參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前、後，其對老人態度的變
化。基於時間、人物力相關條件，本研究有其以下限制：
（一）尌研究工具而言
本研究主要以自陳式態度量表為課程實施成效的指標，而量表須由受試者自行填答。
研究者雖然在量表實施時特別向學生強調填寫時的匿名、填答結果與個人成績無關等重
點，以期學生能據實填答。不過，即使透過研究者的努力仍難以完全避免學生以符合社
會期望的知識回應量表中問題的可能。

（二）尌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限於時間、精力，僅以本校八年級學生為主，實施研究者自行發展的新新老
人世代課程之教學，過程中與協同合作教師一起對於整個實施的過程與教材內容、教學
策略等進行討論。研究的對象、參與的人員等均較為特定，因此研究結果並不適合過度
推論到其他地區或班級，僅宜作為實行國中相關老人議題課程的教師之參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過去相關主題之文獻加以整理，分別在第一節說明老人態度的內涵，第二節
說明對老人態度的研究結果分析，第三節為對老人態度的相關因素與其教學，第四節則
說明教育課程介入對老人態度的影響。

第一節

對老人態度的內涵

Ralston(1985)則將「對老人態度」區分為四個層面，包括生理特質、性格模式、嗜
好與能力之外，特別將老人服務之項目納入量表中， Ralston 認為對老人態度內涵時，
應包含行為意向，意即個人是否願意為老人之日常生活服務的態度表現。Polizzi ( 2002 )
評估其對老人之態度，其量表之向度有四個因素，分別為態度、智力與重要性、健康與
信心、身體特質等項目。
陳瓊玉（2003）指出對老人的態度乃指社會中老人在生理特質、人格特質、家庭生
活、人際關係、社會價值等五方面所抱持的看法、印象及感覺。傅桂（2009）則歸納出
不同的層面，分別為老人價值（熱心公益、有智慧的）、老人潛能（當人變老會變得更
有用、具有生產力、老人可以玩出新把戲），以及接納老人（跟老人聊天很快樂、和老
人相處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對老人的正面印象（老人對未來抱持著正面的態度、多數
的老人都很健康）。謝廣全（2009）則認為對老人的態度乃指個人根本其對老年人老化
過程之認知與瞭解，對老人所形成之一種相當一致且持久之好惡傾向除了上述層面之外，
也有學者強調經濟能力，將對老人態度分為工作與經濟層面、外觀與生理特質、認知與
心理特質、以及社會與人際互動（陸洛、高旭繁，2009）。
綜合上述，可將老人態度分為三個主要層面，分別為生理特質、心理社質、社會特
質，分別描述如下：
（一）生理特質：係指老年人的身體組成隨著時間形成自然變化的狀態，如身體狀況（皮
膚、器官系統功能改變等等）、精神狀況、活動力、外表乾淨程度。
（二）心理特質：係指老年人的人格與心理健康，其人格特點、需求、情緒狀況的狀態，
如不安全感、興趣嗜好、保守、固執等特質。
（三）社會特質：係指老年人在面對年齡轉變時，能面對新角色進行調適、學習後的表
現。如家庭生活、人際關係互動、參與社會活動、生產力等。

第二節

對老人態度的研究結果分析

有關老人態度的研究，研究對象囊括了不同的年齡層，包括：學齡前兒童、國小學
生、國中學生、高中生、大學生和研究生、一般民眾、老人等。國內對於老人態度整體
總分多數是正向的(林美珍，1987；陳智昌，1985；陳秀娟，2005；葉淑華，2011；曾
菁怡，2008；黃郁芬，2007；蘇美鳳，2003），受試者認為老人是喜歡交朋友的，且讓
人覺得親近；帄時喜歡幫助別人，而且脾氣好、笑口常開，心情常常很快樂。受試者對
於老人的社會層面之態度是正向的（林美珍，1987；陳智昌，1985；曾菁怡，2008；蘇
美鳳，2003）。然而整體分數之外，各分層的細目，部分研究顯是受試者在老人生理特
質反應出負向態度。（陳瓊玉，2003；陳玫月，2002；黃郁芬，2007）。
在國外方面，Palmore 從 1980 年代開始對老人議題進行研究，發現年輕人對老人態
度在「生理老化」
、
「心理與認知」
、
「人際關係與社會參與」
、
「老人工作與經濟安全」等
面向方面依舊傾向負面態度，並沒有隨著時間變遷而有所改變(Palmore,2004)。
Kaempfer 與 Himburg (2002)則發現營養系的學生常誤認為老人是孤立、愛生氣、寂寞
的一群。除了在心理上的認知偏向負面之外，McGuire, Klein, 與 Couper(2005)指出美
國社會大眾對老人帶有歧視的態度，認為老人是貧窮且多病的，顯現社會大眾對老年人
生理老化的負向態度。仔細探討對老人態度研究成果後，發現對老人的態度包含老人的
生理、心理、人格特質、社會價值與能力和家庭生活等多種變項，而結果因受試對象不
同而持有正、負向不同的看法。

第三節

對老人態度的相關因素與其教學

關於影響老人態度的因素，其層面十分複雜，因此學者進行許多的研究，試圖歸納
出對老人態度之影響原因，Tuckman 與 Lorge (1953)首先發展出對老人態度的評量表，
而 Kogan(1961)則最早為對老人態度定義，為往後的研究奠定基礎。整體而言，從文獻
中也發現對老人態度與年齡、與老人之接觸經驗、性別等因素而有所差異。而上述的研
究結果，提供了教育學者在日後的課程設計時，如在教學活動時，能多提供學生與老人
相處的經驗，以培養學生對老人的正向態度。
國內外對於對老人態度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其結果發現透過方案設計，能改變個人
的對老人的態度，究竟人們是如何改變既定的認知以達到最終態度的持久狀態，長久以
來都是心理學家所關注的議題，基於相關研究文獻，態度改變教學之設計應注意以下三
點：
（一）提供受試學生正向老人楷模，以作為學生學習對象；
（二）受試者透過角色扮
演，練習互動技巧後可與長者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三）多安排學生與長輩接觸的機會，
以達到態度改變的效果。

第四節

教育課程介入對老人態度的影響

面對人口的急遽老化，身為教育工作者有責任引導學生去重視人口老化的問題，透
過多元的老化教育教學設計課程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成效（吳宜蓉，2008），透過完
整的教學活動，除了可增進學習者的老化知識外，更能影響學生對老人的態度，以下尌
教學活動與老人態度相關研究成果加以說明。
一、 繪本教學與語文閱讀相關之教學活動
運用繪本導讀的方法為看圖猜故事、故事接龍、默讀故事、輪讀及繪本動畫欣賞等，
能有效提昇學童之對老人態度（陳素玲，2011）
。GutKnecht（1990）採用許多對老人是
正向積極的閱讀教材，以一到三年級學生進行為期六週的閱讀課程，結果發現學生對老
人態度有改善。
二、媒體於老人課程設計之應用
鄭家昌（2013）以新北市一所國小六年級的四個班級學童為研究對象，採用影片來
進行教學，實驗組接受六週共十二節的實驗教學活動，參與老化影片教學後，受試者之
老化知識及對老人態度整體層面及各分層面均有正向提升，而在老化知識「生理層面」、
對老人態度「心理與認知層面」之改變最為明顯。Ello（2007）以電影為媒介，傳遞老
人正向的形象，並教導學生畢業後與高齡者相處的課程，結果顯示能拓展大學生對老化
過程的觀點，及應付即將而來有關老化的課題，Ello 認為應用多元話的媒體教學比傳統
教授更有成效。
三、使用輔具體驗老化教學活動
除了閱讀、媒體之外，體驗式學習是個過程，是個直接認知、欣然接受、尊重和運
用當下被教導的知識及能力的過程。它特別適合處理人生中重要的事物，它在尊重之下
去碰觸人們深層的信念與態度，深植於內在的情緒、價值觀，或相當難熬的人性課題。
體驗，既是一種活動，也是活動的結果。作為一種活動，即主體親歷某件事並進行反思；
作為活動的結果，即主體從其親歷中和反思中獲得認識和情感。在老人議題研究中發現
利用輔具，讓國中生體驗老化所造成的生理退化情形，透過親身體驗讓學生對老人能有
同理心後，能更積極關懷長者、幫助生活周遭的老人（陳榮彬，2009）。
四、與代間互動之老化教學活動
目前在臺灣已出版的期刊論文於校園中所進行的代間學習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增加
年輕人與高齡者接觸的機會，可以讓年輕人對老年人有更正向的態度（陳毓璟，2010；
謝其美、謝建全，2012；黃錦山，2018）。而國外大多數研究結果亦是顯示代間學習具
有增進對老人正面態度的效果。設計代間的老化教育時，建議最好強調正向老化的部分，
或是要考量代間接觸時的品質與愉悅的互動氣氛(O’Hanlon 與 Brookover,2002）。
綜合上述具有成效之老化教學活動，能發現其課程的成功要素，內容包含繪本閱讀、
體驗學習、繪圖想像以及影片討論及反思等概念，有助於學習者建立對於老人的正向態
度。因此如在課程設計時掌握這些要素，讓學習者瞭解老人，與老人有正向互動，課程
中提供學習者老年的正向模範，形塑老人的社會價值，促使大眾與老人都能從中獲益。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的第一節首先針對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及對象進行概述，第二節呈現整體研
究的實施流程，第三節敘述研究方案階段，第四節說明研究當中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與教
學設計，第五節則說明資料蒐集後的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及對象

一、研究場域
本校位於竹東鎮較邊陲之地，屬偏遠學校，全校計有11班（含3班體育班），學生
約190餘人，教師近30位，雖是一所小型學校也提供各式教學型態的運用空間。基本上，
班班教室都配備一臺電腦及單槍資訊設備，教師得以實施資訊融入教學，進行活化課程。
本校全校學生家庭背景近一半為原住民學生，有一成為新移民子女；家長經濟收入為低
收入戶者有一成五；而單親、繼親或隔代教養等家庭組成類型的學生佔全體學生的四成
五。故當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對老人態度出現誤解與刻板印象問題時，便期望透過相關的
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透過行動研究以改善國中學生對老人的態度。研究者搜尋相關資
料、文獻探討、專家意見等進行探究所得到的結論，規畫新新老人世代課程，進一步透
過實施課程之實際行動，以引導學生發展對老人的正向態度。基於行動研究透過問題分
析、行動規劃、行動實踐、檢討反思之循環歷程，本研究在教學過程中共分為三階段循
環，每一階段有其目標，研究者在課程實施過程進行反思與檢討，當學生達到每一個階
段目標之後，方進入下一階段，並持續這樣的循環，探討學生在教學程程中的態度變化。
故本研究的旨在於探討如何藉由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融入現在實行的十二年國教課
程綱要中，希望學生能將課堂所學，真正落實與生活中與老人的相處，研究者透過問卷
的設計、教案的修改、教學現場的實際操作以及訪談等方式來檢視融入時可能產生的問
題及成效，因此選擇以行動研究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本研究於 107年8月擬定計畫，實際執行期程係107學年度第一學期（9月到12月），主
要利用研究者輔導活動課程時間進行此行動方案。

