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伴老憨兒共度餘生
8-8

單元

蘭智基金會
線上觀賞

您知道嗎？全台灣身心障礙人數有 116 萬多人，他們因為罹患了多重肢體
障礙、智能障礙等身心殘疾，需要被照護關懷。
以宜蘭縣為例，身心障礙者有 3 萬多人，但縣內民間社福機構能量有限，
只能照顧到大約一成的病患，不過秉著救一個是一個的理念，25 年前蘭陽地區
有幾位心智障礙者家長們，決定一起努力，成立「蘭智基金會」，提供職訓、
日夜間照顧等服務，還成立烘焙坊，教導身心障礙孩子們製作糕餅、學習一技
之長；只是，身心障礙者終將終老，父母照顧者也年邁，未來將更加面臨無助
窘境，基金會也開始著手推動老化家園籌設工作，陪伴心智障礙者安頓餘生，
來看這一群人間天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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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烘焙坊的頭號超級幫手小豪，神情專注的模樣，儼然就像是烘焙師傅，很想像他其實是個心智障礙者。
2 為了延緩心智障礙者老化，依照學員障別，參與日常小幫手，獲得成就，提升自信。
3 阿敏媽媽與女兒阿嬌都是心智障礙者，機構提供照護服務及各項訓練課程，維持身體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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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有愛使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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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智基金會
伴老憨兒共度餘生

影片
資源

學習
表現

學習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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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生活與家庭 3b-V-2 剖
析社區環境與生活品質關
係，主動關懷社區並參與
活動。

教案
下載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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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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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新 生 活 與 家 庭 Cb-V-2
社會關懷與社區參與。

學習
主題

人權教育 人權與生活實踐。
家庭教育 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

實質
內涵

人權 U4 理解人權與世界和平的關係，並在社會中實踐。
家庭 U3 解析社會、經濟及人口結構與家庭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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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科
公 2b-V-1 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與情緒。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公 Ea-V-4 社會階層化現象與族群、性別、身心障礙等因素的關係
為何？這些因素如何造成社會不平等現象？
公 3d-V-2 落實具有公共性或利他性的行動並反思與修正。
公 Bc-V-2 社會規範對個人追求自我實現以及社群的資源分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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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教學設備∕
資源

學習目標

產生哪些影響？

教師將班上學生分為若干組，方便課堂討論。
一、理解長期經營型社區參與的重要性。
二、意識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照顧的困境。
三、能以實際行動給予蘭智基金會鼓勵與支持。
一、準備活動 （10 分鐘）
教師提問：

1. 目前身心障礙有哪幾種類別？喜憨兒屬於其中的哪一類？（參
考答案：八種，喜憨兒屬於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類中
的智能障礙者）
2. 我們常聽到喜憨兒一詞，是否有聽過「老憨兒」一詞，什麼是
老憨兒？（參考答案：變老的喜憨兒、有心智障礙年紀較長的朋友）
二、發展活動 （85 分鐘）
（一）團結護憨兒：

教學流程

1. 觀看影片：蘭智基金會 -「伴老憨兒共度餘生」。
2. 教師請學生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蘭智基金會的成立背景？
（參考答案：由蘭陽地區幾位心智障礙朋友的家長們，發現心智
障礙朋友在不同階段所需要的全人關懷服務措施，並非憑單一機
構之力所提供的服務就能滿足，因著滿足自己孩子及家庭照顧需
求而團結，持續性的為身心障礙朋友及其家庭提供貼近符合其需
求的照顧與服務。）
3. 教師請學生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蘭智基金會的目標宗旨？
（參考答案：「尊重生命」- 我們尊重生命個體的獨特性，並相
信每個人都是可教育的，只是進步的程度不同！「關懷生命」我們以實際的行動投入關懷與服務，協助成就「障而無礙」的生
活環境，以滿足身心障礙朋友的需求，期望創造融合、包容的祥
和社區！「彰顯生命」- 我們相信生命價值的彰顯，並非僅在於
外顯的成就，更在於發揮真誠、良善的內在心靈表現。）
4. 教師請學生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蘭智基金會的服務項目？
適用高中一年級 8-8 單元 蘭智基金會 3/7 頁

