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8-5

影片中的阿嬤已經快 100 歲了，居家照顧服務員玉佩回想起說：「一年前

的阿嬤，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如今她能開口說話，甚至下床活動」。你能想像嗎 ?
許多高齡臥床的老人家每天睡醒眼睛睜開，只能盯著天花板發呆，每天生活侷
限在一小方床舖之中。
全台像玉佩這樣的居服員僅有 2 萬人，需長期照顧的長輩高達 130 萬人，
遠遠趕不上老化的速度。因此專業普及化就格外重要，將玉佩的技巧分享給其
他的照顧者，像是怎麼扶老人家起床或走路，都需要專業的技巧與步驟，曉明
基金會利用數位工具，將這些技巧錄製成影片，讓家中有老人家需要照護的都
可以觀看學習。
長期照護老人家需要的不只是體力也是精神與耐心，這會是一場長期的戰
役，沒人可以獨自打這場仗，但集合眾人的力量，互相照應鼓勵，讓照顧老人
家可以不再那麼的孤獨辛苦。

快百歲的阿嬤有居服員照顧，從臥床到能下
床活動，阿嬤十分喜悅。

曉明提供長者擔任志工的機會，有效減緩身體退化，活得更有自信。

如何輕鬆攙扶長輩，就靠曉明的教學影片，
讓更多照顧者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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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美麗銀世代
適用對象

撰寫者 / 廖瑀凡

國中七年級 / 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 節數

45 分 (1 節 )

【2017 傳善】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

影片
資源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綜合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他人。
綜合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核心
素養

綜合 -J-A3 因應社會變遷與環境風險，檢核、評估學習及生活計畫，發揮
創新思維，運用最佳策略，保護自我與他人。
綜合 -J-B1 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
理心及合宜的溝通技巧，促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學習
表現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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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 3b-IV-1 落實社會服務的關懷行動，以深化服務情懷。

學習
內容

童軍 Bb-IV-1 多元族群服務需求的評估。
輔導 Dd-IV-3 多元文化社會的互動與關懷。

設計
理念

藉由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影片以及「高齡者角色扮演照顧」體驗，
讓學生省思正步入高齡化的台灣，高齡者照顧與延緩老化課題需你我共同
關心，期許能讓學子同理高齡長輩的需求，以及認識台灣人口老化問題。

教學
目標

1. 認識台灣人口老化問題。
2. 同理高齡者處境，並思考高齡者照護需求。

課前
準備

1. 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影片
2.「迎接美麗銀世代」學習單。
3. 教具：木柴、三角巾、蛙鏡各 5 組（奶油或刮鬍泡少許，塗污蛙鏡用）。

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 -【銀髮世界的考驗】（30 分鐘）
意義：藉由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扮演：（一）需要被幫助的高齡者（老
花眼與關節退化）、（二）幫助高齡者的善心人士、（三）橫衝直撞的汽
車與路人，期待透過這樣的體驗，使學生同理高齡者的不便與需要，並體
會幫助高齡者需要注意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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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1. 抽卡分配角色：（1）高齡長輩 5 位：配戴塗抹奶油（或刮鬍泡）的蛙鏡
模擬老花、白內障（蛙鏡可以一般近視眼鏡替代），並在一腿膝關節處
以三角巾綁木柴使關節無法彎曲，模擬關節退化或腿腳不便情況。（2）
善心人士 5 位：陪伴高齡者過馬路，避開模擬汽車與障礙物。（3）汽車、
路人：其餘同學扮演橫衝直撞的汽車與在路上行走的路人。
2. 完成善心人士陪伴高齡者過馬路任務：長度與路線由教師評估決定，地
點可在校園一隅，路線為教師指定的 s 型，或可為教室裡以桌椅布置的
各種障礙物。
二、發展活動【認識銀髮世界】（55 分鐘）
㈠銀髮世界考驗心得分享
1. 請扮演高齡者說明方才體驗經驗，感覺到身體何處不便？
行動起來有什麼感想？（學生可自由發揮。）
（參考答案：看不清楚、腿部走路困難之下又要走路，很沒安全感。）
2. 請扮演善心人士說明方才體驗，攙扶高齡者需要注意什麼？
他們可能有哪些需求？（學生可自由發揮。）
（參考答案：走路速度要慢、要出聲提醒、要替長輩注意四周路況。）
3. 請其餘扮演者說明方才體驗經驗：（學生可自由發揮。）
（參考答案：高齡者走路很慢、眼睛不太能注意到周遭路況。）
㈡觀看影片：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
㈢問題討論：
1. 影片中的長輩們遇到什麼生理困難？
（參考答案：失智、腳受傷。）
2. 影片中居服員提供長輩什麼幫助？
（參考答案：飲食起居與家裡環境的打點、陪玩桌遊、教打鼓、量血壓
等。）
3. 請討論居服員為什麼要提供這些服務給長輩？
（參考答案：打點生活是因為長輩身體不便、其他服務是為提升長輩生
活品質或延緩老化。）
㈣介紹我國人口老化情況
1. 人口老化定義
2. 台灣人口老化趨勢
3. 人口死亡交叉定義與狀況
（以上講述資料可見學習單所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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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㈤延伸活動
1. 完成學習單「迎接美麗銀世代」
2. 回家作業：思考一個對高齡長輩有幫助的團康活動，並於下次報告帶領
實做。
（範例：國民體操帶動跳、氣球不落地傳球遊戲）
三、總結活動【用愛照亮銀髮世界】（5 分鐘）
高齡化的浪潮席捲全世界，我國少子化狀況位居世界第一，更凸顯人力與
資源的分配在銀髮世代的重要性，因為人口扶養負擔最沈重之時，正是在
座同學們壯年之際。曉明基金會以「最貼近老」的思維，建置數位平台協
助一般民眾對老化議題的知識與技能，24 年來積極投入老人社會福利工作，
包括提供長青大學、居家照護、日間照顧等各項服務，並讓社會一般大眾
認識高齡教育的重要性，提供活到老學到老的延緩老化各項活動。相信同
學體驗了「銀髮世界考驗」，也認識了我國人口老化問題處境，能夠明白
雖然人人終需一老，但我們可以用更多的關懷和陪伴，「貼近老」、「同
理老」，讓銀髮世代美麗又溫馨。