二、研究參與者
為使教學更具備效度，本研究除了研究者、參與學生之外，更邀請協同教師，針對
授課情形進行討論及建議，以其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能有所成效。
（一）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擔任綜合活動領域教師資歷已有二十多年，秉持教師自主教學的精神，主動
設計課程教材，在尌讀期間研究者曾修習過課程評鑑研究、教學設計研究、多元文化課
程研究等科目，讓研究者在課程理論與教學設計上收穫良多。在研究能力的培養方面，
研究者修習過教育研究法、質性研究，高等教育統計學等，認真學習努力精進自我研究

基礎。
（二）協同合作教師
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本身尌是教師，也是課程設計者，但為求研究的嚴謹，除了
研究者本身的教學紀錄及觀察之外，更尋求協同教師之合作以求研究的周延。本研究的
協同合作教師，主要給予研究者在課程設計時的建議與提供教學方法上的修正。協同教
師運用其豐富的實務經驗與精準的教學設計能力，在課程發展過程中，給予研究者許多
意見，並提供後續課程內容之修正與調整。協同合作教師之一為聖智老師，聖智老師善
於設計議題融入式的教學活動，多次參加教案競賽活動，均獲得不錯成績；過去亦曾撰
寫學習輔導為主題的行動研究，可見聖智老師累積深厚的實務經驗與卓越的教學設計能
力。另一位是社會領域的俊帄老師，帄時與研究者經常針對教學上的問題進行討論與交
流， 兩位協同教師與研究者也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對教案中的問題進行修改，在
研究者實際教學時，從旁觀察，實施後與研究者進行討論跟修改，並持續這樣的流程。
（四）參與學生
教學研究參與的學生為俊帄老師所任教的八年級班級，經由導師同意與協同教師任
課時間以及週次考量下，選取八年A、B班為教學班級。八年A、B班學生人數共有27人，
其中男生人數為11人，女生人數為16人。尌學業成績而言，該兩班成績在全年級四個班
中，排行中段。如以上課投入程度及專心度來看，學生表現良好。基於上課時間的安排
與協同教師有任教A、B班，此乃研究者選擇這兩個班進行教學實驗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參與教學實驗的學生外，本研究也企圖了解國中生對於老人態度的實際狀況，
因此亦進行了問卷施測。問卷調查的對象為本校所有八年級學生，四個班級中，扣除學
期中轉出、轉入的學生及無效問卷後，共獲得52筆資料。透過第一部份的背景資料調查，
可大約了解本校八年級學生個人、家庭及與長輩互動的狀況，如下列表格呈現：
表3-2-1 學生基本資料-性別（N=52）
變項名稱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男生

23

44.2％

女生

29

55.8％

表3-2-2 學生基本資料-家庭型態（N=52）
變項名稱
家庭型態

次數

百分比

1大家庭

5

9.6％

2折衷家庭

10

19.2％

3小家庭

30

57.7％

4隔代家庭

3

5.8％

5其他

4

7.7％

表3-2-3 學生基本資料-與祖輩關係：祖父母（N=52）
變項名稱
與祖輩關係：
祖父母

次數

百分比

1很不親密

5

9.6％

2不太親密

4

7.7％

3普通

12

23.1％

4親密

19

36.5％

5很親密

12

23.1％

表3-2-4 學生基本資料-與祖輩關係：外祖父母（N=52）
變項名稱
與祖輩關係：
外祖父母

次數

百分比

1很不親密

8

15.4％

2不太親密

5

9.6％

3普通

13

25.0％

4親密

11

21.2％

5很親密

15

28.8％

表3-2-5 學生基本資料-和其他年長親戚接觸情形（N=52）
變項名稱
和其他年長親
戚接觸情形

次數

百分比

1不曾

3

5.8％

2很少

17

32.7％

3偶爾

22

42.3％

4經常

10

19.2％

表3-2-6 學生基本資料-和其他年長鄰居接觸情形（N=52）
變項名稱
和其他年長鄰
居接觸情形

次數

百分比

1不曾

11

21.2％

2很少

19

36.5％

3偶爾

12

23.1％

4經常

10

19.2％

針對本校八年級52名學生的基本資料進行分析，以下分別呈現性別、家庭型態、與
祖輩親密關係（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與年長鄰居接觸情形：
（一）性別：男性佔44.2%，女性佔55.8%，顯示男性比例較女性少。
（二）家庭型態：小家庭佔75.9%，非小家庭為24.1%，以小家庭為多數。
（三）與祖父輩親密關係：與祖父母關係當中，關係「親密」為最多數佔36.5%、
其次是「很親密」和「普通」的23.1％；與外祖父母關係「很親密」與「普通」為多數，
各佔28.8％和25.0%。
（四）與親戚或鄰居之接觸：42.3%的學生「偶爾」與年長親戚接觸，32.7%的學生

「很少」與長輩接觸；而與年長鄰居接觸的頻率則更少，「很少」接觸和「偶爾」接觸
的比例各占36.5%、23.1％，而約兩成的學生更是「不曾」與年長鄰居接觸。

第二節

研究流程

由於研究者於教學現場察覺到國中學生對老人的誤解、刻板印象或不知如何與老年
人相處等問題，改善此現象乃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與目的。基於此，本研究選擇採取行
動研究法進行探究。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之後，即參考文獻以確定理論基礎及凝聚焦點，
並根據態度改變理論、老化議題等相關文獻內容，自編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草案，並尋求
協同教師合作與專家學者的意見，形成本研究之流程，在實施的過程中持續蒐集資料，
並秉持行動研究「規劃、行動、觀察、反省與修正」的循環模式。在開始正式授課前的
準備週，先進行學生對老人態度前測，以瞭解學生對老人態度得分狀況，進而實施12節
課的新新老人世代課程，教學結束後一周進行學生對老人態度後測，並經過統計分析，
探討課程實施前、後，學生對老人態度的變化情形，同時透過研究者與協同教師的觀察
記錄、學生的課程回饋訪談、學生學習單等資料，以瞭解課程實施成效，提出具體建議
做為日後教學活動編修之參考。本研究利用國中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時間進行教學，因為
綜合活動的基本精神：實踐、體驗、反思，賦予學生有意義的學習，並強調其活動中所
學習的內容能在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可發現兩者的理念相符，故研究者選擇於綜合活
動領域時間進行新竹老人世代課程教學。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資料收集工作包括對老人態度量表、觀察記錄、
學生回饋等文件記錄，以求研究之完整。本研究之流程如圖2-1：

第三節

研究階段

（一）為準備行動而研究
本研究源起於研究者在教學現場察覺學生對老人議題的不瞭解，甚至出現對老人的
歧視，如老人癡呆、碎念、整天看電視等刻板印象。因此在確定研究問題的焦點後，研
究者深入探討文獻以及與專家學者的討論中獲得知識與設計課程的要點，並以學生對老
人的態度規劃新新老人世代課程方案，根據行動研究之精神，撰寫研究計畫。在執行行
動方案前，為進一步釐清學生對老人態度的問題，研究者針對受試學生進行「對老人態
度量表前測」，以瞭解其對老人態度。
（二）在行動中研究
在實施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過程中，研究者透過持續的觀察、訪談與蒐集分析學生
的文件資料，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根據結果進行省思與修正，擬定下一循環課程。
依照階段目標的不同，研究者將教學流程分為三個循環階段，分別為建立老人概念階段、
與老人接觸階段，以及為老人付出階段，茲將各階段之活動內容概述列於表 3-1 中。

（三）對行動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資料可分為量表施測結果、文件資料、訪談資料。在實施新新老人世代
課程行動方案前、後，進行對老人態度量表施測，以了解學生在課程實施前後，其對老
人態度的變化情形。在過程中，研究者對學生進行觀察、訪談，與蒐集、分析學生的文
件資料，並與協同教師討論課堂情形。
研究者整理分析研究中所得的資料，歸納分析研究結果，確實呈現研究中的實施歷
程與成果，並進行研究報告的撰寫，最後完成研究報告，並根據分析結果進行反省與修
正，以瞭解課程實施成效，待教學結束後，最後請學生填寫「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回饋表」，
瞭解學生對於此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建議與想法。

表 3-1 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教學階段與內容
課程

階段

單元

活動內容

學習內容與表現

階段

目標

名稱

概述

綜合

1.讀老、獨老

1.閱讀書面及影像「下流老人」現象，

1d-IV-1

2.老把戲*新即

並連結到臺灣社會現況。

Db-IV-1

興

2.戲劇創造的過程中，進而覺察個人對

3.老是如此？

年長者的感受及想法。

表 3-Ⅳ

4.老人與我

3.透過即興劇場的展演，學生能認識老

-2

建
立
老
人
概
念
階
段

認識台灣人口
結構與瞭解老
人生理心理、

跨領域

年人的老化特徵，並同理其心理狀況和

社會特徵及需
求與同理。

社會需求。

社

4.回顧系列課程，學生能重新檢視自己

2a -

對年長者的觀點，並更能理解人口老化

Ⅳ-2

對家庭、社會及國家的影響。

與
老
人
接
觸
階
段

5.「新新老人世

5.藉由閱讀三則短篇人物故事，日本原

代」，如何活出

重明醫師 105 歲、美國拉貝斯坎設計師

Id-IV-2

國語文

屬於自己的生

93 歲、紐西蘭 Hip Op-eration 世界最

Ac-IV-1

5-IV-5

命？

老的舞蹈團等，這些老人有哪些的特質

Bb-IV-2

顛覆年齡新主

是值得我們學習？

張,破除對年

6.分組討論，71 歲的陳堅志攻讀碩士的

Id-IV-2
Dd-IV-2

齡的歧視，並

6.自己而讀的陳

契機。陳堅志為什麼要去讀實踐大學高

學習瞭解長

堅志

齡家庭服務事業碩士在職專班？從陳堅

者，與其互動

志先生的故事中，我們學到…，我的實

培養關懷心與

踐或行動方法？

溝通技巧

7.邀請長輩分享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

2a-IV-1

口語表

7.與長者的對話

學生與長者正向互動機會。

Dc-IV-1

達 2-Ⅳ

8.幸福的延長線

8.請學生回家訪問家人喜愛的事物，將

2a-IV-3

-2

答案記錄於學習單上。於之後上課討

Da-IV-1

口語表

論，彼此分享生活。

達 2-Ⅳ

-1
為

表達對祖父母

9.品嘗美食(烹

9.製作符合老年人飲食習慣的傳情點

2c-IV-1

老

的關愛情意。

飪)

心。

Ab-IV-2

人

藉由分享與回

付

饋，瞭解學生

出

的想法。

階
段

10.回饋與分享

Da-IV-1
10.學生藉由照片或學習單回顧各活動
的進行過程，分享活動的心得感想。

口語表
達 2-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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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教學設計與實施歷程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有二種，第一種為研究者自編之「國中學生新新老人
世代課程設計」
，作為教學實施的依據；第二種為「國中學生老人態度問卷」
，作為學生
在課程實施前、後對老人態度的評量工具，以及課程實施的歷程。

