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第零期成果報告
計畫
類別
計畫
名稱
學校

■ A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 B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 尚未決定
高齡x 社會x 科學-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產學鏈結人才循環模組
臺北醫學大學

執行單位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主持人 姓名

劉芳

單位/職稱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姓名

劉芳

單位/職稱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聯絡人
e-mail fangliu@tmu.edu.tw

公務電話

02-2736-1661#6331

■「人口結構變遷」
□「科技變遷」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申請
議題

□「環境能資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經濟型態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 其他科技前瞻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尚未決定

關鍵字

中文：高齡、人文、產學、前瞻
英文：Elderly, Humanity, Industry, Foresight

執行
期程

108 年 2 月 1 日至 108 年 8 月 31 日

經費

1. 總核定經費(A1+A2)：440000 元
(1) 教育部補助經費(A1)：400000 元
(2) 核定自籌款(A2)：40000 元 (A1*10%)
2. 其他經費來源(B)：0 元

中華民國 108 年

07 月 20 日

目錄
壹、 執行摘要 ......................................................2
一、 目標與架構 ..................................................2
二、 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2
三、 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2
貳、 計畫簡介 ......................................................3
一、 學校、執行單位介紹 ..........................................3
二、 計畫人力結構 ................................................4
三、 團隊成員介紹及實際分工內容 ..................................4
參、 重要執行成果 ..................................................6
一、 各執行項目之成果摘要說明 ....................................6
二、 量化成果說明 ................................................8
三、 學習成效評估 ...............................................11
肆、 活動紀錄 .....................................................11
伍、 學生參與紀錄 .................................................12
陸、 團隊回饋與反思 ...............................................12
一、 計畫主持人 .................................................12
二、 共同主持人 .................................................12
三、 核心團隊成員 ...............................................13
四、團隊成員 ....................................................14
五、行政助理 ....................................................15
柒、 建議事項 .....................................................15
捌、 附件 .........................................................16
一、人文數位課程 PPT 模板
二、第一期計畫申請書
三、學習成效評估之規劃
四、調整之課程詳細資料
五、相關出版
六、產業博覽會成果

1

壹、執行摘要
一、目標與架構
為因應接踵而至的銀色浪潮,本計畫在臺北醫學大學結合醫學人文研究所、通識教育中
心、跨領域學院、醫務管理學系等師資，並以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為基礎，將「人文社會知識」
與「前瞻科技思維」的跨域元素融入二、三年級的四門課程。它們分別為「高齡者活動設計
與安排」、「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高齡健康照護學」、「高齡者居住環境」，再搭
配學系特色專業服務「獨居老人關懷訪視」，提出四項「計畫目標」與「推動重點」:
(一)跨域合作目標-「優化垂直橫向區域鏈鎖」
(二)創新教學目標-「建立課堂、工作坊、專業服務整合之微學程」
(三)人才培育目標-「建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人才循環模式」
(四)社會公共目標-「建立信義區獨居老人資源共享平台」
將以往配合於四門專業課程之服務時數獨立，並導入人文社會課程的元素，透過前瞻視
野來培養學生高齡服務之跨域思維，結合跨年級工作坊，成立為 0.5 學分之高齡健康服務課
程。整合二、三年級四門 2 學分的專業課程，搭配 0.5 學分高齡健康服務之訪視服務，除了
讓學生具備健康管理的知識和安排的專業技能外，連結人文議題並引導學生在訪視過程體會
高齡者生命經驗，瞭解其社會文化、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之影響，感受他人之感受，並能
與高齡者有效溝通。

二、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類別

說明

因應措施與建議

執行困難

由助理學生自製影片錄製
教學，並藉由社群討論、
線上步驟講解等方式，以
在創新數位學習工具選擇時，以課程彈性高、無 利影片錄製。混和教學
場地限制的影片數位課程為教材呈現方式。團隊 （影片教學與面對面教
成員對於影片錄製及剪輯技術並不熟悉；因此教 學）雙管齊下有助於促進
材創新的過程歷經較長討論及技術教學。
教師們對於數位課程的準
備工作有良好的效果，建
議未來可以使用此策略與
方式推動數位教學。

執行落後

無

三、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無差異，與原計畫規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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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簡介
一、學校、執行單位介紹
臺北醫學大學作為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重視學生醫事專業能
力養成，並秉持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創新能力及國際觀的醫事專業人才的教
育宗旨，發展創新教學模式。隨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本校也逐年調整教育方針，承襲原有的
教學特色，使學生的學習由被動轉為主動，將理論擴大為經驗及實作，並將固有知識學習融
入創新思考，讓學生走出校園，由課堂推展到社會參與。
近年來，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及出生率持續下降，導致人口結構性改變，人類平均壽命延
長，老人問題受到全世界關注，老年議題也備受重視，本校於2007 年成立「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學生核心能力為「健康評估與指導能力」、「風險監測與管理能
力」、「關懷與尊重素養」、「倫理與法律素養」、「社會服務精神」、「跨團隊溝通合作
能力」、「多元文化素養」、「創新整合能力」八項。為強化學生高齡健康管理能力，學系
進行課程整併及更名，奠定學生基礎醫事專業素養。在學系專業課程外，也與校內不同系所、
單位合作，透過跨學系整合性團隊學習，強化跨專業合作。例如：與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規劃
特色專業服務，由學長姐帶領學弟妹，藉由獨居長輩關懷訪視，從服務中驗證所學，培養學
生人本服務精神及倫理素養判斷能力。此外，搭配行政單位學生就業發展處，進行課程模組
規劃，將高齡產業融入教學，除安排就業輔導講座，邀請產官學界代表與畢業校友演講分享
外，課程與產業融滲式教學，拉近課程內容與實務領域的隔閡，讓學生更清楚課程與就業發
展之連結。除本校資源，我們也與台大、世新、大同、淡江等校合作開發總整課程，以「智
齡設計」為理念，「老人福祉」為核心，運用新興智慧生活科技，進行高齡福祉產品或方案
設計，透過真實場域、議題、企業、解決方案的學習歷程，培養學生設計思考、觀察體驗及
專業素養能力，並強化跨團隊合作及整合創新能力。
延伸高健管系過往發展經驗，本計畫預計結合本校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以一年級所學之
專業知能知識，投入二年級開設之專業服務，並將四門專業課程融入其中。本校人社院目前
設有三獨立研究所，醫學人文研究所、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
所。其中，醫文所創立最久（在過去幾年輔導其他兩所陸續成立），負責本校醫學人文相關
課程，並輔導及推動人文社會知識來探索醫護的跨領域學術合作，其領域知識特色為社會學、
人類學、地理學等，有別於通識教育以文史哲學科為主要師資。在人才培育上，醫文所在研
究生教育的基礎上，更兼負全校各專業系所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責任。在過去幾年中，
「高齡社會」與「活力展齡」也成為醫文所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所內教師不論在跨單位或
教師個人、不論是在教學活動與研究計畫上，都已和高健管系教師有堅實的合作基礎。
因此，本計畫希望能在知識共學與課程共構上，跨域結合「高健管系」與「醫文所」的
教師社群，讓高健管系的學生更具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素養，並促使兩單位的教師依循
過去建構醫學人文相關課程模組與體驗學習的方式，形成「高齡照護人文」（Elderly-Caring
or Senior-Caring Humanities）的課程模組。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觀察、思考與批判，逐漸滲入
高健管系既有的課程規劃，形成創新跨域的教師共學社群與教學模組，進而達成具有前瞻性、
未來社會所需要的高齡照護人才與其循環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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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力結構
（一）人數統計表
校內參與人員（單位：人）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博士後
研究員

專任
助理

兼任
助理

教學
助理

小計

原訂值

0

3

3

0

0

2

0

8

實際值

2

3

6

0

0

2

0

13

差異值

2

0

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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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與人員（單位：人）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博士後
研究員

專任
助理

兼任
助理

教學
助理

業師

國際
師資

小計

原訂值

0

0

0

0

0

0

0

0

0

0

實際值

0

0

1

0

0

0

0

0

0

1

差異值

0

0

1

0

0

0

0

0

0

1

（二）人力實際進用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無差異，與原計畫規劃相同。

三、團隊成員介紹及實際分工內容
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位/職稱

計畫主持人

劉芳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架構並組織「高齡照護
人文」課程

共同主持人

蔡博方

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協力重組「高齡照護人
文」課程

兼任助理

康華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學生

統籌行政庶務；計畫經
費管理與使用

兼任助理

余韶芸

學士後護理學系/學生

協助教師、學生 社群討
論

醫學人文研究所/學生

計畫質性 資料整理與教
學研究量表的規劃與未
來使用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教
學工具開發 ；高齡健康
服務課程規畫小組成員

助理

李欣怡

核心團隊成
李淑君
員
核心團隊成
侯文萱
員

實際分工內容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教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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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具開發 ；高齡健康
服務課程規畫小組成員

核心團隊成
韓德彥
員

核心團隊成
曾美芳
員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跨
域學習教學分享與應
用；建置高齡健康照護
學人文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跨
域學習教學分享與應用;
建置高齡者諮商與生涯
規劃、高齡者居住環境
人文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教授；跨領域學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高
團隊成員

團隊成員

團隊成員

張佳琪

顏心彥

邱惠鈴

院/代理院長；護理學院展齡服務暨 齡健康服務課程規畫小
研究中心/主任
組成員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教
學工具開發；高齡健康
服務課程規畫小組成員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高
齡健康服務課程規畫小
組成員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跨

團隊成員

謝宗宜

域學習教學分享與應用;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人文藝術 建置高齡健康照護學、
中心/ 副主任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
排、高齡者居住環境人
文課程

團隊成員

唐功培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與跨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人文學科/ 助理教 域學習教學分享與應用;
授
建置高齡者諮商與生涯
規劃人文課程

團隊成員

蕭伃伶

輔仁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老人
教師跨域社群討論
照顧資源管理中心/主任

團隊成員

陳士鈞

前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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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健康服務課程規畫
小組成員

參、重要執行成果
一、各執行項目之成果摘要說明
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質性成果說明

1. 發展能培養
瞻遠融整人
文社會與科
技人才之環
境機制（B
類必填）

課程結構調整

2. 養成研教合
一之跨域師
資（必填）

教師專業增能

本期計畫以教師社群建立跨域網絡，並鼓勵教師
各式研討及分享會，藉由社群分享加強跨域專業。並
於第一期計畫預計年度辦理兩場教師實務工作坊，兩
場工作坊主軸為「銀髮浪潮」及「社會照顧」等兩大
前瞻議題，透過工作坊進行跨領域師資培力，加強教
師跨專業領域發展再概念化。

跨域教師社群、
多重網絡發展

以本校教學資源My2TMU為主軸，並加入
Facebook、Line等媒體，建立跨領域教師社群平台，
除高健管系師資外，加入醫文所、醫管系、通識中心
師資，融合老人長照、社會文化、高齡照護、高齡生

場域與學習風氣
營造
產學合作教學與
實習

活與失能、老人心理背景、通識教育歷史文化及物聯
網等不同專業背景，形成教師團體，促進跨領域合
作、凝聚教師力量、建立教師支持系統、形塑資源共
享機制，並擴展社群。
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來自各種領域的教師結合於同
一場域之中，彼此相互對話與理解各種教育議題。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乃是積極的創造、分享價值和願景
並互相觀摩教學方式，在這樣的環境下，教師們將共
同協商合作，互相學習以及參與決策等，如此不僅增
加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更使整個學校有持續進步的
動力。
前瞻議題共學研
究

首先，針對「高齡照護人文學」的理念，第零期
核心成員們以「獨居長者」為輻輳點，盤點高健管系
與醫文所過去的努力。提出關於「經濟」(銀髮浪潮)
的共學議題，希望計畫團隊成員可以從前瞻觀點看待
未來 10 年會發生在台灣社會獨居長者的各種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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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發跨域教 開發前瞻議題教
法/教材/教 學模組
案/教具（必
填）

因應學生自主學習及線上教學之風氣，為達到上
述目的，同時使課程彈性、教材創新靈活應用；高齡
健康服務課程的社會人文核心數位課程，將以影片呈
現，並結合 Powercam 進行數位學習，靈活搭配課程
展現數位教學創新，實現教育前瞻的可能。(請見附
件一)
強化數位教材呈現，不僅時間及空間更為彈性、
將學習進度的掌握交給學生，課程內容也能夠反覆
聽，期望學生在數位人文課程後有更多同理情緒、感
受認同、生命觀點、信仰文化、社會教育等想法連
結，在訪視服務中能與同儕之間有更多想法交流。

產學合作教學與
實習

除了整合二、三年級四門課程搭配專業服務學
習，同時向上串聯四年級必修課程：跨領域專題應用
(一) 與跨領域專題應用 (二) ，加上高齡健康產業
實習，增加學生實際參與跨領域實作經驗。
108年5月3日舉辦就業博覽會，連結生醫科技、
醫療院所、居護單位、安養護機構、保險業務、科技
公司、保全事業等二十八家現有企業。期望能夠提高
本系的能見度與專業度，並讓民間相關產業瞭解本系
人才培育之理念與內涵，經由學界和業界雙向溝通，
確立本系學生的定位與價值，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競爭
力。

4. 促進國際教
學交流（選
填）

與國外跨域教學
單位或教師社群
經驗交流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在計畫主持人劉芳老師規劃設
計下，將與日本九州大學合作青銀共創之服務型態創
新實習計畫，更因應「銀光經濟」蓬勃發展帶來就業
機會產業創新可能，加上政府也不斷提升「青銀共
創」量能，學系今年將重點放在「青銀共創」。
期許以此機會進行跨域交流，共同開創前瞻趨
勢，激發學生創新創意思維，並引領學生放眼世界，
成為國際人才。

針對學系專業服務「高齡健康服務」課程所導入
之人文單元，進行同理心、正向社會互賴及病人為導
向之相關量表，包含 1.「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學習成效評估方法（請依計畫內容
centered Index）、2.傑佛遜同理心量表（Jefferson
自行訂定）（選填）
Scale of Empathy, JSE）、3.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
（Positive Social Independence Readiness Scale） (請
見附件二-第一期計畫書之附件 5、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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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成果說明
【課程列表】
開設學期：請標示學年度及學期，例如：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標記為 108-1。
課程序號：不同課群、課程請分別列序號，例如課群 1 的甲課程，課程序號編列為 1-1，乙課程則為 1-2。
課程屬性分為：(A)校必修、(B)院系必修、(C)選修

課群名稱

高齡照顧
人文

跨域整合
應用

課
程
屬
性

修課
是否 人次
屬原 (108
有課 學年
程
度預
計)

學
分
數

修課
年級

B

2

二

108-1

是

100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
規劃

B

2

二

108-2

是

50

1-3

高齡健康照護學

B

2

三

108-1

是

50

1-4

高齡者居住環境

B

2

三

108-2

是

50

1-5

長期照護

B

2

三

108-2

是

50

1-6

國際健康照護見習

C

3

四

108-1

是

15

1-7

高齡健康服務(一)

高齡健
康管理

B

0.5 二

108-1

否

50

1-8

高齡健康服務(三)

學系

B

0.5 三

108-1

否

50

1-9

高齡健康服務(二)

B

0.5 二

108-2

否

50

1-10 高齡健康服務(四)

B

0.5 三

108-2

否

50

2-1

高齡健康產業實習

C

2

四

108-1

是

5

2-2

跨領域專題應用
(一)

C

2

四

108-1

否

15

2-3

跨領域專題應用
(二)

C

2

四

108-2

否

15

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1-1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
安排

1-2

開課系
所

8

開設
學期

【課程結構調整】
(請見附件四-調整之課程詳細資料)
課程序號
類
項目
別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10

21

2
2

2
3

搭
配
跨
域

2

2

1

1

1

2

4

4

4

4

1

5

5

36

0

0

0

0

0

0

2

2

3

3

0

0

0

10

課 專任教師人數
群 業師人數
規 國際師資人數
劃
之
人數小計
參
與

2

3

4

2

1

1

1

1

1

1

1

1

1

20

課
程
授
課 教師姓名/授課總
人 時數
員
/
人
數
/ 業師姓名/授課總時

邱
李 侯
劉 惠
劉 劉
劉
淑 文
芳 鈴
芳 芳
芳
君 萱
/ 、
/ /
/
/ /
1 劉
3 3
2
3 3
6 芳
4 4
6
2 4
0 /
2

教法種類數
教 本土/個案教材單元
材 數

單 實驗教材單元數
教 元 數位教材單元數
數

法
/
教
材
/
教
案
/
教
具

小計

教 本土/個案教具單
具 元數
單
元 實驗教具單元數
數
教案單元數

出版成果專刊、專書、教
科書、教案、讀本等

教 數
學

15

15
0

2

3

4

2

1

林
金

巫
秀

立
/

鳳
/

1

1

1

1

1

16

1

1

邱
惠
鈴
、
劉
芳
/
2

邱
惠
鈴
、
劉
芳
/
2

邱
惠
鈴
、
劉
芳
/2

顏
心
彥
/9
6

張
佳
琪
/
3
4

張
佳
琪
/
3
4

規劃中

9

35

10

時
數

2

4
；
徐
國
強
/
4

國際師資姓名/授課
總時數

2

2

授課人員總人數

2

3

5

2

3

3

1

1

1

1

16

1

1

40

教學助理人數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活動辦理列表】
與會人數統計（人）
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國內
教師

國內
業師

學
生

教學
助理

國際
師資

總人
數

4

0

35

0

0

39

2

2

34

0

0

38

1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2.25
生社群 1
1730-2000

醫綜大樓 13 樓
大廳

2

醫學與社會：醫
2019.03.13
療人員勞動權益
1300-1500
講座

教學大樓 2203
教室

3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3.21
生社群 2
1200-133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7

0

0

11

4

高齡人文醫學-教 2019.03.22
師社群 I
1200-140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0

0

0

4

5

高齡人文醫學-教 2019.03.29
師社群 II
1200-130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0

0

0

4

6

高齡人文醫學-人 2019.04.08
文社群 I
1300-150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2

1

0

7

7

高齡人文醫學-人 2019.04.08
文社群 II
1500-170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2

1

0

7

高齡人文醫學-教 2019.04.10

醫綜大樓 14 樓

4

0

0

0

0

4

師社群 III

討論室三

8

1300-1500

9

高齡人文醫學-教 2019.04.11
師社群 V
1300-1500

醫綜大樓 14 樓
討論室三

4

0

0

0

0

4

10

高齡人文醫學-教 2019.04.15
師社群 IV
1200-1300

醫綜大樓 14 樓
討論室三

4

0

0

0

0

4

11

高齡人文醫學-教 2019.04.18
師社群 VI
1300-150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0

0

0

4

12

高齡人文醫學-人 2019.04.23
文社群 III
1000-1200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2

1

0

7

10

13

高齡人文醫學-人 2019.04.23
文社群 IV
1300-1500

14 產業博覽會

2019.05.03

醫綜大樓 14 樓
師生討論室

4

0

2

1

0

7

跨領域展演區

4

20

68

0

0

92

15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5.03
生社群 3
1730-1900

醫綜大樓 13 樓
大廳

4

0

34

0

0

38

16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5.06
生社群 4
1730-1930

醫綜大樓 13 樓
大廳

4

0

37

0

0

41

17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5.09
生社群 5
1730-1930

醫綜大樓 13 樓
大廳

4

0

30

0

0

34

18

醫 學 與 社 會 ： 醫 2019.05.22
療勞動條件
1300-1500

教學大樓 2203
教室

1

4

32

0

0

37

19

醫 學 與 社 會 ： 醫 2019.05.29
療勞動條件
1300-1500

教學大樓 2203
教室

1

4

35

0

0

40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5.28

醫綜大樓 13 樓

4

0

28

0

0

32

生社群 6

大廳

20

1200-1400

21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6.11
生社群 7
1730-1900

醫綜大樓 13 樓
大廳

4

0

31

0

0

35

22

高齡人文醫學-學 2019.07.11
生社群 8
1200-1330

醫綜大樓 13 樓
大廳

4

0

21

0

0

25

小計

80

30

400

4

0

514

三、學習成效評估
本計畫在第零期尚未直接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行評估，其考量有二。第一，在第零
期階段正處於「下學期」，因而本計畫團隊將全力放在課程規劃之統整、團隊成員之招募等
事務上，預計以 108-1 學期的學生做為學習成效評估的對象。第二，在第零期階段本計畫計
畫團隊也從兩方面積極開發適合本計畫執行的評估工具。一方面，我們將參考總辦公室提供
的「學習成效評估之規劃工具」說明，嘗試涵蓋三個不同層次的評估：1.學習者在認知/情意
/技能三面向的表現、2.教學者透過在科技前瞻的精神/方法/素養、人文社會知識融整力的評
量尺規(Rubrics)進行評估、3.與學校端在校務研究(IR)資料上的後設支援。另一方面，我們
也針對「高齡照護人文學」發展了三個既有的量表，以測量學生的學習成效：1.以病人為中
心、2.傑佛遜同理心量表、3.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這三個量表有部分已經是本團隊成
員過去進行研究的測量工具，因此，曾經於本校學生與課程上進行過施測 (詳見附錄五-相
關出版)。

肆、活動紀錄
一、產業博覽會
正值學年度尾聲，為促使大四學生銜接產業，同時，讓大二、大三學生提前認識「高齡
健康產業實習」之企業，特辦理此產業博覽會，力邀業界導師及各界企業一同餐與共計 15
家企業，學生參與人數 68 人(詳見附件六-產業博覽會成果)。

二、教師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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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教師社群依照參與人員及討論內容，大致區分為兩種：人文社會教師社群及跨專業
教師社群；人文社會教師社群主要由通識教育中心老師及主持人-劉芳副教授共同參與，藉
由認識高齡系專業課程及專業服務內容，共同開發適合的人文社會知識元素導入；專業課程
跨專業教師社群，由高齡系老師及通識教育中心老師共同參與，討論人文社會導入之課程單
元，形成跨域交流，以達到教師增能之目的(請見附件二-第一期計畫書之附件 3)。
透過問卷調查，邀請目前正在帶領高齡系專業服務與反思之教師們進行填答；同步邀請
過往曾經帶過，現今在他校就職之教師與曾協助此專案之人員進行交流與訪談，了解老師們
對於現今專業服務與反思的安排與建議；同時，依照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社會教師的專業領域
性質，與高齡系專業課程媒合，透過教師社群，提出可行的課程搭配，清楚標定目標。使高
齡系四門專業課程中，每一門專業課程對應兩位人文社會教師所設計之相關知識單元。

伍、學生參與紀錄
詳見附件二-第一期計畫書之附件 3。

陸、團隊回饋與反思
一、計畫主持人
【劉芳】
我身為計畫主持人非常感念教育部與總辦認同我們的計畫給予我們經費，希望未來第一期
到第四期，教育部與總辦可以看到我們札實與循序漸進的規畫與實踐。
身為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的專任教師，學生的學習與回饋是專任教師工作內涵中最為直接與
深刻的反應；學生對於畢業後的惶恐與不安，是我最大的擔憂與不忍。大學博覽會與大一新
生的展臂迎新場合，每次的服務都帶給我極大的震撼，曾幾何時家長的參與比學生還要熱烈，
家長的提問比學生還要踴躍，到底現在的青年學子要的是什麼樣的學習，什麼樣的專業才可
以讓學生能夠勇敢的面對高齡社會的問題，甚至是自己的職涯或是人生?
對於第零期推動的「高齡照顧人文學」，我們用彈性的「數位學習課程」，希望不只在高
齡的範疇中，以人文的方式，打造前瞻的高齡人才；同時也希望以數位的橋樑，推展自主學
習的習慣與能力。對於團隊中，高齡健康管理學系、通識中心與醫學人文研究所的全部教師，
用開放的胸襟，共同面對課程的內容與形式，感到非常感恩，或許也是因為我們也同樣用直
接明瞭的方式，共享計畫的經費與榮耀。

二、共同主持人
【蔡博方】
我對於第零期團隊的回饋與反思主要有三點，以下分別簡述之。
首先，第零期團隊的跨領域交流是很實際的。由於核心團隊成員都是比較資淺的老師，過
去也有不同機會分別參與校內其他計畫，或者在相關業務上有所合作，因此，在第零期開始
規劃課程的時候很可以敞開心胸地溝通彼此的想法，並且很實際地針對可行性來進行規劃。
也就是說，課程的規劃都是在兩個務實的前提下進行：一，在各別老師自己能夠負擔的工作
量，二，自己願意投注時間下去開發教學方向。我認為這樣的情境是很難得的，或許也跟第
零期計畫主持人劉芳老師，一開始就很確定是要申請 A 類(而婉拒校內長官申請 B 類的建議)
有很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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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零期團隊的課程改善是很明確的。因為是嘗試建構「高齡照顧人文學」的理念，
並且實際運用在高健管系的四門必修課，搭配兩個工作坊。這個明確的程度遠高於過去其他
課程或教學型計畫(拉進一大堆不同系所與知識背景勉強去做出某種課群)，因而讓參與的核
心成員與授課教師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要著手改進之標的在哪裡。甚至，人文社會學科或者前
瞻科技背景的老師，可以大膽地說出自己認為「如何改進高健管系的課」與「增加那些工作
坊內容」，不避諱自己並非高齡健康管理的專業系所教師。與此同時，高健管系的課程在結
構上可改動的程度較有彈性，並不如過去我們在執行「醫學人文課程」那樣會遇到醫學院與
醫院臨床的高度階層化的人事問題。
第三，人文社會與高齡照護的知識相互交織於特定課程中的方式讓我覺得很創新。過去比
較是片面的、分別地進行，例如：高齡系大一必修社會學與經濟學，大二開始有高齡照護專
業課程，僅能等待學生在實際個案應用上融合兩方面知識。然而，第零期的團隊嘗試用本較
過去執行其他計畫的制度支持(例如：部分週次採取共時教學、課堂實作或成果展演之雙教師
制、知識濃縮於科技導入教材)，所建構出的課程可以在學期初先直接給同學人文社會學科的
特定模組知識，然後搭配高齡照護的專業課程進行持續的實作，再搭配雙教師於期中或期末
的成果驗收時，給予學生在知識交融方面相關的提醒與建議。這樣的規劃，我認為符合未來
的大學教育，而走出過去「系所專業必修+其他相關知識必選修」的窠臼。
從以上三點來反思短短半年的執行，我會以「跨域交流的務實性」、「改善對象的明確
性」、「知識交織的創新性」來回饋團隊成員，甚至期許未來幾期的發展。當然，因為規劃
的內容較為豐富，即使是以 A 類做定位，仍勢必要擴大核心團隊成員，以因應第零期團隊開
展出來的視野。

三、核心團隊成員
【李淑君】
我的課程是健康照護學，因為緊接就是實習，所以學生有較長的時間與長者相處，是否可
透過人文老師，教導學生一些"生命關懷"的部分，以及第一次接觸、傾聽、了解、溝通理論
及技巧，尤其對象是高齡者、有身心障礙的高齡者。作業的部分可能就是質性的反思，學生
要分享應用生命關懷哪個部分在自己的個案。

【曾美芳】
從收到劉芳老師提供的課程資料，加上討論時細心的說明及分析，充份感受到高齡系為學
生設想，全面思考課程結構的苦心。非常地佩服。
高齡者問題，不僅是目前全世界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可逆、而且將
來無論你、我或學生都終將面對的課題。在討論過程中，我不斷反思，從歷史的角度，可以
貢獻出什麼？能幫助學生們更加地了解今日高齡問題的獨特與複雜性？
歷史學的討論，實際的對話與操作更能引發思考，如何透過影片教學達到促進學生們對課
題的認識，是此次任務最大的挑戰。希望能透過這次的合作，讓同學們更加了解如何從長輩
們身上看到生命的記憶，也從歷史的脈絡中找到未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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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成員
【邱惠鈴】
1. 先讓授課老師了解反思的目的跟用意為何，並且至少在定義跟期待上能有一致性。
因為過程中，我發現每組老師對於反思的定義跟了解沒有一致性，雖然這樣是可以讓老師們
有更多空間、讓學生們有更多想像與互動，但這次主責老師不一定清楚何謂反思，所以會以
學以致用的方向帶領，如 :A 組以 CGA 為主。過程中人文的部分確實比較少。
2. 贊成人文的老師錄製人文內容與作業設計，直接提供給課程老師。
同時我也建議可以改成一位人文老師搭配一位本系老師，這樣較能讓學生在反思過程中激盪
出人文且高齡的思維。
而且這學期我發現學生會在反思時段請假，但我一直不清楚請假怎麼扣分?
所以我建議乾脆由主授老師+一位人文老師，針對修課學生帶領反思，這樣也許能夠更明確，
學生才不會請假也不知道要找哪位請假，謝謝!

