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咖啡愛長者揪甘心
8-7

單元

愚人之友基金會
線上觀賞

南投埔里 921 大地震時成了重災區，年輕人忙著工作重建家園，長輩獨自
在家，結果陸續出現災後症候群，這時「愚人之友基金會」成立了，他們可說
是台灣長照的典範，十多年來落實「在地尊嚴終老」的信念，不斷的培訓在地
照服員，提供居家、社區跟機構完整的連續性整合式照顧，包括設置偏鄉沐浴
車前往弱勢部落服務，減輕失能者家人的負擔等等 ...。
最近他們成立「厚熊咖啡館」，取 " 互相 " 的諧音意味著互相照顧，透過
社區裡的這個空間，讓志工和社群組織整合成一個完善的長照資源平台，要讓
埔里的長照不只是專業的人員在做而已，而是能夠吸引到多元的產業、社區及
民眾參與其中，帶您暖心走一趟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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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來一直朝向在地化發展，培訓當地人照顧在地長者，讓社區自己發展照顧資源。

2 阿茹早年在醫院擔任護理師，現在是厚熊咖啡館店長，每天陪伴 20 幾位長者，提供諮詢及溫暖關懷。
3 南投第一台「到宅沐浴車」協助偏鄉失能者或身障者進行全身沐浴，減輕家屬的照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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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老老友愚人

適用對象 高中一年級∕公民與社會科

教學時間∕節數 100 分 （2 節）

愚人之友基金會
咖啡愛長者揪甘心

影片
資源

學習
表現

學習
重點

學習
內容

學習
主題
議題
融入

撰寫者 / 邱俐瑜

生命 4a-V-1 具備對道德、
個人行為及公共議題進行
價值思辨的素養。
生命 3a-V-1 能掌握哲學、
生死議題與宗教的基本意
涵及其和人生的關係，以
建立自己的人生終極信念。

教案
下載

核心
素養

生 命 Da-V-3 釐 清 個 人 行
為及公共事務等議題中的
迷思，掌握正確探索相關
課題的方法。
生 命 Ca-V-4 善 終 的 意 義
與臨終關懷之實踐。

綜 S-U-A3 敏察和因應危
險情境，規劃與運用資源，
預防及化解可能的危機 ;
剖析未來社會發展趨勢，
發揮創新精神，促進適性
發展與彈性適應的能力。
社會 -U-C2 發展適切的人
際互動關係，並展現相互
包容、溝通協調、社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精
神與行動。

生命教育 終極關懷。
家庭教育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實質
內涵

生命 U4 思考人類福祉、生命意義、幸福、道德與至善的整體脈絡。
家庭 U1 探究家庭系統的意涵，以及家庭系統與社會變遷的相互關
聯影響。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社會領域 / 公民與社會科
公 2a-V-1 關注社會生活相關課題及其影響。
公 Db-V-1 國家為促進社會安全，為什麼需要社會救助、社會福利
和社會保險等多種制度的規劃？
公 3d-V-2 落實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行動並反思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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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公 Da-V-2 群體權利跟公平正義有什麼關聯？在什麼情形下，特定
群體受到「差別對待」會成為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積極原則？

教學設備
∕資源

教師將班上學生分為若干組，方便課堂討論。

學習目標

一、能觀察年紀大的人日常生活上可能有什麼不便之處。
二、能重視臺灣目前的高齡社會現象。
三、能付諸行動為高齡長者提供服務與照顧。
一、準備活動 （10 分鐘）
教師提問：

1. 我們常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你們家或是鄰居有年紀大的
長者嗎？試著分享你和他們的相處的經驗。 （學生自由分享）
2. 是否有觀察到自己身邊或鄰居長者處於獨居狀態？他們生活有
哪些不便之處？ （學生自由分享）
二、發展活動 （85 分鐘）
（一）老人都在哪：