壹、國中學生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設計
由於綜合活動領域精神-體驗、實踐、反思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從心理真正感受教
育的真諦，此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設計精神相符，因此，本研究於國中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時間進行實驗教學本課程歷時十週，共進行十二節課，合計 540 分鐘。

（一）理論觀點與活動設計
本研究課程係由研究者參考文獻、態度理論、教育部祖孫週教案設計以及參考專家
學者編制的相關老化教育、代間課程，綜合上述學者的建議，取其內容進行新新老人世
代課程設計，對應之老人議題課程理論說明如下。
1.態度一致性論
根據 Festinger(1957)的認知失調理論，本研究教材選擇上，採用「紐西蘭 Hip
Op-eration 世界最老的嘻哈舞蹈團」作為教學影片，在舞團的領導人比莉喬登的細心帶
領下，這群樂齡成員捨棄了輪椅和拐杖，使勁將自己年邁的身體和人工關節伸展到極致。
他們從一心想放棄到漸漸相信自己，一路走來的堅持提醒了世界上每個人，人生到老都
應該要活得精采無比。主要是欲藉由這群樂齡者的表現打破一般人的既定印象。舞蹈團
宗旨是「尊重且榮耀青春 」並且將部分的表演所得捐給基金會希望透過這樣的「行動」
改善兒童貧窮與被虐的問題同時也希望能改變社會大眾對老人的
「刻板印象」
與
「歧視」
。
這群老人的毅力與表現，挑戰學生原本的認知（認為老人是無行動力、等吃、等睡、等
死的三等公民），因此將使其認知產生失調，而失調產生動機作用，故學生有機會改變
對老人的負面態度。而視聽方式能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快速接收後產生良好的宣傳效
果。
Bednar與Levie(1993)則指出誘使態度之認知、情感和行為成分的失調可產生態度
的轉變，因此研究設計「幸福延長線」單元，透過代間互動，學生與長輩接觸的機會增
加，提供學生轉變動機，更願意接觸長輩。「與長者的對話」單元，提供學生與老人互
動的機會，邀請老人至教室分享退休後的生活，提供態度轉變的機會，瞭解長者的智慧，
重視老人的社會價值。
2.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強調態度的習得是來自與他人互動的社會學習過程，當學生常看社會
大眾對某特定群體的態度時，也會學習社會大眾對該團體的態度。因此本研究乃透過不
「紐西蘭 Hip Op-eration 世界最老的嘻哈舞蹈團」影片，讓學生學習片中所有工作人

員的精神，他們對待老人十分有耐心、在說話互動時處處都會老人著想（考量老人的需
求等），老人們在影片中也現身說法，說明參加活動的心得，與生活當中的願望，因此
將有機會使學生學習正確的老人態度，也瞭解老人的心理需求。
另外，黃錦山(2018)研究中建議對於老化議題的規劃應包含老化的生理觀念、探索
老人的心理並且加強代間互動，故本研究設計「老把戲*新即興 」單元，讓學生在體驗
老人的生理狀況後，以同理心感受老人的心，並進一步討論如何幫助老人日常生活中所
需，讓學生學習互動技巧。在「與長者對話」單元，請老人於課堂分享退休生活經驗，
可提供學生正向的老年模範，打破年老尌是整天待在家的單一印象，學生透過與老人接
觸時，學習與老人互動的溝通技巧，讓學生能學習對老人正向的行為。
3.Havland 與 Weiss 態度轉變模式
想要說服學生除了提供繪本、影片等大眾媒體之外，邀請老人進入教室與學生進行
宣傳，更能掌握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與老人直接接觸的經驗，能改善學生對老人的態
度(Hegeman, Horowitz, Tepper, Pillemer 與 Schultz,2002)，為能讓接受者多加思
考和關注主題，研究者以此理念設計課程單元，邀請老人進入教室演講，分享擔任志工、
旅遊等生活經驗。此外，課後請學生回家訪問自己身邊的長者，讓學生第一線接觸長者，
以瞭解長者的智慧、培養感情。

（二）共備教學設計活動
研究者運用的方式是先說出我自己不會或不確定的地方，引起協同教師們的討論。
身為教師常常有個弱點是認為自己應當對於學科專業是清楚的，然而學科專業和轉換為
課程，以及教學實施還有一段距離，如果無法承認自己只能說專業術語，卻無法轉換為
學生可以討論、思考與參與的語言，那這樣的課程設計是不可能將學生從生活語言帶入
專業語言。之後，進行討論哪些是學生應該知道的概念以及學生應該學習的能力，並分
享該章節的教學經驗，學生常見的迷思，以及教學過程曾出現的狀況，也會提供該單元
之曾經累積的教學素材。除了運用空堂課進行對話外，也設立Line群組負責的夥伴po上
課的教材，提供負責此單元的夥伴使用。
基於以上之共識，為達到綜合活動領域理念與本研究目的，研究者依照階段目標的
不同，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建立老人概念階段」、「與老人接
觸階段」，以及「為老人付出階段」。在教學課程的編排上，階段設計的內容由初步概
念至最終的行動付出，協同教師在觀課中，從學生發言內涵(請和教材做串聯)、發言次
數、語言流動、肢體語言、聲音大小等關注學生是否學習，是否思考，觀察學生學習表
現的參考面向，如全班學習氣氛、學生學習歷程、學生學習結果等，議課時對課堂實際
案例，進行教材教法討論，檢討共同備課的成效，並提出改進策略，修正教學設計。

（三）教學內容與方法
關於教學活動的具體內容與方式，各專家學者之觀點多元，因此在課程設計時將不
同學者的教學概念，整理歸納後融入各教學單元之中。研究者自行擔任教學者，在設計
各教學單元間，配合多樣化教學活動，如：影片教學、討論發表教學、戲劇表演、實際

訪談活動等等，提升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

（四）結合綜合活動領域目標
本研究擔任教學者，欲改變學生對老人之負向概念。然而目前綜合活動的課程中，
缺乏老人議題課程。雖無適合的教材，但在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要中提到學校宜對
議題具備高度敏覺性，因應環境之變化，活化與深化議題內涵，並依學生的身心發展，
適齡、適性地設計具創新、前瞻與統整課程計畫。教師有自主精神，可透過教師自編教
材，給予學生完整的新新老人世代課程，提升其對老人的正向態度。
本研究於綜合活動領域時間執行，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綜合活動領域包含主
要三個基本理念為一、擴展價值探索與體驗思辨。二、涵養美感創新與生活實踐。 三、
促進文化理解與社會關懷。結合綜合活動領域之目標概念之下，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設計
之教學目標如下：
1.體驗所知：能主動關懷老人，落實關懷老人能力與溝通技巧。
引領學生體驗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中的各項活動，讓學生獲得直接體驗，覺察自己帄
時對待老人的心態與方式，應用課程所學來增進對老人瞭解與互動，並能所學之溝通技
巧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2.省思個人意義：在參與體驗老化活動後能主動關心老人，瞭解老人生理、心理、社會
特徵及需求。
提供學生充足的時間與機會，透過老化常識的學習、紐西蘭 Hip Op-eration 世界
最老的嘻哈舞蹈團影片欣賞、長輩的退休生活分享與體驗老化活動中，從多元的方式獲
得直接體驗與知識的建構，讓學生從活動中體驗活動的意義，從容地表達自己的體驗與
省思，反思相關的議題，重新建構個人的想法。
3.實踐與創新經驗：增加對老人議題的瞭解，提升對老人的關注
學生從製作美食活動當中學習，上網找食譜或參閱銀髮族飲食生活照護全書，發揮
創意料理，並鼓勵學習者參與關懷老人議題、擔負起自己的責任，以促進個性與群性的
調和發展。

貳、國中學生對老人態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洪嘉男(2012)自編「國中學生對老人態度量表」，根據文獻探討之結果
為基礎，並且參考蘇美鳳（2002）
、陳瓊玉（2003）和陳澤寶（2004）等相關研究編製，
將對老人態度分為生理特質、心理特質、社會特質等三個面向內涵（如下圖）。本量表
採 Likert 五點量表之形式，題目內容描述對老人生理、心理及社會的態度面。根據受
試者依「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不同程度分別給予 1-5 分，
得分愈高者，表示學生對老人的態度愈正向。
量表內容描述如下：
（一）對老人生理特質的態度
為瞭解學生對於老人生理現象的接受態度，而設計第 1、2、3、4、5、6、8、9、14
題的題目，如：老年人比較體弱多病，使用過多的社會資源。

（二）對老人心理特質的態度
為瞭解學生對於老人心理現象的接受態度，而設計第 7、11、12、13、15、16、18、
19、20、21、22 題的題目，如：老人家常會固執己見，令我覺得不受尊重。
（三）對老人社會特質方面的態度
為瞭解學生對於老人社會價值方面的態度，而設計第 10、17、23、24、25、26、27、
28、29、30、31、32 題的題目，如：老年人的權利常被忽略，我們需要多幫助他們。
為了建立量表的建構效度，洪嘉男（2012）針對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發現大部分問
題可歸入第一個因素，且第一個因素解釋之變異量為 45.19%，顯示本量表其他四個因素
的解釋變異量較低。因此，本量表以量表總分代表填答者對於老人的態度，未再區分子
量表。
信度部份，經過二次之預試修改，之後以統計軟體 SPSS18.0 進行內在信度的考驗，
顯示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918，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洪嘉
男，2012）。

參、課程實施的歷程
本研究在實施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過程中，必須經過仔細的觀察與系統地蒐集、分
析、整理資料，以確保所規劃的行動合乎研究問題的需要。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實施流程分為：計劃階段、課程設計階段、課程實施階段、資料整
理階段。各階段工作內容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實施流程
階段

實施程序

計畫階段

1.無意中發現學生對媒體報導中的高齡社會老人有負面的態度，決
定行動研究方案
2.研讀相關文獻
3.擬訂研究步驟
4.擬定「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專家諮詢輔導

研究工具

5.徵詢使用「國中學生老人態度量表」的同意書

課程設計

6.共備「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設計
7.準備教學資源與教材

教學實施

8.實施前測
9.依教學進度實施教學(觀課與議課)
10.實施後測

資料處理

11.進行資料統計分析與相關文件整理
12.完成研究案撰寫、專家諮詢輔導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量表回收後即進行處理，將量表依序編碼並登錄，運用統計軟體 SPSS 18 版進行
資料分析。除此之外，蒐集學生的課堂回饋、研究者札記、研究者反思等紀錄，編碼後
進行分析，以了解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學習成效。