【顏心彥】
為了讓學生與企業更能無縫銜接，求職前取得「證照」為目前企業的主流，證照是種品質
保證及管控的措施，也是產學對接、轉銜與溝通的平台，擁有證照的人才可提升社會認同、
自我肯定、專業認同、專業發展以及職場競爭力。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調查指出有八成二的
企業讓擁有證照的人優先面試、更有六成企業讓為將證照列為選才標準、更有超過六成的企
業認為有證照的員工績效較高。
有鑒於此，本學系高齡健康產業實習也推廣證照制度，除了原有的實地實習外，更讓學生
選擇以取得證照的方式完成實習課程，學生可透過參加政府機關主辦、協辦的培訓課程取得
證照，以及國際組織、學會與協會、大型企業等所舉辦的認證課程，學生需取得至少三張以
上的證照以採認本課程學分，而證照內容不侷限，唯獨學生取得證照前需取得主授老師或學
系教師同意，以免取得不具有公信力的證照或培訓課程，目前可採認證照依照類型可分為：
語言類：符合當年度教育部公費留學之語言資格之證明，如全民英語能力檢定中高級以上
及格、托福 iBT 80 分以上、日本語能力檢定 N2 以上、法文鑑定文憑第 1 級等。
健康照護類：照顧服務員(勞動部)、喪禮服務丙級以上(勞動部)、EMT1(中華緊急救護技
術員協會)、健康促進管理師 (台灣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會)等。
運動休閒類：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樂齡健身體適能指導員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
會)、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證照 (AFAA)、國際活躍老化平衡防跌指導員證照(中華民國有氧體
能運動協會)、老人運動訓練教練 AOA(YMCA)、領隊導遊證照 (國家考試)、青年活動企劃師等。
其他類：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微軟 Office 專家認證、SAS 國際認證、品質管理師、企
業風險管理師等

【謝宗宜】
本次的討論達成了一個重要的共識：紮實的理論知識與人文思考奠基，在專業技能之外補
足知識及情意之面向，方具高等教育視野下的高齡健康管理人才培訓。採用翻轉教育式的路
徑錄製數位教學影片，就現有的課程結構及授課型態而言，確實是極佳的調整方式，在首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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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錄製並實地授課測試後，可依學生反饋及授課教師的臨場經驗持續討論與調整，並可嘗
試發展單元式（10~15 分鐘）的教學模組架構，協助相關院校科系於教學體系中加以應用。

五、行政助理
【李欣怡】
我(李欣怡)在協助第零期計畫整理教師及學生問卷的過程中，發現教師及學生們對於跨年
級學習課程的熱情及投入，很令人感動。教師們對於跨年級及跨領域的課程設計多給予肯定，
並且不諱言自己的所學及專長，也許不足以向學生展示高齡及銀髮族的產業全貌，大力推薦
與產業界師資合作的未來計畫。而學生對於跨年級學習的很多意見反應，顯示學生們都是認
真投入課程後，才能提出的反思和提議。我也從高年級學生的回應中，看到身為學長學姐體
貼照顧學弟妹的心意，確實是領導及跨領域合作所需具備的特質及能力。相信跨年級學習課
程延續及獲得計畫支援後使其更加深化及精緻化，能培育出優質的高齡健康服務人才。

【康家華】
很榮幸能夠參與本次教育部補助之計畫，將人文社會思想帶入學系特色課程。
身為應屆畢業生，在曾經的學習過程中，對於專業服務訪視確實感到一些觀念及思維帶領
的缺乏；學系針對各項專業技能，有許多優秀的老師及業師授課並提供實習機會；而服務高
齡者，不只需要萬無一失的專業技能，更需要具備與人相處的情感分析、信仰認識、歷史脈
絡、文化差異等觀念的建立。相信以此次計畫為首，將更多人文思想導入醫學照顧領域，能
影響更多北醫教師及學生。

柒、建議事項
對象

建議事項
計畫執行內容

活動、行政、庶務

1. 希望能夠更為本計畫整體執行
過程，帶入與高中端銜接有關的
專業協力人員，特別是與 108 課

1. 希望可以鼓勵計畫執行總辦以
計畫部分成果置入年度活動(例
如大學博覽會或聯合招生)。

綱相關的資訊、各高中在執行的
特色選修課程相關的資訊。

2. 報帳流程與文書作業可以再簡
化或彈性化，以減少行政負擔。
1. 希望培力工作坊的舉辦可以
讓參加者有事前參與或事後
回饋的機會，而不是只有當
天到場參與。
2. 希望在各校彼此觀摩的機會
中，先讓各計畫團隊簡單理
解其他團隊，而能部分自由
地選擇想學習交流的對象。

尚無

計畫
辦公室

1. 希望在第一期開始之後，可
以區域為單位，促成區域內
或跨區的交流學習，並且部
分列入計畫執行成效管考。
2. 希望計畫辦公室成員(或者顧
問)能在第一期之後(受補助
學校數量較少)，個別地跟各
團隊有實質的溝通與建議。

所屬
學校

1. 建議學校能將本計畫執行內
容與成果直接視為該系課程

1. 實質參與計畫的主持人與共
同主持人能有學分減授機制

尚無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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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尚無

對象

建議事項
計畫執行內容
規劃或改革的成果。
2. 建議學校能針對本計畫執行
所需的範圍內，提供校務研
究方面的相關資料。

活動、行政、庶務

其他

(因執行教學改進類計畫)
2. 計畫內舉辦的教師社群活動
可以抵校內規定的年度教師
繼續教育(CFD)時數。

捌、附件
一、人文社會數位課程 PPT 模板
二、第一期計畫申請書
三、學習成效評估之規劃
四、調整之課程詳細資料
五、相關出版
邱瑞珍、韓德彥、蔡博方* (2019) 大體解剖課的醫學人文意涵：以大體老師家屬訪問為例。
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六期，頁 1-26。
唐功培、陳資濤、蔡博方* (2018)，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對醫學生專業素養及基礎醫學學習成
效之影響。教育實踐與創新，第 1 卷第 2 期，頁 39-77。
Chiou, Ruei-Jen, Po-Fang Tsai and Der-Yan Han. (2017) Effects of a “silent mentor” initiation
ceremony and dissection on medical students’ humanity and learning. BMC Research Notes 2017,
10:483. DOI 10.1186/s13104-017-2809-0
邱瑞珍、唐功培、韓德彥、蔡博方* (2017) 大解剖課的情意學習：啟用儀式與社會背景之比較
探討。2017 師資培育暨教育創新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教育心理與教育管理 2-1，頁 1-8。
桃園，銘傳大學。

六、產業博覽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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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人文數位課程模板 PPT(課程影片錄製中)

韓德彥老師-高齡健康照護學人文數位單元

韓德彥老師-高齡健康照護學人文數位單元

謝宗宜老師-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人文數位單元

韓德彥老師-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人文數位單元

曾美芳-高齡者居家環境人文數位單元

唐功培-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劃人文數位單元

謝宗宜-高齡者居家環境人文數位單元

附件二-第一期計畫書

108 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申請書【第一期／四期計畫】

申請類別

☑A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B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第零期為規劃期，申請時得不勾選）

計畫名稱

人文與科技共構: 高齡照顧人才培育計畫

申請學校

臺北醫學大學

主持人姓名

劉芳

單位／職稱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人口結構變遷」
□「科技變遷」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申請議題

□「環境能資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經濟型態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其他科技前瞻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尚未決定

本期期程：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30 日

1

計畫申請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人文與科技共構: 高齡照顧人才培育計畫

申請類別

☑A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B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第零期為規劃期，申請時得不勾選）

申請學校

臺北醫學大學
■「人口結構變遷」
□「科技變遷」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送審議題

□「環境能資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 至 少 擇 一
■「經濟型態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項）
□其他科技前瞻議題：___________
□尚未決定
姓名：劉芳
計畫主持人

電話：02-2736-1661#6331 電子信箱：fangliu@tmu.edu.tw
姓名：蔡博方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計畫期程

電話：(02)6638-2736#1018 電子信箱：jj@tmu.edu.tw
姓名：顏心彥

單位及職稱：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電話：02-2736-1661#6326 電子信箱：kenji@tmu.edu.tw
單位及職稱：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電話：02-2736-1661#6331 電子信箱：fangliu@tmu.edu.tw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1. 總經費（=A+B）：

計畫經費

單位及職稱：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電 話 ： 02-2736-1661#2808 電子信箱：pofang@tmu.edu.tw
#2808
單位及職稱：醫務管理學系教授
姓名：簡文山

姓名：劉芳
計畫聯絡人

單位及職稱：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2. 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A）：
3. 學校配合款（B）：

元

3,300,000

3,000,000

300,000

元

元

註：其他經費來源（C）： _______________（來源/金額）元
計畫聯絡人

（請簽章）

承辦單位

（請簽章）

會計單位

（請簽章）

計畫主持人

（請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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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臺北醫學大學

計畫名稱

人文與科技共構: 高齡照顧人才培育計畫

主責單位

（如勾選 A 類，可免填）
新增單位 （如勾選 A 類，可免填）
計畫目標
本計畫團隊期以「人文與科技共構: 高齡照顧人才培育計畫」為題申請，透
過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與醫學人文課程建構經驗，共同關注高齡健康管理與照
顧之人文素養雙議題，發展跨領域創新教學資源，開拓人文社會知識在前瞻
議題的應用深度與廣度，培育新世代跨領域的高齡照顧人才為計畫。目標如
下：
1.跨域合作目標－「優化垂直橫向區域鏈鎖」
2.創新教學目標－「建立課堂、工作坊、專業服務整合之微學程」
3.人才培育目標－「建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人才循環模式」
4.社會公共目標－「建立信義區獨居老人資源共享平台」
計畫推動策略與作法
在上述計畫目標前提下，推動策略與作法如下：
針對目標 1.—1.1 建立跨領域教師社群；1.2 辦理定期議題討論會；1.3 教學
研究實務工作坊。
針對目標 2.—2.1 整合四門課程建立「高齡照顧人文」課群；2.2 兩場跨領域
跨年級的獨老議題工作坊。
針對目標 3.—運用 Train the Trainer to Train (TTT) 策略串聯低高年級學生的
學習路徑。
針對目標 4.—連結學校鄰近社區，建立資源共享平台 4.1 餐食資源共享；4.2
醫療資源共享；4.3 社會資源共享。
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
本計畫跨領域教師團隊在議題共學的基礎上，共同規劃創新教學模組，自評
整體預期效益可為以下三點:
1.
高齡照顧人文素養作為前瞻議題
2.
教師跨域社群的知識賦能與教學經驗
3.
師生教學成果作為研究互惠共享
在計畫關鍵績效指標部分，如下所列:
1.
籌組跨領域教師團隊、建立計畫分工
2.
前瞻議題研究：高齡化人口與社會照顧
3.
「高齡照顧人文」課群規劃，教材研究發展及推廣
4.
引導不同領域的學生了解議題參與高齡照顧學習，引導不同層級的
學生擔任教學助理或進修研習

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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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主持人

聯絡人

姓名

劉芳

單位職稱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聯絡電話

（02）2736-1661#6331

手機

e-mail

fangliu@tmu.edu.tw

姓名

劉芳

單位職稱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聯絡電話

（02）2736-1661#6331

手機

e-mail

fangliu@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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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壹、申請單位概況
一、

執行單位的宗旨與發展，以及人社領域特色與現況

臺北醫學大學(北醫大)作為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重視學生
醫事專業能力養成，並秉持培育兼具人文關懷、社會服務熱忱、創新能力及國際觀的醫
事專業人才的教育宗旨，發展創新教學模式。隨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本校也逐年調整教
育方針，承襲原有的教學特色，使學生的學習由被動轉為主動，將理論擴大為經驗及實
作，並將固有知識學習融入創新思考，讓學生走出校園，由課堂推展到社會參與。此次
申請雖延續第零期團隊且持續招募教師，但核心執行單位仍在於「護理學院高齡健康管
理學系」(高健管系)與「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醫學人文研究所」(醫文所)兩單位的密切合作。
近年來，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及出生率持續下降，導致人口結構性改變，人類平均壽
命延長，老年與高齡問題受到全世界關注，北醫大於 2007 年成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
高健管系學生核心能力為「健康評估與指導能力」、「風險監測與管理能力」、「關懷與尊
重素養」、「倫理與法律素養」、「社會服務精神」、「跨團隊溝通合作能力」、「多元文化素
養」、「創新整合能力」八項。為強化學生高齡健康管理能力，高健管系進行課程整併及
更名，奠定學生基礎醫事專業素養。在專業課程外，也與校內不同系所、單位合作，透
過跨學系整合性團隊學習，強化跨專業合作。例如：與通識教育中心共同規劃特色專業
服務，由學長姐帶領學弟妹，藉由獨居長輩關懷訪視，從服務中驗證所學，培養學生人
本服務精神及倫理素養判斷能力。此外，搭配行政單位學生就業發展處，進行課程模組
規劃，將高齡產業融入教學，除安排就業輔導講座，邀請產官學界代表與畢業校友演講
分享外，課程與產業融滲式教學，拉近課程內容與實務領域的隔閡，讓學生更清楚課程
與就業發展之連結。除本校資源，高健管系也與台大、世新、大同、淡江等校合作開發
總整課程，以「智齡設計」為理念，「老人福祉」為核心，運用新興智慧生活科技，進行
高齡福祉產品或方案設計，透過真實場域、議題、企業、解決方案的學習歷程，培養學
生設計思考、觀察體驗及專業素養能力，並強化跨團隊合作及整合創新能力。
延伸過往發展經驗，本計畫預計結合北醫大人社院，以高健管系之高齡照護知識技
能與專業服務，重新融入在四門專業課程之中，並吸引全校其他系所學生一同參與。
北醫大人社院目前設有三獨立研究所，醫學人文研究所、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
所、心智意識與腦科學研究所。其中，醫文所創立最久（在過去幾年輔導其他兩所陸續
成立），負責本校醫學人文相關課程，並輔導及推動人文社會知識來探索醫護的跨領域學
術合作，其領域知識近年來逐漸聚焦在社會科學上，特別是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
以有別於北醫大通識教育中心以文史哲學科為主要師資。這些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有助
於醫文所對於人才培育的發展。一方面，醫文所的研究生大多來自於具有醫療照顧工作
經驗者，特別著重於「以社會科學知識轉譯、重述、分析醫療照顧經驗的種種議題」。醫
文所教師們也兼負全校各專業學系大學部的(必修或選修)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課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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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社會學、醫療社會學、醫療人類學、質性研究方法、科技與社會、生態社區營造等
等)。另一方面，在過去三年中，「高齡社會」與「活力展齡」也成為醫文所的重要研究方
向，展現在科技部補助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三年期計畫(名稱：以照護為本的活力
展齡創新結盟，2016.7~2019.6)。所內教師群不論在跨單位或教師個人、不論是在教學活
動與研究計畫上，都已經和高健管系教師建立了堅實的合作基礎。
因此，本計畫希望能在知識共學與課程共構上，跨域結合「高健管系」與「醫文所」
的教師社群，讓高健管系的學生更具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素養，並促使兩單位的教
師依循過去建構醫學人文相關課程模組與體驗學習的方式，逐步建構一種強調「高齡照
顧人文學」（Elderly-Caring or Senior-Caring Humanities）的課程模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
即使醫文所近年的研究領域已逐漸集中在社會科學，但是，過去幾年建構「醫學人文」
模組課程的經驗，仍是整合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知識，其中包含較為基礎的「人文學科」
(指，文史哲藝)與偏向應用的「社會科學」(指，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管理學等)。
因此，本計畫提出的「高齡照顧人文學」將仍然廣泛地包含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兩大知
識群。
這樣的基礎核心教師群在第零期已獲得貴單位補助，因此於本期更進一步將合作的
教師群從兩方面擴大。一方面，透過醫文所過去參與醫學人文課程模組的建置經驗，將
通識教育中心、醫學系醫教人文科的人社背景師資，納入教師社群進行課程合作。另一
方面，透過高健管系為「高齡照顧」加入「健康管理」的轉型經驗，將北醫大校內相關
照護背景的教師資源(例如：醫管系的高齡科技或護理學院的實務教師)引入本團隊。這樣
一來，本期計畫執行單位將以「高健管系 X 醫文所」為基礎，形成「人文社會╱科技實
務」的雙向延伸，期望能夠將人文社會科學的觀察、思考與批判，逐漸滲入高齡健康管
理方面的課程規劃，形成創新跨域的教師共學社群與教學模組，進而達成具有前瞻性、
未來社會所需要的高齡照顧人才與其循環發展機制。

二、

目前人才培育的困境

人口老化與經濟轉型雖然是當代全球性的社會趨勢，本計畫希望開宗明義地指出，
高齡照顧人才缺乏或訓練不足僅是其中困境的表面，更深層的問題毋寧在於一個深層的
雙重誤認：一方面，將人力問題簡化為科技取代，而誤以為引入新科技將能立即地、直
接地解決照顧人力缺乏或訓練不足問題，另一方面，猶疑在人力缺乏與科技引入、人口
老化與經濟持續的對張關係中，忽略了高齡照顧與科技引入都必須正視且不能取代人性
關懷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人口老化快速，自民國 82 年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後（65 歲以上人口佔總
人口 7%），依據內政部統計 65 歲以上老人至 107 年 3 月底達 14.05 %，臺灣正式邁入
「高齡社會」，預計至 115 年即進入 WHO 所定義老年人口佔 20% 的「超高齡社會」。為
因應此趨勢，政府於 105 年通過「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以下簡稱長照 2.0）並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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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長照 2.0 擴大服務對象和增加服務項目，從長照 1.0 的 8 項增至長
照 2.0 的 17 項，其關鍵核心為「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從使用者為中心，以住家車程 30
分鐘以內的社區為活動範圍，建構「結合醫療、長照服務、住宅、預防以及生活支援」
等各項服務一體化的照顧體系，建立「ABC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提供醫療照顧與生活照
顧的服務，並利用社區互助利他的服務精神，鼓勵長輩走入社區互動。除預防失智、失
能發生，也推動長輩健康促進、落實初級預防，減緩失能與降低長照負擔，提升生活品
質，使民眾獲得據連續性、彈性、多元的照顧服務。長照 2.0 強調以高齡全人全照顧為出
發點，前端銜接體弱長輩的照護預防服務，後端則銜接在宅醫療，甚至在宅臨終的安寧
服務。
長照 2.0 實施至今已邁入第三個年頭，長照人力缺口一直都是一個亟欲被解決的問題，
參考「我國長期照護服務需求評估研究報告」、「衛生署長照人力現況與規劃」、「衛福部
長照 2.0 人力需求」、「長照人力發展之困境與挑戰」等不同時期的推估值，從 98 年到 105
年的數據都顯示，高齡社會的人力需求量遠遠大於目前提供服務的人力(詳細數據推估，
請參見附件 1)。因應超高齡社會的需求，教育體系積極投入實作設備資源，培育大學、
五專程度等長照科系相關人才。然而，因缺乏乙級證照資格，加以社會整體的認知偏頗，
使得年輕學子卻步不願留任甚至轉行。參衛福部統計截至 105 年底，參加照顧服務員訓練
結訓學員領有結業證書，以及取得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照者共計 12 萬 2,180 人，實際從
事照顧服務工作占比僅 24.5% ；而 106 年 9 月全國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者計
12 萬 6,298 人，任職於長照領域之照顧服務員人數計 2 萬 6,485 人，實際從事照顧服務工
作之占比更僅 21%(參見附件 1)。長照服務另一職務是醫療照護，包括護理人員、物理治
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以及社工人員和其他醫事人員等具國考專業證照者。諸如交通成
本、行政文書成本等，未見服務單位的利基，案量不足或不穩影響收入等皆影響醫事人
員投入長照服務領域之意願。
然而，面對高齡社會的照顧各種人力問題(包含人力不足、工作不穩、訓練不足、意
願不高等等)，常出現各種過度樂觀的「科技決定論」思維，認為可以從各種新興科技的
介入來取代上述紛雜的照顧人力問題。本計畫成員基於過去長期的教學與合作經驗，認
為這類「科技補足人力」思維其中帶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引入新興科技固然
有所幫助，也必然是時代趨勢，但是，培養高齡照顧人才者應更有意識地知道「取代或
補充的極限在哪裡」。換言之，北醫大高健管系與醫文所在本計畫案的合作之始，正是認
為我們應該深化高齡照顧人才培育中，科技與人力之間「無法取代」的部分。其次，在
大量科技引入與輔助的趨勢之中，更應該進一步找出「值得深化人文社會知識」的關鍵
核心能力，審視高齡照顧人才培育規畫之中，能由科技取代或補充之後，更應把資源投
注於那些過去曾忽略的地方，以本計畫觀點來看，這正是「高齡照顧人文學」值得重視
且建構完善之處。第三，從前瞻的觀點來看，北醫大高健管系對於高齡照顧人才的培育，
正逐漸走出一般醫療大學與技職科大相關系所的潛在陷阱，亦即：逐漸取消大學與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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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應保持的一定距離。過去使大學教育成為職場即戰力的培訓工廠，可能忽略了社會
變遷的速度而導致畢業生追求短期訓練目標，卻喪失長期適應社會變動的基本核心能力。
以上簡要說明僅為了凸顯，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的不可逆趨勢中，當下高齡照顧人
才培育的困境實則有表層與深層之別，且兩種困境之間並不易區分：表象上看到的大多
是各種人力問題的過度悲觀，伴隨著科技引入的過度樂觀，但是，深層困境則在於，高
齡照顧事務缺乏前瞻視野投注，將此類事務「去污名化」(de-stigmatizing)與「再人文化」
(re-humanizing)，並依此建立更具有人文社會關懷核心價值的高齡照顧人才培訓教學規劃。

三、

教研能量，行政與教務的配合

為積極達成計畫之目標及相關策略，訂定參與之教師、學生、教職員的增能與激勵。
在本計畫申請之前，北醫大累積過去執行科技部、教育部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大型計畫
之經驗，已將各種非正式的校內支持體系成功建置為校內的正式制度性支持。增能方面，
主要是鼓勵並且培養參與成員的專業能力，因此涉及研究、教學與社群經營，共計以下 5
項；在激勵方面，主要是針對參與成員在本校各種制度性評鑑的鼓勵，以讓本計畫成員
減少校內既有工作壓力，共計以下 6 項。兩種措施的細項簡述如下：
（一） 參與成員「增能措施」
1. 教師繼續教育活動：於校院教師發展工作坊，轉換教師心智模式，制度性鼓勵教
師進行教與學行動研究，以院系為課程精進及學生學習生態變革之基地。
2. 成立教師成長社群：藉由本校「專業學習成長社群實施辦法」，招募對教學法有
興趣的教師，透過讀書會、教材研發、教學觀摩或討論會等同儕學習形式，精進
教學效能。
3. 師生聯合成果發表：由本校提供計畫成果策展平臺，展示師生於課程、社群及外
部活動成果，以利校內外教師經驗複製。
4. 參加校內外研討會、工作坊：本計畫將以開放式研討會、工作坊邀請各校共同參
與，也鼓勵參與成員參加他校之活動，以相互交流汲取經驗。
5. 參與跨領域學習聯盟：透過參與本校組成之跨領域學習聯盟的機會，與校內其它
計劃團隊相互交流學習，提昇參與成員的知能。
（二）參與成員「激勵措施」
1. 採計教師升等及年度評鑑積分：教師參與學習生態變革有具體事蹟及實施成效，
納入教師「教學實務型升等」之核分項目：擔任全國性/校級教育或教學或課程相
關計畫之撰寫人或實際執行人，採計 40 分，相當於一篇刊登於國際 SCI、SSCI、
A&HCI 及 EI 等期刊之論文一篇；另亦納入「臺北醫學大學教師評鑑辦法」教學
類評分項目可獲得至少 150 分（最高不超過 5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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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職務代理制度：教師執行大型計畫的過程(大多是第二階段)，校方將統籌以
校務基金聘任之專案教師，共同參與計畫課程與行政事務之推動，以減輕計畫內
擔任核心成員教師們的業務負擔。
3. 提供課程研發津貼及獎勵：提供每門課程必要課程補助；而參與學習變革有具體
事蹟及實施成效，納入「臺北醫學大學提昇課程品質發展獎勵辦法」，其參與之
每門課程得核發獎勵金 5 千至 1 萬元。
4. 核配課程 TA：計劃內申請通過之課程，在原計畫內編列的 TA 補助名額與金額之
外，視計畫執行需要與狀況，每門課程得再核配一名專屬 TA 助理，以協助及分
擔教師之授課負擔，提供學生更全面性的輔導支持。
5. 共時教學倍率核算授課鐘點數：因本校已有「共時教學」制度，而本計畫執行跨
領域共時教學，課程授課學分得依課程性質不同，得以倍率核算授課鐘點數。
6. 提供教師專業學習成長社群及學生學習社群補助：為利本計畫課程之推動，及提
升校園討論風氣，鼓勵成立行動學習課程教師社群及學生組織自主學習團體；每
社群每學期補助 1-2 萬元。

9

貳、計畫目標
現代西方社會的人口轉型大致完成於 18-20 世紀初，從出生率死亡率皆高，經過死亡
率先降出生率後降，再到當代的出生率降至死亡率之下的「人口替代率不足」的狀態。
人口金字塔的形狀也隨之變化，漸漸出現下窄上寬的趨勢。當代西方歐美社會常出現各
種泛指「高齡化」伴隨「少子女化」的語彙，指的就是這種朝向「倒金字塔」發展的狀
況。然而，台灣作為一個後進社會，卻在約莫半個世紀之內走過了西方社會三百年的人
口轉型歷程，勢必引起更深更廣的衝擊。許多研究東亞社會的學者，開始以諸如「壓縮
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一詞來指稱這樣的現象。1 換言之，沒有太多時間與經
驗面對此類問題的台灣社會，在迎接人口問題高齡化時，首當其衝的是社會整體的危機
意識不足，才連帶產生高齡照顧人才在培育與訓練上的缺乏，這也是本計畫的問題意識。
依此，高齡照顧議題在台灣社會的「後進性格╱前瞻性質」弔詭地形成了一體兩面
的共生關係。僅由醫護專業觀點習以為常的診斷(例如：老年醫學或長照人力的問題)是無
法適切地理解此種弔詭之處，而本計畫正是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希望將人文社會科學
知識引入高齡者的健康照顧與管理之領域，並重新定位「高齡照顧」這個議題。 簡要地
說，醫療意義上的「治癒」(Cure)的概念已不足以涵蓋其「照護╱照顧」(Care)問題，因
而照顧專業人才的培育不能僅侷限在既有的生物醫學(Biomedicine)知識典範。此外，在高
齡者照顧事務之中還必須面對一個迫切「汙名化兩難」（Stigma Dilemma）：在被照顧者經
常被汙名化為失能或依賴(等標籤)的狀況下，執行照顧工作也難逃各種社會價值與勞動條
件的貶低，使得高齡照顧事務中的這種兩難強烈地阻礙了人才培育制度之建立。2
本計畫認為，究其關鍵，仍在於目前醫護視角中仍缺乏一個具有人文社會科學視角
的「照顧」概念，並以此概念為核心重新規劃高齡照顧人才的教育與培育制度。3
舉例而言，Daly & Lewis 提出「社會照顧」（social care）概念，強調其中的三個關鍵
面向：1.照顧作為一種勞動；2.照顧應有規範架構(義務與責任)；3.照顧是一種需要成本的
活動（物質與精神上）。 4 透過「社會照顧」概念的建構，我們可以在微觀層次上釐清
1

Kyung-Sup, C. (1999).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South Kore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28(1): 30-55.; Kyung-Sup, C. (2010).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444-64.; Lan, P.-C. (2014).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global entanglement: The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ing discourses in postwar Taiwan.
Current Sociology, 62(4), 531-49.; Ochiai, E. (2011). Unsustainable Societies: The Failure of Familialism in East Asia's
Compressed Modernity.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6(2), 219-45.; Ochiai, E. (2014). Leaving the West, rejoining the
East? Gender and family in Japan's semi-compressed modernit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9(3), 209-28.
2
Weicht, B (2013), The making of ‘the elderly’: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of care,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7(2):
188-197. ; Weicht, B (2011), Embracing Dependency: Rethinking (In)dependence in the Discourse of Care,
Sociological Review, 58(s2): 205-224. ; Weicht, B (2018), Old and depend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bject position
for politics and care, in: Wodak, R and Forchtner, B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Routledge, pp. 500-513. ; Weicht, B (2016), State, Market, or back to the Family? Nostalgic Struggles for Proper
Elder Care, in Karner, C and Weicht, B (eds.) (2016), The Commonalities of Global Crises: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Nostalgia, Palgrave Macmillan, pp. 115-142
3
Weicht, B (2015), The Meaning of Car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are for elderly people. Palgrave Macmillan.
4
Daly, M. and Lewis, J. (2000),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re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welfare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28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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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被照顧者」的各種關係內涵（正式╱非正式、私領域╱公領域、契約╱非契
約、獨立╱依賴）；在鉅觀層次上釐清「照顧工作」的各種社會條件（金錢給付╱服務給
付、「國家—市場—社區—家庭」的混合型態）。除此之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融入高
齡照顧專業，其助益更在於探索、反思、甚至解構既有的「照顧」概念5，建立具有前瞻
性的理想規劃，以作為當下高齡照顧在跨域共學與人才培育的錨定點。
本計畫團隊從籌備構想到第零期執行過程，形成了不少與高齡照顧相關議題的討論，
然而，要能夠統整紛雜多元的討論內容，則需要仰賴更具有「後設思維」（meta-thinking）
的形式梳理，而非受制於實質內容的重要性排序。因此，以下我們將同時從兩個面向—
議題形成過程、教師社群深化—來說明本計畫團隊如何凝聚出初步共識，具體化為本計
畫未來幾年中推動的四大議題：跨域合作、創新教學、人才培育、社會公共。

一、

第零期執行經驗：「議題形成過程」同時伴隨著「教師社群深化」

不同知識領域的教師，如何共同針對高齡照顧提出自己的看法，並且在數次交流與
討論過程中，凝聚出可能且可行的主題，是本計畫第零期的執行重點（詳見附件 2）。因
此，我們分成三個步驟來依序進行：(1)針對既有課程執行經驗，分別蒐集教師端與學生
端的回饋意見；(2)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先分別與人文社會背景醫護背景教師進
行數次討論會；(3)進一步擴大本計畫團隊成員，建構第一期所需的團隊規模並能擔負未
來幾期的任務。
首先，從本計畫第零期的目標課程出發—「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高齡者諮商
與生涯規畫」、「高齡健康照護學」、「高齡者居住環境」—我們完整體蒐集到教師們與學
生們對過去幾年執行經驗的反思（詳見附件 3）。從學生端蒐集到兩個重要關鍵。一者，
課程進行搭配「反思活動」是重要的，但是，其執行方式需要進一步修正。修正的關鍵
在於時間、地點、參與人員必須協調的更順暢，且有事前準備與事後整理之外，與此同
時，我們發現，反思活動還需要先以「模組式」（四至六小時的時數）提供學生關於人文
社會科學的先備知識。如果能朝這兩個方面同時進行修正，「反思活動」將可能發揮其關
鍵作用（作為必修課），串連起學生二至三年級學習生涯的連貫性。二者，以小組為單位
的合作學習應該可以更廣泛，串連學生同儕到跨世代、跨產學的合作。學生不僅跟同儕
有跨學期的持續合作，也必須跟社區獨居長輩與實務界業師（例如：社工員、照服員）
一起學習，因此，在課程進行（包含任務與作業的完成）過程中，小組式合作學習的重
要性更應該受到教師與學生的肯定與承認，進而從非正式學習的層次提升至正式學習的
層次，甚至成為學習表現評分或者學習成效評估的關鍵面向，並持續追蹤其變化。
相對於學生端，我們也從教師端整理了兩個關鍵修正意見。一者，課程進行過程中
5

Graham, H. 1991 The Concept of Caring in Feminist Research: The Case of Domestic Service’, Sociology 25(1): 61–
78. ; Leira, A. 1993 Concepts of Care: Loving, Thinking and Doing’, in J. Twigg (ed.) Informal Care in Europe, York:
University of York, SPRU. ; Thomas, C. 1993 De‐constructing Concepts of Care’, Sociology 27(4): 6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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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活動搭配專業服務的方式，應該可以更著重訓練學生各種「高齡照顧」的核心能
力（例如：跨世代溝通能力、周全性老人評估、居家環境評估、長照需求評估）。這樣的
建議引導計畫團隊嘗試在四門課進行的兩個學年之間，置入與高齡照顧實務更具直接關
連議題的「工作坊」，目前鎖定為「個案管理」與「社區領航員」的主題。其背後旨趣在
於訓練學生去雙向地思考「社區中的長者╱長者（生活中）的社區」。二者，教師們認為，
高齡照顧的技能不僅必須成為基本能力，也應該可供學生延伸至「直接照護」以外之相
關產業的重要橋樑。這樣思維仍在於訓練學生對於「高齡╱社會」兩端的理解不足，亦
即：「高齡社會」不如表面呈現為複合詞彙那麼容易理解。不論是高齡者距離其生活的社
會 有 「 文 化 失 調 」（Cultural Lag）， 或 是 社 會 大 眾 對 於 高 齡 者 存 在 的 「 刻 板 印 象 」
（Stereotype），都指出了本計畫應將「高齡╱社會」置入課程規劃的重點。
第二，第零期所組成的六位核心成員（主持人劉芳、共同主持人蔡博方，高健管系
的侯文萱與李淑君、通識中心的韓德彥與曾美方）一起與人文社會背景、高齡照護背景
的教師群，進行了數次的討論與規劃，逐步建構一份「人文社會知識元素導入高齡照顧
專業課程」的規劃藍圖（詳見附件 4）。一方面，我們聯繫了北醫大校內其他具有人文社
會科學背景的教師（曾美芳，歷史學；韓德彥，心理學；唐功培，教育學；謝宗宜，哲
學），讓他╱她們理解高健管系的四門必修課程內容，進而邀請他╱她們依據自己的知識
背景與教學經驗，提出可以與任何一至兩門課進行搭配的「教學模組」。另一方面，我們
也同時與高健管系負責這四門課的授課教師群，進行相似的溝通與討論，找出他們在既
有課程執行上自認可以精進或者遭遇困境之處，並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提出可行的改
進方式，進而促成上述四位人文社會背景教師的各種「教學模組」置入這四門課程之中。
這樣的跨領域課程修正討論會，在第零期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看來，實為一種有焦點、
有效率，並且循序漸進的溝通策略：對兩個不同知識背景的教師群來說，數次的溝通與
協調都建立在聚焦特定議題（課程整體或課程模組），並且可以依據自己的知識背景與教
學經驗，進行彈性搭配與多元選擇。
舉例而言，李淑君（老年學背景）老師的「高齡者健康照護學」課程之中，就發展
出韓德彥（心理學背景）老師提供的「無條件正向關懷的實際體驗」、「醫療照顧上的標
籤化現象」兩個課程模組之置入。此外，侯文萱（職業與環安背景）老師的「高齡者居
住環境」課程之中，就建置了曾美芳（歷史學背景）老師的「生活環境的以前與現在」
與謝宗宜（哲學背景）老師的「人與環境的互動」兩個課程模組。這些人文社會知識的
置入，並非過去分時合授的方式（指，不同教師各自負責幾週），而是更實際地的領域教
學合作。一方面，我們要求人社知識以「前瞻科技」的方式置入，請教師們將實際的授
課內容製作成短片，但是附帶作業任務要求，使其應用在原有的高齡照顧相關課程。另
一方面，在高健管系的四門必修課程的期中與期末考核（例如：期中小作業、期末報告），
則同時在高齡照顧能力的檢核中置入此種人文社會元素的考核機制。因此，這樣的跨領
域課程將賦予學生綜合高齡照顧、人文社會、前瞻科技的要求，並且在學期進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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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之間的連貫，持續此種要求。
第三，我們不僅在課程規劃上已建立人文社會、前瞻科技、高齡照顧的跨領域交融，
也積極地為本計畫第一期開始規劃更為完整的團隊成員。因此，在第零期計畫執行過程
中，六位核心成員分別在北醫大校內找尋可以使本計畫更為完整的團隊成員。在前瞻科
技與跨領域教學的面向，我們與醫管系背景的簡文山（專長物聯網科技）老師，深度溝
通了數次如何引入新興科技於「高齡照顧人文學」的概念。同時，北醫大跨領域學院院
長張佳琪（專長跨領域教學、學習、創新）也加入成為計畫團隊成員，不僅提供自己從
跨域學院籌備到營運的充足經驗，也引進跨域學院在北醫大教務體制上的各種彈性支持，
有助於本計畫建置各種跨領域教學模組（包含教法、教材、教案的開發）。在與兩位資深
教授的溝通與討論之中，決定由簡文山教授擔任第一期計畫的共同主持人。在教學與實
務相互連結的面向，我們經過數次溝通與討論，在高健管系師資群中連結到邱惠玲（專
長高齡者認知功能與活動設計）、顏心彥（專長運動休閒管理）、許國強（專長高齡者個
案管理實務）三位教師，希望能把「高齡照顧人文學」的概念從學校課程規劃，進一步
深化到產業實務。實際策略則表現為串聯起四個高健管系必修課程的兩個關鍵工作坊—
「個案管理工作坊」與「社區領航員工作坊」—的規劃落實與資源整合。在我們與三位
教師的討論過程中，大家共同推舉顏心彥助理教授，擔任第一期計畫的共同主持人。
在第零期執行至今，「教師社群」不僅逐漸在擴大，同時更是有意識從議題的廣度進
行深化：從第零期的六位核心成員（其中包含一位主持人與一位共同主持人）逐漸成長
為第一期的十三位成員（其中包含一位主持人與三位共同主持人）。與此同時，從以上三
點來看，我們也可以發現，「教師社群的深化」本身與「議題形成過程」是無法分開的！
為了逐步落實在第零期提出的「高齡照顧人文學」理念，核心團隊成員既從相關議題的
討論著手，也從跨域師資的招募著手。因此，我們認為，以上說明既是議題的形成過程，
也是教師社群的逐步擴大！

二、

本計畫四大目標：跨域合作、創新教學、人才培育、社會公共

經過議題形成過程與教師社群深化之後，本計畫建立四個計劃目標－跨域合作、創
新教學、人才培育、社會公共－來達成上述前瞻議題的人文社會科學對於高齡照顧的介
入，並且更進一步以「獨居長者」為主要對象。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全國獨居老人
人口也已攀升至 4 萬 6025 人，獨居老人議題也逐漸浮上檯面，這些影響將會帶來勞動市
場結構改變、經濟成長趨緩、社會福利制度需求增長、長期照顧及醫療資源配置等難題。
本計畫對於高齡照顧人才的培育，以「高齡照顧人文學」的理念融入二、三年級四門課
程，分別為「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高齡健康照護學」、
「高齡者居住環境」，重新設計專業服務「獨居老人關懷訪視」，並且置入個案管理工作
坊」與「社區領航員工作坊」兩個工作坊。因此，提出四項「計畫目標」與「推動重點」：
（一） 跨域合作目標－「優化垂直橫向區域鏈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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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 103 年起，陸續發布許多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的不同政策，許多政策
中均載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相關之條文，顯示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組成與運動，
已成為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政策的推動重點。教職人員與行政人員對專業學習社群
有共同目標與價值，透過平等對話、分享協作與支持，增進教師專業之能及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進言之，藉由社群裡較具經驗者及知識者提供關鍵性指導，可有效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且在社群中亦可滿足個人歸屬感與自我實現，可見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之重要性。
本計畫第一項目標為「建立跨領域教師社群」，同時也為所有目標之基礎。由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跨領域學院等不同專業領
域之教學單位為專業學習社群之核心，強化高齡健康管理知識的人文社會素養與批
判反思精神，擴大專業社群之廣度。另外也加入服務學習中心、學生輔導中心等行
政單位，除教學單位之間的合作，提升教師研究能力、增進教學能力並擴展專業服
務，也促進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間之融合與交流，整合校內橫向教育資源，增強專
業社群之能量。
專業社群一方面連結本校橫向教學資源，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專業社群發展，
接起與校外單位的橋樑。除合作已久的信義區老人服務中心外，尚有本校承辦之台
北醫學大學展齡中心與大安展齡服務暨研究中心等校外實際提供服務之單位，透過
專業社群將教師影響力擴展至學校外，更甚也與產業界單位締結合作關係，包含新
北市輔具中心、合宜輔具中心、奇力愛照料理、捌捌陸食堂等不同產業別之企業，
將教師影響力傳遞至學校外的企業責任實踐，使專業社群在深度與廣度上有著更精
進的發展。

（二） 創新教學目標－「建立課堂、工作坊、專業服務整合之微學程」
整合不同課程搭配專業服務學習，並與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輔導中心、醫學人
文研究所、跨領域學院等不同單位合作，共同研擬兩堂跨年級、跨領域之工作坊，
將課堂所學應用於實務，建立培育具專業知能、人文素養、創新能力、團隊合作之
高齡健康管理人才。高健管系於專業服務上之課程規劃中，共規劃四門課程、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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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分別為二上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二下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三上高
齡健康照護學、三下高齡者居住環境、個案管理工作坊、社區領航員工作坊，希望
透過專業領域服務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除完成服務的需求，也促進服務者
（學生）的學習與發展。為使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可達到預期之目標與效益，學生修
習四門課程前，皆須先修習人文核心課程，透過人文課程使學生了解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的意義及內涵，並引導學生進行反思，深化學生對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的自我檢
討與省思，促進學生於課堂及服務中的主動性與自發性。
1.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
以「為什麼要照顧老人」為本課程搭配的人文課程之核心概念，透過不同
國家的案例研討，使學生透過自省與自我覺察，找到自我的理念與信念，並透
過「照顧」兩字意義探討，引出與高齡者共伴、共玩、共學之宗旨。而本課程
中，透過各種不同活動的認識與帶領，使學生能參與高齡者活動方案的設計與
演練，並實際將活動應用於社區中，透過不同性質之活動，幫助及維持高齡者
人身心靈之健康。

2.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
課前人文課程由成人教育切入熟齡議題，並由柏拉圖理想國之導讀，探討
高齡化下所面臨的困難，並引導學生進行五感觀察與感受，強化學生自我覺察，
並延伸出課程的意義與重要性。課程重視高齡者心理健康方面需求，賦能學生
諮商的基本理念與技巧，同時也介紹相關資源與服務，使學生具備基本諮商知
能與技巧，並融入照顧服務歷程中，透過諮商與生涯規畫，提升高齡者之生活
品質。

3.