教學流程

1. 概念介紹－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
比率達到 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是「高齡社會」，
若達 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107 年 3 月起，我國 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2. 教師說明過去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至今似乎變成「家有一老，
已成煩惱」，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有更需多需要被關注照顧的
老人家，他們可能行動不便或受到慢性病困擾，導致連正常出門
或處理用餐都無法應付。
3. 教師提問：面對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衍伸的問題，有什麼方
法可以幫助改善呢？（參考答案：政府規劃長照政策、盡量採取
三代同堂或是三代同鄰就近照顧…等）。
（二）愚人娛老人：
1. 觀看影片：愚人之友基金會 -「咖啡愛長者揪甘心」。
2. 教師請學生分享影片中最印象深刻的事？（參考答案：在地老化、
厚熊咖啡館帶老人們做肢體活動、偏鄉沐浴車到老人家中幫忙洗
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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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3. 教師請學生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為什麼稱為「愚人」之友
基金會？（參考答案：基金會取用「愚人」的名稱，其意思是去
做沒有人願意做，但卻是這個社會弱勢最需要關懷的服務工作。）
4. 教師請學生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愚人之友基金會的目標宗
旨？（參考答案：弘揚基督耶穌救人博愛精神，辦理老人、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婦女、兒童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5. 教師請學生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愚人之友基金會的服務項
目？（參考答案：辦理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婦女福利、青
少年福利、兒童福利、志願服務推廣、長期照顧訓練、原住民關
懷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等）
（三）愚人給幫助（分組討論）：
1. 教師協助學生申請機構參訪，請學生於一個月前填妥愚人之友基
金會參訪申請表＜ https://goo.gl/pVK7Yf ＞（因應地區及交通
考量，教師可調整至附近老人照護中心），並於參訪前請學生填
寫「我們願為您這樣做」小卡，內容為如何以學生身分盡己之力
提供老人們協助，並以小組為單位共同行動。
2. 上臺發表：請各小組推派一人統整成果，全班給予回饋。
3. 教師於帶領學生參訪完後，邀請分享過程中所見，並請學生思考
老人們真正需求以調整其方向，並真實付諸行動。
三、總結活動 （5 分鐘）
教師總結：愚人之友基金會以守護偏鄉照顧弱勢為己任，從災民服
務到老人長照，一直朝向在地化發展，培訓當地人照顧在地長者，
不僅解決長者照護問題，也讓弱勢家庭獲得就業機會，透過實際的
參訪活動，我們看見機構如何成為「在地老化」的模範生，看見在
地老人們真正的需求。

教學評量

一、能分享 1 個以上親身或鄰居的老人生活狀態的例子。

教學評量

三、能於 1 個月內實際付諸行動為高齡長者提供服務與照顧。

參考資料

1. 老年人口突破 14% 內政部：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https://
goo.gl/8rdNrU
2. 愚人之友基金會 http://www.qif.org.tw/B-index.asp

二、能舉出 1 個以上的方法改善邁入高齡社會衍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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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老老友愚人

班級：＿＿＿＿ 座號：＿＿＿＿ 姓名：＿＿＿＿＿＿＿＿
老人都在哪：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7％
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是「高齡社會」，若達 20％則
稱為「超高齡社會」。是否有觀察到自己身邊或鄰居長者處於獨
居狀態？他們生活有哪些不便之處？

愚人娛老人：
請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為什 請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愚人
麼稱為「愚人」之友基金會？ 之友基金會的目標宗旨？

請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愚人之友基金會的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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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給幫助：

，
＿＿＿小組
我們是＿＿
這樣做：
我們願為您

參訪完後我在過程中看見的是？
------------------------------------------------------------------------------------------------------------------------------------------------------------------------------------------------------------------------------------------------------------------------------------------------------------------------------------------------------------------------------------------------------------------------------------------------------------------------------------------------------------------------------------------------------------------------------------------------------------------------------------------------------------------------------------------------------------------------------------------------------------------------------------------------------------------------------------------------------------------------------------------------------------------------------------------------------------------------------------------------------------------------------------------------------------------------------------------------------------------------------------------------------------------------------------------------------------------------------------------------------------------------------------------------------------------------------------------------------------------------適用高中一年級 8-7 單元 愚人之友基金會 6/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