一、統計方法
本研究利用 SPSS18 程式進行研究資料之統計分析，使用之統計方法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以百分比呈現整體學生的背景變項，另外針對與老年人互動部份及
各題項以帄均數進行統計分析。
（二）關聯性分析：將本校學生之「與老人互動狀況」分數與「對老人態度」分數進行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三）t-test：透過獨立樣本 t-test 考驗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對老人態度（前測）
上的差異情形，並利用相依樣本 t-test 參與教學研究學生（實驗組）對老人態
度前、後測得分之差異情形。
（四）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利用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考驗在控制前測分數後，
考驗實驗組及控制組學生接受了新新老人世代學習方案後，對老人態度（後測）
上的差異情形。

二、資料蒐集-課程紀錄、學生回饋與訪談資料
（一）文件資料：研究者札記、研究者與協同教師討論後之反思記錄和學生文件資料（包
含演講回饋單、影片心得、訪談作業等等）與家長回饋資料。
（二）訪談資料：訪談的內容以研究者事先與咨詢教授的建議，量表分數最高與最低的
學生進行訪談，對對於課程內容的回饋、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對其本身的影響，以及對於
本次行動研究教學的整體回饋等等。
透過訪談的雙向交互作用，可使研究者獲得不同角度的理解，漸漸發現細節並釐清
真相。本研究採用無結構式和半結構式兩種訪談方式：（一）無結構式訪談：利用學生
下課時間、談心時間隨意訪談學生，瞭解他們對於上課內容的感受與想法，研究者再把
訪談結果記錄於訪談紀錄中；（二）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先擬出訪談大綱，隨著受訪
者內容再決定延伸問題或轉化話題，以補充一些上課時無法深入探討的個人經驗、想法、
感想或建議。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包含學生、協同研究者。

三、資料的整理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資料，依照資料來源，包含協同教師訪談、學生訪談、學生學
習單、研究者札記、課程回饋表等加以編碼，建立文字稿，以文字稿件進行研究成果分
析，以提升資料的閱讀性同時利於瞭解學生學習成效，其編碼範例如下：

表3-3資料編碼方式一覽表
編碼代號

編碼符號說明

札0320

表示研究者在107年10月20日所寫的研究札記

反0320

表示研究者在107年10月20日討論後的反思紀錄

S12

表示班級座號第12號學生

訪1128S12-1

表示12號學生於11月28日接受訪談，其結果經編碼後第一段

單一S12-5

表示12號學生於單元一學習單之第5題內容

問三-1

編號第三份學生問卷

……

表示語句未完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針對本研究之量化與質性資料加以分析，並尌分析結果進行討論，以瞭解
參與課程前後，學生對老人態度的改變情形。量化分析主要內容包括：本校學生的背景
變項描述、背景變項對於國中生對老人態度的影響程度，及學生在接受教學實驗後對老
人態度的變化。質性資料部份則在分析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實施成效，及學生參與表現
與綜合活動領域目標之達成。茲分為四節分別分析討論如下：

第一節 本校學生對老人態度之現況分析
針對本研究中的量化資料進行分析，首先透過描述性統計的百分比，呈現整體八年
級學生（「研究參與者」中的「參與學生」）背景變項，如表 3-2-1 到表 3-2-6，另外針
對與老年人互動部份及各題項以帄均數進行分析。
由表4-1-1可以發現，本校八年級學生在與老年人互動情形上尚稱良好，大多超過
帄均值，僅有與年長鄰居接觸程度稍低。洪嘉男（2012）針對29名受試學生的調查研究
發現，該教學班級與祖父輩關係：與祖父母關係當中，關係普通為最多數佔51.7%；與
外祖父母關係親密與普通為多數，各佔37.9%。而與親戚或鄰居之接觸：44.8%的學生不
曾與年長親戚，僅有3.4%的學生與長輩經常接觸；而對年長鄰居接觸的也比較少，偶爾
接觸與很少接觸的比例各占37.9%。相較之下，本校學生無論是與祖父母、外祖父母的
親密程度，或是與年長親戚、鄰居的接觸狀況，都比洪嘉男（2012）的研究對象來得較
高。
本校八年級學生在國中生對老人態度量表上得分帄均均為正向（題項中最低分為
3.60），在此僅呈現出學生認同最高及認同稍低的題項各五題，如表4-1-2及表4-1-3。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得分較高的題項多屬於對老人「社會特質」方面的態度，而得分
較低的題項則較多屬於對老人「心理特質」方面的態度。或許可以推論，學生從小被教育
或比較看見老人社會方面的價值，進而產生認同感；然而對於老人心理現象的接受態度，
還有一些進步空間。
表4-1-1 學生與老年人互動情形（N=52）
變項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數

與祖父母親密程度

1

5

3.56

與外祖父母親密程度

1

5

3.38

與年長親戚接觸程度

1

4

2.75

與年長鄰居接觸程度

1

4

2.40

表4-1-2 量表中帄均得分較高題項（N=52）
題號

題項

特質向度

帄均數

21

老年人常對晚輩一再叮嚀，我認為那是一種關心。

心理

4.48

24

社會上的一些退休人員，仍然繼續奉獻社會(如擔任
志工)，讓我很敬佩。

社會

4.27

26

年輕人可以多和老年人一起，多關心照顧他們。

社會

4.25

29

老年人的權利時常被忽視，我們需要多幫助他們。

社會

4.29

32

老年人幫助家裡做很多事情（例如做家事、照顧家

社會

4.38

特質向度

帄均數

生理

3.48

社會

3.77

心理

3.60

心理

3.79

心理

3.56

人），我願意表達感謝。
表4-1-3 量表中帄均得分較低題項（N=52）
題號
5
10
18
20
22

題目
老年人比較體弱多病，使用過多的社會資源。＊
老年人常不修邊幅，讓人覺得不舒服。

＊

老年人常會固執己見，讓我覺得不受尊重。

＊

老年人常訴說陳年往事，讓人感到無聊。

＊

老年人的脾氣不好，和他們相處的壓力很大。

＊

＊

此處得分已進行反向計分。

將本校學生之「與老人互動狀況」分數與「對老人態度」分數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
分析（如表 4-1-4），可以發現：「與外祖父母親密程度」與「對老人態度」呈現顯著
正相關，其他變項雖有正相關，但並無達到顯著性。有趣的是，外祖父母的親密程度與
對老人態度的關聯性，竟然比祖父母高，後續或許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表4-1-4 與老人互動狀況與對老人態度之相關分析摘要表（N=52）
祖父母
對老人態度

.231

*p<.05 **p<.01 ***p<.001

外祖父母
.369*

年長親戚
.193

年長鄰居
.019

第二節 實驗組學生對老人態度之差異性分析
運用 t-test 及 ANOVA 的統計方式，分別考驗實驗組學生的性別及家庭型態對老人
態度（前測）上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
分析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的性別在國中生對老人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女生得分高
於男生（p=.038<.05）
；家庭型態在國中生對老人態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從表 4-2-1
中可以發現：實驗組學生中，隔代家庭的學生對老人態度最為正面，而大家庭組成的國
中生對老人態度的得分則是五組中最低的。
表4-2-1 實驗組學生性別及家庭型態對老人態度分析摘要表（N=27）
變項名稱

個數

得分

男

12

114.83

女

15

130.73*

大家庭

1

110.00

折衷家庭

5

129.60

小家庭

14

118.93

隔代家庭

3

137.67

其他

4

125.75

性別

家庭型態

*p<.05 **p<.01 ***p<.001
利用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考驗在接受新新老人世代學習方案後，實驗組
（N=27）及控制組（N=25）學生的後測成績是否達統計上顯著差異。獨立樣本單因子共
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2-2，可以發現「（教學）實驗控制組」因子 F 值為.181（p=.672
＞0.05），表示實驗組和控制組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學生對老人態度的後測成績未
達顯著差異。
然而，實驗組前測總分為 123.67 分（標準差 20.092 分）
，後測總分為 127.78 分 （標
準差 23.582 分），t 值為-1.445（p=.16＞0.05），而控制組前測總分為 133.56 分（標
準差 16.135 分），後測總分為 135.40 分（標準差 15.885 分），t 值為-1.433（p=.165
＞0.05）。可以發現實驗組學生的得分在前、後測上雖未達顯著差異，但是有微幅正向
提昇，顯示本教學實驗對於實驗組學生來說有些微成效。其前、後測態度上的細微差別，
可以在後續訪談中進一步檢視。
表4-2-2 實驗組及對照組對老人態度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N=52）

SS

變異來源

Df

共變量（前測）
組間（實驗對照組）
組內（誤差）

13971.991
24.161
6542.675

1
1
49

全體

919677.000

52

*p<.05 **p<.01 ***p<.001

Ms

F

13971.991 104.640***
24.161
.181
133.524

p-Value
.000
.672

第三節 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實施成效
本研究為瞭解受試學生對老人態度的改變情形，除量表統計之外，並且輔以課程回
饋、觀察紀錄、研究者札記與反思等文件記錄，對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教學成效進行
探究，以瞭解學生在接受課程前後其對老人態度的轉變情形。

一、影視教學、主題演講方面
經由影視教學、主題演講，學生能接收正向認知，透過青春嘻哈團 Hip Pop-Eration
的真實的情節、退休校長生動有趣演講，傳達關於老人之正面訊息，瞭解長者每天過著
精彩的人生，學生從中打破原有的刻板印象，不再認為老人生活尌是無所事事、整天看
電視。讓學生瞭解關於老人退休後，老人們常擔任志工、學習跳舞，不斷學習的精神，
追求新知。本研究之課程中納入青春嘻哈團 Hip Pop-Eration影片、退休蔡校長演講等
活動，引導學生重新思考老人的生活與夢想追尋的活動、樂於學習的精神，從學生的回
饋中可看出，學生接收老人的積極學習態度，加深對老人的認識程度，有助於其對老人
正向態度。引導學生重新思考老人的生活與夢想追尋的活動、樂於學習的精神。例如，
下列的例子中S03在活動之後表示欽佩老人們的表現，並願意以老人為學習對象。S08
則指出老人們的表現與他既有的認知有所不同。學生的反應顯示透過新新老人世代課程
所安排的活動讓學生接收到正向的訊息。
˙影片的老人我覺得很厲害，即便是老人，也可以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單五S03）
˙影片中的老人能繼續工作，保持活下去的意志力，跟我認識的不一樣….. （單五S04）
˙只要有心就能完成夢想，夢想是否能完成與年齡無關，他們很努力成功不放棄（單五S08）。
˙他們很有毅力想要完成自己設定的目標，並強調同年齡的長者要回饋社會（單五 S12）
˙現職意識，是他們活下去的意志力，雖然她嘗試退休五次，每次都失敗，因為她總是可以
找到自己的興趣，我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樣.... （單五S10）