高齡健康照護學
科技與醫療飛速成長進步，致使「全人」宗旨於醫療發展中逐漸淡化。本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搭配之人文課程則以全人作為課堂核心價值，透過全人概念
的引入與深思，期望學生於學習與進行高齡者周全性評估時，進行全方面包包
含生理、心理及社會等不同面向之知識與知能。

4.

高齡者居住環境
由歷史角度切入生活與居住環境，促進學生思考環境與生活空間的變，以
及不同角色對於環境的想法與想像。並透過深入探討「環境」一詞之概念與意
義，培養感性與觀察環境之能力，學習高齡者在居住環境的生理與心理需求及
考量因素，並可做居住環境資源盤點，也了解輔具於居住環境中的搭配與使用。

5.

個案管理工作坊
以個案為中心，透過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所學之知能，了解個案之需求與期
待，協助進行生活規劃與安排，並媒合資源、連結資源，使個案與在地社區緊
密連結。

6.

社區領航員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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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區為中心，進行資源盤點，透過社區之各式資源與服務量能，尋找社
區中有長照相關需求之民眾，並整合社區居民的需求與期待，建立一社區資源
流動網絡，並連結外部資源挹注與導入，透過社區互助利他的服務精神，協助
社區發展為互助性社區。

以上述四門專業服務課程作為專業能力核心發展，於服務學習過程中協助長者
滿足生理、心理、社會各層面需求，也為長者灌注年輕能量，並透過專業服務培養
學生社會人文素養，並從實際參與服務過程中應用所學，也思考、發現問題。，做
為未來四年級時產業界實習之基礎，培育人文科技高齡人才，並透過實習，對接未
來職場就業。課程其中也研擬教師評量、學生自評、跨領域教師互評等教學回饋，
了解計畫實際執行成效。此外，本計畫預計在第三期完備微學程模組開發，將課堂
所學應用於實務，建立培育具專業知能、人文素養、創新能力、團隊合作之高齡健
康管理人才。
（三） 人才培育目標－「建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人才循環模式」
Train the Trainer to Train (TTT)是一模組，此模式可協助教育工作者優化與專業
化教育模式，由培訓者(Trainer)培訓其他有潛力的培訓者、或經驗不足的培訓者，同
時也教他們如何培訓其他培訓者。為達成此模式，首先，培訓者需要了解要教授的
專業知識相關內容；其次，必須知道如何將這些專業知識傳遞給學生。不同於傳統
的教育風格，TTT 較強調小組互動與討論，由培訓者帶領參與者，對彼此的專業知
識進行深入討論，並互相討論如何有效地傳遞知識，一個良好的 TTT 模式中，參與
者應具備積極傾聽、同理心，並了解如何簡單的傳遞所希望傳遞的訊息或知識。
高健管系學生於一年級時修習高齡健康管理基本知能相關課程，包含老人學導
論、經濟學、高齡者心理學等基礎課程，了解身為專業的長照人才所需具備的知識
與技能，奠定學系學生基礎核心能力。進入二、三年級後，學系課程逐漸專精，課
程以高齡者相關領域為中心設計規劃，除課堂學習外，也加入許多實作方面的學習
與練習。除上述四門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外及兩門工作坊之外，尚有許多諸如病理學、
藥理學等醫療專業領域課程，使學生具備高齡者照顧相關知識知能與實際服務之經
驗與技巧，深化自身於高齡領域中之定位，也為四年及產業實習奠定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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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希望建立「由高年級的學生帶領低年級的學生」進行服務的人才循環模
式，運用 Train the Trainer to Train (TTT) 策略，期待高年級學生能將學習與服務量能
傳遞至低年級學生。學生經過基礎與專業核心課程，並實際將所學應用於社區中，
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後，成為 TTT 模式的培訓者，有別於以往教師或助教為核心的學
習小組，高年級學生會與低年級學生組成學習小組，除討論專業知能與經驗分享外，
也討論如何將知能賦能與社區高齡者，期望高齡者可達到自我慢性病管理與照顧，
以達社區在的健康促進。由高年級學生賦能低年級學生高齡健康核心能力與社會人
文關懷素養精神，後由學生賦能專業服務對象，以期達到服務對象慢性病之自我照
顧能力及家庭長期照顧負擔之減輕，達成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人才培育循環式教育。

（四） 社會公共目標－「建立信義區獨居老人資源共享平台」
共享經濟（Shared economy）是一項社會創新概念，有別於租賃經濟，是一種共
用人力與資源的社會運作方式，「共享」是一種非商業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強
調「利他主義」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它包括不同個人與組織對商品和服務的創造、
生產、分配、交易和消費的共享。常見的形式有汽車共享、乘車共享、自行車共享、
餐飲共享，以及住宿共享等。與此同時，共享經濟又具有弱化擁有權，強化使用權
的作用。共享經濟蘊含著三種模式：一、使用權剩餘分享：強調使用但不占有。二、
所有權剩餘分享：二手物品再循環，產生節約資源的環保效果。三、時間剩餘分享：
個人具備多重身分，帶來大量就業機會。
承上述三項模式，獨居高齡者訪視服務過程中，學生發現高齡者生理、心理、
社會各方面需求，生理層面包含餐食服務、營養監測、慢性病管理、家事服務等；
心理層面包括情感需求、支持性關係、自我實現等；社會層面涵蓋醫療醫事服務、
社會參與、休閒娛樂等不同方面。多年來與信義老人服務中心合作執行特色專業服
務，學生進行訪視時，在不同的高齡者家中會發現不同的需求，並利用在學校受到
的訓練，進行單點式服務提供。多年來的服務過程中，往往會發現許多同質性的需
求或服務，因此本計畫希望，透過前三點目標，包含資源整合、人才培育、人才循
環等基礎核心建置後，結合專業服務訪視，依不同獨居長者需求，期望可建立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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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區獨居老人資源共享平台，將單點式服務串聯起，結合垂直橫向資源能量，將服
務效益最大化，列出三面向資源共享：(1) 餐食資源共享； (2) 醫療資源共享； (3) 社
會資源共享。
1.

餐食資源共享
依據國民健康署 2016 年針對全國 22 縣市高齡友善城市調查，發現 10%老
人有咀嚼困難問題，而隨著年紀增長，高齡者因面臨咀嚼、吞嚥能力變差，腸
胃消化功能漸弱、獨居、無人備餐共餐等情況，容易衍生營養不良問題。而國
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2013-2014 年長者的飲食「熱量」攝取不足盛
行率為 42％。顯示高齡營養健康飲食著實仍有改善空間，無論是目前盛行的送
餐服務，抑或社區中的共餐據點，皆是為了解決餐食營養的問題。高齡者的餐
食服務擺脫以往被認為是屬於救濟貧窮或者專門為獨居、行動不便人士等所提
供的服務之負面認知，在現在已經逐漸被認為是一項可以提供正確的飲食攝取、
強化高齡者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協助持續學習適應老年生活的重要媒介。

2.

醫療資療資源共享
多種疾病、多重病因、多種用藥是高齡者常見的問題。以輕症個案而言，
讓健康、亞健康的人，可以得到充分的失能預防，有效的慢性病管理和意外預
防，這是現行社區中沒有的功能，結合日間照顧或社區關懷據點的合作，導入
自立支援的概念，連結的定期健康管理，多重藥物疾病管理，以及不定時居家
訪視，減少併發症及不必要入院，協助提升社區中高齡者健康促進。

3.

社會資源共享
豐富的社會資本有助於高齡者維持健康，社會連結能讓人維持生活基本能
力，自主自立活更久，且社會連結更強的影響是，賦予生命獨特意義與價值。
為促進社區高齡者身心健康，發揮初級預防照顧功能，建立連續性照顧體系。
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並落實在地老化及社區營
造精神，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顧服務等工作可以就
近社區化——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建立社區照顧自主運作模式，以符合當
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並將長期照顧制度與社區照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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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系教學資源外，設計特色專業服務，與臺北醫學大學服務學習中心合作進
行獨居老人關懷訪視，融合學系四門課程，並導入通識教育中心、學生輔導中心、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跨領域學院之師資、資源與能量，強化跨領域教育與通識教育
的能量。課程規劃也搭配臺北醫學大學展齡中心、大安展齡服務暨研究中心、信義
區老人服務中心等不同服務單位能量，並與合宜輔具中心、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奇力愛照料理、捌捌陸食室等產業界單位合作，將教學領域與實務服務領域合作，
拉近理論與實務上的差距，整合橫向與垂直資源發揮最大化的效益。

三、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1. 擁有一校三院資源與能量。
2. 過去已與在地連結深厚，有利推動
整體計畫。
機會（Opportunity）
1. 老年人口成長快速，2030 邁入超
高齡社會，照顧市場潛力雄厚
2. 長照相關政策逐漸完善，服務體制
逐漸成形

（一）

劣勢（Weakness）
1. 行政組織、資源體系較分散

威脅（Threat）
1. 現行長照相關領域學校與學系紛紛
設立。
2. 長照人才薪資調整空間與未來職涯
發展尚未明朗。
3. 人口結構改變，人口紅利、勞動人
口逐年下降。

優勢（Strength）
1. 擁有一校三院資源與能量
本校作為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並串聯本身一校
三院（北醫、北醫附設醫院、萬芳醫學中心、雙和醫院）的能量及資源為核心，
連結專業教育與臨床實務，對於縱向、橫向之資源連結與人才培育皆有相當的
助益。
2. 過去已與在地連結深厚，有利推動整體計畫
本校於信義區當地深耕已久，除與地方單位合作密切，諸如健康中心、老
人服務中心等，安排相關科系學生進行專業服務。本校也承接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深入社區陪伴長者，與在地鄰里形成大學城，也實現大學社會責任，有助
於整體計畫的推動。

（二）

劣勢（Weakness）
1. 行政組織、資源體系較分散
本校多元化經營，除於長照方面有所投入外，於醫療、研發等不同方面仍
有大量資源使用，容易分散可本校之資源、人力，對於縱向資源連結與整合稍
有影響。

（三）

機會（Opportunity）
1. 老年人口成長快速，2030 邁入超高齡社會，照顧市場潛力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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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需求量隨人口老化不斷提升，未來發展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亦會有
越來越多學子、人才投入產業。
2.

長照相關政策逐漸完善
長照相關政策逐年滾動式修正，不斷調整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使政策更
貼近實際需求狀況，也銜接服務需求單位及人才培育單位。

（四）

威脅（Threat）
1. 現行長照相關領域學校與學系紛紛設立
隨長照人力需求逐年提升，各類型學校如專科學校、普通大學紛紛設立長
照相關科系與學程，培育人才投入現行長照體制，相對影響本校發展。
2.

長照人才薪資調整空間與未來職涯發展尚未明朗
長照人才培育量逐年增長，但對於未來職涯規劃發展尚無一明朗之進程，
影響未來相關科系學生投入長照領域的意願。

3.

人口結構改變，人口紅利、勞動人口逐年下降
高齡化與少子化影響青壯年人口比例，造成未來勞動人口逐年下降，也加
重青壯年人口負擔。

四、

SWOT 下的人才培育策略

延續前述 SWOT 分析所提出重要問題，將 SWOT 分析中內部之優勢及劣勢與外部之
機會及威脅等相互配對，產生最大之優勢與機會及最小之劣勢與威脅，研擬適當的因應
策略：
（一） 優勢-機會策略（S-O）
1. 政府先後推動長照相關計畫，對於長期照顧資源發展提供重要經驗與基礎，
結合本校於在地之深耕，賡續推動與發展相關創新措施與人才培育。
2. 導入他校量能，導入不同專業科別進入課程規劃與計畫服務，培養學生成為
具備多元能力深度與廣度之 T 型人才，也將多元專業人力導入社區，創造學
校與社區雙贏契機。
3. 結合高齡產業界力量，研發家庭與社區生活所需多元服務產品、各類輔具用
品等，滿足在地民眾需求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深化高齡人才發展性與前瞻
性。
4. 發展民間部門力量，除學生志工服務外，研議由在地民眾進行志願服務，善
用人力協助進行服務提供，增進社區居民對在地之歸屬感，也體現社區互助
利他精神。
（二） 優勢-威脅策略（S-T）
1. 長照相關科系不斷成立，為提升本校培育人才之競爭力，除使學生具備多元
專業知能及充實實際服務經驗外，更需研擬未來人才於高齡產業中之定位與
發展制度，凸顯本校人才之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
2. 透過與產業界密切連結合作，銜接學校至產業間之人才流動，弭平學用落差
之限制，並研議長照人才於產業界職涯發展，為高齡人才提供願景和持續在
高齡產業工作之價值與信念。
（三） 克服劣勢-利用機會策略（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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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照政策與計劃逐漸完備，導入公部門資源，解決本校資源分散化運用之現
況，且持續提倡將長照人才培育列為本校優先推動項目。
2. 加強校內外橫向與縱向溝通協調，整合不同單位、不同專業資源，除高健管
系與醫文所之師資與資源合作外，尚可結合其他科系之專業，強化長照人力
發展，建立跨專業領域人力的團隊合作模式。
（四） 減少劣勢、避免威脅策略（W-T）
1. 面對人力需求上升與高齡人才職涯發展尚未明朗之困難，應立基於現有基礎
建立社區自立服務網絡，擴大社區居民對於在地之發展，並推廣社區互助利
他精神，逐步培養與建立在地民眾志工人力體系。

五、

議題導向教學如何培育人才

在國民教育發展的歷史中，最長的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強調學習知識；九年一貫課
綱希望學生學會帶得走的能力從過去的能力導向教學，演變到現今的十二年國教，課綱
則是希望學生有素養，透過議題導向教學，強調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主軸，引動教學現
場的創新思考與變革方向。除了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之外，也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
學習，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最重要的是學生實踐力行的表現。而核心素
養強調培養學生在生活情境中，能具備真實運用知識的能力，擁有面對未來挑戰的態度、
知識、能力與技能。
議題導向透過建構個人內在的理解脈絡與意義系統，發展脈絡化思考能力，進而在
各種學習中遷移這樣的能力已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以深化其理解思變、溝通、
表達的能力。藉由省思、統整、發展問題、理解、擷取訊息等閱讀素養能力，形成問題
意識，並提出議題，而在觀察、發展、定義問題的同時，也啟動了邏輯因果脈絡的思辯，
也才有機會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觀點與策略作為。透過設計思考與閱讀理解，學生透過
閱讀獲取訊息，進行資訊蒐整，進而擷取統整相關知識資料，並從實際情境、客觀知識
與思維層面進行理解，形成其訊息組構、形成觀點、反覆思辨、提出問題等思考迴圈。
至此，教師可以更深刻帶領學生發展其問題意識，進而定義問題，所謂的「問題（議題）」
對於學習者而言，才有機會不是課堂的被動理解，而是具有啟動主動學習動能的開始。
基於前述脈絡，本計畫透過議題導向式教學，期望學生在自主行動方面，提升心素
質與自我精進，透過系統思考來進行各項學習，並且必須具備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
新應變的覺知與行動；在溝通互動方面，除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的學習之外，還要與時
俱進，增加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的學習，還要能有藝術的涵養與美感素養的提升，從關
注自己的能力到學習的整體觀照；在社會參與方面，除獨自學習外，尚須學習人際關係
及團隊合作，學習必須是與社會發展連動，並兼顧到自主學習及合作學習。
目前從教育現場共同面臨世界遽變下社會創新需求的人才培育壓力，跨領域學習及
創新能力，被視為迎接快速變動世界的重要核心能力之一，是以如何落實跨領域學習、
議題導向教學、核心素養教育，成為養成未來人才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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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成果範例

（一）日本－Kaigo Café
根據 2017 年日本介護勞動安定中心的調查報告指出，2016 年全日本介護產
業的離職率達到 16.5%，高於全日本平均離職率的 15%。因介護員（即台灣之
照服員）的工作時間長，又需處理衛生相關的問題，因此普遍大眾對於日本的
介護員抱持著骯髒 (kitanai)、危險 (kiken)、辛苦 (kitsui) 這種日本俗稱 3K 的印象。
在背負這種標籤的壓力下，日本介護員的人才也因而不斷流失。Kaigo Café 的創
辦人－高瀨比左子在介護產業服務多年，深知此現況並希望可翻轉介護員工作
環境，促使更多介護員與職場以外的人分享介護員的專業、與大眾探討目前照
顧環境現況對話並產生出更多新觀點。
高瀨比左子透過 Facebook，尋找志同道合一起舉辦聚會的介護員，期望創
造一能讓介護員和照顧產業人員都能彼此對話，使介護員能與外面的世界連結，
促進學習新知並創造出讓介護產業的人員能夠面對面交流對話的場所。而後，
許多介護現場的人員、照護機構的主管與相關產業的人們都開始參與這個聚會。
奠基於對話、交流工作經驗的 Kaigo Café，成立至今將近七年，最重要的核心就
是「對話」，包含制度的調整、失智症的照護，又或是社區整合照護計畫等等
的主題，都被熱烈地討論過。聚會的過程中，設有引導員穿插其中，幫助參加
者們進行破冰，促使討論更為熱烈，引導員在理解每個人的經驗與智慧都有其
價值的狀況下，引導員依其受過的訓練，在討論過程中協助大家從初次見面的
尷尬，到溝通非常深入的細節。為了使更多人成為引導員以幫助人員之間的交
流，Kaigo Café 特別設立一個專案來協助更多人取得引導員的資格。也希望透過
這門訓練，讓每個通過引導員認證的人，都可以把 Kaigo Café 的精神帶到各個
機構，讓各地的介護員都可以藉由互談的方式，更有自信地表達自己，也迸發
出更多對照護體系的創新想法。
在社會對介護員抱持負面的觀感下，高瀨女士希望可以透過聚會培養出更
多的人才，使得 Kaigo Café 的正向與積極，透過面對面的方式大力地散播出去，
最後創造出讓介護員不會忘記初衷的場所。此外，也希望透過不斷的溝通，讓
照護產業可以擁有更多創意產生，幫助受照顧者過得舒適。最後，更希望創造
出讓更多人能夠認識照護產業的環境，並期待未來長照管理專員能夠抬頭挺胸
的遞出自己的名片，深深地以自己的職業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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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推動重點、策略與方法
一、 目標與執行內容摘要表
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1. 發展能培
養瞻遠融
整人文社
會與科技
人才的環
境機制

課程結構
調整

執行策略

具體執行方法

場域與學習
風氣營造
產學合作教
學與實習

（B 類必填）
2. 養成研教 教師專業增 辦 理 兩 場 教
高教教學課程設計包含有跨領域統整性
合一之跨 能
師 實 務 工 作 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等相關課程，透過跨
域 師 資
坊
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程或探索體
（A、B
類必填）

驗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
用。為使教師專業增能，強化前瞻議題的跨
領域教學，預計年度辦理兩場教師實務工作
坊，兩場工作坊主軸為「銀髮浪潮」及「社
會照顧」等兩大前瞻議題，透過工作坊進行
跨領域師資培力，加強教師跨專業領域發展
再概念化。
跨域教師社 建 立 跨 領 域
專業學習社群是指來自各種領域的教師
群、多重網 教師社群
結合於同一場域之中，彼此相互對話與理解
絡發展
各種教育議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乃是積
極的創造、分享價值和願景並互相觀摩教學
方式，在這樣的環境下，教師們將共同協商
合作，互相學習以及參與決策等，如此不僅
增加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更使整個學校有
持續進步的動力。
計畫以本校教學資源 My2TMU 為主
軸，並加入 Facebook、Line 等媒體，建立
跨領域教師社群平台，除高健管系師資外，
加入醫文所、醫管系、通識中心師資，融合
老人長照、社會文化、高齡照護、高齡生活
與失能、老人心理背景、通識教育歷史文化
及物聯網等不同專業背景，形成教師團體，
促進跨領域合作、凝聚教師力量、建立教師
支持系統、形塑資源共享機制，並擴展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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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前瞻議題共 定 期 議 題 討
第 一 期 計 畫 以 「 社 會 照 顧 （ Social
學研究
論
Care）」為主軸議題，透過跨領域教師社群
平台，建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與醫學人文教
學資源連結網絡， 對跨領域課程規畫、學
生學習成效等相關議題進行對話和討論，預
計每週定期分享並討論社會照顧與高齡相關
之前瞻議題，也透過高齡照顧領域與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教師同儕彼此合作互動的歷程，
進行理念分享、教材研習、交換心得及共同
學習，促進跨域整合、創新教學，促進教師
之間交流與跨專業增能，凝聚社群共識，滾
動式修正出更優質的教學內容，為謀學生受
教權益與最大福祉而努力。
3. 研 發 跨
域教法/
教材/教
案/教具
（A、B
類
必
填）

開發前瞻議 建 立 課 堂 、
整合二、三年級四門課程搭配專業服務
題教學模組 工 作 坊 、 專 學 習 ， 結 合 創 新 數 位 學 習 工 具 ， 使 用
業 服 務 整 合 Powercam 進行數位學習，搭配社會人文核
之微學程
心數位課程，讓學生在修習於四門課程前，
具備基礎人文素養，並學習以宏觀社會學角
度看高齡照顧。四門課程及專業服務之外，
長期照護課程結合醫務管理學系師資及能
量，導入物聯網（IOT, Internet of things）
概念於高齡照顧領域，期望可透過前瞻科技
與物聯網技術，協助學生在專業服務訪視
中，找到獨居長輩身心社會環境的相關需
求。同時向上串聯四年級必修課程：跨領域
專題應用 (一) 與 跨領域專題應用 (二) ，加
上高齡健康產業實習，增加學生實際參與跨
領域實作經驗。
也連結學校不同領域單位合作，包含醫
學人文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及北醫跨領域
學院，促進橫向溝通與合作，共同研擬兩堂
跨年級、跨領域之二、三年級共同參與之工
作坊，透過工作坊讓學生將課堂所學應用於
實務。一為個案管理工作坊，以獨居長輩為
中心，去探討、理解、發現個案的核心需
求，並為個案進行資源連結；一為社區領航
員工作坊，以當地社區為中心，尋覓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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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各式不同需求的長輩，歸納、整合、並導
入外部資源，期為當地社區注入外界能量。
深化專業服
務 學 習 課
程，加入人
文社會科學
知識元素

高齡專業知識融合社會人文精神，培養
學生的觀察、覺察、反思、思辨等能力且具
行動和實踐力，使學生具備解決問題與自我
照顧能力。同時，促發學生內在深層的同理
表現，除了讓其具備健康管理的知識和安排
的專業技能外，還要能體會高齡者生命經
驗，瞭解其社會文化、教育背景、宗教信仰
等之影響，感受他人之感受，並能與高齡者
有效溝通。以下分別敘述四門高健管系專業
服務學習所搭配課程，與其課程搭配之人文
精神概念：
(1)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
以「為什麼要照顧老人」為本課程搭配
的人文課程之核心概念，探討不同國家對於
高齡照顧之議題，如日本－楢山節考，旨探
討人類永遠的命題，生與死、以及親與子之
間的本質，衍伸出的便是對於高齡照顧的議
題探討；而韓國－長壽商會，除了高齡照顧
議題外，也讓學生反思人與社區的關係。
透過不同國家的案例研討，使學生透過自省
與自我覺察，同時，探討「照顧」兩字意
義，讓學生逐漸思考自身於高齡產業中的定
位，並思索未來社會腳色的方向，也引出與
高齡者共伴、共玩、共學之宗旨。
(2)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
成人教育常依社區特質來設計，內容常
會探討社區問題以反映社會現象，且依居民
個人成長的需要加以考量，同時必須相當重
視生涯發展與轉業輔導，以及迎接終身學
習，邁向學習社會。本堂課以成人教育為前
導切入熟齡議題，議題內容包含身心健康
（餐食營養、健康風險預警、就醫效率提
升…..）、自主生活（生活自立支援、數位
能力養成、智能交通輔助、安全行動輔
具……）、休閒陪伴（互助學習場域、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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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環境、）等不同議題，針對各項議題進
行相關資源介紹，以期學生在進行諮商與生
涯規畫時，可協助連結資源轉介，以滿足高
齡者需求。也帶入柏拉圖理想國之導讀，探
討高齡化下所面臨的困難，並以口述歷史與
觀察，強化學生五感觀察與感受，以利學生
自我覺察，延伸出課程的意義與重要性。
(3) 高齡健康照護學
科技與醫療飛速成長進步，致使「全
人」宗旨於醫療發展中逐漸淡化。全人包
含身體、心理、社會、心靈等四個不同層
面，對應於現今高齡照顧議題，核心價值
則是以高齡者為中心的照顧。為達到俱全
人概念的「全人照顧」，學生應具備其素
養包含利他、自主、關懷、熱情、承諾、
能力、保密、洞察力、廉正、誠實、道
德、倫理、值得信任、心胸開放、全心照
顧、尊重高齡者的尊嚴與自主權、對職業
的責任感、對社會的責任感、自律和團隊
精神等。將全人概念引入課常作為核心價
值，期望學生於課程與專業服務中，反思
自我狀態與服務。
(4) 高齡者居住環境
隨歷史演進，生活與居住環境逐漸演
變，屆由歷史角度切入，促發學生思考環境
與生活空間改變的困難性與重要性，並以不
同角色與角度思考環境與生活空間的想像。
並藉由觀察、敘事，培養感性能力與其敏感
度，進而了解「環境」一詞深層涵義，並從
居家環境推展至社區環境，以感性角度看待
理性事物，分析高齡者社區，深入探討社區
醫學與預防醫學現況，並實地進行環境探
勘，由概念到具體，使學生深刻了解高齡者
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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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兩場二

連結學校不同領域單位合作，包含醫學

三 年 級 共 同 人文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及北醫跨領域學
參 與 之 工 作 院，促進橫向溝通與合作，共同研擬兩堂跨
坊
年級、跨領域之二、三年級共同參與之工作
坊，透過工作坊讓學生將課堂所學應用於實
務。
(1) 個案管理工作坊
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指的是由社
會工作專業人員為一群或某一案主統整協助
活動的一個過程。過程中各個不同機構之工
作人員相互溝通協調，以團隊合作方式為案
主提供所需之服務，並以擴大服務之成效為
主要目的。當提供案主所需之服務必須經由
許多不同專業人員、福利機構、衛生保健單
位或人力資源來達成時，個案管理即可發揮
其協調與監督之功能（NASW, 1987）。藉
由良好的個案管理，可以提供全面性而且統
整的連續性服務、協助案主獲得案主所需要
的服務以及能夠促進服務效益的責任、並提
供監督的服務，以提升服務輸送的成本效
益。工作坊以個案為中心，透過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所學之知能，了解個案之需求與期
待，協助進行生活規劃與安排，並媒合資
源、連結資源，使個案與在地社區緊密連
結。
(2) 社區領航員工作坊
「社區力」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及經濟
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無論是「社區總體營
造」抑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皆是推動
社區力量，致力於社區的發展。健康促進、
餐飲服務、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等服務皆是
當今社區據點所提供之業務。社區照顧在台
灣多以老人服務為主，但社區照顧的對象除
了老年人口外，應包含所有社區內生活有問
題或未滿足者的基本需求。易言之，社區照
顧的基本是結合社區資源，連結正式與非正
式支持網絡提供的服務與設施，讓有需要的
居民強化在社區內生活的能力。在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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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不僅可讓學生深入了解社區的背
景，也能讓學生累積服務經驗。針對資源不
足的部分，如醫療照護、生產管理、行銷流
通等，培育學生養成專業，並以社區為中
心，進行資源盤點，透過社區之各式資源與
服務量能，尋找社區中有長照相關需求之民
眾，並整合社區居民的需求與期待，建立一
社區資源流動網絡，並連結外部資源挹注與
導入，透過社區互助利他的服務精神，協助
社區發展為互助性社區。
4. 促進國際 與國外跨域 國 際 健 康 照
與日本九州大學護理學院與跨領域學院
教學交流 教學單位或 護見習
建立關係，共研為期一個月的國際健康照護
教師社群經
見習。藉由較深入的國際參訪與生命體驗，
（選填）
驗交流。
了解不同國家所為高齡者建立的高齡友善社
會，從居家到社區到國家、從生活到醫療到
照顧、從預防醫學到急性醫療到慢性病管
理、從角色轉變到反思自省到生涯規
劃……。深入了解他國高齡者在生理、心
理、社會、靈性方面的各種需求及對應方
式，並進行自我內省，深入探討自我與服務
的意義。學生具備醫學、人文、社會、跨領
域等不同專業素養後，透過此國際見習，更
增長國際視野。