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教學流程

（參考答案：提供 15 歲以上身心障礙朋友的生活輔導、職業訓
練、就業服務及社區居住家園服務等方案，讓身心障礙朋友能夠
得到適切的服務與支持，協助實現個人生活想望，在社會上同享
平等地位，過著具有同等尊嚴與穩定品質的生活。）
（二）社區團結力：
1. 概念介紹－社區參與：
（1）定義：社區居民自覺自願地參加社區各種活動或事務的過程，
是一種公眾的參與，意味著社區居民對社區責任的分擔和成果的
共享，它使每一個居民都有機會為謀取社區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貢
獻自己的才能。
（2）型態：分為短期抗爭型和長期經營型，短期抗爭型發生在當
利益或生活品質受到威脅時，其無法持續的原因是事件結束後，
大家的熱情逐漸消失；而長期經營型，社區居民訂定共同遵守的
社區公約，有共識、有計劃的成立社區組織，以長期推動維護。
2. 教師提問：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蘭智基金會屬於何種型
態的社區參與？為什麼？（參考答案：長期經營型，因為蘭智基
金會是由蘭陽地區幾位心智障礙朋友的家長們聯合發起的組織
單位，持續性的為身心障礙朋友及其家庭提供貼近符合其需求的
照顧與服務。）
（三）家庭給力量（分組討論）：
1. 教師提問：試想若家有「老憨兒」，可能在家庭照顧上遭遇什
麼困境？（參考答案：（1）身心障礙者老化速度比一般人快了
約 20 年，「老憨兒」等於「一個心智只有 5 歲的孩子，住在 45
歲的身體，卻是 65 歲的體能」；（2）照顧身心障礙者的父母
親也逐漸衰老，無法繼續老憨兒長期照顧。）
2. 教師說明根據內政部統計，在臺灣所有的身心障礙家庭中，父
母老邁或亡故比率高達 8 成 5，換句話說，有 92 萬的身心障礙
者正面臨照顧的困境，蘭智基金會除了針對個案提供服務之外，
也將相關資源引進家庭，紓解照顧者的照護及心理壓力等，此
外，並與個案的社區作資源連結，一來讓個案能順利在地老化，
二來強化社區互助性，增加敦親睦鄰的凝聚力。
（四）我想幫助您：
1. 教師以小組為單位發下助您一力廣告企劃單，請學生為蘭智社會
福利基金會的週邊經營「蘭智蘭坊複合式商店」行銷。< 烘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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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https://honestinc.today/shop/123-2/ >
2. 行銷步驟：A. 小組選擇一項商品項目→ B. 找出該商品項目的特
色亮點→ C. 小組集思廣益共同想出一個響亮的廣告口號→ D. 以
該廣告口號為主題設計一張行銷廣告宣傳單→ E. 向大家分享你
們的設計理念。
3. 上臺發表：請各小組推派一人統整成果，全班給予回饋。
4. 教師蒐集完廣告企劃單電洽說明來意，並協助寄至蘭智基金會，
邀請學生持續將企劃單內容付諸實現。
教學流程

三、總結活動 （5 分鐘）
教師總結：蘭智基金會長期關注身心障礙者照護工作，針對重度心
智障礙照顧，機構從個案、家庭及社區三方面著手，除了針對個案
提供服務之外，也將相關資源引進家庭，紓解照顧者的照護及心理
壓力等，此外，並與個案的社區作資源連結，一來讓個案能順利在
地老化，二來強化社區互助性，增加敦親睦鄰的凝聚力，讓身心障
礙朋友能夠得到適切的服務與支持，協助實現個人生活想望，在社
會上同享平等地位，過著具有同等尊嚴與穩定品質的生活。
一、能寫出 1 個以上的原因說明長期經營型社區參與的重要性。

教學評量

二、能舉出 1 個以上身心障礙者所面臨照顧的困境。
三、能透過助您一力廣告企劃單給予蘭智基金會行動支持。

參考資料

蘭智基金會 https://lan-chui.org.tw/

Information
蘭智基金會 聯繫窗口
電話：03-9610137~9
地址：265 宜蘭縣羅東鎮進德街 1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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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有愛使無礙

團結護憨兒：
請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 請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
蘭智基金會的成立背景？
蘭智基金會的目標宗旨？

請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蘭智基金會的服務項目？

社區團結力：
參考影片或網路資源說明，蘭智基金會屬於何種型態的社區
參與？為什麼？
社區參與（請圈選）：
短期抗爭型／長期經營型
家庭給力量：
試想若家有「老憨兒」，可能在家庭照顧上遭遇什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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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一力廣告企劃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行銷項目

特色亮點

廣告口號

廣告宣傳單擬稿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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