擴展學生與老人相處的經驗，增加學生對於老人的多元概念，讓老人成為教學資源，
結合教室教學和直接接觸的經驗，提高學生與老人相處的興趣，有助於學生對老人的正
面態度。本研究實施過程中，邀請退休的蔡校長現身說法，分享其老年生活，在分享活
動之後的學生回饋中發現，學生擴展老人的概念，如下列中S12、S14所提到的，學習了
老人積極樂觀、當志工的生活，而S19對於老人整天無所事事的觀念也轉變為老人的生
活可以充實且忙碌的。另外，S11因為這場演講活動，也提升與老人相處的意願。
˙校長爺爺已經七十多歲，但是他還是不服老，到處去玩，還到菜園耕種，還到機構當志工，
是一個很厲害的老人..... （單七S12）
˙我聽到的不只有退休生活的種種，還有學到校長能積極參與活動和樂觀面對的精神...（單
七S14）
˙他樂於和我們分享有趣的故事，不是一退休就整天坐在家裡混時間，現場中他還接到兒子
問安電話，整天過得很忙碌..... （單七S19）

˙退休之後我想要跟蔡校長爺爺一樣，到處玩增廣自己的見聞，像他一樣當志工，學東西也
可以，發會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單七S10）。

透過影片的觀賞學生觀摩到工作人員對老人的態度與應對方式，出自真心的關懷，
設身處地的著想等，因此觀賞影片之後，學生對於如何與老人相處，也有一些正向的回
應。例如，S5樂意與老人聊天，S6、S17、S22的回饋均指出對老人應該要溫和多溝通。
這些反應顯示出學生確實透過影片而有所成長。
˙樂意聊天、很關心老人，為他們設身處地的著想（單五S5）。
˙他們很有禮貌、很溫柔的對待他們（單五S6）。
˙坦誠相待，用心待人處事、尊重他人意見（單五S7）。
˙我覺得這些工作人員對老人非常有耐心，不會動不動就生氣，展現出高度的雅量以及非常
良好的脾氣（單二S17-4）。

二、代間溝通互動方面
學生從訪談中學習長輩互動，而從活動中學習與長輩相處的技巧，也落實在生活當
中。本研究實施過程中，設計幸福延長線單元，請學生於課後訪談自己的長輩，從學生
回饋中發現代間接觸的機會有所增加。例如，在下列的例子中，S22會想跟阿嬤聊天，
S09則與奶奶有了寒假見面的約定。S03與爺爺奶奶一同品嘗餛飩，S19從訪談中瞭解為
老人體貼著想，更瞭解了與老人的互動技巧，S03、S20祖孫雙方互動是美好的。
˙假日我回到山上跟奶奶講話，不僅可以練習自己的泰雅語能力，也能增進親情，…奶奶˙
說要我寒假一定回去玩，可以幫她的忙……（訪六1226S9-1）
˙雖然還不太會問問題，不過阿嬤很開心我會主動去關心她……. （訪六S22）
和他們聊天，要耐心的等候，我覺得蠻好玩的，因為對家人又有新的了解（單八S19）。
˙經過這份作業之後，我想念過逝的外婆，我第一次綁包子頭，覺得很漂亮跟外婆合照，外
婆生平的願望是全家人平安、健康。（札01064與S20之談話 ）
˙阿公阿婆說我包的餛飩外表很漂亮，他們吃素，雖然他們沒有吃，我很高興看到他們驚喜
的表情，我很少做家事，所以阿公阿婆稱讚我…….（訪 0111S03）。

三、省思議題活動方面
透過相關議題的討論、分享，激發學生省思動機，本研究「為自己而讀的陳堅志」
活動，引導學生思考，從S14的表現可看出學生已能初步反思，而從S08、S16的回饋中，
可以看出學生能反思自身對於老人的態度之外，態度已轉變為肯定讓座的倫理價值。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向71歲的陳先生學習，為自己的需求而學習，要找到自己的興趣或需求
並 不簡單，我知道自己的課業學習不是頂好，我會堅持我想喜歡的體育而努力…（單六S14）
˙原本覺得活動會很無聊，因為大家都知道要學習的重要性，只是做不到，但是聽完大家想
到的想法後，才慢慢地瞭解原來同學們並沒有完全放棄所有的科目……（單六S08）
˙本來就要讀書，從小都是這樣學的，可是我覺得讀書，要有方法，今天看到陳老先生的故

事，我覺得他好厲害，會找到辦法完成學歷，他真的不簡單……（單三S16）

哈佛大學加德納教授曾說每一個人都具備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能、音樂、
人際、內省、自然探索 8 大智能，只是強弱程度各有不同。找到孩子的強項智能，
並提供適合的學習發展環境，才能真正做到「揚才」
。這也是在提醒第一線教師要能
夠以學習者為中心，適性教育是要尊重孩子的需求與期待，提供適合其性向、興趣、
能力、個性、文化背景等不同特質的學習環境與機會，帶領學生進行豐富且多元的
學習探索，進而成為會溝通、懂互動、能參與社會的優秀公民，實踐新課綱所重視
的「自發、互動、共好」及「終身學習」等精神理念。研究者發現從活動中的討論，
發現國中學生的發表能力與思考力，遠高於當初所設想的，教學過程中，研究者僅
作到催化思考的角色，學生經由討論的過程中，不但可以增進學生思維和語言的表
達能力、營造活潑的學習氣氛，更可以提升認知能力、澄清自己的價值、激發行為
實踐的意願及行動，期望他們能多思考學習的意義（反 1122）。
研究者除了分組討論活動之外，在單元五「新新老人世代」，如何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文本閱讀當中，也有一道題目引導學生審視三則故事是要告訴我們什麼？從S10、S11、
S07的表現中可以看出學生對老人生活的看法，並進一步思考老人與自己的傳承關係。
˙因為當你老的時候，也會希望有人尊敬你（單五S10）。
˙因為老了也希望自己能照顧自己（單五S11）。
˙我會樂意向他們學習，因為畢竟我們將來變老後，也一定會希望別人幫我們一起學習（單
五S07）。

四、戲劇體驗活動方面
課堂上對老化生活的概念，往往只是腦海中的概念，無法促成行為的驅動。教學現
場中發現，身有感受的體驗活動，比較可能鬆動學生僵化的認知與心態，真正自發地為
老人著想，進而能有改變的行動力。本研究的戲劇體驗活動，目的在於從戲劇創造的過
程中，學生能提昇專注力、想像力與觀察力，進而覺察個人對年長者的感受及想法。其
次，透過即興劇場的展演，學生能認識老年人的老化特徵，並同理其心理狀況和社會需
求。從多位學生的學習反思中，均可瞭解到學生在體驗活動之後表達願意主動為老人付
出的想法。
• 演戲的部份可以把內心所想表達的演出來，我們也分別演出關於老年人的一些場景。
• 演戲的課程把自己當成老人時，會去想如果我是老人，心裡會想什麼。
• 我喜歡「老是如此？」，因為這堂課讓我明白了怎麼陪伴老人，才不會讓老人們覺得孤
單。
• 我喜歡「老是如此？」這個部份，因為上了這個課我有了行動，能更深入了解老人，而
了解的過程也不覺得有壓力。
• 角色扮演，因為很好玩，然後（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動。
• 演戲，（可以）了解大家對老的一些想法。

• 我最喜歡表演的部份，因為可以不用坐著聽一大堆話。
• 老是如此，可以讓我們多去觀察老人。
• 演戲可以讓自己感受到老人的不方便。

五、 學生對於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學習經驗與反應
本研究除了量表法調查之外，為瞭解學生對於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的各學習單元，關
於教學時間、單元設計、活動方式的想法，研究者於教學結束後，請學生填寫新新老人
世代課程回饋表，以了解學生在參與本課程後，對於學生日常與老人的互動、對老人的
概念出現哪些改變。
（一）學生喜好之教學單元
學生對於十個單元當中，最喜歡的分別為「老是如此」、「與長者對話」、「幸福
延長線」，喜歡的原因多數描述是因為參與這些活動後，可以更加了解老人，尤其是「與
長者對話」、「幸福延長線」這兩個單元，學生喜愛的原因在於這些活動能夠真的與老
人相處、認為演講的退休蔡校長讓自己學到很多，從活動中發現老人生活一點都不無聊，
也可以過得很有趣。
此外，學生認為最有意義的單元分別為「新新老人世代，如何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品嘗美食」、「老是如此」，選擇「新新老人世代，如何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此單元的理由，多數學生表示是因為此乃原本對老人的刻板印象，學生表示經過思考之
後，對老人有另一層的看法，將來自己也希望是新新老人，類似的原因也呈現於「老是
如此」單元，學生因為體驗活動之後，才了解老人的生理不便，以後會對老人更好。
「品嚐美食」在最喜愛與最有意義的單元均名列前茅，顯示學生喜歡動手操作的活動，
˙我拿餛飩回家時，我家人的反應是有點嚇到，因為我平常不會做食物給家人吃，但他們吃
完開心的表情，我也開心…（訪六S12）
˙我拿餛飩回家晚上立即煮來吃，全家都開心（訪六3）
˙我媽媽的評價是蒜味有點太重，建議加蔥薑去腥味，其實我媽挺開心我學會包餛飩，下回
自己再做一次，送給外婆吃…（訪六S13）
˙我家人都說我做的珍珠丸子很好吃，可惜我爺爺奶奶吃素就沒享用到…（訪六S04）
˙我的奶奶看到珍珠丸子很感動，她說會吃光光的…（訪六S07）

（二）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對老人態度之變化
為了瞭解學生在課後與家中長輩的互動、或行為上有哪些改變，研究者請同學填寫
問卷，彙整之後發現，學生回家後曾與家人分享的單元前三名，分別為「品嚐美食｣、
「幸
福延長線」這二個單元，學生的回饋可分為以下兩種：第一種是提升學生與家人的情感，
第二種是學生對於本課程可提供正向訊息期待。

1. 提升學生與家人的情感
研究者設計的活動中，如幸福延長線、品嘗美食單元，是希望學生能夠增加與家中
長輩的接觸，透過接觸頻率的增加，提升對老人的正向態度，從學生的回饋當中，可看

出學生與家人討論製作的餛飩(或珍珠丸子)的過程、分享地餛飩的美味。再者，學生能
用心訪問長輩，有助於雙方情感的提升。
˙我很喜歡用原住民的語言和老人交談，能提升祖孫情感的交流。
˙我上次打電話回去給阿公，他們很開心，我周末有空都會打回去一下，因為他們好像會在
等我的電話….. （問S12）
˙放假時，媽媽帶我和外婆出去吃飯，我和外婆的互動有比較好，會問她最近在看什麼….，
雖然他講什麼我也聽不太懂….. （問三-1）
˙我這次回去特地用客語跟外公講話，雖然媽媽說我克語怪怪的，但是外公聽得懂就好…
（問三-10）