二、 教師招募與社群經營
本計畫在第一期開始將正式透過兩個管道進行教師招募與社群經營：1.校內既有的跨
領域平台、2.本計畫特地建立的管道。
第一種管道正是本校近年籌備至成立的第十個學院－「跨領域學院」。臺北醫學大學
於 2018 年成立了跨領域學院(目前是以虛擬學院的方式在其跨領域平台運作，因而無聘任
專屬教師)，並於同年建立跨領域教學聯盟，藉由每個月不同領域教師分享，帶領其他領
域師生一起討論，集結各項專業師生，探討不同領域之議題，促進校內師生對於其他專
業領域之思辨，帶領本校師生更多關於跨領域之啟發。在本計畫規劃申請第零期之前，
也因著這樣的契機，結識了校內不同專業領域教師，協力建構高齡照顧人才培育計畫。
因此，在第一期開始，我們將正式借重跨領域學院與其跨領域教學聯盟的平台，進行教
師招募與社群經營。
第二種管道仍在於本計畫自己內部形成的教師社群，其中包含議題共學、課程搭配、
教研合一的幾種機制。延續第零期以不同層次、管道與議題來建立教師社群，本計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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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的規劃裡，將正式以「跨領域議題共學」的方式來進行教師的招募與經營。以目
前第一期團隊成員的知識背景，我們規劃了「銀髮浪潮」與「社會照顧」兩個前瞻議題，
分別涵蓋了高齡照顧的「經濟共享與循環永續」、「社會意識與去汙名化」的兩個面向，
期望一方面對內促進團隊成員的跨領域交流與向心力凝聚，另一方面對外再次吸引校內
外有興趣加入本計畫團隊的教師(例如：邀請短講或籌組論壇)。
四門高齡專業課程已各自導入不同領域之人文講師，搭配人文社會科學內醫學人文、
心理、哲學以及歷史等人文專業領域，完備高齡照顧人文課程。透過凝聚各項專業領域
講師進行課程研擬、互動討論高齡照顧所需人文素養，已然建立出跨域教學夥伴之關係。
此外，四門高齡專業課程老師在學系上相互合作，整合課程內容並協力促成專業服務學
習，已經有相當的合作默契；人文老師互相熟識，分別在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所，
曾經合作關係，因此小從夥伴，大到高齡群組與人文群組已經建置完畢。
社群的經營也建立在「教學與研究合一」構想上，本計畫第一期的規畫之中，置入
了三個兼具教學與研究的量表—以病人為中心量表、傑佛遜同理心量表、正向社會互賴
準備度量表—依著計劃期程與學期的進行，定期測量學生的學習成效(詳見附件 5)。針對
這樣的量化資料與每學期結束後的質性資料(例如：期末回饋、焦點團體等等)，計畫團隊
成員們都有共享使用權利。我們的想法在於透過跨域教學與資料共享，促成教師社群之
間進行各種教學型研究的合作，並且鼓勵以本計畫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學術共同發表。
透過不定期社群討論，以及每學期的學生成果發表時間，創造實體交流機會，並有
效利用線上平台，連結跨域資源、教材分享、彼此合作共學，實現多元互動模式，以建
立出共享實務經驗及價值願景、增進學生學習，並教學創新之互動社群；再搭配本校跨
領域學院「跨領域教學聯盟」長期連結支持，多次分享跨域經驗，包含「醫療領域」、
「資訊領域」、「教學創新」，創造教研合一。

三、 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 (參見附件 6)
序號 課群名稱
1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高 齡 照 顧 高 齡 者 活 □校畢修
人文

修課
課程與教學特色
年級
二

動 設 計 與 ■院系必修
安排
□選修

本課程從生理、心理與社會的發
展為基礎，希望透過活動設計理念的
介紹，了解高齡者的活動設計的理
念。透過各種不同活動的認識與帶
領，認識各專業於活動方案設計的原
則，並讓學生撰寫並執行高齡者活動
方案，參與高齡者活動方案的設計與
演練。了解不同的高齡者場域，包含
社區、機構等不同性質的場域所適合
的休閒活動與方案，.體認不同的機
構之休閒活動之特性，並認知目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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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發展趨勢，以期未來能應用於高齡
者的各種情境中。
高 齡 者 諮 □校畢修
二
商 與 生 涯 ■院系必修
規劃
□選修

個人整體的健康評估，除生理健
康方面外，也應包含心理健康方面。
本課程重視高齡者心理健康方面需
求， 介紹高齡者生涯諮商相關理
論、策略、技巧與規劃之課程，透過
實務觀察、練習與活動參與，培育學
生具備專業倫理諮商規範和守則；並
能因應時代轉變具有開放、批判及省
思的能力。鼓勵學生透過練習能夠導
入諮商心理學，與高齡者、其家庭成
員以及社會互動，應用諮商輔導技巧
於高齡者照顧與管理中，並引導其在
服務學習中轉化知識理論，達到自我
探索與察覺，並促進高齡者未來成為
自己最好的精神健康照顧者。希望學
生在與社區長者的互動中，能因應時
代需求，運用諮商輔導技巧，結合生
涯發展理念與技能，透過生涯規劃目
標的掌握與實踐，具備執行以需求為
導向的知識與技能，發展高齡者或是
自身未來的高齡生活的生涯規劃，打
造與奠定健康滿足的基礎。

高 齡 健 康 □校畢修
三
照護學
■院系必修
□選修

增進學生對一般高齡者照護的知
能與使命感，培養學生具備以多元化
觀點評估及照護一般高齡者的實務能
力。課程設計應用概念圖（Concept
map）的學習策略，重點在協助學生
瞭解高齡者照護的概念和相關理論，
以高齡者周全性評估為課程主軸，進
行整體老人生理、心理、社會、靈性
的健康評估與照護，瞭解高齡者居家
照護模式與資源，並能檢視與解析高
齡者照護相關議題，學習掌握高齡者
照護的發展趨勢。培養學生以多元性
與跨專業的評估，搭配實習課程，使
學生能實際應用，並回饋於居於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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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之高齡者，強化與在地之連結。
高齡者居
住環境

□校畢修

三

■院系必修
□選修

居住環境是老人學當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直接影響高齡者晚年生活安
排與照顧服務品質，然而良好居住環
境安排與規劃往往可以使照顧服務更
為老人所容易接受與愉悅。課程目標
涵蓋讓學生經過整個學習歷程後，能
夠了解高齡者的生活內涵，探討高齡
者理想的生活環境目標與現實的生活
居住環境狀況落差，並由學生針對訪
視高齡者之居家或社區環境，提出改
善方案或公共環境議題的計畫書。
此外，透過與個案實際接觸與建立關
係，過程中運用高齡者居家環境設置
與學習之理論融合，融入輔具的應
用，培養學生具備判斷與規劃能力，
俾使其於未來高齡者照顧實務與環境
選擇之中，為高齡者或是自身未來的
高齡生活打造與奠定選擇與規畫以高
齡者為本位規劃合宜的、以人為本的
基礎。

長期照護

□校畢修

三

■院系必修
□選修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衛生環境
的改良、國民生活水準及經濟生活的
普遍提昇，人口老化與慢性病盛行已
是全世界需共同面臨的醫療與社會福
利問題，長期照護遂成為各國健康照
護優先及重要的議題。本課程介紹長
期照顧的定義、特性、重要概念、目
標、發展歷程、臺灣地區目前長期照
護的服務模式系統與政策等不同面
向，建立學生對長期照顧的基本認
知，並討論長期照護工作團隊成員的
角色功能及長期照護管理相關議題，
期能培育未來優秀之長期照護專業人
員。本年度首次嘗試與醫務管理學系
師 資 合 作 ， 導 入 物 聯 網 （ IOT ） 概
念，融合長期照顧的需求與發展，使
學生具備跨領域視野與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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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健 康 □校畢修
照護見習

三

培養具寬廣視野與國際觀的畢業生是
本系的教育目標之一，本課程提供學
生在異國見習中觀察並認識不同文化
的價值觀與健康信念，及其對健康照
護體系的影響。與不同國家之大專院
校合作，相互交換學生至各國見習，
使學生走出台灣，認識各國對高齡健
康照護的知能與實際操作模式，期使
學生汲取不同國家優點與經驗，也增
進國際視野，亦希望藉由異國的團體
生活，讓同學能於同儕間體會助人的

□院系必修
■選修

意義與重要性，並展現人性關懷的素
養。
2

跨 域 整 合 高 齡 健 康 □校畢修
四
應用
產業實習 □院系必修
■選修

為使學生於本系畢業前可深入瞭
解未來可能之就業市場，並增加實際
參與運作之經驗以銜接畢業後的就業
機會與能力，本課程將以帶薪實習
(paid internship program)的方式讓學
生進入老人照顧相關單位進行實務工
作訓練。此實習模式將能使學生實際
運用諮商溝通技巧、基本照顧能力、
團體活動企畫、個案管理知能等專業
知識於實務工作，協助老人照顧相關
單位的行政管理、照顧工作或活動安
排等工作性質；同時藉由提供本實習
課程相關單位之意見回饋，可讓本系
適度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向，增加業界
認為本系學生需要多加培育的能力；
當學系與業界產生溝通橋樑，未來可
請業界提供教材和師資，培養目前台
灣社會老人產業所需的專責人才。本
課程的落實期望能夠提高本系的能見
度與專業度，並讓民間相關產業瞭解
本系人才培育之理念與內涵，經由學
界和業界雙向溝通，確立本系學生的
定位與價值，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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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專

□校畢修

題應用
（一）

■院系必修

跨領域專
題應用
（二）

□校畢修

四

□選修

四

■院系必修
□選修

透過介紹老人照顧相關議題，了
解目前老人照顧發展現況及未來發展
契機，藉由深度討論之學習過程，展
現專業核心能力，並與不同學校、不
同專業領域科系合作，透過真實場
域、議題、企業、解決方案的學習歷
程，培養學生設計思考、觀察體驗及
專業素養能力，並強化跨團隊合作及
整合創新能力，肯定專業價值及奠定
未來就業之基礎。

四、 與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的合作：善用校內既有的教學改革成果
隨著世代演進與教育文化改變，如今的大學不單只重視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更希
望透過教學培養年輕學子的跨領域學習能力，讓各個專業系所的課程教育也能走向多元
發展。正因如此，各大學這幾年來的一個教育改革方向，正是鬆綁與改變既有以「系所」
為核心的課程規劃，嘗試把規劃層次提升至「院」。舉例而言，有許多「大一不分系」的
做法以人文社會的博雅教育作為基礎，厚實學生在大二以後選擇專業領域的能力。或者，
也有學校開始深化傳統「輔系╱雙主修」制度，提出「學位學程╱學分學程(學位證書加
註專長)」的制度。有鑑於此，本計畫雖然以 A 類作為基本定位，但是，仍然必須面對這
樣的高等教育變革趨勢，有意識地善用北醫大過去幾年累積在校內的既有教學改革成果。
其中，北醫大教務處的兩個中心(教學資源中心、教師發展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經會是本
計畫的重要合作單位。
教學資源中心的三大業務的第一項正是「全校型教學計畫：統籌辦理全校型教學計
畫，如深耕計畫、教卓計畫等」。因此，本計畫若能申請通過將會在北醫大校內被視為
「全校型教學計畫」，而有教務處行政團隊的全力協助，使本計畫的教師成員們可以再行
政業務上沒有後顧之憂。此外，教師發展中心也是本計畫的重要合作對象，其職掌業務
在於協助個別教師發展教學專業、建立教師社群、舉辦各種增能工作坊。因此，本計畫
一方面可以在建立教師社群的同時，申請校內各項資源協助，進而產生綜效，更能保證
在本計畫補助期間結束之後，將教師社群建立之成果進入校內既有制度。另一方面，本
計畫也預期在參與總辦公室與子辦公室的培力工作坊，積極認識值得學習的資深教師，
並引介給本校教發中心，進一步邀請至北醫大校內做更深度與整體性的教師增能活動。
通識教育中心近年來執行「大學學習生態體系」計畫的主要成果，在於建立靈活的
「微學分╱深碗課程」並搭配「自主學習╱半自主學習」制度。本計畫雖然以 A 類為定
位而鎖定在高健管系與醫文所的教學合作上，但是，整個計畫執行成果仍然希望使全校
學生受益，特別是對於「高齡照顧」等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學生。因此，通識中心所建立
的「自主學習╱半自主學習」將會是我們的一個有利槓桿。以高健管系學生來說，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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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完本計畫任何課程之後，皆可以之當成「奠基課程」並以期末成果為基礎，繼續找尋
合適的老師去開設 2-6 學分「自主學習╱半自主學習」(可橫跨最多三學期)課程，將這個
議題做得更深入。反過來說，若其他非高健管系的學生，則可以直接將自己已修畢的相
關課程當成「奠基課程」，參與本計畫相關課程與工作坊，作為「自主學習╱半自主學習」
的延伸學分。這樣一來，本計畫的執行內容雖然聚焦在高齡照護與高健管系的課程，但
是卻具有向全校有興趣認識並深入理解此議題的同學開放。

五、其他人才培育計畫－「智齡聯盟」Ｔ型人才工作坊
本計畫的申請過程中雖然借重部份校內資源作為前期籌備，因而與其他人才培育計
畫可能有所關連。實際上，本計畫的執行與教育部所補助的「高教深耕(教學面向)」或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關聯較低，與「智齡聯盟」(T 型人才工作坊)則有較高的關聯
性。然而，這樣的關聯並非在經費與人員上的重疊，毋寧是想法刺激與觀念轉變上的關
聯。因此，將本計畫與其他人才培育計畫之關係簡述如下。
臺北醫學大學深耕計畫教學面向之重點在於「培育具人文關懷、創新能力及國際觀
的生醫人才」。深耕計畫教學面向與本計畫在以下幾個面相有著理念上相輔相成相同的連
結，然而並無任何經費或是人員上的資源重複。深耕計畫著重全校:人文素養的厚植、專
業及實習教育的精進、跨領域學習環境的建構、創新教學模式的發展、國際競爭力的深
化與產業生醫人才的培育；因此在全校硬體與策略的建構與發展下，本計畫順應高教的
前瞻發展與學校策略連結，在「人文素養」、「專業實習」、「跨域學習」、「創新模式」、
「國際連結」與「產業培育」下，深化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之專業課程。另外，本校的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著重於社會參與實踐與社區鏈結優化，主要強調大學與社區的互
助與互學，與本計畫為不同概念與策略的教學形式，因此亦無重複經費與人員的使用，
本計畫在於學系課程的深化「透過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與醫學人文課程建構經驗，共同關
注高齡健康管理與照顧之人文素養雙議題，發展跨領域創新教學資源，開拓人文社會知
識在前瞻議題的應用深度與廣度，培育新世代跨領域的高齡照顧人才」。
過往教育模式強調培養專精的專業人才（Ｉ型人），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學科之
間交叉合作、討論發展的趨勢日益普遍。當今的研究成果，無一不是多學科合作、融合
的結果。因此，如何培養具有深度、又兼具廣度的Ｔ型人才，各高等教育單位已嘗試進
行變革。臺大智活中心承接教育部「老人福祉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簡稱：「智齡聯
盟」）人才培育計畫，為老人福祉議題培育未來能投入銀髮科技、產業與服務設計的跨領
域人才時，即面對觀念與執行面無法融匯的瓶頸，為了解決這難題，於是將跨領域人才
培育概念做出修正。
Ｔ型人才工作坊將兩個不同的專業領域、釐清與解決問題的技巧、與跨領域合作的
訓練，都包含在一次專題實作課程裡，讓跨領域知識的建立與跨領域合作能力的培養一
次到位。Ｔ型人才工作坊的設計，是以各校專業為基礎，結合多面向設計思考和觀察體
驗兩位師資共同設計課程專題；選擇的主題聚焦於實際場域待改進的問題與需求，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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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深入議題去觀察、發想與設計。工作坊學員來自各不同科系，在課程中高度互動、
溝通合作、並結合自身專業，共同激發、探索創新的可能性與方向；在實作過程中，有
機會實際嘗試、學習其他領域的工具技巧。
T 型人才工作坊採用「雙教師制」，不只是人數上的「雙」，更是知識領域的「雙」。
兩位老師相互搭配：一位從場域切入，介紹高齡化社會、高齡者所面臨的困境；一位從
方法帶入，針對困境，實際操作解決問題的方式。藉此，開創新教學模式、激發跨領域
思考。「跨校系同儕」齊聚兩天課程中，彼此由不熟悉，到一起動腦激盪，甚至必須動手
完成作品，也同時學習到團隊合作、跨領域溝通、處理意見分歧等能力；在不同校系組
合下，將迸發出各種迷人的火花。 透過「雙教師制」與「跨校系同儕」的結合，能突破
過去經驗，嘗試做出以往不曾想過的事情，而得到不同於以往課程的收穫。
因Ｔ型人才工作坊是超濃縮、講時效、需高度參與、並發表具體成果的課程；所以
課程內容設計必須提煉再提煉到留下最精華部分，並轉化成通俗的講法，讓不同領域學
生能夠吸收理解；課程活動設計，要能讓每位學員「全程」專注地投入、積極參與！整
個過程節奏非常緊湊、預備課程所花的心思相較於傳統教學、面對單一領域的學生，挑
戰更大。但這樣的教學過程獲得的成就感也相當大！每個老師都無法預期學生會出什麼
招？教導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難有十足的把握，但最後看著一組組同學完成任務，讓
很多經歷過Ｔ型人才工作坊課程洗禮的老師們，對自己傳統的教學方式做出修正與變更，
透過課程設計，讓學習變成主動而非被動。
Ｔ型人才工作坊跨領域教學模式，並非只在學界之間琢磨改良，也邀請產業界一同
來分享學生的創意並提出建議；而Ｔ型人才工作坊每個實作專題，都是產業界實際面對
的問題，讓各科系同學一同找出解法。學員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自然地與業界的創意
模式與市場思維接軌，幫助他們未來進入就業市場能夠儘快上軌道，成為企業有用、好
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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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
本計畫希望建立「高齡照顧人文」（Elderly-Caring or Senior-Caring Humanities）的課
程模組，並進行高齡健康管理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跨領域教學、議題探索以及創新解方
的提出，期盼翻轉現有專業學系單一學習模式，並建立跨領域教學與學習的創新模式，本
計畫預期成果如下所列:

項目
課程

數量
開設創新或前瞻課程門數
參與課群授課教師總人數與教學時數

師資

質性說明及社會影響

6

業界師資總人數與教學時數
國際師資總人數與教學時數
課群修習學生總人次

160-200 人次
 邀請完成修課之優異學生數

學生

參與教學助理總人數

5-8 人

名，經過培訓工作坊之後，擔
任教學助理，搭配計畫執行。

適性選材後的正面改變
研發跨域教法種類數及創新處

一種／多樣

研發跨域教材單元數及創新處

一種／多樣

研發跨域教案單元數及創新處

二種



長期照顧課程中。


／教具



研發兩種跨領域與跨年級之
獨老議題工作坊


研發跨域教具單元數及創新處

使用 Powercam 搭配人文核心
素養課程。

跨域教法／
教材／教案

將物聯網、前瞻科技等導入

四種

針對四門課程研發專屬的學
習成果格式(例如：具有人文
關懷的照顧評估表單)。

引導不同領域的學生了解議題參與高齡
照顧學習

160-200 人次

高健管系學生與不限科系年級之修
課學生人數

場域與學習
風氣營造

引導不同層級的學生擔任教學助理或進
修研習

邀請完成修課之優異學生數名，經
5-8 人

過培訓工作坊之後，擔任教學助
理，搭配計畫執行。
由學生評量課群課程是否合乎期

學習成效評 課程滿意度問卷

一種

待、實用性等，並自評自我學習表
現狀況

估方法
教研合一問卷量表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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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為中心量表

每學期結束後師生焦點團體(分別)



傑佛遜同理心量表



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



針對課程學生進行綜合座談



針對教師社群合作狀況

一種／多樣
由專業服務長輩協助填寫服務問

服務滿意度問卷

一種／多次

卷，了解學生將學習內容應用於實
際服務廠域狀況，炳了解長輩對學
系學生之回饋。

業界參訪次數與總人數
業界合作
業界見習總人次與總時數


招募教師社群，並媒合不同
人社背景教師與高健管課程
負責教師。

前瞻及跨領域教學研究團隊數

二組



依據四大目標建立分工兩
組，各自推動執行策略，並
評估未來幾期所需資源與執
行措施。

參與前瞻及跨領域教學研究團隊教師總
教師社群

人數
跨校教學研究團隊數

二組

參與跨校教學研究團隊教師總人數


與社會照顧，議題報告書包

三份議題報

教師社群成果及影響力

前瞻議題研究：高齡化人口

含：社會照顧的概念釐清、

告書

照顧工作的跨國制度比較、
照顧的社會文化意義


辦理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場次數

二場次

預計與教務處教師資源中心
合作，針對相關議題在校內
舉辦「教師增能工作坊」


交流研習
參與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人數及比例

計畫成員共同參與總辦與子

六場／十二

辦所辦理的培力工作坊，蒐

人次

集相關議題回校內團隊進行
討論，並反饋給總/子辦。

交流研習成果及影響力

五份



前瞻議題研究：高齡化人口
與社會照顧，議題報告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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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社會照顧的概念釐清、
照顧工作的跨國制度比較、
照顧的社會文化意義
國際教學合
作

與日本九州大學護理學院與跨領域
參與國際見習學生數

6-10 人

學院建立關係，共研為期一個月的
國際健康照護見習
透過高健管系與醫文所教師作為計
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核心成員，

其他

社群面

一個介面

協力相關授課教師，籌組跨領域團
隊，以期在未來三期各自的階段性
工作中，擴大教師社群與建立合作
的基礎。
針對世界人口發展趨勢對照台灣人
口結構變遷的異與同，並且將此議
題關聯至「照顧」概念與理論的人

議題面

兩系列共學

文社會科學知識內涵，以豐富本計

議題

畫主題的前瞻性。在前述教師跨領
域社群中，建立前瞻議題的研究團
隊，以研究能量的累積做為持續改
進教學的基礎。
重新修整既有的四門高齡健康管理
課程，並在每門課的規劃中結合高

課程面

四門課程

健管系與醫文所的跨領域師資，進
而期望建構「高齡照顧人文」課
群，並輔以教材(教案/教具)之研發
及推廣。
一方面，引導不同領域的學生，共
同參與課程與工作坊，以了解前瞻
議題，參與高齡照顧學習的人文社

學生面

5-10 位學生

會科學探索。另一方面，吸引不同
年級的學生，彼此進行經驗傳承，
或者在修畢課程之後擇優進修研
習，擔任課程的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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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當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
本計畫將推動發展與推動跨領域教師社群並配合 UFO 計畫推動辦公室規劃，執行相關
事務，並設定合理之檢核點，可輔以以下甘特圖呈現。

108 年
工作項目與時程規劃

9

109 年

1

1

1

1

2

3

月 0

1

2

月

月

月 月

4

5

6

7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發展與推動跨領域教師社群
凝聚跨界師資群
鼓勵多元學生參與
訂定與研發前瞻研究真實議題
辦理兩場教師實務工作坊

建立課堂、工作坊、專業服
務整合之微學程
深化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加
入人文社會科學
制定課程工作坊
與國外跨域教學單位或教師社
群經驗交流。
驗證議題執行成果
建立成果共享機制
配合 UFO 計畫推動辦公室規
劃，執行相關事務。
預估累計工作進度(%)

3

7

0

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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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備註

陸、執行團隊成員分工情形
本計畫團隊延續第零期的六位核心成員，擴充至十三位固定成員。其中，有七位以人文
社會科學背景的教師，但經過他/她們在北醫大任職多年的經驗，已經對於醫療照顧或高齡
老化相關議題，發展出從自身學科的特定觀點，同時，也有六位以醫療照護為知識背景的
教師，但長期了解到人文社會科學或前瞻科技應用的重要性，因而認為走出自己專業領域
是必要的趨勢。因此，本計畫團隊從第零期延續到第一期的團隊成員，雖然仍須要在各種
技術問題上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協調、招募與邀請，但是，整個團隊的基礎實則建立在各
位教師長期的跨學科意識之上。
主持人與三位共同持人，所結合的領域包括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專研老人長照的劉芳、醫
學人文所專長社會文化分析的蔡博方、醫務管理學系專精健康物聯網的簡文山、高齡健康
管理學系熟稔高齡休閒運動的顏心彥。四位主持人主要工作職責在於以下四大面向：架構
並推動「高齡照顧人文學」課程；發展跨域課程與教材；驗證課程與教材執行之成果；並
且配合 UFO 計畫辦公室推動並執行相關業務。主要由劉芳與蔡博方統籌並推動四大面向工
作內容，簡文山老師之職責將著重於科技物聯網帶入人文社會科學中，顏心彥老師則是將
致力於高齡人才產學鏈結部分。四位主持人相識於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教學聯盟，劉芳與
蔡博方已有「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計畫」兩個大型計劃的
緊密合作的創新討論；劉芳與顏心彥在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中已合作規劃並講授高齡者諮商
與生涯規劃課程，四位主持人已有相當程度的合作經驗並互相了解各自專業。
四位主持人外，其餘九位核心成員包括：跨領域學院熟悉跨領域社群與課程操作的張佳
琪，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精通高齡照顧的李淑君，高齡健康管理學系著重高齡生活與失能的
侯文萱，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熟稔銀髮族活動設計之邱惠鈴，與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專門講授
個案管理的徐國強；通識教育中心諮商心理學背景的韓德彥，醫學系醫學教育暨人文學科
專注於教育研究之唐功培，人文藝術中心專精哲學理論與倫理分析的謝宗宜，與特別著力
於通識教育與歷史文化的曾美芳老師；並結合校內跨領域學院的師資與其軟硬體資源，與
校內外服務單位與產業界單位，齊步開拓人文社會知識在前瞻議題的應用深度與廣度，培
育新世代跨領域的高齡照顧人才為計畫。
本計畫團隊成員，過往已有相當程度的合作經驗，彼此不僅互相了解彼此的專業、亦已
建立互信互助的關係。劉芳、張佳琪、邱惠鈴、李淑君與侯文萱，過往在高齡健康管理學
系的特色專業服務課程已多次搭配課程連結與規劃，並協力帶領學生訪視與反思討論；劉
芳、張佳琪與徐國強過去攜手規劃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之就業輔導與業界導師制度；蔡博方、
韓德彥、唐功培、謝宗宜與曾美芳過往已多次合作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未來
大學計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知識跨界應用計畫(HFCC)、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教學
卓越計畫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因此本計畫團隊成員將奠基過往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與醫學
人文課程建構經驗，共同關注高齡健康管理與照顧之人文素養雙議題，發展跨領域創新教
學資源以確實達成，跨域合作－「優化垂直橫向區域鏈鎖」、創新教學－「建立課堂、工
作坊、專業服務整合之微學程」、人才培育－「建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系人才循環模式」與
社會公共目標－「建立信義區獨居老人資源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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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計畫主持人

劉芳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副教授

架構並推動「高
齡照顧人文」課
程；發展跨域課
程與教材；驗證
課程與教材執行
之成果；並且配
合 UFO 計畫辦公
室推動並執行相
關業務

學經歷：美國愛荷華大學護
理哲學博士
專長：老人精神、長期照
護、照顧者研究、臨終照護
相關經驗：護理師；教育部
跨領域設計人才培育計畫主
持人、教育部專業知能融入
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計畫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蔡博方

醫學人文研究

協力推動「高齡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

所/副教授

照護人文」課
程；發展跨域課
程與教材；驗證
課程與教材執行

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社會學理論、文化社
會學、法律社會學、公民身
份研究

之成果；並且配
合 UFO 計畫辦公
室推動並執行相
關業務

相關經驗：人文及社會科學
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共同主持人、教育部跨領域
設計人才培育計畫教師、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參與
教師

共同主持人

簡文山

醫務管理學系
/教授

協力推動「高齡
照顧人文」課
程，尤其是科技
物聯網帶入人文
社會科學中；發
展跨域課程與教
材

學經歷：國立陽明大學公共
衛生研究所醫療資訊博士
專長：醫學資訊管理系統、
醫學資訊標準及共通規範、
遠距醫療科技應用、電子病
歷、生物資訊與醫療資訊、
資訊系統程式語言、健康物
聯網
相關經驗：臺北醫學大學跨
領域教學聯盟教師；科技部
HIOT 健康物聯網產學醫研
聯盟、衛生福利部金門地區
智慧健康管理醫療資訊整合
建構計畫之可行性評估

共同主持人

顏心彥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助理教
授

驗證課程與教材
執行之成果；並
且配合 UFO 計畫
辦公室推動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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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博士
專長：身體活動流行病學、
運動與慢性病、高齡者休閒

行相關業務

運動、健康旅遊、資料探勘
相關經驗：協力並參與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專任助理

待聘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助理

協助計畫主持人
各項行政事務

學士級(高齡照顧相關學經歷
為主)

專任助理

待聘

醫學人文研究
所/助理

協助計畫團隊各
項教學/共學事務

碩士級(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
經歷為主)

團隊成員

張佳琪

跨領域學院/
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跨
領域教學聯盟教
師討論與教學工
具開發

學經歷：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護理學博士
專長：老人護理、失智症照
護、老人營養、內外科護
理、問題行為
相關經驗：創辦特色專業服
務課程、教育部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子計畫主持人、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共
同主持人

團隊成員

邱惠鈴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助理教
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
論與教學工具開
發

學經歷：臺北醫學大學護理
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執行功能、認知功
能、老人護理、銀髮族活動
設計、長期照護、醫用日文
相關經驗：共同規劃特色專
業服務課程、協力並參與教
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團隊成員

李淑君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助理教
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
論與教學工具開
發

學經歷：英國倫敦大學國王
學院老人疾病研究中心博士
專長：多重感覺平衡訓練、
復健治療成效評估、神經系
統損傷之復健 、老化相關姿
勢控制
相關經驗：物理治療師；共
同規劃特色專業服務課程、
協力並參與教育部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

團隊成員

侯文萱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教授

教師跨域社群討
論與教學工具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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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高雄醫學大學公衛
系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博士
專長：老人照護、生活品
質、中風復健、失能評估

相關經驗：復健科醫師；共
同規劃特色專業服務課程、
協力並參與教育部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
團隊成員

徐國強

高齡健康管理
學系兼任教
師；
台灣老人暨長
期照護社會工
作專業協會/
常務理事

工作坊設計與帶
領；業界實務教
學討論與連結

學經歷：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長期照護所碩士
專長：社會工作、長期照
護、機構評鑑
相關經驗：協力並參與教育
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台北市大安區老人服務中心
外聘督導

團隊成員

韓德彥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設計並協力推動
「高齡照顧人
文」課程；教師

學經歷：台灣大學心理系博
士
專長：憂鬱症防治、認知行

跨域社群討論與
跨域學習教學分
享與應用

為治療、社區心理學、健康
推廣
相關經驗：臨床心理師、學
生輔導中心主任；教育部大
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未來大學計畫參與教師、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參與
教師

團隊成員

曾美芳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設計並協力推動
「高齡照顧人
文」課程；教師
跨域社群討論與
跨域學習教學分
享與應用

學經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博士
專長：香港史、明清社會經
濟史、明清財政史
相關經驗：文化部三張犁支
線鐵道及其周邊地方社會變
遷調查計畫主持人；教育部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未來大學計畫參與教師、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參
與教師

團隊成員

唐功培

醫學系醫學教
育暨人文學科
/ 助理教授

設計並協力推動
「高齡照顧人
文」課程；教師
跨域社群討論與
跨域學習教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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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德國維爾茲堡大學
學校教育系博士
專長：華德福教育、學校教
育、範例教學法
相關經驗：人文及社會科學

享與應用

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
共同主持人、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參與教師；科技
部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發展成
效評估主持人、科技部桃園
區國小奠基活動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研究計畫主持人

團隊成員

謝宗宜

人文藝術中心
/ 副主任；通
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設計並協力推動
「高齡照顧人
文」課程；教師
跨域社群討論與

學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哲學
系博士
專長：哲學
相關經驗：教育部大學學習

跨域學習教學分 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未來大
享與應用
學計畫參與教師、教育部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參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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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近年來照顧人力相關數據推估

表 1.106 年至 109 年照顧服務員需求推估
年度

照顧服務員
人力需求

照顧服務員
在職人數

照顧服務員
待充實人數

106

32,172

26,485

5,687

107

33,903

27,809

6,094

108

35,847

29,200

6,647

109

38,738

30,660

8,078

表 2 .106 年至 109 年照管人力需求推估
人力
年度
照管專員
照管督導

106

107

108

109

753
112

996
141

1221
174

1436
205

表 3 .106 年至 109 年照管人力需求推估
服務人力

106 年各類
人力需求數

現職人數

照顧服務員

32,172

醫事專業人力
(含護理人員)