教學
評量

1. 能寫出至少 2 項高齡者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不便。
2. 能說出人口老化定義與人口死亡交叉定義。
3. 能寫出至少 2 項可以延緩老化的方式或服務。

參考
資料

1. 八數據看人口老化多嚴重。取自經濟日報 107 年 3 月 30 日報導：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8853/2374676
2. 前 9 月新生兒僅 14.3 萬 人口死亡交叉恐提前。
取自自由時報 106 年 10 月 31 日報導：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47903
3.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
（民國 105 年 8 月發表）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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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美麗銀世代
班級：＿＿＿＿＿＿ 座號：＿＿＿ 姓名：＿＿＿＿＿＿
第一部分【銀髮世界的考驗】
藉由模擬情境下的角色扮演，我們可以試著去同理高齡者的不便與需要，並體
會幫助高齡者所需要注意的細節喔！

1. 請圈選抽到的角色：
高齡者 / 善心人士 / 汽車 / 路人

2. 藉由剛剛的體驗，我注意到哪些以前沒注意到的事情？

3. 請推測至少兩項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哪些身體上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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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認識銀髮世界】

Step1： 欣賞曉明基金會 -「照亮長青人生」影片，思考並討論以下問題：
1. 影片中的長輩們遇到什麼生理困難？
2. 影片中居服員提供長輩什麼幫助？
3. 請討論居服員為什麼要提供這些服務給長輩？（可從長輩身上的不便

來討論）

Step2： 人口老化知多少？
台灣老化指數 2017 年初首破百，
國發會估計 2061 年老化指數將為 406.9，
老年人口將是幼年人口的 4.1 倍，
我國不但高齡化程度續增，
速度更超過歐美等國家。
這與同學們有什麼相關呢？
你會發現：人口扶養負擔最沈重之時，
正是各位同學約莫壯年之際！

老 化 指 數：
老年人口對幼
老 年 人 口 的 比 例。
指數越高，代表高老齡
化情況越嚴重。老年人
口大於幼年人口時，指
數 便 大 於 100。 我 國
2017 年 初， 老 化
指數首破百，達到
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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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死亡交叉：出生數低於死亡數

國發會原預計人口死亡交叉將出現在 2021 年，
出生人口
但內政部統計，2017 年前 9 月新生兒僅 14.3 萬人，
死亡人口
死亡人口則為 13 萬人，出生人口為歷年次低，
原估 2021 年發生現恐提前至 2019 年
若趨勢無法逆轉，人口死亡交叉將提前於 2019 年來到，
進而造成未來工作年齡人口及扶養比加速惡化。（來源：自由時報 106 年 10 月 31 日）

Step3： 貼近、關懷、同理，用愛迎接銀世代
既然人口老化已無可避免，同理與關懷高齡長輩，
創造友善的銀髮世代人人有責，請寫出至少 2 項可以延緩老化的方式或服務：
Ex. 影片中帶領長輩玩桌遊

Step4： 延伸活動：
思考一個對高齡長輩有幫助的團康活動，並於下次報告帶領同學實做吧！
Ex. 國民體操帶動跳、氣球不落地傳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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