學生在參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後，從問卷回饋當中，可發現學生與老人的互動頻
率是增加的，如問三-3中呈現的，原本不太在意老人，現在已經能夠與老人接觸；問三
-2中的學生也主動幫奶奶搥背，問三-8的學生從不與老人接觸轉變為主動與老人聊天，
陪伴老人。 能更尊重長輩了，我比較會跟奶奶一起看電視了。
除了增加學生與家人的互動之外，研究者希望學生能看見老人的社會價值，特別邀
請退休蔡校長分享自己的生活，從學生的回饋當中反映出學生已能了解老人的智慧，也
顯示並且能關心自己的家人，希望家人也能過的精彩。
˙我希望自己現在的時候要增加自己的學、經歷，才能將智慧傳承下去，做對自己和社會有
意義的事情，可以成為上流老人（S12）
˙我希望我的爸爸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向退休校長一樣過得很精彩、很豐富，我有跟老爸分享。
（S12）
˙我不太會讀書的，但我切菜的功夫不是蓋的，謝謝老師對我的肯定。（S06）

2. 家長期許課程提供學生正面訊息
部分家長表示雖然沒有發現孩子有明顯的改變，然而得知研究者設計新新老人世代
課程，在聯絡簿上表示相信本課程能帶給學生良性的引導，潛移默化使學生能為老人付
出。
˙讓，孩子們了解年長的心理及生理狀況，他們多付出一點體諒及關懷，很讚喔!
˙孩子帶回自己動手做的點心，跟長輩分享增進家庭的趣味性。

第四節

學生參與表現與綜合活動領域目標之達成

本研究於綜合活動領域時間實施，為達新新老人世代課程目標，設計秉持實踐、體
驗、反思的理念下，共進行十個教學單元，為瞭解國中學生在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實施過
程中的表現與綜合活動領域目標達成教學成效，茲分析如下。

一、體驗所知方面

學生展現主動關懷老人，應用溝通技巧，增進彼此情感。從學生的表現可發現他們
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應用課堂所學與長者互動，學習表達情感的方式，也讓他們與老
人互動的頻率增加或互動品質改善。而這也是教學活動單元八「幸福延長線」，其活動
方式為學生課後進行訪談長輩作業，此活動也開啟了兩代間的互動，如S22因這個活動
能打電話關心長輩，S09與奶奶有了寒假之約，又如S21的訪談中顯示出代間之間的愉悅
氣氛，增進彼此情感。
˙雖然不太會訪問他們，不過阿公阿嬤很開心我打電話去關心他們……. （訪六S22）
˙要有耐心地訪問長輩，這樣才會進行的比較順利，而且對家人有更新的了解（單六S21）。
˙久久一次跟奶奶講話，不僅可以練習自己的泰雅語能力，也能增進親情，奶奶說要我寒
假一定回去玩，會煮我愛吃的東西……（訪六S09）
˙我喜歡和阿公聊天的氛圍，阿公說平常又不講這個，突然問好奇怪，不過他還是回答得
很開心，還問我說要不要跟他一起種菜……（訪六S13）
˙先幫他們吹搥背，再訪問他們，他們說以前日子過的很苦，有了家人之後…….（單八S06）。

綜上所訴述，學生能將課堂所學之溝通技巧，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結果發現如S21、
S22、S13等之表現，均能運用溝通技巧，主動關懷長輩，增進彼此情感。

二、省思個人意義方面
本研究發現，學生在參與活動後能反思自己的行為，並且主動關心老人，瞭解老人
生理、心理、社會特徵及需求。從反思紀錄、課堂札記可觀察學生對老人的態度確實是
正向提升的，顯示學生觀看單元一的小短片後，確實能思考對老人獨居的現況與需求。
從S11、S20的回饋中發現學生認為自己不能歧視老人，而 S17也反思自己與老人談話的
態度，達到省思個人意義的教育目標。
˙今天的課老師讓我們認識老人，看了一個影片，說老人自己獨居，情況不甚良好…（單
一S11）
˙我以前從來都沒有關心老人或跟老人聊天，今天上完課有一點認識老人了，我可以為他
們做些什麼…（單一S20）

透過單元八幸福延長線單元，S17從發現爺爺的左耳朵聽不清楚，提醒自己與爺爺對話
時須要站在右邊且速度放慢，均顯示出學生能關心老人的生理情形，為老人設身處地著
想。

三、實踐與創新經驗方面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增加對老人議題的瞭解，提升對老人的關注。從活動中學習了
與人口老化、老人議題等知識，關於台灣人口比例的常識，並且將所學的知識，轉化變
成對於身邊長輩的關懷，可從S01、S02、S03的心得中顯示「單元四老人與我」的教學
設計，讓學生瞭解台灣的人口比例問題。

˙現在的台灣是一個高齡化社會，我們要多關心他們……（訪一S01-1）
˙扶養比越來越高，老人會擔心自己沒有人會照顧他們，我們未來也需要別人照顧我們……
（訪一S03-1）
˙一百人照顧41個老人，這樣負擔會很重，但是我們以後自己也會慢慢老去，所以我們要
好好關心老人，因為他們也是以前照顧我們的人……（訪一S02-1）

又如 S19 原本不在意阿公，但是發現阿公的年齡已經接近國人的帄均壽命，慢慢地能接
近阿公。從學生的訪談與學習單回饋中得知，學生能將轉變對自己的長輩原有的想法，
顯示從課程因此教學設計的確達到了學生對老人議題的重視，並能關心長輩。
˙我在那些老人身上學到了一顆堅持精神，是我該學習的地方，有時候做些較困難的事情，
都無法堅持到底，該向「新新老人世代」那些的成員，多多學習。（單二S19-1）
˙他們比我年紀大很多，但是比我更強，我要學習他們堅持到底的精神。（單二S16-1）
˙值得讓我學習的地方，既然要做，就要向他們一樣堅持到底，不要只有三分鐘熱度，且
做事情要有責任感。（單二S10-1）

綜合上述的課程活動中，增進學生學習經驗；從認識台灣人口結構單元出發，最終
於日常生活中對老人付出關懷，是增加學生相關知識的學習活動；在發表個人想法時，
是屬於多元自主的表現；而整個活動在進行之後能檢討活動中所體驗的意義，是屬於反
思的學習。因此，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設計達到綜合活動的目標，強調與生活經驗作結合、
引起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能落實於生活中的知識效能，也尌是達到生活實踐、體驗意
義、實踐和創新統整的目標。
整體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實施後，從各文件資料與量表結果，研究者均發現學生的學
習成果，也進一步了解學生在生活當中與老人的互動狀況，從學生描述許多生活上的小
細節中，看見了代間關係改變的契機，對於學生對老人態度的達到正向轉變的效果。然
而研究者透過課堂情境與實施過程的自我省思，認為在教學設計方法、活動設計上仍有
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在教學歷程中各單元可改善的部分為：單元一「老把戲*老即興」
，可將小組表演後
緊接著請學生進行一日老人體驗，讓學生們穿戴老人體驗裝備，包括音阻耳塞、老化眼
鏡（視覺模糊、變暗）、負重背心、手肘約束帶、觸覺約束手套、膝蓋約束帶、足托器
（降低帄衡感）等，感受原來老人在的活動是這麼吃力，同時解說台灣目前的人口比例。
單元五「新新老人世代」，如何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填寫學習單，雖然對研究資料的
分析與保存較為容易，卻容易讓學生有學習負擔增加的感覺，可放慢步調，讓學生們思
考與對話後，再表達自己的想法。單元六「終身學習的典範人物」，發現文本閱讀對多
數學生而言，需要時間閱讀。協同教師建議研究者可以將閱讀文本事先發放，讓學生能
課前閱讀，教學中再帶領學生進行重點摘要，或者運用閱讀理解教學的策略。單元七「與
長者對話」邀請退休校長分享退休後的生活，然而聽過一次演講之後，便無機會再次接
觸，可請全班在寫一次卡片送給退休的校長，或者請退休校長以攝影、書信方式，與學

生聯繫雙方情感。單元八「幸福延長線」，當初為原本多元的家庭型態進行設計，因此
在訪談對象當中包括手足、父母親、外祖父母可改成空白表格，讓學生自行填上訪談對
象，避免造成部分單親學生在尋求訪談對象時，有比較的壓力。單元九「品嚐美食」研
究者當初設定此單元為總結性課程，是希望學生能夠與家人共同分享美食、執行時，成
效比預期好，因為烹飪作品有要求學生事先熟悉食材與步驟，結果竟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協同教師建議可以做流質食物或素食料理，更能夠達到體驗彼此世代的用意。
研究者雖多次演練課程進行流程，然而在課程教學技巧的問題仍有待改善，特別是
在體驗性活動或討論活動過程中，學生有時的表現會偏離研究主軸，如學生故意開始討
論老人有多少財產，死亡後家人怎麼分遺產，而使課堂原以聚焦的讓座問題受到影響，
因此如何掌握班上的教學使學生的回答能切中問題的核心，研究者與協同教師、該班導
師討論後，僅能先漠視該生的問題，當該生願意投入思考讓座問題時，便立刻給予讚美。
在教學活動設計方面，研究者希冀以更多元的方式進行，然而礙於人力上的限制而
無法落實。如原規劃校慶活動，邀約老人進行同樂會活動，卻因為非假日協同教師不足，
難以照料老人的安全，因而僅納入規模較小的活動。此外本研究的兩位協同教師，一位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另一位是社會領域教師，能形成跨領域的組成教學合作團隊，對於
教學設計上也可發展出更多元的活動方式，如社會領域能反省自己或社會的價值觀、偏
見與歧視，並探究其緣由、戲劇表演等活動方式。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中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設計出一套適合國中學生的新新老
人世代課程，瞭解新新老人世代課程教學對國中生老人態度的影響。本章針對研究結果
加以歸納，提出研究的發現與結論，並提出改進國中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具體建議，做
為後續研究者參考之用。茲分為兩節描述，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經統計分析及相關文件之分析歸納探究後，獲得下列結論：

一、本校學生與老人互動情形良好，對老人抱持正向態度，且跟外祖父母
的親密程度有明顯相關
經本研究之統計結果分析可知，在與老年人親密程度與互動情形上，本校八年級學
生自評得分大多超過帄均值，尚稱良好，僅與年長鄰居接觸程度稍低。對老人態度量表
上得分帄均亦均為正向。有趣的是，得分較高的題項多屬於對老人「社會特質」方面的
態度，而得分較低的題項較多屬於對老人「心理特質」方面的態度。後續課程發展可針

對老人心理特質多作介紹，提昇學生接受程度。另外，特別的發現是：「與外祖父母親
密程度」與「對老人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他變項雖有正相關，但並無達到顯著性。
且外祖父母的親密程度與對老人態度的關聯性，竟然比祖父母高，是否因為外祖父母多
半未與孫子同住，而產生距離的美感？後續或許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二、參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後，學生對老人態度轉變為更正向
經本研究之統計結果分析可知，學生參與新新老人世代課程之後，學生對老人的態
度分數有所提升，表示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對學生之對老人態度，具有正向改變效果，除
統計結果之外，輔以學生的課後表現與學習單回饋、師生訪談資料中，發現學生對老人
的態度，在心理、生理、社會價值方面，確實有其更正向之轉變。