22,326

社工人力

各年度需增加人數(年度)
106

107

108

109

26,485

5,687

6,094

6,647

8,078

13,904

8,422

1,464

1,544

1,700

4,038
3,390
648
229
557
註：現職人數計算至 106 年 9 月止。

828

表 4.106 年各類型長照服務之照顧服務員需求及人力缺口
長照服務

照顧服務員需求

106 年 9 月
在職人數

人力缺口

居家式

12,959

10,359

2,600

社區式

1,2700

1,0530

21700

機構住宿式

17,943

15,073

2,870

表 5.101 年以來，照顧服務員之培訓及任職情形
年
度

參訓
人數

領有照
顧服務
員技術
士證照
2,963

居家
服務

日間
照顧

6,597

領有照
顧服務
員結業
證書(註)
83,801

7,079

185

102

6,438

93,039

2,755

7,504

229

任職情形
老人 護理之 榮家
福利
家
機構
7,564 6,931 1,540
7,493 7,870 1,547

101
103

5,829

101,829

2,651

7,945

432

7,872

8,632

1,673

26,554

104

6,026

110,263

3,131

9,057

566

8,357

9,399

1,446

28,825

105

5,889

118,176

4,004

9,523

647

8,917

9,558

1,308

29,953

合計

23,299
24,643

附件 2

第零期執行概況

本計畫於第零期執行狀況堪稱良好，預期工作與進度皆符合原先規劃，並同
時在執行過程中有不少額外的發現。
執行概況的說明軸線將先以第零期報告書的甘特圖中六個執行項目(指，凝
聚跨界師資群、鼓勵多元學生參與、研發前瞻研究議題、發展跨域課程與教材、
驗證議題執行成果、建立成果共享機制)倆倆合併為三個項目，另外增加「配合
UFO 計畫推動辦公室，執行相關事務」為第四項。
1. 凝聚跨界師資群、鼓勵多元學生參與
關於跨界師資與學生參與，我們在第零期主要進行了三個重要任務：(1)進行
規劃課程的教師與學生訪談；(2)媒合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教師，與高齡照顧課
程授課教師；(3)為團隊找尋高齡照顧實務背景與前瞻科技背景的教師。這三項
任務從規劃到執行，從執行到整理，大約都花費一個多月時間。由第零期六位核
心成員分別帶領幾位兼任助理一起執行，並且定期開會整理成果。
首先，我們在第零期一開始(108.3.1~5.9 執行學生調查，108.3.14~4.23 執行
教師調查)就規劃了這個任務，其目的在於了解本計畫想要提出改造的課程的既
有狀況，並且分別蒐集修課學生與授課教師的想法與建議。從學生端與老師端得
到的意見非常豐富，關於問卷格式與資料整理，可參見「附件 3-教師與學生質性
訪談整理」
、
「附件 3-1-108UFO 學生問卷」
、
「附件 3-2-108UFO 教師問卷」
，此處
僅先簡要報告最核心的兩個發現。
學生與教師共同的建議在於：第一，調整四門專業課程與專業服務學習的搭
配方式，並且保留「反思活動」但進行必要的調整。這個建議讓第零期的核心團
隊再經過數次討論之後，我們重新建構出一個課程的新結構：除了不再把課程與
專業服務學習綁在一起，並調整反思活動的方式之外，四門高齡照顧課程搭於四
個學期之間搭配兩個實務工作坊(個案管理、社區領航員)進行。第二，學生與教
師都感覺，「反思活動」對於專業課程有其重要性，但是，目前仍然缺乏人文社
會科學背景的師資參與進來，促使高齡照顧相關課程的反思活動能夠更具有深度
與廣度，而非僅僅是課程任務達成或者事務相互連結的回想與溝通而已。這個發
現也關聯於第零期團隊的第二個重要任務：媒合人社背景與高齡照顧的教師群。
第二，我們對於媒合人文社會科學背景的教師與高齡照顧課程授課教師，分
別進行了數次小型課程溝通會議。溝通的規畫中具有雙元主軸：一，從課程為基
礎的討論縮小為模組為基礎的討論。溝通的主題並非兩個不同領域的老師共同規
劃一個學期的課程，而是人文社會背景的老師將自己認為對該課程最有幫助的知
識內容，建構為一至二周的內容並同時提供數位短片課程；二，從單一課程之內
(期初—期中—期末)與不同課程之間(課程—工作坊—課程)來建立綿密的跨域學
習軌跡與成效評估歷程。以此課程模組置入高齡照顧相關課程，並且為學生設定
具有人文社會元素的學習任務，與期初、期中、期末設計雙教師進行評估，再連

結至學期間的工作坊。
這項任務也大約花了一個多月的溝通討論，而關於課程改造藍圖、搭配細部
說明、教師背景媒合等等相關資訊，都可參見「附件 4-人文社會知識元素導入高
齡照顧專業課程」規劃藍圖。在第零期執行概況報告之中，我們希望指出的是，
這樣的跨領域媒合過程，不僅可以呼應前一項任務(指，師生訪談)的需求，也同
時發揮了凝聚跨領域教師的作用。雖然並非每一位我們招募的老師，都願意也能
夠提供相關人社知識模組，這個尋覓夥伴的過程無疑為第一期團隊成員的招募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我們進行這個任務的同時，第零期核心團隊也開始意識到第
三項任務的重要性：引入前瞻科技的協力資源與跨領域教學的制度性支持。
第三，團隊找尋高齡照顧實務背景與前瞻科技背景的教師。在逐漸完備前兩
個任務之時，第零期核心團隊立即開始著手進行一個更廣泛的「跨界師資群凝聚」
任務。這個任務涉及到兩方面的團隊打造：1.前瞻科技與跨域教學、2.課程見習
與實務業師串聯。一方面，我們意識到，從人文社會知識元素置入高齡照顧專業
課程，不可能是傳統的講授課程而必須是新世代更活潑的科技介入或者跨領域學
習。因此，我們在北醫大校內找到兩位資深教師提供協力支援，一位是專長科技
導入教學與物聯網的簡文山教授(醫管系)，另一位是專長高齡照顧與跨領域教學
的張佳琪教授(高健管系，跨領域學院院長)。在第零期的計畫主持人劉芳老師與
共同主持人蔡博方老師與這兩位校內資深教師，數次請益與溝通說明 UFO 計畫
的精神與規劃之後，成功地為第一期計畫團隊的擴大參與成員。
另一方面，我們既然已經為高齡照顧相關課程規劃了兩個關鍵的工作坊—個
案管理工作坊與社區導航員工作坊—那麼，如何為此建構一個可以提供豐富見習
機會與實務業師的教師社群，就是勢在必行的任務。因此，第零期核心成員也同
時開始尋覓這方面的資源。所幸有高健管系的兩位新進教師與一位兼任教師—邱
惠玲與（專長高齡者認知功能與活動設計）
、顏心彥（專長運動休閒管理）
、許國
強（專長個案管理與社區實務）—加入團隊，並且逐步協助我們規劃一個完整的
實習見習課綱與業界師資，詳細內容可參見「附件 6-高齡產業實習課綱及業界導
師列表」
。
以上依序說明的三項任務，是我們在第零期的執行過程中，為了「凝聚跨界
師資群、鼓勵多元學生參與」所設定的，而它們的執行成效也都比預期規劃來得
好，可以說是為第一期計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 研發前瞻研究議題、發展跨域課程與教材
關於前瞻研究議題與跨域課程教材，我們在第零期主要進行了兩個重要任務：
(1)建立共學機制以持續開發前瞻議題；(2)盤點醫學人文課程的執行經驗，建構
「高齡照顧人文學」課程。這兩項任務有部分的素材是從北醫大之前執行相關計
畫的經驗出發，一方面，我們務求讓這些過去執行之計畫的延續性與綜效性，展
現在後續申請與執行的計畫之中，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在 UFO 計畫的前瞻
思維之下，重新注入不同與過去計劃卻對於目前議題具有關鍵影響的元素。

首先，針對「高齡照顧人文學」的理念，第零期核心成員們以「獨居長者」
為輻輳點，盤點高健管系與醫文所過去的努力。針對北醫大過去幾年透過服務學
習課程、兩個展齡中心(信義、大安)的經營，我們已在學校附近的社區有了不少
合作經驗。計畫主持人劉芳在第零期執行過程中以這些經驗為基礎，提出關於「經
濟」(銀髮浪潮)的共學議題，希望計畫團隊成員可以從前瞻觀點看待未來 10 年
會發生在台灣社會獨居長者的各種議題。有鑑於此，共同主持人蔡博方也以醫文
所長期關注「社會照顧」概念，投注於此種獨居長者的議題，並且以醫文所教師
群執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三年的經驗，提出有別於醫護專業(以自我
照顧為基礎的照顧概念)的人文社會科學下的「照顧」概念，亦即：一種以關係
建立與維持當成基礎的照顧概念。在這「高齡經濟 X 社會照顧」的思考相互刺
激之下，我們在第零期計畫執行過程中，也從前述「凝聚跨界師資群、鼓勵多元
學生參與」的三種任務中，陸續梳理出相關議題，目前正在整理與彙整之中。
舉例而言，一項值得說明的前瞻議題研發，是結合大安展齡中心與通識中心
師資所開設的「現代社會中的獨與老」課程。這門課的規劃與研發，本計畫主持
人劉芳與協同主持人蔡博方，曾部分參與且給予建議。實際上則由通識中心兼任
教師李晏佐主授，搭配大安展齡中心專任助理郭政宏協力。從課程周次與閱讀素
材來看，「獨居」與「老化」原本是兩個分離的事務，在現代社會將會越來越重
要議題。先不論本計畫關注的「高齡化」現象，「獨居」僅是現代社會的「個體
化」(individualize)現象展現於居住型態的一種樣態，更多的社會面向(例如：休
閒與消費、工作與退休、成就與獎酬)都有著這樣的個體化趨勢。然而，當「個
體化」與「高齡化」兩者之間出現匯流與碰撞，就會是台灣社會必須重視的未來
趨勢。本計畫在第零期的執行階段也持續透過這樣的方式，匯集各種與「高齡照
顧人文學」可能相互關聯的前瞻議題。
其次，建構「高齡照顧人文學」的理念與經驗有部分也是借鏡於北醫大長期
執行並修正「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課程的經驗。參考台灣學術社群過
去十幾年最明確且成功的跨領域研究與教學社群—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科技醫療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STM)—「醫學人文」課程模組興起於台灣社會 SARS 之後的醫學教育改革。但
實際上，台灣社會的醫療健康領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絕對不僅止於具有
支配性地位的醫學專業教育而已。在實務界持續有著緊密合作的八大醫事職類之
學校與繼續教育，都需要且已經在執行人社知識的引入。其中，以護理或照顧專
業最為明顯。也是因此，本計畫團隊從第零期開始就鎖定「高齡照顧人文學」理
念進行規劃與執行。
從北醫大過去的跨領域(不僅跨越人文社會與理工醫農的領域，在人文社會之
中也跨越了基礎的文史哲到應用的社科管理等等)課程規劃經驗，本計畫第零期
也參考了醫學院過去在醫學人文課程模組的設置經驗，並且歸納出值得借鏡的幾
個原則，例如：必須區分不同年級適合的知識內容、人文社會知識必須以實作而
非講授為主、課時必須突破 18 周次與 2 小時的框架、課程進而可以至社區見習

與業界導師、引入多元教師(學校、臨床、實務)的共時授課機制。此外，本計畫
第零期的執行經驗也開始透過北醫大的跨領域學院，協助我們在教學方法上的專
業支援，例如：跨域課程或工作坊的規劃與舉辦、跨域課程或模組所專屬的教材
/教具/教案研發、課程進行同時成為自我研究的基礎，等等。
以上，是我們在第零期的執行過程中，與「研發前瞻研究議題、發展跨域課
程與教材」相關的兩項任務，而它們的執行成效也都在預期規劃之中，同時也能
成為第一期計畫持續發展的軸線。
3. 驗證議題執行成果、建立成果共享機制
關於驗證成果、成果共享的部分，我們必須先進行幾個重要的說明。一，在
本文件撰寫的時間點(指，2019 年 5 月底)尚未進入執行此兩個工作項目的期程(請
參照第零期計畫書中的甘特圖)；二，即使如此，第零期計畫團隊仍已有相關規
劃提前執行，大部分是希望為計畫未來幾個期程先建立「教學與研究合一」的界
面。這樣的考量不僅是希望可以「驗證與共享本計畫的成果」，同時也希望在其
中發揮凝聚教師社群的作用(指，透過共同發表研究與負擔教學)。因此，以下說
明我們的建置與規劃，以作為第零期計畫後段(指，6-8 月)的執行基礎。
首先，為了驗證計畫執行成果，我們發現，有意願參與計畫的教師們都覺得
「驗證」是非常需要的，只是，過去都僅是個別教師在自己進行自身教學的評估
與改進，並未形成一個共同執行方式。舉例而言，我們在第零期執行初期所進行
的師生課後回饋訪談(參見「附件 3-教師與學生質性訪談整理」)，不論是學生或
教師都反映良好，並認為這樣的事務由團隊教師執行將比學校教務體系的職員來
執行更具有深度與理解。由此可見，雖然近年來教務體系的行政革新加上「校務
研究」理念的興起，但是，實際上針對特定特群進行跨領域重建，並且搭配定期
的驗證機制，則是改善課程使其因應未來社會變遷的當務之急。
在這個前提下，第零期計畫核心成員們從觀念溝通做起，為每一門課進行至
少三種「驗證機制」的置入規劃。一者，建議跨領域的授課教師們在課程規畫的
同時，安排適當的期初與期末分享或座談活動，初步想法是可以分別針對個別課
程的學生群，與相關課程的教師群。二者，建議跨領域共時授課的教師們規劃具
有階段性、目標性的課程作業，並且可以採納 Rubric 評量尺規建置至少兩次以
上才能作為對照與評估學習歷程。三者，建議授課教師們可以一起討論如何在不
同課程之間置入合適的檢核點，同時可以包含課程之間的知識與技能連貫性，學
年之間的預計進行的工作坊活動。總之，對於議題驗證機制的想法，在第零期執
行的前半已經與大部分授課教師們取得了初步共識，剩下的工作將會是在第零期
的後半段執行過程中，明確地建立相關機制與持續討論修正。
第二，針對「高齡照顧人文學」的理念，我們整理相關文獻並且從中選擇了
三個測量學習成效的量表(參見附件 5-本計畫促成「教研合一」使用之量表)：以
病人為中心量表、傑佛遜同理心量表、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它們分別針對
本計畫的「高齡照顧人文學」理念進行「被照顧者」
、
「照顧者」
、
「合作者」的能

力之評估。正是透過這三個量表的引入與修正，我們將在第一期(108 學年度起)
進行定期(每學期初與期末)的測量，以長期觀察學生的學習成效。目前的規劃將
會在第一期團隊成員的幾次討論之後，於 108 學年開學前置入北醫大的課程網
(My2TMU)，以減少問卷執行過程對於授課教師與修課學生的負擔。
與此同時，我們也將在計畫團隊內敦請幾位成員負責這三份量表施測狀況的
持續修正與共享。一方面，在暑假期間我們規劃招募北醫大學生為這些問卷題目
作前測，再次修正或刪除不容易理解的題目或用語，以提供我們在 108 學年開學
進行第一波資料收集。另一方面，我們也將針對「病人中心」
、
「同理心」
、
「正向
社會互賴」等關鍵概念，安排進入教師社群的共學議題，希望使計畫成員對於這
些關鍵概念產生跨領域的研究發想與相互刺激。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希望鼓勵
教師們進行合作研究，或者帶領研究生對這些議題進行後設性的分析。
最後，針對本計畫在第零期所執行過的重要任務，我們將陸續建置一個更好
的紀錄方式與資料歸檔。這些資料的累積不僅是作為團隊自身驗證成果的基礎，
也將會是在未來的期程之中跟總辦公室或夥伴學校進行交流的關鍵素材。更積極
地看，甚至是在計畫結束之後，留在北醫大校內延續其成果的關鍵機制。正如過
去幾年內，北醫大校方承接並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將其階段性成果導入校內相
關單位，使其成為制度性措施的做法。
4. 配合 UFO 計畫推動辦公室，執行相關事務
在第零期的團隊中，包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各一位，我們的核心成員僅六
位教師，因此，配合 UFO 計畫推動辦公室執行相關事務的機會並不多。以第零
期執行至今四個月(指，2019 年 2-5 月)之中，較多的是參與總辦與子計畫辦公室
的各種說明或與工作坊。以下，將簡單以劉芳老師(第零期計畫主持人)與蔡博方
老師(第零期計畫共同主持人)的參與經驗作為這個部份的說明。
我們參與了期初交流座談與第一期徵件說明會，初步的感想是：總辦公室對
於計畫申請與執行的規劃非常用心，本身承擔計畫整體的業務範圍之餘，還特別
將「教師與課程」和「議題與環境」的培力機制交付給兩個子辦公室承接。
總辦公室舉辦的期初交流座談與第一期徵件說明會，對於計畫整體的相關訊
息說明很清楚，也在政策宣達的形式規範之外，提供許多實質內容與相關資源(例
如：總辦博後對於相關資料的整理與報告、計畫顧問黃寬重老師的建議)。然而，
基於我們的參與經驗仍有其他相關反思。舉例而言，相關文件如果都能事先上傳
分享(而非事後提供)，或者參與者可以事前上傳想提出的問題，這樣或許在會議
當天可以省去一些時間做講解，留下更多時間給現場交流或者其他實作活動(參
與者與總辦或者各校參與者之間)。
子辦公室舉辦的各種培力工作坊確實讓不同背景的教師大開眼界、增加新知，
並且在回來之後激起團隊內部的後續討論。例如：蔡博方(社會學背景)對於 STS,
STM 等相關學術社群已有初步理解，而劉芳老師(護理學背景)則對此較為陌生，
參與相關培力工作坊之後，回到學校就可以與第零期核心團隊有不少交換資訊與

討論的空間。反過來看，劉芳老師在高健管系任教，相對於在醫文所這樣獨立所
任教的蔡博方老師，對於「大學—高中」關係與其變動，不僅有持續接觸的實際
經驗，也更具有面對挑戰的意識。這類討論也都在第零期核心成員之間持續發酵。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子辦公室舉辦的培力工作坊所希望帶給參與者的資訊與實際
的時間不太對應，使得培力過程僅限於講授者與參與者之間，希望未來能留更多
的時間給現場討論交流或者參與者之間的彼此交流。
第零期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參與計畫推動辦公室活動一欄表
時間名稱

題目

108.2.23 期初交流座談會暨暖身工
暖身工作坊
作坊
新課綱下的高中課程發展與學生學
劉芳
108.3.14「大學如何打造前瞻人才」習
老師
工作坊
高等教育的挑戰與機會：跨域、社群
與熱情
108.4.11 第一期徵件說明會
108.2.23 期初交流座談會暨暖身工
作坊

蔡博方
老師

108.3.9 「社群的建立」工作坊

第一期徵件說明會
暖身工作坊
社群的建立、跨領域社群、與 STS
社群
2019 跨領域經驗

108.4.11 第一期徵件說明會
108.4.13「前瞻議題」工作坊
108.4.25「打造實作力」工作坊

第一期徵件說明會
簡介科技與社會研究
空污治理的跨域挑戰
培養種子教師/老師先來做做看

參考資料：第零期計劃書中的甘特圖

附件 3

教師與學生質性訪談整理

本計畫於第零期執行過程中的關鍵任務之一，即是對於對於教師與學生
的質性訪談。學生調查的執行期間為 108 年 03 月 01 日至 108 年 05 月 09 日，
教師調查的執行期間為 108 年 03 月 14 日至 108 年 04 月 23 日。執行方式學
生部分以分年級團體方式邀請並進行資料蒐集之說明，結構式問卷題目詳見
附件 3-1-108UFO 學生問卷、附件 3-2-108UFO 教師問卷，後邀請學生進 Google
網路填答表單。以下，將分為教師與學生部分進行說明：
一、學生質性問卷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的專業服務課程時數總計為 52 小時，除了高齡健康管
理學系內的系學會及系活動時數 12 小時外，獨居長者訪視佔 40 小時平均散
佈在大二及大三的四學期的四門必修課：二上高齡周全健康評估實驗、二下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三上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三下高齡者居住環境。
在這四門課程進行的兩年期間，我們也置入了獨居長者的訪視活動。由北醫
服務學習中心及信義區老人服務中心協助媒合有意願接受訪視的獨居長者，
接受學生的訪視服務。每學期專業訪視至少五次，但是，考慮交通時程及長
輩的注意力和體耐力的限制，每次訪視在兩小時以內。為使專業服務不間斷，
訪視長者的小組同時包含大二及大三的學生，其中大三的學生在大二時的專
業服務訪視活動即與當時的大三學長姐搭配訪視同一位長輩。故對於長輩而
言，這名大三的學生已與他相識一年，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再經由這名大三
學生帶領大二學生進入長輩家中訪視，不致於使長輩有一種讓陌生人進門的
不安全感。在這樣的課程規畫下大二及大三的學生有觀摩學習的機會，也有
經驗傳承及交流。每個小組三至四名學生，六至七個小組編列為一大組，每
學期每大組各有兩次的集體反思時間，由該大組內的各小組報告訪視結果和
提問，經負責該組的學系老師及場域工作者給予回饋並帶領反思。
此次問卷採訪對象為修習過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專業服務課程的學生，在網
路上設置 google 表單進行線上問卷。填答人數共 33 位，包括 10 名大三學生，
12 名大四學生及 11 名畢業生。以每學年的學生數約三十多人計，問卷回收率
約三成。本問卷除基本資料外，均採文字填寫取得更為深入詳盡的質性資料，
以理解學生對於專業服務課程的想法。回收問卷的填答尚稱詳盡，針對不同
區段的答覆，如實呈現學生的第一手回應。
（一）印象最深與收穫最多的作業（區段 2）
這個部分我們主要有兩個發現，學生的收穫來自於：1.自己的建議被長輩
採納或實際協助到長輩；2.克服特定困難執行任務完畢。學生獲得第一種收穫
的來源，主要是基於「成就感」
，而這常常表現在將課程學習的知識，應用在
專業服務的過程，學生感覺到「覺得自己有用」
。例如，有學生在問卷中寫到：

…因為可以實際去幫忙改善長輩的居住環境，讓他們就算獨居也能
夠安全一些…
…獨居長輩就是缺少與他人的互動以及社會交流。活動設計這堂課

的作業要讓我們設計活動針對獨居長輩，讓我們有機會應用上課所
學的一切包括，去幫助獨居長輩豐富他的生活，不會讓獨居長輩沉
溺在看電視、吃飯、睡覺的循環裡面。…
學生覺得有收穫的第二種來源，在於課程進行中遇到特定困難卻夠逐漸克服，
或者整學期的課程任務執行完畢之後的完成感。這種成就感的來源相較於第
一種的短暫與立即性，顯得較為長期且其中受到相應的阻礙。茲舉以下兩例：

至大我社區據點帶活動，因為有語言上的差異（榮民聽不懂台語），
加上場地的限制，我們必須顧及到每一位長者，因此在團體討論的
過程中花了一些時間量身訂做屬於這裡的活動，且能夠實際上到場
域來與長輩們互動、直接聽見大家給予我們的反饋，實在讓我們收
穫滿滿！（「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的作業）
活動設計與安排的期末作業，設計給予長輩的活動，寫成企劃書，
能夠更設身處地站在長輩的立場思考，也很難得有實際操作和觀摩
的機會，更能知道哪些問題是當初設計時沒有想到的。
（「活動設計與安排」的期末作業）

（二）反思的次數、時間與人員（區段 3）
這個部分我們的兩個主要發現：1.學生對於不同年級組間的課程經驗，
感受並不一致；2.對於反思課程的具體建議，以組員人數過多及期待課程老師
出席為主。
有關第一個發現，學生們對於跨年級課程安排所製造的經驗相互分享，
有人認為無聊，有人認為有學習意義。例如，有學生在問卷中寫到：
…不同年級有的時候會因為時間上無法配合根本就不能一起去訪

視獨居長輩，又或者該年級根本就沒有去訪視獨居長輩讓他們在反
思的時候完全沒有意義，他們有的時候甚至沒有出席反思…
…可知別組的狀況以吸取經驗，遇到問題時有老師們在可以知道有
什麼更佳的解決方式…

發現二為學生對於反思課程進行可以再改進的具體建議，反映出對於跨年級
合作時，學生發言的份際及長幼倫理取捨的困難，當組員人數過多，未能充
份討論的情況即更形嚴重。另外，學生也提到了期待課程老師、場域工作者
都能參與反思的理由。學生們所提的具體建議如下：
…之前我大二的時候，反思的時候都是學長在出主意，可能因為經

過一年的時間，很多學理都忘得差不多了，就讓當時還在學該科目
的我很想糾正，又很怕打臉學長。升上大三，我常常在反思的時候
表達自己的想法，主導整組的反思方向，但又很害怕學弟妹心裡有
其他想法不敢發揮，或因為我們大三都想好了而覺得跟自己沒關係，
不積極參與。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其中一次是兩個年段可以分開，大
家比較可以暢所欲言的反思，此外，也可以配合各年級的課程有相
對應的反思主題…
…其實我們可能都不清楚自己組或其他組負責的老師是誰，雖然這

樣對老師可能有點不公平，但如果能夠請老師們都出席，了解每個
老師負責的區塊，對於我們而言可能可以更全面的做到專業服務的
目標，跨年級同學的部分我覺得畢竟是一個組，一起出席是必要的，
場域工作者若能參與，我認為對於長輩的統整及管理都是相當有幫
助的，可以即時更新這位長輩的資訊…

（三）反思的容易執行與不容易執行（區段 4）
有關反思的執行難易的部份，學生的答題內容分為兩個方向：1.居家訪視
容易進行的原因；2.在進行反思時，以何種方式較容易呈現。學生感到居家訪
視容易執行的原因，來自長輩會對醫學大學的學生有特定印象，配合學生的
意願提高。訪視時執行的項目為容易測量的量表、用藥、居家環境、衛教時，
因學生已在學校課程中具備此類知識，進行起來也比較有信心。學生所舉實
例如下：
…對長輩一些觀念的改正，長輩覺得我們都是醫科大學生（會聽專
業的意見）…
…補足尚未對長者施測的量表。 因為測量表本身不是難事，只是我
們沒注意到或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而在進行反思課程時，老師以特定活動，如做黏土或畫圖，較容易達到引導

學生談論和反思的效果。
…畫出專服的經驗 因為畫畫對我而言容易呈現也較容易與大家解
釋…
學生反應反思課程不容易執行的原因，則與長輩原來的生活慣性難以更動有
關。學生在居家訪視時常遭遇到的困難，包括與長輩關係建立不易、無法滿
足長輩外出活動的需求、學理和專業知識不足。茲舉以下三例：

大家也知道許多人是念舊的，有些人會害怕陌生的環境，更何況是長
輩！他們都在一個環境中住了 10 幾、20 年，所以通常要長輩更動家
中環境、打掃、清理雜物，根本不可能，而我們能做的就相對減少許
多，甚至有些更堅持的長者是連微微更動都不行的！
學生沒辦法保障個案的安全以及負擔費用，基本上只能在家裡進行訪
視，但有些個案可能迫切的需要一些幫忙，可學生卻沒辦法負荷，或
許有點難執行
我們的基礎學理不夠我們用。找資料有點茫然，而且要真正弄清楚這
件事，我們真的不夠專業，也無法驗證我們覺得地是不是對的原因
另，相較於多數學生認為在居家訪視時，進行有實際數值的測量項目較容易
取得長輩配合的意見。某學生的反思值得參考：
…我認為身體評估應該是在我們完全了解長輩的狀況後，經過我們的

判斷，進而為長輩設計他需要的評估項目，而不是直接幫長輩做好整
套的身體評估去找出他的問題。就我的想法而言，和長輩溝通為何需
要做此評估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他們可能會擔心：為什麼要做這個？
他們身體又哪裡出了什麼狀況了嗎？反倒徒增了長輩們的憂慮…
（四）跨年級合作（區段 5）
學生經由跨年級合作的課程設計，能得到的收穫主要有四個向度，包括：建
立關係、經驗交流、認識職涯、跨課學習。茲舉例如下：
…人與人的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由已建立關係的學姐帶領，長輩比
較容易放下防備。減少磨合期…
…增加視野及觀看事物的角度，經驗交流…

…了解學長姐的未來目標，及畢業後的職涯方向。讓低年級了解未來
方向並反思職涯發展…
…正在學習的課程不同，對個案的出發點也會有差異，能彼此溝通協
調，討論出每次適合的訪視策略…
而學生也針對跨年級合作提出了許多的改進建議，分為 1.有助於居家訪視順
利的具體作法；2.跨年級合作的作業或課程進行有具體建議。學生們已由居家
訪視的經驗中，體會到事前的準備及溝通將有助於訪視順利及加強學習成效。
學生建議的改進項目如下：
…在訪視前做好準備，訂定目標並分配任務…
…基本個案資料能夠整理並具體呈現、傳承。讓學弟妹能簡單認識長
者，也訓練學長姊在蒐集及整理資料的能力…
…在訪視長輩之前，高年級和低年級學生有機會互相認識。避免到長
輩家互動時，三方彼此不認識而尷尬…
針對跨年級合作的課程設計，學生所提的改進事項，以必修和選修的時間安
排上應調整為最大宗。期待在課程設計上，不同年級的學生能有在同樣的時
間有空堂，讓跨年級學生同時去拜訪長輩。也有相反的意見希望第一次訪視
長輩是跨年級共同參與，之後可分開年級訪視，才讓低年級學生有機會實際
和長輩溝通與互動。而在作業執行上，學生所提的具體建議如下：
…將年級的作業改成跨年級的團體作業。除了人數較多比較好做事以
外，可以綜合跨年級的意見來對個案有更好的幫助…
…建立高低年級互評機制、每次訪視皆拍照，避免專服缺席的情況…
…希望提供優良報告做為學弟妹參考…
…高低年級應該一起反思，才會有意見交流，否則會淪為互相抱怨…
（五）跨年級合作（區段 6）
此部份分為低年級策略及高年級策略來呈現。低年級在進行跨年級合作時，
多會採取事先準備並向學長姐請教的態度，來增加學習的深度。學生在問卷

中提到：
…訪視前，相互告知時間，確認訪視主題並準備訪視紀錄單…
…訪視中，努力跟長輩聊天，多問多觀察，在適當的時機多表達。自

己記下覺得實用或是特別的過程。趁有學長姐一起時，讓長輩更快熟
悉自己…
…訪視後，虛心請教 勇於提問。主動詢問高年級者應做事項、與長

輩見面時的注意事項、看學長姐怎麼做的，並和他們討論為甚麼這樣
做?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高年級學生因已有居家訪視的經驗，在跨年級合作的策略中，較重視同組時
間安排及聯繫事項的交班，以利訪視的進行。也很注重引導低年級學生認識
長輩，並給予低年級足夠練習訪視的機會。茲舉例如下：
…在學期初即整合同組成員的課表、打工班表、長輩許可的時間，請

成員預先留下訪視時間…
…善用通訊軟體在裡面討論，利用群組記事本建立一些機制，使整年

度的事件可以有所紀錄，也提供弟妹下一年參考。例如，排定期電訪、
家訪的表格；每次反思後，老師提供的建議打上記事本，留言處放上
追蹤情況…
…訪視前，簡述每次訪視情形，交流個案近況，溝通長輩的背景跟禁
忌。分配好每次訪視要進行的內容，適時讓學弟妹練習與長輩對話…
…訪視中，循序的給與學弟妹表現的機會。可以多給學弟學妹發揮空
間，在帶他們去幾次後也可以給他們主導剩下的幾次做為練習…
…訪視後，主動關心學弟妹對個案的反思，也分享自己對於個案的想
法。跟學弟妹詳細的解講為甚麼這麼做，並詢問他們的意見…
…若是要被迫分兩組行動時，至少前三次要想辦法跟學弟妹一起去，

要讓長輩認識學弟妹 跟長輩比較熟悉，一定要確實親自帶領學弟妹
認識長輩…

（六）綜合意見（區段 7）
這個部份我們有兩大發現：1.經由專業服務課程的學習，學生所得到的收
穫；2.學生對於專業服務課程的綜合建議。學生在居家訪視過程所得到的收穫
包括很實際地練習訪談技巧、學習如何與長輩建立關係、實際認識長輩，了
解他們的人生故事並努力盡自己的一份力幫助他們後，對長輩的感覺有所改
變，不再是原本的固執難相處的印象。也因為跨年級合作的課程設計，讓長
輩與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建立長期信任，使得參與的學生感受到學系的團隊感。
學生在問卷中寫到：
…不害怕與長者台語對話…
…每次實習遇到的長輩都不一樣，健康狀態也都不同，同理心怎麼

表現也都不同，能從長輩對我們的防備到後來長輩還會捨不得我們，
不是只有關心跟討好，還有更多的用心，真的有在觀察長輩的生活
所需、習慣，之前的個案是失語症，一開始很挫敗，但後來慢慢建
立非語言的默契，等到走的時候，我用我們相處的方式告訴他，他
也很捨不得，那次的收穫除了 CGA 以外還學到怎麼跟不同長輩建立
關係…
…有時因為自己忙考試忙念書，忘記要打電話關心長輩，下次再打

的時候會發現長輩好像有點退卻了並不是為取得學分，更有著責任
在…
…獨居長輩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都那麼失能那麼脆弱。即使他們擁

有自己的生活，我們應該要提供他們正確的生活方式。而並不是強
制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
…長輩不僅僅是與我們個人建立互信，更是與北醫高齡系建立關係。

圓夢計畫中的回憶相冊，記錄著我們每次訪視的點滴，可以讓奶奶
回憶，也可以做為學生們的傳承與交接，是整個專業服務中最重要
的里程碑…
建議三項(時間安排、對象維持、細節補述)
學生對專業服務課程的時間安排有很多意見。希望兩個年級的課程可以安排
在同一時間，以方便安排訪視；課程也不宜太早；甚至希望專業服務不要綁
在課程中。

…在課程上的安排可以安排一個時間讓兩個年級可以共同的去訪視，

兩個年級之間的課程如果撞在一起的話，分頭行動感覺是一定會發生
的…
…希望課程安排不要在早八，不太方便找長輩，都只能約晚上…
…希望專服不要是一堂課，尤其不要安排在星期一的 78 節，這樣排
課真的很困難阿!!!為了專服安排一堂課其實沒必要。因為不會來反思

的人、不愛去專服的人，就算有一個固定時段，他們也不會來；相反
的，會想去反思的人、會認真去專服的人，可能就會為了一堂專服反
思特別從其他縣市回到台北，或是為了那兩個小時，當天根本無法安
排其他自修活動，這樣根本就是處罰到想要學習的人，逼迫我們不要
去反思。此外，有些人的專服長輩住比較遠，也不可能利用 78 節兩
個小時就來回，或是有時候長輩根本不喜歡我們在那個時間去，通常
真正利用專福時間去專服的比例真是少之又少，為此該時段卻又不能
選其他課真的會降低我們對專服的喜愛程度。雖然不討厭去專服，但
也無法快樂的去，一想到要約專服就壓力很大，這根本失去服務的本
質。我們從大二就提出過很多次了，我記得二下因為教務處的意外，
反而專服沒有被排成一堂課，那個時候的專服時間就超好橋的還可以
選通識課來上，就很好啊，為何硬要拘泥安排一堂課呢=(…
有關訪視對象的安排，學生的建議都是以訪視時間容易安排為考量，也期待
不要有更換訪視對象的情況發生。
…先請老服中心看長輩們對於學生訪視的意願高不高以及長輩們哪
些時間較為空閒…
…希望個案可以不要換來換去，否則建立的情感都會要重頭再來…
…覺得可以篩選一下服務長輩的居住地點，若離學校太遠，或是交通
不便，會增加學期間訪視的困難度…

其它有關於反思及課程開始進行後的建議，學生的問卷回應如下：
…可以一開始分組後，第一次訪視分配社工示範一次怎麼訪視，後面
會更得心應手…

…反思改為中午有點趕，大反思次數降低，增加小型反思次數…
…常常覺得作業與反思是兩件是。覺得專服中，最重要的收穫是反思
的部分，因此覺得如果可以增加反思的時間(也許次數多一點，或每
次深入點)，減少需要花許多時間、卻不見得與課程密切關係的作業，
可以讓學習更有效率、收穫更多…
…在每學期的最後一次訪視，我覺得大家都還是要與長輩做好結尾與

告別。而我覺得長輩的更替也可以用其他的活動補上，可以邀請以往
服務過的長輩一起參與系上所舉辦的各種活動，而不僅限於正在服務
的長輩…

二、教師質性問卷
教師調查部分，邀請目前正在帶領專業服務課程與反思之老師們進行填答；
同步邀請過往曾經帶過，現今在他校就職之教師與曾協助此專案之人員進行
交流與訪談，填答人數共六人。
（一）專業服務反思安排(區段 2)
專業服務反思安排的部份，有關次數安排，半數教師認為次數太少，一
名認為次數太多，兩名認為適中。而每次兩小時的反思，半數填答者認為時
間適中，兩名認為太長，一名認為太短。因此，未來將朝向增加反思活動的
次數，但是，大致維持在兩小時以內。
對於進行方式之建議，填答者大致認為「跨年級合併」的設計在出發點
是好的，但不同年級的反思議題討論應有所區別。因為，參與學生的人格特
質或參與度不一致，建議在組別安排時能考量到將個性活潑或積極主動的學
生分散到各組，帶領較被動學生。此外，教師們認為，期末成果展一組五分
鐘不太夠，覺得有些學生沒辦法好好表達自己的想法。期末成果展對於組別
的評分雖然有標準，但針對個人在學期中對於專服投入了多少，無法呈現，
也看不出來。茲舉例如下：

我覺得要跨年級合併；反思次數覺得三次可能比較好(包含期初規劃、
期中進度、期末檢討) 反思時間我是覺得如果以前是 10 組兩小時，
我覺得拆成 5 組 1 小時，比較小組討論的感覺，學生比較能夠專心
聽別組，也比較不會覺得自己報告一下下，但要待在那 2 小時。
填答者一致認為，跨越不同角色的參與專業服務反思活動是必要的。社

福單位人員、跨年級學生是專業服務反思必須參與的人員，有半數認為課程
老師應搭配著一起參與，因多元教師能提供不同觀點，不同角色的意見；兩
名填答者認為模組老師有必要參與反思，因為課程老師對於反思不一定有概
念，且模組老師可針對該長輩的評估與需求有更精準詳盡的指導與協助；有
一名填答者認為課程老師及模組老師都應參與專業服務反思，認為大家可彼
此分享。有教師的意見如下：
…因為如果仍須搭配課程，希望課程老師能來聽反思，給學生有關

於在課程內容上實踐的意見；社福單位主要是他們對於個案比較熟
悉，透過他們對長輩的了解，可以學生他們過去訪視或相處的經驗；
因為是兩個年級是照顧同一位長輩，所以要一起討論比較有整合的
感覺…
…之後的專服沒有綁課程，建議應該由對於反思較有興趣且深入了

解的老師來帶領學生，若課程老師以課程的概念去帶領反思，較為
侷限…

（二）專業服務反思與課程搭配的優勢點與困難點 (區段 3)
優勢點在於反思可讓學生了解其不足，並且培養同理心，讓學生能反思
專業服務的意義及價值。且實作經驗能讓學生對於獨居老人的需求更加了解，
學生能學習如何自己安排訪視時間、到長輩家的經驗、跨團隊服務。茲舉例
如下：

有一個長輩可以連續性、長時間的陪伴、提供服務、觀察，很不錯。
有別於其他實習課裡的個案，可能只能看幾點或幾星期就結束了，
沒有長期追蹤(但如果學生沒有一個月去看一次，偶爾才去看，這樣
就沒有達到這個好處了)。
困難點則有分為教師部份及學生部份。教師的困難在於課程老師與模組
老師需要有共識，若某些老師未參與全程，就會出現教學上的不一致。學生
的部份則是學生需額外空出時間，小組進行總是容易分工不均，有些學生仍
然被動，導致組內其他學生一併喪失動機。學生若無法學以致用或態度不佳，
將專業服務視為與實習相同，則形同浪費時間，也不會珍惜專業服務課程的
價值。填答者的意見如下：
…老師不清楚反思的評分方式，且有些老師沒有上反思的相關課程
但卻參與反思教學，導致老師之間的帶領方式可能有落差…

…學生有時都會覺得，專服感覺和其他必須實習課很像。一直在做

一樣的事，就是家訪長輩、評估、給照護措施。感覺學生對專服的
特殊性或是目的不清楚，所以有其必要性重新建構專服的內容。我
們一直在說跨領域，我在想透過專服來實際跨領域，應該會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三）專業服務作業與專業服務訪視的建議 (區段 4)
填答者建議應在專業服務訪視時精進的能力包括 1. 基本照護能力 2.溝通
能力 3.周全性老人評估 4. 環境評估 5.長照需求評估。有一名教師的回饋如
下：
…1. 基本照護能力，學生至少應學習如何運用訪視包測量基本的生
理功能，給予長輩基本衛教，才能讓長輩認為學生有幫忙到他們。 2.
溝通能力，本系有些學生缺乏與長輩的溝通能力。 3.周全評估也可
融入到反思，但是建議要靈活一點運用。 4. 環境評估是本系與護理

學系學生較不一樣的能力，建議繼續進行。…
填答者建議可採用的方法包括設計問題探索、修習完所有的專業服務課
程，最後要完成長者報告書(包含 2~3 年級各為長者完成了那些評估、作業)、
拍攝人文紀錄片…等方式來讓成員總結所有的學習。

（四）高齡系畢業生未來前瞻發展 (區段 5)
填答者認為本系學生在醫療產業上不夠吃香，但具備跨領域專長，比起
國內高齡照顧系所具競爭力，建議應參考實務業界，跟銀髮產業高度連結，
打開學生多元就業可能，比如應用高齡服務大數據分析及高齡科技產品研發。
有一名填答者認為高齡系業生應可往長照體系內相關職業做發展，如 A 單位
個管、照管專員、照服員。其中一名填答教師的意見特別苦口婆心，詳列如
下：
…我覺得高齡系雖然一直說要多元、跨專業、創新。但是我們系落

在護理學院下面，系上老師都是醫護背景，檢視整個必選修課程還
是很醫護相關課程，學生怎麼會有前瞻、多元的發展及想法。雖然
有跨領域學院，但是似乎和本系的整合還不夠，我們也說高齡發展
的產業很多元，像是住宅、保險… 但是還是沒有足夠的課程或實習
讓它們去了解去看…

附件 3-1

108UFO 學生問卷
填答日期：

年

月

日

親愛的同學:
您好，本問卷主要瞭解您對於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專業服務的想法，請參照各部分作答指示填寫，
謝謝您撥冗時間的配合填寫，本問卷除基本資料外，均採文字填寫方式，期待您的參與使學系課程與
專業服務更為精進。
為感謝您的意見，在問卷最後請留下您的聯絡方式，方便我們將精美禮品寄達。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
性別：□男 □女
年級：□大二□大三□大四□畢業
出生年月：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
專業部分
1. 訪視服務與專業科目(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高齡健康照護學、高齡
者居家環境)作業結合之想法。
印象最深的作業？

i.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為什麼印象深刻？請給我們一至二個理由。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ii.

收穫最多的作業？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為什麼收穫最多？請給我們一至二個理由。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反思部分
2. 對於反思次數、時間、參與人員(跨年級同學、各大組同學、老師、場域工作者)安排之想法。
i. 每學期反思次數兩次，你覺得？
□次數太多 □次數剛好
□次數太少
ii. 反思時間，每次安排兩小時，你覺得？
□時間太長 □時間適中
□時間太短
iii. 每次反思的參與人員(跨年級同學、各大組同學、老師、場域工作者)是否必要？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為什麼？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3.

每次反思所收到的建議，是否容易執行。
i. 請你舉例一至二個容易執行的反思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為什麼？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ii.

請你舉例一至二個不容易執行的反思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為什麼？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跨年級合作部分
4. 你覺得跨年級合作讓你學到甚麼？請提供一至二個收穫，並說明為什麼。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5.

你覺得更理想的跨年級合作可以怎麼去規劃？請提供一至二個改進建議，並說明為什麼。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6.

為了與跨年級合作較順利，身為低年級者及高年級者時，自己分別有什麼合作策略。
i. 請提供一至二個，身為低年級時的合作策略。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ii.

請提供一至二個，身為高年級時的合作策略。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綜合部分
7. 對於專業服務的模式及規劃，整體而言，有什麼樣的收穫及建議？
請舉一至二個，專業服務過程中的收穫。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請舉一至二個，專業服務過程中的建議。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聯絡資料
為感謝您的填答，我們準備了精美禮品回饋答題者。請留下您的聯絡方式，方便我們將禮品寄達。
姓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mail：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手機號碼：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附件 3-2

108UFO 教師問卷
填答日期：

年

月

日

親愛的老師:
您好，本問卷旨在瞭解您對於高齡健康管理學系專業服務的想法。
專業服務包括：專業服務訪視、專業服務反思與專業服務作業。專業服務奠基在四門專業課程上
（模組)，從大二到大三，上下學期各一門必修。目前專業服務訪視，將二、三年級學生平均分組，
進行同一位長者的訪視，每一組人數為三至四人的跨年級組合；此四門專業課程，各課程均設有一項
作業從專業課程延伸出以搭配專業服務訪視。此外，每學期設有兩次專業服務反思，每次兩小時，針
對訪視及作業給予回饋，參與人員包含六至七組跨年級訪視小組同學、反思老師(專業課程老師與模
組內老師)及社福單位人員。
請參照各部分作答指示填寫，謝謝您撥冗時間的配合填寫，本問卷除基本資料外，均採文字填寫
方式，期待您的參與使學系課程與專業服務更為精進。


為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擬支給 2,000 元作為專家意見費（將檢據請您填寫後匯款入賬）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

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
1.

請問您對於專業服務反思安排之建議。
i.
每學期專服反思次數兩次，您覺得？
□次數太多 □次數剛好 □次數太少
ii.
專服反思時間，每次安排兩小時，您覺得？
□時間太長 □時間適中 □時間太短
iii.
請問您對於進行方式(跨年級同學合併、各學期專服反思次數、期末成果展)之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理想中的專業服務反思參與人員應包含？(請複選，至多 3 項)
□課程老師 □模組老師
□社福單位人員
□單一年級學生
□跨年級學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並請詳述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專業服務反思與課程搭配的優勢點與困難點
i.
請列出 1-2 專服反思之優勢點，並請說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 1-2 專服反思之困難點，並請說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您提供 2-3 個，專業服務作業與專業服務訪視搭配之專業技能精進建議，並請說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 2-3 個，您對於高齡系畢業生未來前瞻發展的建議或想法，並請說明理由。


「前瞻」雖源自於技術預測，但更強調以開放性思考的態度出發，藉由兼具科學的嚴謹性與
創造性的方式進行預測，期以探索長期的發展機會，與利用未來願景反饋至階段性之目標與
命題
-資料來源：科技前瞻交流平台，http://www.foresight-taiwan.org.tw/methodology.asp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4

「人文社會知識元素導入高齡照顧專業課程」的規劃藍圖

一、

課程大綱
課程

大綱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劃

這是一門介紹高齡者生涯諮商相關理論、策略、
技巧與規劃之課程，透過實務觀察、練習與活動
參與，培育學生具備專業倫理諮商規範和守則；
並能因應時代轉變具有開放、批判及省思的能
力。鼓勵學生透過練習能夠導入諮商心理學，與
高齡者、其家庭成員以及社會互動，應用諮商輔
導技巧於高齡者照護與管理中，並引導其在服務
學習中轉化知識理論，達到自我探索與察覺，並
促進高齡者未來成為自己最好的精神健康照護
者。希望學生在與社區長者的互動中，能因應時
代需求，運用諮商輔導技巧，結合生涯發展理念
與技能，透過生涯規劃目標的掌握與實踐，具備
執行以需求為導向的知識與技能，發展高齡者或
是自身未來的高齡生活的生涯規劃，打造與奠定
健康滿足的基礎。

高齡健康照護學

高齡健康照護學課程主要在介紹高齡者健康促
進，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以及以症狀為導向的
周全性照護。根據以上概念，將此課程大略分為
三個部分，第一部份首先介紹健康、亞健康長者
常見疾病及健康促進管理的照護，第二部分則進
階到失能、失智長者預防及延緩其生心理社會功
能，最後一部分則以症狀為導向的照護，針對長
者常見症狀及問題給予相對應的照護方案。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

本課程從生理、心理與社會的發展為基礎，希望
透過活動設計的理念的介紹，使學生能參與高齡
者活動方案的設計與演練，並能瞭解不同的高齡
者機構模式所適合的休閒活動與方案。經由課程
的學習，使學生能培養其對高齡者活動設計所具
備的知能，並瞭解國際發展趨勢，未來能應用於
長期照護的各種情境中。

高齡者居住環境

居住環境是老人學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直接影
響高齡者晚年生活安排與照顧服務品質，然而良
好居住環境安排與規劃往往可以使照顧服務更為

老人所容易接受與愉悅。
本課程計畫期盼藉由台北市信義區老人服務中心
個案健康評估管理資料庫的個案資料紀錄，以及
對智慧宅環境感知科技的認識與運用，規劃符合
獨居高齡者居住環境需求之計畫藍圖或居住一
隅。使智慧生活科技之運用可融入於高齡者的居
住環境生活中，建造專屬高齡者的智慧健康照護
創新服務模式。課程目標涵蓋讓學生經過整個學
習歷程後，能夠了解高齡者的生活內涵，探討高
齡者理想的生活環境目標與現實的生活居住環境
狀況落差，結合信義區安全社區協會共同檢視居
家環境安全與高齡者的活動，並由學生針對訪視
高齡者知居家或社區環境，提出改善方案或公共
環境議題的計畫書。
此外，透過信義老人服務中心的獨居長者來服務
學習並且與個案實際接觸與建立關係，過程中運
用高齡者居家環境設置與學習之理論融合，培養
學生具備判斷與規劃能力，俾使其於未來高齡者
照顧實務與環境選擇之中，為高齡者或是自身未
來的高齡生活打造與奠定選擇與規畫的基礎。

二、

人文課程導入內容規畫

1.

四門專業科目中，導入共同人文內容，每學期初兩堂課，共計 4 小時。

2.

人文導入內容規劃
課程

人文講師

人文課程規劃

韓德彥

自我察覺之心底話

曾美芳

口述歷史與觀察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劃

熟齡人口資源及面臨的議題
唐功培

成人教育簡介
柏拉圖理想國第一卷導讀
無條件正向關懷的實際體驗

高齡健康照護學

韓德彥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

謝宗宜

與高齡者共伴、共玩、共學

謝宗宜

人與環境的互動

曾美芳

以前的生活環境與現在的生活環境

高齡者居住環境

醫療上的標籤化現象

3.

每學期 0.5 必修學分，包含訪視及跨領域工作坊。

4.

專業課程與工作坊時程安排
二年級

三年級

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

高齡者健康照護

上學期
期初人文影片

個案管理工作坊(期末)

期初人文影片

期初人文影片

社區領航員工作坊(期末)

期初人文影片

下學期
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

高齡者居家環境

附件 5

本計畫促成「教研合一」使用之量表

由於本計畫易於達成教學與研究合一的目標，研究團隊經過數次討論之後，
選擇出以下三個量表：以病人為中心量表、傑佛遜同理心量表、正向社會互賴準
備度量表。透過這三個量表的持續測量（目前規劃以學期為單位，對於修課學生
進行持續三至四波段的測量），我們希望可以在本計畫的執行過程之中，既能夠
藉此理解學生於課程之後的改變狀況，也能夠從相關資料中衍生研究發表。以下，
將簡介三個量表的初步建構過程（題數、面向）與本土適用狀況。
1.「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 Index）量表
「以病人為中心」量表是採取由 Krupat（2000）所研發的「病人—醫療從
業者取向量表」
（Patient—Practitioner Orientation Scale, PPOS）為主要測量工具，
以測量受試者傾向的醫療態度是「病人取向（Patient Orientation, 或以病人為中
心 Patient-centered）」或者「醫療從業者取向（Practitioner Orientation，或以醫療
從業者為中心 Practitioner-centered）」。此量表總共有 18 題，皆是關於「對醫療
照顧方式」的陳述，請受試者依其觀點來挑選出符合其意見的選項。本量表總共
可分為兩個面向：一、分享（sharing）面向：測量的是受試者相信，病患應接受
資訊和被納入決策中之程度，題項 1、4、5、6、8、9、12、15、18；二、照顧
（caring）面向：測量在評估於醫療過程中，醫師將病患的期待、情感和生活型
態納入考量之程度，題項 2、3、7、10、11、13、14、16、17。分享與照顧面向
各有一半的題目。
研究者在使用上會將受訪者對這 18 題的回答加總，分數愈高代表其愈傾向
於以病人為中心，或平等的醫療方式，相反的，分數愈低則愈偏向以醫師為中心
或父權的醫療。
本量表在台灣本土的應用在高美英、陳秀蓉與呂碧鴻(2009)的研究「醫學生
以病人為中心之醫療態度的演變」中，原作者 Krupat 的選項是六點式的李克特
氏量表（Likert-type scale）
，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
，但是，考量到中
文上不容易區分中間的「部份同意」和「有點同意」，因此，該研究中將其改成
為常見的四點量表。並未增刪題項。
Krupat 已在其研究中證明此量表之測量，具有可接受的效度和信度。而在本
土研究中則在重新檢驗其內在一致性信度，結果分別是 .72、.72、.71 和 .69，
也是相當穩定而勉強可接受的信度水準。

病人—醫療人員取向量表
(Patient-Practitioner Orientation Scale, PPOS)
年級：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年齡： ____________
說明：請在每項敘述前有橫線之空格內指出你對每項敘述同意的程度，請使用下
列的 6 種等級（高的數字表示較同意）：
1-------2-------3-------4-------5-------6
非常不同意
非常同意
1.

____在看診的過程中,應該由醫師來決定要談什麼。

2.

____雖然如今的醫療照顧較少個人化,但這是為了醫療進步所付出的小小
代價。
____在標準的看診過程中,理學檢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3.
4.
5.
6.

____不將診療狀況完全告知病患,通常對病患來說是最好的。
____病患應信賴醫師的專業知識,不需另外自行找出他們的身體狀況。
____當醫師詢問許多關於病患個人背景的問題時,有窺探太多個人隱私之
嫌。
7. ____假如醫師的診斷與治療技術夠好,那麼他們和病患間的關係如何,就不
是很重要。
8. ____即使對進一步瞭解病況沒有幫助,許多病人仍然不斷地提出問題。
9. ____醫師應將病患當成伙伴一般對待,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權力。
10. ____病患要的通常只是安心,而不是和其健康有關的資訊。
11. ____假如醫師的主要技巧是表現得開放而溫暖,那麼他不太可能非常成
功。
12. ____當病患與醫師意見不同時,這通常是醫師無法取得病患尊重和信任的
指標。
13. ____一項治療計畫如果與病患的生活型態或價值觀相衝突,那是不會成功
的。
14. ____大多數的病患希望,待在醫師的診療室中的時間越短越好。
15. ____病患必須瞭解,醫療過程是由醫師主導的。
16. ____知道病患的文化背景與否,在治療疾病的過程中是不重要的。
17. ____醫師醫療病患的過程中,幽默是很重要的。
18. ____病患自行尋找相關的醫療資訊時,通常無法獲得助益,反而容易被混
淆。

2.傑佛遜同理心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JSE）
「傑佛遜同理心量表」是由美國 Hojat 等學者於 1999 年透過詳盡文獻查證
後建構而成（2002）
。初期多用於評量醫學生同理心，爾後衍生出醫護人員版本，
兩版本差異除主詞稱謂不同外，後者於原題意中更增添同理行為試探之意涵。但
是，無論何種版本皆為 20 題，內容涵蓋三構面，包括「觀點取替」
（perspective taking）
構面十題，題項 2、4、5、9、10、13、15、16、17、20；
「情感關懷」
（compassionate
care）構面八題，題項 1、7、8、11、12、14、18、19；
「設身處地」
（standing in
the patient’s shoes） 構面兩題，題項 3、6。
整個量表的信效度評值皆為適切。以人際關係反應指標問卷（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評估與傑佛遜同理心量表之關係，發現效標效度介於 0.27－0.48，
若透過因素分析檢定量表同質性和次概念時，其建構效度為 42%－58%；信度方
面，內在一致性為 0.77－0.89，採奇偶題數各半方式，得其折半信度介於 0.72－
0.87。
鄭榮峰、賴育民、蔡宗益(2011)的研究，將傑佛遜同理心量表進行醫護人員
版本之中文化及信效度檢定。研究人員在取得原作者 Hojat 教授同意後進行中譯，
依循與原作者之協議，不予增刪任何題目，翻譯過程力求與原題意相同，但是，
文字與語氣強度得視本國文化略做調整。例如第 14 題，初期將原意譯成 “我認
為情感於疾病治療中無任何作用＂。經與原作者討論，決定將“情感＂改為“情感
展現＂，以讓受訪者更明瞭易懂。另外，第 9 題原文“stand in their patients’ shoes
＂，將其譯為“設身處地＂，力求在不違背原意下，能貼近國人慣用語態，讓受
訪者容易作答。
中文化之傑遜同理心量表有 20 題，其中 10 題屬負向題（第 1、3、 6、7、
8、11、12、14、18 和 19 題）
，另 10 題為正向題，評分方式採李克特（Likert scale）
7 分法，1 分表非常不同意，7 分表示非常同意，故總分介於 20-140 分，分數愈
高代表同理心愈趨正向。經內在一致性檢定發現，三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
依序為 0.89、0.84 與 0.73，全量表為 0.90。 此外以奇偶數各半方式將量表項目
區分為兩部份，分別估算奇數題以及偶數題的總分，再以 Spearman Brown 公式
計算其折半信度值（Kliszcz et al., 2006）
， 結果發現折半信度值為 0.93，顯示該
工具測驗之結果穩定性高。

傑佛遜同理心量表

The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Student-Version)
1. 年級：____________
2. 性別： 男 / 女
3. 年齡： ____________
說明：請在每項敘述前有橫線之空格內指出你對每項敘述同意的程度，請使用下
列的 7 種等級（高的數 字表示較同意）：
1-------2-------3-------4-------5-------6-------7
不同意
同意
1.____
2.____
3.____
4.____
5.____
6.____
7.____
8.____
9.____

醫護人員對病人和病人家屬感受的瞭解並不會影響照護成果
醫護人員若能了解病人感受，病人會覺得好些
要醫護人員從病人角度來看事情是困難的
醫病關係中，了解病人肢體語言的重要性不亞於口頭上的溝通
醫護人員的幽默感有助於達到較佳的照護成效
因為人是不同的，要我從病人角度看事情是困難的
訪談病人時，注意其情緒反應是不重要的
關懷病人的個人經驗並不會影響治療效果
醫護人員提供照護時，應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

10.____
11.____
12.____
13.____
14.____
15.____
16.____
17.____

病人認為醫護人員了解己身感覺這件事本身就具有療效
病人疾病僅能進行醫學治療，醫護人員的關懷對病人治療效果並無幫助
詢問病人生活情況，並無助於了解病人身體不適
醫護人員應觀察病人非口語的表現及肢體語言，以了解病人心中想法
我認為情感展現對疾病治療並無作用
同理心是一種治療技巧，缺乏它難以成為成功的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對病人及家屬情緒狀況的了解，是醫病關係中重要的一環
醫護人員應嘗試以病人角度來看待問題，以提供較佳的照護

18.____ 醫護人員不應允許自己被病人及家屬間情感所感動
19.____ 我不喜歡閱讀非醫學的文獻或欣賞其他藝術
20.____ 我相信同理心是病人治療中一項重要的因素

3.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Positive Social Independence Readiness Scale）
「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是唐功培(2019)根據 1960 年代的合作學習理
論發展出來，測量醫學院學生的合作學習準備度之工具。唐功培將本量表施測於
台北醫學大學學生，分別對醫學系、護理系、醫管系、高齡健康管理學系，總共
207 位學生施測。問卷採五點式的李克特氏量表（Likert-type scale）
，由學生填答。
依據問卷填答結果做分析之後，修改部分有二：一者，刪除題目；二者，初步粹
取出三個因素。修改後的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共有 39 個題項，分為三個構
面，包括合作學習評價構面，題項 1 至 22；正向合作特質構面，題項 23 至 33；
團隊效能的感受，題項 34-39。信效度皆佳，量表的內在一致性達 0.983。

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量表
1.年級：____________
2. 性別： 男 / 女
3. 年齡： ____________
說明：請在每項敘述前有橫線之空格內指出你對每項敘述同意的程度，請使用下
列的 7 種等級（高的數 字表示較同意）：
1-------2-------3-------4-------5
不同意
同意
1

我們通常都是經由觀察他人而學習。

2

我們經由團隊合作經驗，增進溝通及協調的技巧。

3

我們能隨時都能核對團隊目標及目標的價值。

4

我們很享受團隊學習過程。

5

合作進行期間，我們知道何時並且知道如何求助。

6

我們相信團隊的努力是有價值的。

7

我們團隊決策的效能及品質很高。

8

團隊合作經驗激發了所有成員意想不到的獨創性。

9

經由團隊合作，成員有能力將不熟悉或複雜的概念解釋清楚。

10

從團隊合作經驗中，我們學習到感謝每個人的力量。

11

團隊合作經驗讓我們認同自己的長處及需要改善的範圍。

12

我們能有效整合每個成員的獨特專長。

13

我們經歷了正向合作的經驗。

14

在合作任務中，我們總是努力做到最好。

15

團隊合作經驗增進了我們的人際關係。

16

所有成員都願意再次加入團隊一起合作。

17

工作中，團隊內的所有溝通都是有效且順暢的。

18

我們是一個可信賴的團隊。

19

我們確保每個人都即時更新有用的資訊。

20

我們的團隊很有凝聚力。

21

遭遇問題時，我們謙遜地接受他人的回饋和意見。

22

每個成員的努力都對達成任務目標有貢獻。

23

當有成員過度負荷時，其他成員願意介入給予幫助。

24

當我們成為一個團隊，不會有成員強調自己不可被取代。

25

在討論時，我們聚焦在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而不是批評他人。

26

當我們成為一個團隊，我們保持開放的溝通，確保成員理解每個意見。

27

在溝通的過程，我們接受所有意見和想法，且不堅持己見。

28

當我們成為一個團隊，團隊的福祉和榮譽被視為第一優先。

29

當我們朝目標前進時，並不是只針對特定任務，而是自動辨識出未完成
的任務並朝著它努力。

30

我們堅定相信所有成員都願意盡最大努力去完成目標。

31

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每個人都以務實的態度適當地參與討論。

32

每個成員都相互尊重。

33

完成任務指派及協調後，每個成員都清楚明白自己的個別任務。

34

所有成員恰當且有效地完成他們的任務。

35

當我們遭遇到阻礙，我們不會堅持自己的想法，而是開放協調並找出新
方法。

36

我們意識到獲得有用資訊的方法能幫助方案完成。

37

經由團隊討論，我們能確認關切的主題並適當地發展策略及解決方法。

38

我們的團隊完全發揮團隊精神，並且合作無間快速地完成方案。

39

所有行動皆由團隊成員承擔，促發了方案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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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高齡產業實習課綱及業界導師列表

高齡健康產業實習課綱與業界導師列表
為使學生於本系畢業前可深入瞭解未來可能之就業市場，並增加
實際參與運作之經驗以銜接畢業後的就業機會與能力，本課程將
以帶薪實習(paid internship program)的方式讓學生進入老人照護
相關單位進行實務工作訓練。此實習模式將能使學生實際運用諮
商溝通技巧、基本照護能力、團體活動企畫、個案管理知能等專
業知識於實務工作，協助老人照護相關單位的行政管理、照護工
課程簡介

作或活動安排等工作性質；同時藉由提供本實習課程相關單位之
意見回饋，可讓本系適度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向，增加業界認為本
系學生需要多加培育的能力；當學系與業界產生溝通橋樑，未來
可請業界提供教材和師資，培養目前台灣社會老人產業所需的專
責人才。本課程的落實期望能夠提高本系的能見度與專業度，並
讓民間相關產業瞭解本系人才培育之理念與內涵，經由學界和業
界雙向溝通，確立本系學生的定位與價值，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競
爭力。

教學目標

融合場域實習概念以及業界支薪實務模式，提升同學專業知識應
用與產業同儕交流學習機會，提供高齡長者合宜且適切的服務。

教學大綱

原則上依照相關機構/單位派與學生之工作內容與方式進行之。
實習內容可包括：1.直接照顧部分：例如個案評估、基礎照護、
團康活動設計與帶領等；2.行政管理部分：例如個案管理與轉
介、活動企畫業務、外部資源連結與整合等。3.業界實務培訓與
輔導專業證照考取：照管專員、金融保險證照等。實際實習內容
將依相關機構/單位與本系協調溝通後依相關機構/單位之屬性與
學生能力及特質個別決定。

專業課程與產業、導師對照表
產業＼課程
台灣房屋集團樂齡
事業中心
台灣居護（博祖克）
股份有限公司

高齡者 高齡者諮商 高齡者活動 高齡健康
居住環境 與生涯規劃 設計與安排 照護學
V

V

業界導師

高燕彬

V

V

睿綸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邱凱婷

V

楊哲綸

V

V

巫秀鳳

V

V

徐巧慧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
會-台北服務處

V

V

鐘智馨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V

V

廖泰翔

與樂生活工作室

V

V

陳姵君

臺北市兆如老人安
養護中心
柏達．醒吾健康產業
研發育成中心

V

菲特邦健康管理工

萬芳醫院附設居家
護理所

V

晁禾醫療

台灣失智症協會
八福銀髮服務(股)公
司

邱柏豪

V

作室

V

V

V

楊舒琴

V

林昶霆

V

李會珍

V

朱偉仁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
山、芝山岩、天母次
分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

V

薛柏成

智齡科技

V

賴明峰

臺北市私立仁群居
家長照機構

V

江組長

美樺居家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V

林芷寧

天下爲公基金會

V

王冠金

V

許雅婷

V

支伯生

V

板橋海山公共托老
中心

V

恩主公醫院

南山人壽
佳醫集團

李映萱

V
V

王嘉宏

附件三-學習成效評估之規劃方式
施測對象及時間
測試時間

測試對象
1.

每上學期初(9 月)
每上學期末(1 月)
二、三年級
每下學期初(2 月)

測驗項目

2.
3.