三、經由影片教學、主題演講等活動，學生對老人產生正向認知
本研究的新新老人世代課程，透過紐西蘭 Hip Op-eration 世界最老的嘻哈舞蹈團
影片教學、長者進入階梯教室演講自我的退休生活，學生活動當中獲得對於老人的正面
訊息；瞭解老人們的對生活的規劃，增加對老人之心理、社會價值的認識，瞭解老人仍
保有「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正面的生命態度；從演講中了解老人極參與社會活動，
從事耕種活動，從學生的回饋中，學生將老人視為學習楷模，願意更積極擴展自我生活
經驗，學習老人們堅毅與勇敢。

四、透過課程所設計的代間接觸活動增進了學生與長輩間情感交流
從活動中提供代間情感交流活動，讓學生建立長輩的情感，學生能體會祖孫或家人
情感，應用溝通技巧發展出友善的關係，結果顯示新新老人世代課程對學生之老人態度
有正面的提升。

五、透過課程所設計的議題討論與分享，激發學生省思的學習活動
在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設計，藉由臺灣人口課程與生活中的讓座議題，先讓學生認識
老人人口比例、國人帄均壽命等問題，思考自我與老人的關係，學生能將知識轉化為對
日常老人的關心，關懷自己身邊的老人；再者進行「終身學習的典範人物，為自己而讀
的陳志堅」問題討論後，學生也能進一步思考學習的意義與方法。

六、透過角色扮演活動，體驗老人身心層面，進而與老人正向互動
透過即興劇的體驗，學生在瞭解部分老人行動力會有退化的現象，因體驗過不便之
後所產生的同理心，之後願意主動協助老人。
學生在未參與課程之其老人態度雖偏於正向，然而在參與課程之後，其對老人態度
更為正向，在生理、心理和社會老化層面之初，學生是單一或較為負面的描述。然而，
課程後出現許多正面的態度，轉變先前對老人的看法。

第二節 建議
依據研究結論，本節相關老人議題課程發展提出建議，另外，針對未來相關研究也
提出若干參考意見。欲發展適合國中學生老化教育課程，使其有效達到研究者所預定之
課程目標，可從參考以下方向。

一、有關新新老人世代課程設計與教學方面
希望學校能重視相關老人議題發展，將此老人議題融入課程之中，引導學生有正向
的老人態度。於綜合活動課程之實施活動，使學生能將知識轉化為行動，能夠表達出對
老人的關懷，可藉以提昇對老人的態度。
（一）活動設計宜多提供老人正面訊息、邀請老人進入教室作為教學資源，提供學生學
習楷模，與正向良性之互動
教學活動設計時，可利用影片媒體或讓老人親自與學生進行直接接觸，提供正向且
多元的老人訊息。透過正面訊息的提供，可減少學生對老人之刻板印象，並引導學生瞭
解老人之社會價值與社會生活之能力，尊重與關懷老人，體會老人之智慧，將老人視為
學習對象。
（二）提供體驗課程、生活議題，讓學生省思自己對待老人的態度
課程設計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中議題作為教材，如讓座問題，或提供老化體驗活動，
於活動後學生進行討論與心得回饋，學生藉由體驗、省思、實踐之後，期能學生將所學
落實到生活之中，能做到主動協助長者，表達關心關懷之情。
（三）增加代間互動機會，增進彼此互動與溝通之道
課程設計可多提供代間接觸機會，使學生能經由與老人良好的接觸經驗，進而願意
與老人維持良好相處互動，提升學生與老人互動的意願。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針對後續研究提出二項建議，包括研究方法與研究變項。
（一）研究方法方面
透過質性訪談，學生表示教學方案可以有更活潑的呈現，以及相關參訪老人福利機
構進行服務學習等意見，後續研究可以依據這些觀點，在教學方案中加入更具啟發性、
趣味性的活動，以引發學生的學習意願及學習動機。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僅將學生之性別、家庭型態、與年長長輩親密程度，作為其老人態度的相關
變項。結果發現三者與對老人態度關係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推論可能尚有其他的影響變
項，如學生的家庭教養方式、祖父母與孫子女在生活上接觸經驗的影響等，故未來進行
相關研究時，宜增加其他的變項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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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學活動簡介
單元一

讀老、獨老

課程時間

45 分鐘（1 節課）

理論基礎

學習理論
學生在活動中，學習教師所傳授關於老人的初步常識，並學習教師尊
重老人的態度
1、透過書面及影像文本的閱讀，學生能理解：日本家庭型態改變，

課程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所引發的「下流老人」現象，並連結到臺灣社會現況。
2、藉由學習單提問設計，學生能覺察獨居老人居住正義的問題，並
討論相關延伸議題。
1d-IV-1 覺察個人的心理困擾與影響因素，運用適當策略或資源，促進
心理健
家 Db-IV-2 家庭的發展、變化與逆境調適，以及家人衝突的因應。
引起動機
1、教師詢問學生何謂老人的定義，並舉手調查有多少位同學與老人
同住。
2、教師詢問與老人同住的同學，生活中比較不方便的問題有哪些？
發展活動
【教學活動一】「下流老人」影片觀賞：
1、教師從影片中去了解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日本-所發生的
下流老人現象，去省思人口高齡化或超高齡化有可能產生的問題。
2、教師在給學生觀賞影片之前，先發下閱讀文本（學習單）並告知

教學活動

影片中的旁白說話速度較快，可在速記欄中述寫在影片內容中看
到的重要內容或資訊。
【教學活動二】「下流老人」影片有獎問答
1、教師進行影片問題提問，請舉手學生回答，並給予精美小禮物及
口頭獎勵回答的同學。
2、題目共有五題：
（1） 何謂下流老人定義？
（2） 老人化最快的國家？
（3） 台灣老人自殺率排名世界第幾？
（4） 日本形成下流老人的原因有哪些？

3、教師進行問題澄清活動：
常見迷思：學生對於老人化及老年人口數量的觀念混淆，同學以
為老年人口數量尌是老人化的概念，教師解釋老人化是國家老年
人口數量在全國人口數量的比率
【教學活動三】「台灣獨老者居住正義」文本閱讀：
1、教師引導學生去思考老年人口在有親人或機構的照顧之下仍然會
有不方便的狀況，更何況那些沒有人照顧的獨居老人所面對到的
問題是可以想見的多或複雜呢？
2、教師請學生看完閱讀文本後，填寫學習單；完成後，帶領學生進
行口頭發表活動。
3、教師針對學生回答的問題進行統整，給予回答正確問題的學生口
頭獎勵外，也針對無法找到正確答案的學生一些提示，使其能自
主修正答案。
4、第四题屬於開放性的問題，作為學生的回家作業，也准允學生可
以與家人共同討論後，寫上自己的心得。
綜合活動
【「獨老者的餐桌-獨老者的居住正義」影片觀賞】
1、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影片觀賞「獨老者的餐桌-獨老者的居住正義」，
內容即為學習單文本中，獨居老人居住問題的影音版。
2、教師將影片中人物（獨居老人）居住所面臨的問題與學習單問題
作對照歸納與整理呼應，使學生更能感受獨居老人居住的問題。
3、教師提問：獨居老人除了有居住的問題外，還有可能會有哪些問
題呢？
4、學生舉手回答，有可能還會有醫療及飲食等問題，教師簡單歸納
幾個向度，並說明相關的公民議題及政策。


關鍵評論網（2016）。月薪五萬，老後還會成為窮光蛋？兩分鐘
看日本「下流老人」現象！資料引自：

器材與教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nNo0Mtg2NE


評量方式
備註

關鍵評論網（2016）。獨老者的餐桌。資料引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1mbGTUFHs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單元二

老把戲* 新即興

課程時間

45 分鐘（1 節課）

理論基礎

認知一致性論：運用認知失調的策略，企圖使個體的態度產生改變，
在於說服者必須先造成個體的認知失調，然後提供方法讓個體能降低
失調所帶來不愉快的感覺。學生透過表演體驗後，瞭解長者生理變化
後，能與助人、體貼的想法一致，進而願意幫助長者。

課程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1、學生能運用特定的肢體語彙（即興劇元素）表現想法，發展自身
的多元能力。
2、從戲劇創造的過程中，學生能提昇專注力、想像力與觀察力，體
驗老人的生理變化，進而覺察個人對年長者的感受及想法。
3-Ⅱ-2 能觀察並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表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扮演。
引起動機
【讚頌失敗】
1、教師引導學生透過拋接球遊戲，進行「讚頌失敗」的訓練，步驟
如下：
（1）老師向 A 丟出一顆紅球，同時要說出 A 的名字，A 接到紅球即
成功一次，再繼續往下傳遞；若球落地，則算失敗，大家尌一起

教學活動

高舉雙手，透過眼神的交流同時發出「耶！」的歡呼聲，為自己
也為同伴的失敗歡呼！
（2）老師向 B 丟出一顆黃球，同時要說出自己的名字，B 接到黃球
即成功一次，再繼續往下傳遞；若球落地，則讚頌失敗！
（3）同時進行上述兩個活動，提昇遊戲困難度，但不忘提醒學生過
程不在於成功與否，而在於專注享受當下的愉悅。
2、三輪遊戲大約進行十分鐘，教師引導同學們分享活動過程中的感
受及感謝。
發展活動
【我是演員】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直覺聯想的肢體創作，規則如下：
（1）第一位出來的演出者，演出一顆樹，並說出：「我是一棵樹！」
第二位表演者，則要演出相關聯的物品或角色，並大聲說出自己
所飾演的物品或角色，第三位表演者亦同，最終與夥伴三個人一
起成為一幅畫（過程中需提醒畫面呈現的協調感）。範例：我是
一棵樹、我是一顆石頭、我是石頭上的青苔…
（2）第四位表演者上前輕拍一位表演者，留下剛剛畫面中的其中一個
物品或角色，然後繼續進行創作接力。
（3）過程中，需要安排一位攝影師拍攝定格畫面，以便後續回憶及討

論。
2、教師將第二輪的指定題目，改為「我是一個老人」，請學生演出年
長者的直覺聯想。（若離題太多，可視情況拉回主題進行下一輪。）
綜合活動
【「老」是如此？】
1、教師總結學生剛剛所有的演出，引導學生覺察自己對年長者相關的
聯想，並討論對於年長者的觀察及感受。
2、教師透過「動態引導反思法」的架構，引導學生以四個脈絡：Facts
（事實）、Feeling（感受）、Finding（發現）、Future（未來）進
行思考：這些想像是事實嗎？對你的感受是什麼？想像是如何產
生？是透過媒體再製的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真實生活中的體會？
3、教師請學生回家後，盡可能地觀察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及行動，下次
課堂中會需要用上。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紅球、黃球各一顆
課堂表現、活動參與

備註

單元三

老是如此？

課程時間

90 分鐘（2 節課）

理論基礎

認知一致性論：運用認知失調的策略，企圖使個體的態度產生改變，
在於說服者必須先造成個體的認知失調，然後提供方法讓個體能降低
失調所帶來不愉快的感覺。學生透過表演體驗後，瞭解長者生理變化
後，能與助人、體貼的想法一致，進而願意幫助長者。
1、透過即興劇場的展演，學生能藉由肢體展現及口語表達，深化人口