每下學期末(6 月)

評量尺規
請見附件二-第一期計畫書之附件 5

病人—醫療人員取向量表
(Patient-Practitioner Orientation
Scale, PPOS)
傑佛遜同理心量表（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JSE）
正向社會互賴準備度量表（Positive
Social Independence Readiness
Scale）

附件四-調整之課程詳細資料
課程資料(討論修改中之初稿)
課程名稱

項目

內容

高齡健康服務(一)

學生修課年級

二

預計學生修課人數

50

課程大綱

搭配「高齡者活動設計與安排」，
導入 2 單元人文課程，並透過訪
視獨居長者的服務過程中得到啟
發及省思，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
知識與經驗，服務與學習二者在
課 程 中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平 衡 關
係，它是一種「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
強調服務與學習目標同等重要，
藉由服務，達到社會服務、關懷
與尊重素養、倫理與法律素養、
高齡者健康評估與管理能力、整
合能力、跨團隊溝通能力的提升。

學生作業

人文素材導讀；訪視學習單。

評分方式

一、 訪視時數
二、 反思出席
三、 訪視學習單
四、 人文素材作業

高齡健康服務(二)

學生修課年級

二

預計學生修課人數

50

課程大綱

搭配「高齡者諮商與生涯規畫」，
導入 3 單元人文課程，並透過訪
視獨居長者的服務過程中得到啟
發及省思，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
知識與經驗，服務與學習二者在
課 程 中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平 衡 關
係，它是一種「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

強調服務與學習目標同等重要，
藉由服務，達到社會服務、關懷
與尊重素養、倫理與法律素養、
高齡者健康評估與管理能力、整
合能力、跨團隊溝通能力的提升。
學生作業

人文素材導讀；諮商技巧練習；
訪視學習單。

評分方式

一、 訪視時數
二、 反思出席
三、 訪視學習單
人文素材作業

高齡健康服務(三)

學生修課年級

三

預計學生修課人數

50

課程大綱

搭配「高齡健康照護學」，導入 2
單元人文課程，並透過訪視獨居
長者的服務過程中得到啟發及省
思，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與
經驗，服務與學習二者在課程中
具有某種程度的平衡關係，它是
一種「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強調服務與學
習目標同等重要，藉由服務，達
到社會服務、關懷與尊重素養、
倫理與法律素養、高齡者健康評
估與管理能力、整合能力、跨團
隊溝通能力的提升。

學生作業

人文素材導讀；訪視學習單。

評分方式

一、 訪視時數
二、 反思出席
三、 訪視學習單
四、 人文素材作業

高齡健康服務(四)

學生修課年級

三

預計學生修課人數

50

課程大綱

搭配「高齡者居住環境」，導入 3
單元人文課程，並透過訪視獨居
長者的服務過程中得到啟發及省
思，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與
經驗，服務與學習二者在課程中
具有某種程度的平衡關係，它是
一 種 「 從 做 中 學 」 (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經歷，強調服務與學
習目標同等重要，藉由服務，達
到社會服務、關懷與尊重素養、
倫理與法律素養、高齡者健康評
估與管理能力、整合能力、跨團
隊溝通能力的提升。

學生作業

人文素材導讀；歷史脈絡素材認
識；訪視學習單。

評分方式

一、 訪視時數
二、 反思出席
三、 訪視學習單
四、 人文素材作業

高齡健康產業實習

學生修課年級

四

預計學生修課人數

5

課程目標

為使學生於本系畢業前可深入瞭
解未來可能之就業市場，並增加
實際參與運作之經驗以銜接畢業
後的就業機會與能力，本課程將
以 帶 薪 實 習 (paid internship
program)的方式讓學生進入老人
照護相關單位進行實務工作訓
練。此實習模式將能使學生實際
運用健康促進、基本照護能力、
活動規劃企畫、個案管理等專業
知識於實務工作，協助高齡照護
相關單位的行政管理、照護工作

或活動安排等服務；同時藉由提
供本實習課程相關單位之意見回
饋，讓本系適度調整教學內容與
方向，增加業界所需學生強化培
育的能力，作為學系與業界專業
人才培育之溝通橋樑，培養高齡
產業所需的專業人才，提升學生
未來就業競爭力。
閱讀資料

依實習單位規定

教材

依實習單位規定

學生作業

（一）實習結束後同學均應繳交
實習專案報告，報告由以下三種
形式擇一撰寫：
(1) 由實習單位中所觀察到之實
務問題加以描述與分析，並由理
論課程中所學習到的內容提出可
行的改善方式，責成專案報告乙
份。來自單位的實務問題，可由
同學觀察實習單位之行政管理優
勢與缺失（實務問題可由上述長
期照護相關機構之實習內容之項
目中發現）；或與實習指導老師
討論後認為機構內需要改善但尚
未改善的部分，提出你的建議與
改善方式。專案報告格式： 內容
包括「現況描述與問題分析」、
「可能改善方案與建議」、「參
考資料」（需具備合理性）。
(2) 以學生在實習機構所實際參
與設計、帶領之活動內容，撰寫
設計過程、帶領過程與成果，責
成專案報告乙份。專案報告格

式：內容包括「設計此活動之動
機與目的」、「設計此活動所應
用之理論依據」、「活動進行過
程描述以及學生所擔任的角
色」、「是否達到活動目的之成
果評估」、「參考資料」。
(3) 基於實習機構之特殊性、無法
以上述兩種報告形式完成專案報
告者，可與實習指導老師、校內
課程主授教師討論後，另行規劃
專案報告內容與主題(產業實習計
劃書與心得)。
（二）於實習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報告之電子檔案，分別為實習指
導老師一份、校內課程主授教師
一份。
評分方式

一、 學生實習表現(30%)：如工
作態度、出缺席狀況、服
裝儀容…等。
二、 學生實習心得(20%)：學生
於實習完必須繳交心得。
三、 服務改良或創新方案等報
告(50%)：學生依據各實習
單位之性質，並透過實習
觀察，提供實習單位服務
改良或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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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解剖課的醫學人文意涵：以大體老師家屬訪問為例

摘要

大體解剖為醫學系重要之必修課程。國內許多醫學系配合此課程舉辦相關儀
式及活動，以增進學生的醫學人文素養。臺北醫學大學在此課程中置入學生對捐
贈者家屬之訪談，訪談對象包含家屬或者捐贈者本人。本研究利用量化、質性研
究法，以量表、文本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探究醫學系 160 位學生參與大體老師
家屬訪談的效益。量表包含生命態度量表中愛與關懷、死亡態度，以及大體解剖
課程學習成效量表、傑佛遜醫師同理心量表。文本來源為學生家訪後的反思心得，
並採用內容分析整理學生看法。焦點團體訪談則用以確認量表分析與文本分析。
量化研究發現：學生在「愛與關懷」
、
「死亡態度」與「課程成效」方面，於家訪
進行之後顯著提升；同理心期初與期末相比，則顯著下降。質化分析顯示學生在
愛與關懷、死亡態度、課程成效、同理心都明顯受大體老師家屬訪問而得到正面
影響。安排醫學生訪談大體捐贈者或其家屬，具備提升醫學人文素養之效益，惟
傑佛遜醫師同理心量表所測概念未必能呈現這樣的變化。
關鍵字：大體老師家訪、生命態度、愛與關懷、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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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ss anatomy course is a crucial required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s. In
Taiwan, most medical schools held related ritual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gross anatomy
course, in order to develop students’ medical humanit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designs the activity of interviewing donator or donator’s family members in the
course. Wi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160 medica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the interviewing. The questionnaire battery in
this study included subscale of Love and Care, and subscale of Attitude Towards
Death in the Scale of Attitude Towards Lif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Scale, and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Student
Version. Textual data from students’ reflective writing and focused group interview
were processed through content and template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interviewing donator or donator’s family members, students’ three
scores, Love and Care, Attitude Towards Death,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yet the scores in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e qualitativ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positively influences by interviewing donator or donator’s family
members among all four dimensions, which included love and care, attitude towards
death,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and empathy. Arranging medical students
to interview donator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increases students’ medical humanity,
however,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seemed unable to reflect this change.
Key Words: interviewing donator’s family members; attitude towards death;
love and care;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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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解剖課的醫學人文意涵：以大體老師家屬訪問為例

壹、 前言
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是醫學教育裡的新興議題。生物醫學為主
流的知識典範認為，一個人會生病全然是因病菌或自身營養不良所導致，對於人
的心理狀態、社會環境的因素則不在考慮。但是，隨著身心醫學的興起，醫學教
育相關研究發現：如果只注重在生物醫學方面的治療，則無法對人的健康提供保
障（戴正德，2000）。醫者可以解決病人的疾病問題，但是疾病除了肉體上的痛
苦外，與個人、家庭、生計、人際關係、生涯、憧憬，以及希望、失落等各種情
緒的起落，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醫者不能只把病人肉體的病醫好就結束，應該
還要注意病人因疾病引起的其他問題1（黃崑巖，1996）
。醫學的範圍應該不僅止
於生物科學，應將病人心理狀態與社會環境的層次涵蓋在內，實質整合為整體性
的醫學範疇。所謂的健康已不能只從身體有沒有疾病來界定，必須要從身心的平
衡、生物、心理、社會之全人觀念的立場來判斷，因此健康的定義不應該只是身
體的，也是心智，更是心靈的健全（戴正德，2000）。換言之，醫學不是僅關注
「治癒」(cure)，也應該關注「照顧」(care)的面向。
台灣醫界已有多數資深醫師提出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例如：黃崑巖（1996）
主張「沒有人性的醫學教育，只能培養醫匠而不能培養醫治病人的醫師。」一位
醫師如果只有醫術十分高明，但是對病人缺乏同理心、對人性不了解、對生活的
緊張無動於衷，也絕不能成為一位好醫師。人本的醫療將由修復病灶轉為療癒身
心、由治癒疾病轉為照顧人、由「做」(doing)轉為「臨在」(being with)（趙可式，
2007）。醫學人文是醫療過程中有關醫師與病人之間的互動，醫療決定及診治相
關的科學，不但用來激勵全人醫學的落實，也促進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醫師
對「人」有進一步了解，才能更有效的醫治病患。醫學人文另一個重要的部分，
是醫生內在人性關懷能力的培養。藉由對醫學史的研讀、醫者典範的認識，加上
服務奉獻之價值觀的陶鑄，醫學人文給予醫師內省的機會，醫學教育的身教更是
學生內省的無形催化劑2。
1

舉例而言，宋瑞珍醫師在一本書的序言提到，以往病人很感激他的照顧，但看診後心情都不好
受，因為他都會據實表現出不樂觀的態度；宋醫師後來則會想辦法幫忙協助病人的心理調適，並
對每個病人都給予正面樂觀的建議（趙可式，2007）
。
2
戴正德（2000）提出醫學人文課程的目的包括：1.培養全人觀的了解，以及人為體、智、靈的
綜合體，健康的關聯有賴其間關係的平衡。2.給予醫學生去感受到醫學的人性面，並認識人類社
會、個人行為及環境對健康的影響。3.提供學生在醫學知識的增長中，一個持續內省的機會。4.
促進一個「醫師為天職」的情懷。5.研習合乎倫理的思考價值與精神，並應用到實際醫療的決定
過程中。6.提升醫生的社會責任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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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社會的狀況是，台灣大學於 1949 年由美國引進七年制醫學教育之後，
初期將前二年訂為「醫預科」
。醫預科之設立是從美國三年或四年的 Premed 的制
度而來。七年制中的第七年為實習階段，僅有第三至第六年級為真正的醫學教育。
這四年的醫學教育與美國相比，在年限上是一致的。但是，醫學教育在美國是屬
於專業職業教育的範疇，課程十分緊湊，沒有甚麼變化跟彈性，訓練成分居多，
教育成分偏少，醫學生人文素質方面的培養則在高中和 Premed 的大學教育時期
即打好基礎。台灣的狀況則需要靠七年制中一開始的頭兩年培養，以兩年的時間
進行和美國四年相當的課程，本來就已經不容易了，加上高中教育注重升學聯考，
在人文素養方面的培養進展困難，進了大學之後情形仍多限制（黃崑巖，1996）。
台灣的醫學教育是美國大學教育與醫學教育的混合體，因此如何在醫學系教育當
中設計醫學人文相關的課程，幫助學生去認識人性，就更形需要與迫切（戴正德，
2000）。
針對前述發展狀況，台灣的醫學教育從 1990 年代開始積極重視醫學人文課
程。劉介修與劉克明（2004）指出，醫學人文教育若仍然流於樣板形式課程，將
無法達成原先設訂的教學目標。台灣當前推動醫學人文課程面臨幾個問題：教師
面，是師資不足或者老師不認同；學生面，主要是應付心態與缺乏主動學習的精
神（高美英、呂碧鴻、褚齡霙，2004）
。要如何改善此種困境，需要藉由社團化、
社區化、生活化的課程設計，只要能夠產生知識、具有累積性與思考性的活動都
可納入課程中（劉介修、劉克明，2004）。崔紘彰、何明蓉（2008）在訪談了醫
學人文教育相關參與者之後指出：醫學人文的重要性涵蓋課堂講授之外的面向，
不僅與關懷和反思有密切關聯，也具有調適生活的功能；課程的規劃應該增加學
生參與，其中，學生與不同族群接觸的議題也應該考慮在內；學習者的環境與師
長帶來的影響可能會超過課堂教學。
舉例而言，高雄醫學大學發展由學生組成的醫學人文課程規劃工作坊，讓學
生參與提供新的想法，尋求改變困境，也讓學生從共同創造的的歷程，獲得對課
程的認同。在高醫大的「疾病的敘事與書寫」計畫中，醫學生在進入臨床訓練之
前，先閱讀「病人誌」，再與病人接觸、傾聽病人的故事並寫成文章。這樣的醫
學人文課程一方面了解疾病的症狀與進展的程序，與病人的生活處境有進一步的
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進學生與他人互動與溝通表達的能力（劉介修、柯文升、
林奕萱、張維怡，2003）
。此外，鄭希彥等人（2014）提出將醫院事務分成 12 種
模組課程，讓醫學生在這些模組課程中學習，以回饋表來評估學生的反應、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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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與各模組教師的評分評量學生學習的效果，並從學生的心得報告中探討學生行
為的改變。這種認識醫院事務的模組課程，讓醫學生對課程的滿意度十分高，學
生學習的效果也較好。
廣義地看，吳健暉、徐歆惠、何明蓉（2008）提出現今台灣醫學人文課程施
行的狀況可以分成 9 大類課程：醫學人文概論、醫病關係、醫學與文學、醫學與
藝術、醫學與歷史、醫療與社會、文化能力、社會服務、生涯規劃。他們進行問
卷調查與學生訪談之後發現：有實際接觸社會大眾的課程比講解溝通技巧類的課
堂課程實用、授課老師的風格與用心程度直接影響到教學品質、有互動的課程比
單純授課的課程好。因此可知，醫學人文教育課程若增加學生與人群的接觸，讓
學生與他人有互動並表達自己的機會，其效果較佳。

貳、 大體解剖課程中的醫學人文教育
一、大體解剖學中的醫學人文教育
陳榮邦、馮琮涵、謝銘勳、曾啟瑞（2008）提到大體解剖實驗課程不僅僅是
學校的一門課程，更讓學生首次面對死亡的課題3。即使在醫學專業教育開始於
學士後階段的美國社會，大體解剖課對於醫學生仍是具有高度衝擊的學習經驗，
甚至頻繁地出現在資深醫師所撰寫的回憶錄之中（Conley, 何穎怡譯，1999）
。可
見，大體解剖課程對於醫學生來說，實在是一種具有「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
意義的課程，同時兼具了生物醫學方面與社會人文方面的知識傳遞。
在醫學教育的研究之中，大體解剖課程的醫學人文意涵出現了一種典範轉移
的過程。在過去的醫學教育，將大體解剖課程視為一種衝擊醫學生的學習必然過
程，教學實作除了傳遞解剖學知識之外，另一個重點在於訓練醫學生的「專業素
養」(professionalism）
：克服對大體的恐懼與死亡的衝擊，進而養成「抽離」(detach)
的客觀心態，以面對未來執業過程中接觸到手術可能產生的情感因素。然而，這
樣的教學典範卻逐漸受到衝擊，並且開始出現轉變。有別於隔離或消除醫學生在
面對大體與解剖課程時必然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十年歐美有多所大學在設計醫學
人文課程時，同時改善了傳統的大體解剖教學典範。其中最核心的關鍵在於：把

3

「死亡」一向是禁忌的話題，一般人在家中不會討論，甚至醫療人員也不例外。然而，生老病
死是每個人生中都會面臨到的事情，即便現在醫療進步，仍然無法改變「人會死亡」的事實。一
般來說，醫學系三年級學生大多不過二十歲上下，在接觸大體老師之前，大多沒有關於死亡的切
身經驗，大體老師及其家屬可說是帶學生接觸死亡議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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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物化為教材的大體（捐贈者）重新視為醫學生應該感謝的對象，並依此正視，
甚至處理醫學生們可能產生的情緒適應問題(Talarico, 2013)。
在這樣的新典範之下，歐美國家的大體解剖教學都開始正視其中的負面效應，
並嘗試發展「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ies)，以增進醫學生的學習效益(Bob,
Popescu, Armean, Suciu, & Buzoianue, 2014; Quince, Barclay, Spear, Parker, &
Wood, 2011; Sándor, Birkás, & Győrffy, 2015)。在這些策略包含：讓醫學生提早、
持續或循序漸進地接觸到大體；在課程中增加同儕討論或交流的時段；利用其他
影音輔助教材（例如：紀錄片或手術實錄）預先讓學生有所接觸(Kotz & Mole,
2013; Dosani & Neuberger, 2016)。其中，最具有醫學人文意涵的大體解剖課程教
學設計，不是間接地、消極地的應對策略，而是直接地、積極地對於大體進行「命
名」(naming)或「感謝」(gratitude)，以讓醫學生用（重新）認識一個人的方式來
認識大體捐贈者(Morris et al., 2007; Talarico, 2013; Williams, Greenwald, Soricelli,
& DePace, 2014)。這樣的課程設計也符合當代醫學人文教育的核心旨趣：將生物
醫學典範或者醫療執業過程產生的「去人性化」(de-humanize)作用，透過醫學教
育與醫學人文的結合重新「再人性化」(re-humanize)(Bleakley, 2015)。
至於大體解剖課與醫學人文教育如何結合，可能包含課程面與學校面兩個層
次。在課程執行面上，教師會請學生寫下解剖課的感想、在課程中置入對捐贈者
的感謝儀式、讓學生在捐贈儀式上致詞以表達感恩等。在學校層級，則可能透過
教師帶領學生對捐贈者或家屬訪談，舉行全校性的感恩儀式。舉辦儀式的重要性，
包含學生體認到自己未來將成為醫者的責任感，以及對大體捐贈者的感謝。
大體解剖教學典範轉移在台灣醫學教育的實踐狀況，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討
論。從醫學臨床教師的研究來看，許多資深醫師早已在教學實踐的現場看到大體
解剖課的醫學人文可能性。賴其萬、張榮攀、曾國藩、曾運龍（2002）指出，學
生在與大體老師家屬見面之後，經由儀式表達對大體老師的感謝，調查學生的感
想後，發現學生對大體老師與家屬的付出抱持著高度的感恩與感謝；大體老師對
學生而言，已經不再是解剖台上學習解剖知識的教材，而是真正的一位無語良師。
趙可式（2007）針對 50 多位老中青三代醫師做的研究提到：
「醫師面對死亡時若
有冷漠的態度，其實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
「因為在學校的教育中不會提及這各
部分，也不會教導學生該如何去面對死亡，不管是自己的、親人的、他人的」
；
「醫
療生涯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對於生死大事，不但病人與家屬需要學習，醫師
也要學習」。因此趙可式建議，在醫學生低年級時的教育之中，必須先播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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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議題的種子，讓學生的生死概念開始萌芽，之後經過自身行醫的經驗再慢慢
成長茁壯。
醫學人文教師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角度。張淑卿（2015）對於解剖學知
識在台灣歷史的研究，不僅指出解剖知識與實作經歷了日式教學到美式教學的轉
變（指從系統解剖學到局部解剖學），更深入地介紹了解剖學知識如何在師生之
間傳遞（或傳承）、如何塑造醫學生的身份認同與個人知識。接續著張淑卿截至
1980 年代的考察，盧蕙馨（2011）則是正式以 1990 年代開始慈濟醫院與慈濟醫
學院的「無語良師」(silent mentor)為個案，詳細地描述了慈濟的宗教文化與制度
實踐，如何整體性地透過語言與儀式帶進捐贈者與家屬、醫學教師與人文教師、
宗教志工與行政人員、修課學生與學長姐。在其中，捐贈者的「遺體」首先作為
課程教學的「大體」
，再次被神聖化為「良師」
。最近期的研究進展則是林雅萍（2017）
對於醫學生在大體解剖課程中關於身體與生命的感知游移/猶疑。林雅萍以訪談
為基礎，指出學生過去在西方知識中習得的身心二元論與機械論的身體觀，不足
以對應大體解剖課程的經驗，相對於此，她認為當代哲學中關於「肉身化」
(embodiment)、「物體與身體」(Korper and Leib)的討論更能闡釋學生遭遇的多重
身體意涵，進而提供醫學教育與臨床倫理的反思（林雅萍，2017）。
綜上所述，大體解剖課程不只是醫學生的一個關鍵「過渡儀式」而已，更是
具有高度醫學人文意涵的課程。因此，本研究以北醫大的大體解剖課與醫學人文
課的結合為研究對象，探討醫學生對於大體老師（與其家屬）的訪談所產生的效
果。

二、北醫大在大體解剖學與醫學人文課融入的概況
臺北醫學大學（北醫大）自 1960 年創校以來，即開設大體解剖學及其實驗
課程。初期由外校教師支援開課，1972 年後改由專任教師獨立教學（哈鴻潛、
高田，2003: 34）
。大體解剖學正課的講授方式以功能系統（含骨骼、肌肉、心血
管、神經、呼吸、消化、內分泌、生殖等）的順序循序教授，但大體解剖學實驗
則依身體區域（含頭部、頸部、胸部、上肢、背、腹骨盆、下肢等），由淺到深
層的方式進行。現行醫學系大體解剖學正課結合生理學，整合成系統性的結構與
功能課程。在大體實驗課進行實際解剖之前，除講授解剖手法與注意事項之外，
另增加講授內容，幫助學生複習先前課程內容，並引導區域性結構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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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實驗課的考核方式以「跑檯」為主，即在短時間內，寫出樣本結構名稱，
這些樣本就是學生在實際解剖時找出來的結構，有時候授課教師也會幫忙把結構
清理的更明顯。跑檯通常是在 50 秒到 1 分鐘的時間內要寫出 2 題答案，在這樣
的時間壓力下，學生必須要對結構非常熟悉，解剖名詞也要背得很熟，才能拿到
分數。在課程順序的安排上，都是前一學期先上「大體解剖學」正課，下一學期
才上「大體解剖學實驗」課程。中間隔一個長假期，學生對授課內容可能記憶模
糊，在實際解剖的時候，又很需要正課的背景知識來協助找出這些結構。即使授
課教師在課前有簡單的講解，但仍需學生實際重新複習正課內容，方能達成實驗
課程中的解剖任務。因此在評分方面，除傳統跑檯之外，另加入筆試，讓學習評
量多元化。
北醫大醫學系在 2000 年起，有鑒於醫病關係逐漸惡化以及醫師對病人之無
感，開始在大體解剖學實驗課程嘗試提升學生的醫學人文素養4。醫學教育中的
大體解剖學課程不只是基礎的醫學教育，更是一個很好的人文教育課程。
首先，關於「家訪活動」。大體來源中有許多是自願捐贈，而捐贈者本身以
及其家屬，同意往生後捐出遺體供學生解剖，其本身即具備這種犧牲自我、成就
別人的胸懷，是非常難得的人文教育實例5。因此，北醫大規劃學生進行大體解
剖學課程前，以小組方式親自訪問捐贈者家屬。學生直接面對家屬，聆聽著捐贈
者的生平往事，彷彿可以感受到一位活生生的人物浮現眼前；當學生回到解剖實
驗室，這位捐贈者就躺在解剖台上，直接用他/她的身體，教導學生人體結構的
奧秘，此中震撼與感動很容易銘刻在學生心中。許多家屬也十分肯定面對面訪談
的價值，看著這些學生洋溢著青春活力，努力學習，更讓他們相信，捐贈者生前
的決定是正確的。家屬相信，這些學生將會帶著捐贈者的祝福，持續發揮其生命
價值，貢獻社會。除此之外，在每年的三、四月，北醫大也會舉行全校性的英靈
追思紀念會，藉由一個正式且隆重的儀式，讓學生體會到捐贈者的大愛，並在這
個場合表達對大體老師的感謝，是醫學系學生進入醫學殿堂的重要里程碑，具有

4

除了大體解剖課程之外，北醫大順應醫學人文教育潮流，在醫學教育的整體課程設計上加入許
多人文學科元素，包含人文講座、生命倫理學、醫護人文劇、醫學與文學導讀，還有醫療社會學、
疾病、誤解與社會偏見、醫學典範與倫理實踐、國際醫療人道援助、應用服務學習於都會弱勢社
區的科技研發、醫學史與醫學人類學。此外，專業課程進行的同時也都有人文課程穿插在裡面，
例如：社會醫學概論、醫學心理學、國際服務學習、跨領域醫病溝通案例；高年級則有醫學倫理
專題討論、醫病關係與會談技能、醫療與法律，也有跨領域臨床人文反思課程。
5
本文作者之一為北醫大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的專任教師，再加上非正式訪談科內技術員，目
前大致上可整理出 102 至 106 學年度共有 70 位大體捐贈，平均每年約有 12 至 15 位捐贈者不等，
同時包含有家屬與沒有家屬的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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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象徵意義。
其次，關於「啟用」儀式。為配合大體老師啟用典禮的進行，學生必須在典
禮當中，依據訪談資料介紹自己的大體老師。因此，大體老師家屬訪問必須在大
體實驗課程開始之前完成。舉例而言，104 學年度時，大體老師家屬訪問與醫學
史課程結合，學生不僅學習醫療發展歷史，也學習口述歷史的訪談技巧，運用在
大體老師家屬訪問之上。然而，並非所有大體老師的家屬都願意接受訪問，且有
些大體老師沒有家屬，這樣就導致一些學生沒有這方面學習，課程期末報告也就
無法完成。所幸有許多人在健康時就簽下大體捐贈同意書，願意在未來把身體交
給學生學習，這些人就是學生未來的大體老師，讓學生直接訪問這些捐贈者本人，
更可以直接聽到捐贈者對學生的付出與期待。因此，在 104 學年度下學期的大體
老師家屬訪問，有 2 組學生因其大體老師沒有家屬，而改變為訪談身體健康的大
體捐贈者。

三、學生投入家訪可能造成的改變
在投入家訪的過程中，醫學生一開始只會得到大體老師姓名、年齡、家屬聯
絡方式等資料。他們在老師的引導下，開始思考要如何認識大體老師，擬定訪問
題目，並且思索是否會有詢問後可能造成家屬不舒服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們
必須從失去至親的家屬角色，試想大體老師從罹病到面對死亡，進而轉念捐獻大
體，造福學子，然後家屬放下萬般不捨，克服憂傷等種種情境，訪談現場也必須
留意家屬的口氣變化與姿勢改變等，才能讓訪談順利進行。經過這樣的歷程，醫
學生站在病患或家屬的角色，體會其情緒與想法的能力應該會有所提升，甚至讓
他們日後在行醫時更具備同理心。因此本研究假設醫學生經過家訪後，同理心能
有顯著提升。然而，由於過去研究顯示醫學生同理心表現有逐年下化的傾向(Hojat
et al., 2004; Hojat et al., 2009)，且同理心表現與疲憊程度呈現負相關(Thomas et al.,
2007)，因此有必要測量學生疲憊程度，以排除掉可能的影響因子。
從過去執行家訪經驗得知，訪問時經常涉及家屬與大體老師間相處的點點滴
滴與深刻情感，這往往讓醫學生十分感動，促發他們反思自己與家人之間的關係。
因此家訪應該對醫學生自身與至親好友的關懷、珍惜、體諒等有所幫助，我們認
為經過家訪後，醫學生在愛與關懷相關的態度上也會有所增進。另外，家訪時經
常會詢問到大體老師對於疾病、死亡、捐贈的態度，經訪談及老師的引導後，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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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思考自己的生死議題，並對死亡有更成熟的態度。因此我們認為家訪可以促
進學生對死亡能有更成熟的態度。然而過去研究顯示，愛與關懷的程度跟學生與
家人的親密程度有關(Chiou, Tsai, & Han, 2017)，因此有必要測量學生與家人的親
密程度，以排除可能的影響因子。
為了解學生對整個大體解剖課程與訪談的效益，我們也希望能以量化方式知
悉學生對課程的評價。如此一來，方能完整了解課程安排的整體效益。

參、 研究設計與資料來源
一、研究對象
大體解剖課（正課與實驗課）在北醫大醫學系為必修課程。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為北醫大醫學系103級的160位學生。學生們參與研究時為二年級下學期，平均
年齡20.25±2.05歲，其中，男性、無宗教信仰、家人關係很好的人占大多數。基
本人口學變項資料如表1。
表1：修課學生基本人口學變項之人數與百分比
變項

性別

家庭成
員親近
程度

人數

%

男

96

60.00

女

59

36.90

未填寫

5

很好

變項

人數

%

有

75

46.90

無

80

50.00

3.10

未填寫

5

3.10

111

69.40

很好

74

46.30

好

36

22.50

好

62

38.80

尚可

8

5.00

普通

15

9.40

宗教

自評身心
狀況
不好

0

0.00

疲倦

3

1.90

很差

0

0

很疲倦

1

.60

未填寫

5

3.10

未填寫

5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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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用質性與量性併用的「混合式方法」 (mixed method)。兩種性質的
資料在蒐集時間點有所交錯，其過程是：2016 年 3 月學期之始，學生進行期初
的問卷前測。5 月學生完成口述歷史的學習課程後，開始分成 8 組並依各組家屬
方便的時間邀約進行訪談（5 月初到 5 月底）
。訪談結束一周後（大約 6 月）
，請
學生填答家訪問卷後測之外，並同時要求學生於期末之前繳交訪談心得。暑假 8
月底時，再由研究者邀請其中 6 位同學，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上研究流程的各
次資料蒐集時間點，簡要圖示如下：

大體實驗課程師生關係融洽，同學大多肯定授課教師的專業與認真，很少聽
說學生對於授課教師或課程的抱怨。本研究的三位研究者雖然都是北醫大的專任
教師，但是，兩位並非醫學系的專任教師，即使是在解剖學科任教的該位專任教
師，該學期並未參與大體實驗的授課。而本研究也通過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
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J-IRB）的審查，通過號碼為 N201602066。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同時蒐集量性與質性的資料。在量性資料方面，主要包含同理心量表、
生命態度量表、大體解剖實驗學習效益量表三種測量工具；在質性資料方面，主
要以文本分析、焦點團體兩種方式進行。
(一) 傑弗遜醫師同理心量表-學生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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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弗遜醫師同理心量表-學生版(The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
Student Version)為Hojat, Mangione與Nasca等人於2001年發展，測量醫學生對醫療
情境中醫師同理心的看法或態度。該量表採7點Likert方式測量（1：非常不贊同，
7：非常贊同），得分愈高表示愈贊成同理心在醫病關係的重要性，共有20題。
在信度部分，原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大約在.81-.84之間，而中文版內部一致性係
數則為.75（呂碧鴻、陳秀蓉、高美英，2006） 。
(二) 生命態度量表
潘靖瑛、謝曼盈（2010）依據存在主義倡導者沙特(Jean-Pau1 Sartre,
1905-1980)、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人本主義大師羅傑斯(Carl Rogers,
1902-1987)，以及意義治療學派創立者弗朗克(Viktor Frankl, 1905-1997)等人
的核心概念，發展了「生命態度量表」以測量大學生生命態度的六個層面：
理想、自主、愛與關懷、存在感、死亡態度、生命經驗。此量表同樣採Likert-type
scale 進行7點（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評量，得分愈高表示生命態
度愈成熟。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93，相隔四週後的重測信度為.91，且因
素分析所得架構與理論相符。本研究為測量與醫療服務有關的生命態度，僅
採用關係最為密切的「愛與關懷」與「生死態度」這兩個分量表，分別了解
醫學生與周遭他人互動的態度與採取的行動，以及對死亡的預期、態度及行
動。
「愛與關懷」與「生死態度」這兩個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α分別為.91、.70
(Chiou, Tsai, & Han, 2017)。

(三) 大體解剖課程學習效益量表
大體解剖課程學習效益量表測量學生是否對課程有感謝與珍惜的想法，
為Chiuo, Tsai與Han (2017)根據過去學生在參與大體老師家訪後所描述到的
項目，以及授課教師觀察到的反應，所發展出的13題項量表。評量方式採Likert
7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經項目分析得知，並不因為刪去
任何一題可讓內部一致性大幅提升，因此，題項全數保留，量表內部一致性
係數α為.96。
(四)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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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來源為學生家訪過後一周內所繳交的心得報告。該報告採反思回憶、自
由書寫的方式進行，每篇字數約在 800 至 1500 字。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方式呈現，
並計算學生家訪心得報告所涵蓋的主要概念。
(五) 焦點團體訪談
為避免量表可能侷限在問卷題目，而家訪心得文本資料可能僅呈現表面想法，
本研究又另外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邀請 6 位學生(編號為 S1-S6)，並由訪談經
驗豐富的老師對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之後打字成為逐字
稿以利分析，結果以錄音段落呈現。焦點團體進行的討論引導大綱如下：

1. 大體老師捐贈者的訪談對您的啟發或影響是什麼？
2. 家訪活動經驗如何改變您與週遭親友的互動方式？
3. 就您參與訪談時對大體老師的認識，他如何對於需要幫助的人付出關懷？
4. 就您參與訪談時對大體老師的認識，您認為他在無意間得知將不久於人世
時，他是否會因此寢食難安？您認為決定他心態、想法的關鍵因素是什
麼？
5. 如果是您，您願意捐大體嗎?您會跟家人如何提您要捐大體？家人會有何
反應？
6. 知道了他人與死亡相關的經驗，對您有什麼意義？
7. 受訪者對死後世界的認知是什麼? 跟您對死後世界的認知有何不同？
8. 這次家訪經驗對您日後同理病人時有什麼幫助？
9. 您認為這些大體老師是否活得很滿意而且沒有遺憾？為什麼？

四、資料分析
關於量化資料，本研究以成對樣本進行平均數的雙尾 t 檢定，檢驗學期初、
家訪後二個時間點之間，學生們在同理心、愛與關懷、生命態度、學習效益上是
否達到顯著差異。接著透過學生的基本人口學變項（指，性別、宗教信仰、與家
人親密程度、身心疲憊狀態）
，使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來檢測前述差異是否受到影響。質化分析則是利用「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與「樣版分析」（template analysis），來分析學生的反思心得
文本與焦點團體訪談的內容。先從學生反思心得的文字中透過計次，找出 6 個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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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概念與各自的次核心概念，再接著以焦點團體的質性資料，來檢視同理心、愛
與關懷、生命態度等面向，嘗試與量化資料的發現做結合。

肆、結果分析
一、量化分析結果
學生期初與進行家訪後，｢愛與關懷｣、
「死亡態度」與｢大體解剖課程學習效
益｣皆達到顯著提升。因此可以推論，在醫學生大體解剖實驗課進行的學期中置
入大體老師的家屬訪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愛與關懷｣、
「死亡態度」與｢學習效
益｣。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同理心｣的前後測呈現顯著下降的差異。因此從量化
結果看來，醫學生在進行大體解剖實驗課，配上大體老師的家屬訪談，整學期下
來的同理心狀態整體減弱，見表 2。

表 2：學期初（前測）與家訪後（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
學期初

家訪後

(M±SD)

(M±SD)