課程目標

老化議題的感受及討論。
2、透過分組合作學習，學生能在團體中提出問題，並列舉出關懷長者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的具體行動及實踐方案。
3-Ⅱ-2 能觀察並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表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扮演。
引起動機

教學活動

【掌聲響起來】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拍手專注力遊戲，規則如下：
（1）全體學生圍成一個圈
（2）由一人開始可向右（左）拍手，並傳遞下去（左傳或右傳）
（3）一人有兩次反轉權力，可隨時用你的反轉權

（4）進階版本，可加入聲音、口號或換其他的動作
例如：向右拍手，並說「讚」，下一個傳遞者要拍並說一樣的話；
若下一位要行使反轉權，便需要往左拍，並說其他的話，且繼續
傳遞，直到又有人反轉。
發展活動
【演得比說得好】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默劇（無台詞）暖身活動：全班圍成一圈，每個
人輪流用默劇不說話的方式，呈現出某個地方的某個人物。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默劇（無台詞）即興演出，步驟如下：
（1）3~4人一組，小組用默劇的方式呈現出一個故事（不超過30秒），
其中至少有一個角色是老年人。
（2）教師引導每組分享剛剛呈現的故事，並挑選某些組別進行訪問，
說明扮演該角色時的感受。
3、教師引導各小組中扮演老年人的學生，說明自己在演出年長者時的
感受，並試著說出對於其他週邊人物的感受與看法。
4、教師引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尌剛剛的分享內容，討論老年人可能
面臨的困境及遭遇為何？他/她們期待怎樣的對待？將答案寫在便
利貼上，張貼到黑板。
綜合活動
【「老」實作作看】
1、教師將討論的結果進行歸納，並引導學生回到日常生活中作思考：
若家中有長者，我可以作哪些事情，表達自己的關懷？又可能會遇
到怎樣的困難？
2、教師請學生利用一週的時間試著完成關懷學習單，下週再將學習單
帶回課堂進行討論。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備註

便利貼、關懷學習單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單元四

老人與我

課程時間

45 分鐘（1 節課）

理論基礎

說服—學習傳播模式－議題涉入：指該議題與個人有關知覺和重大影
響時，會使人有動機去密切處理訊息
學生整合前三堂課程活動中，自己關於老人的感受及認知，試著連結
回自我生活，後續能思考行動及實踐方法
1、針對前一節課的特定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回扣老人照顧議題，學生

課程目標

能重視長期照顧的問題。
2、回顧系列課程，學生能重新檢視自己對年長者的觀點，並更能理解
人口老化對家庭、社會及國家的影響。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社 2a -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
地關係。
公 Ba -Ⅳ-4 為什麼會產生多樣化的家庭型態？家庭職能如何隨著社
會變遷而改變
引起動機
1、老師帶領學生回憶上次課堂中，有一組表演到照顧老人會有推卸
的問題，帶領學生進行原因探究。
2、綜合學生回答後，引出照顧老人是一件不輕鬆的責任。教師接著
提問：家中有老人需要照顧的同學中，哪一件事是最困難或很怕面
對的事？
發展活動
【教學活動一】「不是你走，尌是我走」案例解析：
1、教師呈現社會案例「憂鬱女殺中風母 澆油點火推落大排」

教學活動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31421），引導學
生省思老人照顧的問題為何是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也回扣到第一節課中，台灣是全世界老人自殺世界第二的現象，其
原因乃是年長者擔心自己成為子女的負擔。
【教學活動二】「老是如此」實作心得發表：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如何讓照顧者有力量、被照顧者能安心，延伸
到自己目前身為國中生，在家中可以如何提供長者協助。
2、老師鼓勵學生上台發表「老是如此」學習單內容。
3、教師除了肯定上台發表的同學外，亦統整學生所發表的論點，以
期同學們能清楚知道學生發表的主要涵義。

綜合活動
【老人與我】課程心得回饋
1、教師發下學習單，引導學生回顧系列課程，並請學生整理上完系列
課程後的總體感受及想法。並藉由學習單的回饋，了解本課程設計對
學生理解老人關懷議題上的效益。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回顧學習單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備註
單元五
課程時間

理論基礎

課程目標

「新新老人世代」如何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45 分鐘一節課
認知失調論/帄衡理論－運用認知失調的策略，欲使個體的態度產生
改變，在於說服者必須先造成個體的認知失調，然後提供方法讓個
體能降低失調所帶來不愉快的感覺。
學習理論－欲改變個人態度，可透過強有力的示範和提供做相同事
情的多數模範。
1 能體會長者的社會價值。
2.能學習長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3.能欣賞長者有活力、樂於與人相處的優點。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1d-IV-2 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
助他人。
輔 Ac-IV-1 生命歷程、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探索。
1.學生閱讀三則短篇人物故事文本(日本原重明醫師 105 歲、美國拉貝
斯坎設計師 93 歲、紐西蘭 Hip Op-eration 世界最老的舞蹈團等)，並
進行 ORID
O-「Objective」指了解客觀事實的問句，例如：
在這篇文章上，你看到了什麼？還記得哪些段落？

教學活動

R-「Reflective」喚起情緒與感受的問句，例如：
文章中有哪些部份是讓你印象深刻的嗎？
I-「Interpretive」尋找解釋前述感受的問句，例如：
為什麼文章中的這些部份讓你印象深刻？
為什麼會帶給你這樣的感受(感動/驚訝/難過/開心)？
引發你想到了什麼經驗？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D-「Decisional」找出決議和行動的問句，例如：
這些老人有哪些的特質是值得我們學習？
接下來你的行動/計劃會是什麼？
2.請學生發表
3.老師總結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備註

單元六
課程時間

影印閱讀文本，1 人 1 份。
紅筆或螢光筆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新新老人世代」，如何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改自楊寧茵專欄

為自己而讀的陳堅志
45 分鐘一節課
認知失調論/帄衡理論－運用認知失調的策略，欲使個體的態度產生改

理論基礎

課程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

變，在於說服者必須先造成個體的認知失調，然後提供方法讓個體能
降低失調所帶來不愉快的感覺。
學習理論－欲改變個人態度，可透過強有力的示範和提供做相同事情
的多數模範。
1 能體會長者終身學習的毅力。
2.能學習長者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3.能欣賞長者有活力、克服生活中的困境。
1d-IV-2 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
助他人。
家 Dd-IV-2 家庭文化傳承與對個人的意義。
1.學生閱讀後，使用自詢策略，六問法：〈1〉何人〈2〉何處〈3〉為
何〈4〉什麼〈5 〉如何〈6〉何時。再進行〈1〉文中可尋答案的問題
〈2〉推論式的問題〈3〉心得或感想。
2. 若有讀不懂的地方，運用補救策略：讀慢一點，再讀一、二遍，
請教同學、父母或師長，在難字、難句下做記號，對照上下文了解意
思。
3.進行分組討論，71 歲的陳堅志攻讀碩士的契機
⑴陳堅志為什麼要去讀實踐大學高齡家庭服務事業碩士在職專班？
⑵從陳堅志先生的故事中，我們學到…，我的實踐或行動方法？
4.老師講評

器材與教具

影印閱讀文本，1 人 1 份。
紅筆或螢光筆

評量方式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備註

https://50plus.cwgv.com.tw/

單元七

與長者的對話

課程時間

45 分鐘一節課

理論基礎

課程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教學活動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備註

學習理論-透過與老人的接觸，提供正向的老年模範，學生產生認同
與同化，進而培養正向的老人態度。
認知失調論-提供正向的老人楷模，給予學生調整認知的機會。
1. 能積極與老人互動。
2. 能仔細聆聽演講內容。
2a-IV-1 體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以正向的態度經
營人際關係。
家 Dc-IV-1 家庭活動策劃與參與，以互相尊重與同理為基礎的家人關
係維繫。
1.教師備妥「常跟老人家說這 9 句話」資料，讓學生事先閱讀。
2.教師力邀退休長者至校日期，分享主題為退休後的生活經驗。
2.長者至課堂後，先自我介紹，學生可提問對老人、課程的疑問。請
長者回答解說。
3.長者進行演講並提問，以有獎徵答做為結束，增進學生與長者間的
正向互動關係。
歡迎海報
聽講重點摘要紀錄紙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資料來源：http://www.new-alive.org/blog/9
常跟老人家說這 9 句話，他會一天比一天開心

單元八

幸福的延長線

課程時間

45 分鐘一節課

理論基礎

學習理論-透過角色模擬示範，學生學習與老人正向互動。

課程目標

1. 學習如何關懷長者。
2. 能善用技巧與長輩互動。
3. 能主動完成學習單。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2a-IV-3 覺察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增進經營家庭生活能力。
家 Da-IV-1 家人溝通與情感表達。
1.教師說明幸福延長線的活動意義。

教學活動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2.發下幸福延長線學習單，課堂共同討論並發表、分享自己的答案。
3.請學生課後將幸福延長線學習單完成，
4.提醒學生下週上課須攜帶完成後的幸福延長線學習單。
5.課堂進行分享，並請學生發表活動心得感想。
學習單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備註
單元九

品嘗美食(烹飪)

課程時間

二節課 90 分

理論基礎

態度轉變模式-學生因為接觸機會的增加，亦有助於態度的轉變
1.能藉由傳情點心表達對長者的關懷情意。

課程目標

2.能製作符合老年人飲食習慣的傳情點心。
3.能反思製作點心對長者食用的適切性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2c-IV-1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與執行個人生活中重要事務。
家Ab-IV-2飲食的製備與創意運用。
1.教師說明配合祖父母的飲食喜好和營養需求，
2.讓學生使用

教學活動

器材與教具
評量方式
備註

ipad 上網尋找點心類的食譜

3.學生分組後，共同決議下週製作「點心類」。
4.請小組長主持討論，分配採買材料與製作流程。
5.提醒學生自行準備空盒以便裝入完成作品。
6.並紀錄家人或長者食用後的回饋與改進的建議。
有關適合長者飲食的專書
教學媒體 ipad
課堂表現、活動參與
銀髮族飲食生活照護全書：專為 65 歲以上年長者設計的餐點，吃對食
物、營養好均衡，學會照顧自己，並預防與改善身體不適，一起攜手
快樂變老！

單元十
學習內容/表現

回饋與分享
Da-IV-1 口語 2-IV-1

課程時間

一節課 45 分

理論基礎

學習理論-透過一系列課程活動的回顧，提升學生的認同。

課程目標

1.能主動活動反思自己的學習歷程。
2.能分享課程心得。

學習表現
學習重點

2a-IV-3 覺察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增進經營家庭生活能力。
家 Da-IV-1 家人溝通與情感表達。

教學活動

1. 觀賞上周烹飪課程照片，分享製作心得與家人享用感想。
2. 回顧完整活動歷程照片，填寫整體課程回饋單。

器材與教具

簡報：一系列的學習活動照片

評量方式

課堂表現、學習單、活動參與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