愛與關懷

5.52±0.76

死亡態度

5.22±0.72

t

df

p

5.78±0.77

-4.92

137

.000

5.38±0.75

-2.71

135

.008

學習效益

5.89±0.95

6.07±0.91

-2.44

133

.016

同理心

4.21±0.36

4.15±0.43

2.24

139

.027

除了透過成對 t 檢定前後測之外，本研究也將基本人口學變項設定為「二分
變項」(binary)，呈現為性別、有無宗教信仰兩個因素，再加上與家人關係很好
與否、身心狀況良好與否兩個因素。依此，我們再將前測的｢愛與關懷｣、「死亡
態度」與｢大體解剖課程學習效益｣設定為共變數，後測的｢愛與關懷｣、「死亡態
度」與｢大體解剖學習效益｣為依變項來進行共變數分析(ANCOVA)。分析結果中，
作為共變數的前測值皆呈現顯著(p = .000)狀態，至於作為變異數的基本人口學變
項（指，性別、宗教信仰）、與家人親密程度、身心疲憊狀態，其作用大多不顯
著，僅性別在學習效益上有所影響，可參見表 3。

表 3：學期初（前測）為共變項、二分的人口學變項對於家訪後（後測）的 ANCOVA
檢定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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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宗教

家人關係

身心狀況

愛與關懷

.589

.066

.768

.133

死亡態度

.310

.750

.121

.091

學習效益

.003**

.522

.325

.384

同理心

.853

.836

.651

.379

在以二分的人口學變項為基礎，對於後測值｢愛與關懷｣、「死亡態度」與｢
學習效益｣、
「同理心」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並且進一步將前測數值設定為共變
項的共變數分析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共變項的前測值都呈現顯著，而大部
分的人口學變項則不顯著。這樣的結果表示，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介入（指於學
期間置入大體老師家訪）對於｢愛與關懷｣、
「死亡態度」
、｢學習效益｣、
「同理心」
所產生的作用並不會受到基本人口學變項（指性別、宗教）、與家人親密程度、
身心疲憊狀態的影響。其中僅有在「學習效益」上，性別作為變異數與前測值作
為共變數，兩者皆有顯著的影響。
綜合以上量化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認為：關於大體老師與家屬進行的家訪活
動，對於該學期修習大體解剖實驗課的醫學生具有顯著的作用，在｢愛與關懷｣、
「死亡態度」與｢學習效益｣有顯著的提升，惟「同理心」則有顯著下降。這些作
用並不受基本人口學變項（指，性別、宗教）、與家人親密程度、身心疲憊狀態
的影響。

二、質化分析結果
學生 160 份的心得感想經過內容分析後，可分出 6 大核心概念6。依照
出現的次數由高至低，這六個核心概念分別是：對他人的付出、承諾、對課
程的看法、珍惜自己生命、疑惑、尊重他人生命。學生提到這些核心概念的
累計次數，如表 4 所示：

表 4：心得感想之中核心概念出現次數（依累計次數排序）
核心概念

出現次數

6

文本分析由三位作者分別閱讀資料之後，進行討論並且初步凝聚出六個核心概念，再委請研究
助理依照此六個概念進行「核心概念」編碼工作，並且在於研究團隊的討論之中，進一步區分「次
核心概念」。其間，所使用的程式為 Microsoft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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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人的付出 (利他、感謝、感恩)

109

承諾

108

對課程的看法

64

珍惜自己生命

53

疑惑

36

尊重他人生命

19

除了透過內容分析來整理出六個核心概念之外，本研究進一步列出核心概念
之下的幾個次核心概念，以提供進一步的分析，可參見表 5。
受到大體老師家訪活動的影響，約有 1/3 的學生會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想
法，這其中包含「新生命的態度」與「珍惜現有的生活」。此外，也大約有 1/3
的學生在「反思心得中提及對課程的看法」核心概念，實際落實在學生們肯定課
程中置入了「家訪活動」
，認為這個活動對於大體解剖學或醫學人文的正面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 2/3 的學生，也是學生之中最多的想法是「對他人的付出」，
尤其是「對大體老師及其家屬」被提及最多。與此相似，也有 2/3 的學生提及關
於「承諾」的概念，並且實際指涉到「對醫師角色的承諾」與「對學習的承諾」，
發揮所長以回饋社會大眾。最後，僅有少數學生（不到 1/4 的比例），在面對大
體老師捐贈與死亡議題產生疑問，可見在課程內增加「家訪活動」可以部分地減
少醫學生僅進行大體解剖課程的遲疑與不安。

表 5：心得感想之中核心概念與次核心概念之次數對照
核心概念與總次數
珍惜自己的生命

尊重他人生命

次核心概念

次數

新生命態度（好好生活的承諾）

38

珍惜現有的生活

14

醫病關係、視病猶親

13

尊重他人（家人）對放棄治療、捐贈的意願

4

對大體老師

93

53

19

對他人的付出7（利他、感謝、
感恩）

109

對大體老師的家屬

55

對課程的看法

64

對大體老師家訪活動(家訪的學習)

63

7

省略累計次數不足核心概念 1/10 的次核心概念，包括「對親人 6」
、
「對課程 9」
、
「對社會 3」、
「對學校老師(現在、過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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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

疑惑8

108

對醫師角色承諾(未來志業)

79

對學習的承諾(本課程、知識)

50

對廣義助人的承諾

15

對簽署捐贈動機的疑惑

21

對生命(死亡)的疑惑

6

36

針對這些少數學生的「疑惑」，我們可以初步看到兩類疑惑：針對捐贈者動
機、與對生命(死亡)的疑惑。學生們可能在自己的反思之中，出現意義理解上的
矛盾與衝突，不論是在同理感受家屬如何思考上，或是反思自身設身處地時的思
考上。從以下三個段落可以看到。

……家屬又是如何思考的呢？捐贈大體的家屬心中的不捨與對於大體
老師的意願的尊重之間的拔河是我在這次訪問中覺得最有意義的一件
事。……雖然家屬如是說，他們已經比較能接受了，但是我覺得，大體
老師的大愛，有時候反而令家屬措手不及。捐了大體，似乎總覺得陪至
親至愛走最後一哩路的機會都沒了不是嗎？這一點，我也還不能明白。
我心中只能對於如此捐獻感到尊敬與偉大。…(學生代號 340)

……如果是我呢？我有勇氣去簽同意書嗎，老實說我以前沒想過，不知
道要怎麼面對這樣的難題……我覺得能有機會和梁奶奶聊天訪談，了解
她的人生和想法是一件很棒、很有意義的事，也使我自己開始重新思考
這方面的事。……(學生代號 362)

……是怎樣的故事，能夠讓一個人在自己生命快要結束之時，決定成為
一名大體老師？我想那其中所包含的複雜情感，不管是劉老師本人的決
定，或是家人的體諒、支持，這之中所需要的勇氣，都不是普通人可以
做到的吧！即使是身為已經受過一些醫學教育的醫學生，我也不能肯定
的說我有勇氣在未來替自己簽下這樣的一份文件。……(學生代號 785)

在學生的心得感想中出現的「疑惑」雖然是數量上最少的，卻未必因此失去
8

省略累計次數不足核心概念 1/10 的次核心概念，「對自身專業能力的疑惑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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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價值。其關鍵正在於，學生所感受到的各種「疑惑」一方面呈現出意義的多
元狀態—「多義性」（polysemy），有時甚至是「含混性」（ambiguity）—對於捐
贈動機或者自身抉擇都面臨的多種意義的並存狀態；另一方面，學生也在這樣的
「疑惑」感受中，漸漸開始去產生對於大體老師或家屬的移情作用，或者是將自
身投射進入該情境的同理作用。

質性分析除了學生的反思心得的內容分析之外，本研究也針對焦點團體的訪
談文本，以「愛與關懷」、「生命態度」、「同理心」三個主題式分析。
在「愛與關懷」的主題之中，我們透過訪談得知，大體老師與家屬的訪談活
動，會引起學生反省自己與家人的互動關係。例如，學生們提到「…就可能對他
們（指學生自己的家人）的嘮叨比較不會發脾氣之類的。」或者「我只是覺得他
（指大體老師的家屬）講的『愛要及時』，真的是很好」。這個關於「愛與關懷」
的主題，可以參見以下兩段：

“…我覺得要好好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然後有什麼話也要及時
跟他們說。因為我們是僑生所以常常跟家人分隔兩地，回家的時候
就會更珍惜。” [00:11:05.69] 焦點團體受訪者代號 S1

“…我是覺得我真的會講出來嗎？我現在都是不太會敢說，就可能
平常的關心會多一點。“[00:11:24.96] 焦點團體受訪者代號 S2

從以上段落顯示出，學生將訪談經驗與自己對家人的愛與包容做連結，這或
許為學生在家屬訪談後愛與關懷面向上升的原因之一。
在「生命態度」的主題之中，醫學生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莫過於「大體老師
面對死亡」想法，可參見以下三段：

“…他（指大體老師）的心態轉變的很厲害，因為真的很多人即使
到最後都會覺得為什麼是我（罹病而離世），然後抱著這個怨念離
開的，我覺得他最後能以樂觀的態度做到最後，已經很
好。…”[00:25:51.09] 焦點團體受訪者代號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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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蔡伯伯他應該是不會寢食難安。” [00:28:23.61] 焦點團體
受訪者代號 S4 （底線為研究者所加）

“…我覺得梁奶奶面對這件事情（指面對死亡與捐贈大體）上應該
也是非常坦然的。” [00:29:22.67] 焦點團體受訪者代號 S5 （底線
為研究者所加）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醫學生的家訪活動可能是直接訪問到捐贈者，因此
是在大體老師尚未離世前，直接理解到其生死觀與生命態度。然而，也有幾
組學生是因為無緣直接訪談大體教師，而間接透過訪談家屬成員。對此種狀
況，我們在後兩段引言中對於「應該」二字加底線凸顯。但是，醫學生仍能
透過間接的方式，同時體會到大體教師與其家屬的生死觀與生命態度。不論
是直接或間接，大體老師展現出對生命的豁達，都可能影響學生改變生死態
度。
在「同理心」的主題之中，我們透過焦點團體訪談得知，學生經歷家訪
之後，也有聯想到關於醫病（家）關係與醫者自我認同的問題。甚至，我們
初步發現與詮釋認為，醫學生的感受之中，同理心與專業認同之間可以是併
存關係。參見以下兩段：

“除了治療上面要盡心盡力外，可能就是在心情上要給病人或給病
人家屬多一點的包容跟關心。” [00:30:40.41] 焦點團體受訪者代號
S3

“就是醫生他可以把他的專業發揮得很好的時候，其實他的功能是
很強大的，對，就是這樣，然後我就覺得說我們醫生就是要多多的，
多多的想說怎麼讓病人相信自己，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00:39:32.16] 焦點團體受訪者代號 S6

質性訪談顯示出學生體認到「同理心」的重要性，其對象不只是病人，
也包含了病人家屬。然而，在大體老師與家屬的訪談過程中，牽涉到的是生
死相關的問題，而不僅僅只是一般醫療院所或診間病房遇到的醫病關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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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六期，2019 年 5 月

此，
「同理心」的體認在這種情境下，可能更延伸連結至醫學生的專業自我認同。
在大體解剖課的家訪情境，我們可以發現，同理心與專業素養之間的同步增長。

伍、討論
從過去經驗、授課老師的觀察與學生的心得感想，我們認為：大體老師家屬
訪談對學生具有重大影響。可惜，目前相關研究鮮少具體說明實際影響效益。因
此，本研究嘗試從學生同理心、生命態度、對大體解剖課程參與心情與對課程的
認知等層面，了解大體老師家屬訪問對學生產生的效益。量化結果發現：大體老
師家屬訪問對學生在愛與關懷、生命態度、學習效益方面有顯著提昇，學生在同
理心方面則是略為下降。質性結果發現：學生將訪談經驗與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經
驗做連結，影響學生愛與關懷方面的態度改變，同學皆對大體老師對生命的豁達
留下深刻印象，可能促進生命態度改變。
進一步對照量化與質化研究的結果，本研究嘗試提出以下三個值得討論的問
題。首先，在「愛與關懷」的態度變化上，量化研究顯示家訪前後的顯著提升並
不受到家人親密關係的影響，但質化研究卻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除了將「愛
與關懷」視為依變項，家訪或家人親密關係視為自變項之外，本研究的質性資料
顯示：學生可能在家訪進行之後對自己的家人關係產生反思。大體老師家屬訪談
能讓學生近距離了解大體老師的生平，知道大體老師的思維，體會到大體老師身
後他的親人如何的思念、感佩，進而促使學生去反思自身的狀況，並反省自己與
家人的關係。甚至更進一步思考，當自己走到一樣的情境時，會做什麼樣的決定，
或者在自己離開人世之後，留下來的會是什麼。帶領大體老師家屬訪談多年的教
師曾經分享特殊的經驗：在訪談時，家屬因為當年跟父親的衝突，導致多年不見
面，而再見面時已是天人永隔，家屬以親身經驗勸告學生，要把握時間跟機會與
父母好好相處，不要跟他一樣後悔。訪談結束的當下，許多學生都打電話回家問
候父母。
其次，在「生命態度」的變化上，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之間呈現彼此確認的
關係。量化研究發現「生命態度」在家訪前後有顯著的提升，而質化研究則確認
其中的心理機制：直接透過大體老師或間接透過大家老師的家屬，重新認識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最明顯的例子是，在本研究中一位年輕的大體老師（編號 D，參
見附件一）
，罹患疾病時仍然樂觀面對，即便是在極端不適中，也依然關心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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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不認識的隔床病友。這位大體老師曾說：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後悔」。
她自身面對疾病、面對人生的態度改變了她的家人，而她的家人，則以她的例子
來激勵學生，在面對困難的時候，要勇敢，要堅強。這些教育成效可能都不是在
教室裡可以達成的，其影響力卻能深植學生心中。藉由大體老師的故事，學生有
機會思考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思考自己與家人朋友之間的關係、思考自己在
面對重大事件的態度與選擇是什麼，進而去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去尊重
與自己不同的想法。
最後，在「同理心」的議題上，本研究的量化與質化結果呈現了明顯的不一
致狀況。量化研究發現，學生在期初與期末之間，同理心顯著地下降，此結果與
過去研究的發現一致(Hojat et al., 2004; Hojat et al., 2009)。然而，質化研究卻仍確
認了學生可能從家訪的經驗中，衍生對於病患與家屬的同理心，以及對自己未來
執業之路的專業認同。對此不一致，本研究認為有三個可能的解釋。首先，本研
究使用的傑佛遜同理心量表，尤其是學生版，測量偏重於受試者對同理心的重視
程度，而不是真正的同理心表現。因此，學生在學期初與期末填寫傑佛遜同理心
量表，未必能夠在心理投射上與大體老師與家屬的訪問經驗產生連結。其次，學
生在進行家訪之後的反思心得與期末焦點團體之中，所呈現的同理心與專業認同，
已擴及到家屬層面，並不局限於傑佛遜同理心量表的測量範疇。最後，Hojat 等
人(2009)在其縱貫研究中指出，約有 27%醫學生的同理心並未因升到三年級而降
低，或許部分學生接受了醫學人文活動的影響而繼續保有同理心。因此，當本研
究的學生若未聯想至這個學期大體解剖課特別置入的體驗學習活動時，其同理心
狀態或許仍與量化測量所發現的相似，傾向偏低。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增進學生人文關懷精神，若僅透過課堂講述的方式，
未必能夠引起學生足夠的學習動機（高美英、呂碧鴻、褚齡霙，2004），但是，
在大體解剖課程中置入大體老師家屬訪問，確實可以提升學生自身愛與關懷的實
踐，以及對死亡的成熟態度，甚至也可以促進他們在醫學專業與同理心的同步增
長，可說是學生實踐醫學人文思維非常適合的課程活動。這幾年來，願意捐贈大
體給北醫大的大體老師，多非顯赫人物。然而，捐贈者與其家屬的平凡性，卻使
得家訪經驗更能感動學生。可見，在學習歷程中具有關鍵地位的大體解剖課之中，
同時進行醫學人文方面的教學置入，可以有效地透過體驗活動來增進學生的醫學
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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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5 年北醫大大體老師家屬受訪案例基本資料、生平概要。
代碼
A

性別

年齡

男

59 歲

生平
講話信實，做人踏實，做事明確，不慕榮利，開朗豁達，照顧朋友，熱
心公益，有愛心。不菸不酒，茹素，於民國 92 年檢查出鼻咽癌。癌症轉
移到肺部，藉著信仰的力量，樂觀面對病痛。病逝三年前積極搜集大體
捐贈資訊，並寫下「立囑人 XXX 自知來日無多，唯一遺愿終生耿耿；深
恐家屬因傷心，受親友思維影響而有所悖，故特囑遵行不得有誤。即本
人愿捐贈大體為終生之夢，任何人不得任意更改。吾志特此聲明。」交
與妻子，使其可以與其他親友說明。

B

男

84 歲

嚴肅的外表、充滿愛的內心，愛媳婦如愛女兒。妻子這樣說他：充滿熱
情的一生，愛自己、愛家人、愛工作、愛學生。年輕時面對許多困境，
仍潛心學術與書法。與他人共組「中華水墨藝術學會」與美、日、韓合
作，共組「中日」、「日華」、「國際」書道交流會。曾獲中興文藝獎
章，於 2000 年在國父紀念館舉行書法展。

C

男

46 歲

因父母經商失敗，在 11-12 歲時家庭陷入困境，父母遠走他鄉，從此開始
自力更生，期間也有接受親戚零星幫忙，生活十分困頓。本身為重度殘
障，長期洗腎且心臟不好，還是糖尿病的患者，進出醫院頻繁。突然往
生，爲回饋社會，捐出大體。家屬在家訪中提到，學校方面如此重視大
體老師，感到十分欣慰。

D

女

26 歲

在家人眼中，勇敢、堅強、有愛心。工作態度認真，且會用功進修相關
知識。在生前即表明捐贈大體，很清楚的向家人告知，時間到的時候，
不要阻擋。希望自己能夠物盡其用，讓自己的身體遺愛人間，並留下「死
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後悔」。家人提到，雖然大體老師離開對她們而
言是一種遺憾，但是留下來的都是好的。未來，再回想起大體老師的一
切，不會只有難過與痛苦。

E

男

61 歲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女兒心中無所不能的超人爸爸，熱心助人，事親至
孝，努力賺錢供弟弟赴美攻讀學位。罹病之後，在等待加護病房期間，
因為自己的狀況已獲控制，還願意讓別人先進加護病房，而且也不吝於
讓實習的學生在自己身上練習，希望學生可以學習到更多。生前即有捐
增大體的想法，希望醫學可以更了解自身的疾病，從而幫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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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世界各國將醫學教育制度大致分為「醫學預科」（pre-medical）、
「基礎醫學」（basic medicine）、「臨床醫學」（clinical medicine）三
個階段。臨床醫學在美國為學士後（post-graduate）；在臺灣，除高雄
醫學大學，其他醫學院僅提供學士學程（direct entry program）。在醫
學教育訓練過程中，學生至大學五、六年級才以實習醫學生身分進入臨
床實習（蔡淳娟、林其和、劉克明，2010）。為促進醫學生順利連接臨
床前訓練課程與其後進入臨床階段所學，幫助醫學生培養未來執業的人
文關懷與素養，國內有許多學校提供「初階臨床體驗」的課程，如：長
庚大學醫學系的「初步見識醫院」、中山醫學大學的「On Doctoring習
醫之道」、成功大學的「習醫之道—醫師專業養成與體驗」、高雄醫學
大學的「習醫之道」等。各校執行方式雖有不同之處，但針對課程教學
成效均無相關之實證研究。
國外有許多醫學系施行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但執行及評估方式也不
盡相同。國外初階臨床體驗模式的定義，也是在2009年左右才稍有共識
（Başak et al., 2009）。因此，首先有必要了解課程的內容、活動方式
如何進行，以及相關的頻率之後，才能了解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介入對
於實習醫學生之影響。
研究者所任教的醫學大學，係參考成功大學「習醫之道—醫師專業
養成與體驗」（On Doctoring）課程（林志勝，2012，2015），於104學
年度開始發展「初階臨床體驗」（On Doctoring）選修課程，並發展出
「一校三院」模式，體驗地點分別為本校的三家附屬醫院：X醫院、W
醫院及S醫院，本研究稱之為「學堂」。
「學堂」參與之學生必需完成之任務，包含參與行前課程及完成24
小時臨床體驗、繳交每學期所指定核心任務作業、臨床觀摩體驗學習
心得，以及每兩週一次的「習醫之道」生活札記。課程的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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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主授教師與各學堂代表所共同發展之評量尺規及其範例。其作
業評分由導師1 與堂主2 評分後，再由課程主授教師再次確認。其體驗
課程採師徒制，三家附屬醫院共安排45位臨床導師，每位導師指導每
年級最多2位學生，總學生數不超過8位。此體驗課程屬於非正式課程
活動（informal curriculum）（Rogoff, Callanan, Gutierrez, & Erickson,
2016），體驗活動內容由「導師」與學生共同自訂每學期課程，並簽訂
學習意向書。「堂主」除負責院內導師教學上意見的交流與指導外，尚
需統籌各醫院定期舉辦雙週茶會活動，提供各種主題座談討論與學生經
驗分享。而課程主授教師藉由定期分析學生「習醫之道」生活札記與參
與學堂茶會，來掌握和回報各學堂堂主師生狀況。
本研究之初階臨床體驗活動雖為每學期一學分的選修課，但就其多
元、多樣性質而論，實屬非正式課程。此課程旨在吸引醫學生主動擴展
學習範圍，延伸學習醫學的深度與廣度，以補充正式教學之不足。由於
學生在非正式課程中的學習成效無法用統一量化標準來呈現，且體驗活
動內容又根據學堂條件、導師帶領風格及學生自身的興趣主題不同，而
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性。
本研究旨在藉由學生對臨床體驗的生活札記質性分析，以及其與基
礎醫學課程學習表現之相關分析，來探討醫學生在此初階臨床體驗非正
式課程的成效。本研究選定基礎醫學課程作為學習成效影響之因素，是
因為基礎醫學學習內容在第一階段的國考占極大比重，是醫學系師生關
注的焦點。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醫學生初階臨床體驗活動的生活札記，了解初階臨床體驗
非正式課程對於醫學生的價值。
二、探討參與初階臨床體驗活動對於醫學生基礎醫學學習表現的影響。

1
2

三家附屬醫院安排之臨床教師，學生們稱之為「師父」，本研究以「導師」稱之。
學堂選出之教學負責人，稱之為「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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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校的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模式乃參考成功大學「習醫之道」課程，
具有兩項特色：自大一起的初階臨床體驗，以及師徒互動與社群長期發
展，來取代班級課程教學。以下針對此兩項特點進行相關文獻分析與評
述，作為本研究的理論依據。

一、初階臨床體驗（early clinical exposure）
綜合Başak等人（2009）的歐洲跨國調查研究及Littlewood等人
（2005）的系統性文獻回顧其定義，「初階臨床體驗課程」需符合以下
條件：
（一）有實際接觸到病人或健康群眾（exposure to real patients or
healthy people）。
（二）地點在社區或臨床環境（in community or clinical settings）。
（三）發生在各站輪流見習之前（occurring before the main clinical
rotation）。
Başak等人（2009）根據上述定義進行調查，共整理出40個在歐洲
進行的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並根據以下七點進行分析：
（一）主要目標（main objectives）。
（二）訓練場所（place of training）。
（三）體驗活動總期程（duration）。
（四）每次體驗活動時數（length of session）。
（五）體驗活動次數（number of sessions）。
（六）初階臨床體驗的時間點（time in program）。
（七）教學方法（teaching methods）。
其研究結果發現，「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幾乎在西、北歐的每一國
家都有實施；在愛沙尼亞、羅馬尼亞、馬爾他、荷蘭及英國等，幾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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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校醫學系都有此類課程，但臨床體驗的時間點、活動次數、教學方法
皆不一致（Başak et al., 2009）。
Ottenheijm、Zwietering、Scherpbier和Metsemakers（2008）藉由回
顧分析臨床體驗教學文獻，歸納出理想的「初階臨床體驗」教育環境應
具備五項條件：
（一）長期持續與病人接觸（continuing exposure to patients）。
（二）經驗轉化為知識（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nto
knowledge）。
（三）學生採取主動的角色（active role of students）。
（四）提供指導與回饋（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五）為教學及師資培育提供時間與空間（time and space for
teaching and teacher training）。
上述「提供指導與回饋」的工作，需要具有臨床及教學經驗，以
及具有典範性質的教師，這也符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系（UCLA
School of Medicine）的新作法。Wilkes、Hoffman、Slavin和Usatine
（2013）檢視該校已實施數十年的臨床體驗課程，提出適合下一代醫師
養成教育的實施方式，也就是讓每位醫學生參加臨床醫師帶領每週一次
的小組活動，長達4年。
推動「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學者也指出執行上的困難，如教師的
反對或學生的質疑（Hafferty, Gaufberg, & O’Donnell, 2015）。為降低醫
學生的質疑及提升其主動投入，Du Toit和Wilkinson（2010）對南非職
能治療系學生（occupational therapy students）的質性教學研究亦採用臨
床體驗的方式，讓學生進入社區提供職能治療服務，活動中採用行動研
究以促進學生之體驗學習。根據行動研究策略，導入不同反思活動，其
中包含學習契約的使用，其效果在於預先清楚覺察自身學習目標，以及
讓師生之間建立對此段學習過程的共識（Du Toit & Wilkinson, 2010, p.
392）。Brown等人（2018）在加拿大MacMaster University結合初階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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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體驗與醫學教育品質改善計畫，透過12週的活動讓醫學生進行臨床體
驗，以及學習醫療和教育品質改善的相關知識，使醫學生獲得臨床脈絡
性的理解（contextual understanding），並思考未來如何能協助醫療環
境的改善。
推動「初階臨床體驗」的另一種方式，是採用「長期臨床見習」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蘇俊翰、何明蓉，2011；Harper &
Lyss-Lerman, 2010; Latessa et al., 2015; Ogur & Hirsh, 2010; Poncelet et al.,
2011; Teherani et al., 2009）。「長期臨床見習」大多為社區導向的臨床
教育課程，雖然大部分於正式臨床實習之前實施，此活動主要在於提供
醫學生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識整合學習的機會。以哈佛醫學院為例，「長
期臨床見習」是搭配完整的課程改革，在大學一、二年級課程提供每
週9～12小時的小組教學為主，再輔以5～10堂講授及6小時實驗操作，
其他時間為自主學習保障時間。在教授內容方面，哈佛醫學院以臨床
導向原則打散重組各學科，如分子與細胞生物、解剖、公衛、微生物
暨免疫、生理等課程內容，將其置入為各個區段，在此架構下導入哈
佛醫學院之劍橋整合式臨床見習（Harvard School-Cambridge Integrated
Clerkship），讓每屆約20位之大學三年級學生至僅118床之小型社區醫
院，每位學生接受一位內科、神經科、婦產科、小兒科、精神科、放射
科醫師共同指導；再配合六週外科見習。此「長期臨床見習」模式參與
觀摩各科典型病人個案長期照護與追蹤（蘇俊翰、何明蓉，2011）。由
此可見，「長期臨床見習」需藉由大幅度的課程改革才能執行。
有關初階臨床體驗成效研究，在1990年代之前就已出現。例如，
West、Mennin、Kaufman和Galey（1982）的研究指出，初級照護體驗
會影響改善醫學生對基礎醫學的學習態度。在2001年之後，仍有許多研
究指出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成效，例如，能協助醫學生緩解壓力，以及
塑造專業角色（Yardley et al., 2010）。
Littlewood等人（2005）為回答「臨床體驗如何對初階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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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助益？」，調查1992～2001年間與初階臨床體驗相關的實證研究
文獻。此研究針對教育成效進行篩選：在第一階段篩選中，從6,981篇
挑出73篇研究，而這73篇提出277個教育成效；第二階段篩選出38篇
研究，以及針對其中所呈現的116項教育成效進行分析。研究發現，
69%的研究來自北美、23%來自歐洲，其他國家僅占8%。69%的研究
其臨床體驗課程是為期兩年（preclinical year），每次半日以上的臨
床情境參訪體驗；8%是技能訓練；7%是社區體驗；7%是接觸單一病
人或家屬；9%是結合不同方式。學習成效的證據72%來自敘述性研究
（descriptive）；28%比較性（comparative）。敘述性研究中的99%呈現
正面影響；比較性研究僅70%呈現正面影響。綜合結果發現：「初階臨
床體驗課程」影響執業地點（農村）及專科（一般醫學）選擇意願、帶
來學習態度上的改變、提升臨床技能、增進學習專 業知能的技巧及激勵
臨床教師等成效。
Cruess、Cruess、Boudreau、Snell和Steinert（2014）將醫師專業角
色塑造的連續不斷過程，分為個人及團體兩個層面，而臨床體驗則是提
供醫學生與健康照護專業團體互動社會化的機會，讓他們理解如何適當
地扮演醫師角色。
也有許多近期的研究指出，初階臨床體驗會影響未來執業選擇
意願（Liu, Zhu, & Mao, 2018; Nicholson, Hastings, & McKinley, 2016;
Ray, Woolley, & Sen Gupta, 2015; Vo, McLean, & McInnes, 2017），以
及能提升學生醫學專業知能（Das et al., 2017; Dehghan, Amini, Sagheb,
Shidmoosavi, & Nabeiei, 2017; Fernandez et al., 2016; Kar, Kar, Roy, &
Goyal, 2017; Lum & Subramaniam, 2016; Rooholamini et al., 2017）。在
影響執業選擇的部分，主要是因應城鄉醫療資源差距，透過鄉間臨床體
驗來招募有志投入地方醫療服務之醫生。
上述針對提升醫學知識的研究中，皆將臨床體驗活動納入某特定基
礎醫學或臨床醫學課程單元之中，以檢測臨床體驗活動對醫學生學習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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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醫學知識的影響。此外，Royan等人（2018）的研究則指出，在急
診室的臨床體驗有助於學生臨床推理能力的發展。

二、師徒制與典範學習
「師徒制」（mentorship）常見於許多專業養成訓練，屬於一種專
業人員社會化及發展機制。透過長時間的緊密互動，從中觀察並進行模
仿，能夠習得其導師重要的內隱知識，對資淺專業人員的組織適應與
學習有正面助益，易在工作中獲得滿足。員工在工作中感到滿足時，
當自身技能與知識有限，便會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作為回報組織的方
式（吳美連、溫淑戀、壯文隆，2011；吳美連、蔡明洋、張振傑、莊
文隆，2007；Allen, Eby, O’Brien, & Lentz, 2008）。從導師接受到資訊
的提供、情感關懷、友誼的支持、評價性回饋及工具性協助，能更激
發「導生」3 在工作方面的熱忱及積極性（傅衡宇、余坤東、鄒瑞平，
2008）。
在醫護教育的運用上，「師徒制」分為四種，分別為一對一導師制
（one-to-one mentoring）、團體導師制（group mentoring）、雙導師制
（dual mentorship）及學長姐制（peer-mentoring）（Buddeberg-Fischer
& Herta, 2006; Frei, Stamm, & Buddeberg-Fischer, 2010）。一對一導師
制，是指一位導師指導一位學生；團體導師制，為一位導師對多位學
生；雙導師制，為兩位導師指導一位學生；學長姐制，則由學長姐帶領
學弟妹進行同儕之間的學習。在歷年來的研究中，顯示不同的師徒制皆
可帶來正面的影響。例如，Underhill（2006）研究指出，師徒制能顯著
影響工作滿足感、個人自尊、職位升遷及組織承諾等行為。
在「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以師徒互動與社群長期發展取代班級課
程教學的應用方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系臨床體驗課程的實施
3

受一般用語上習慣以「徒弟」稱之，本研究考慮性別平等概念，以「導生」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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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由臨床醫師帶領每週一次的小組活動（Wilkes et al., 2013）。
美國羅德島州（Rhode Island）的阿爾伯特醫學院（The Warren Alpert
Medical School）所推行之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亦採用師徒制之學長姐
制（peer-mentoring program），此課程讓較高年級的學生擔任指導者
（TA fellows），這些擔任指導者的學長姐是由教學單位組織正式招募
培訓而來（Taylor et al., 2013）。
根據上述定義，本校在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上，採用的方式為「一對
一導師制」及「團體導師制」兩種方式。師徒制這樣的關係，提供了
學生學習的重要典範。在職業生涯理論中，典範的存在是協助個體發
展成長的重要存在（Gibson, 2004）。而Gibson分析「典範學習」（role
modeling）包含兩種理論：角色理論，個人對他人占據社會重要角色
的認同傾向（Bell, 1970; Katz & Kahn, 1978; Slater, 1961），以及示範
（modeling）的概念，個體與被觀察者之間的認知技能與行為模式在心
理上是能夠匹配的（Bandura, 1986）。以本研究所針對的「初階臨床體
驗活動」為例，學習個體為進行臨床體驗觀察之醫學生，被觀察者為醫
學生所跟隨的導師或在臨床情境出現的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
Gibson（2004）進一步針對「行為典範」（behavioral model）、
「角色典範」（role model）及「導師」（mentor）三者在概念上及實
際操作中的差異，作了以下的比較，參見表1所示。
表1中雖將三者進行區分，但實際教學中導師亦可同時是行為及角
色典範。組織行為者與職業生涯理論者皆認為，角色典範對於個別成長
與發展占有很大的重要性及影響（Erikson, 1985; Krumboltz, 1996）。一
些媒體也推崇這樣的典範學習方式，表示在職業生涯的成功是因為擁
有「好的典範」；在職業生涯上的失敗是因為「缺乏典範」（Girona,
2002; Ro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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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行為典範、角色典範、導師三者的差異
行為典範

角色典範

導師
互動與介入
基於個體對職業生涯
的積極興趣及進修的
行動

定義過程

鑑別與社會比較
觀察與學習
基於目標的能力以及 基於感知的相似性以
及個體對增加相似度
個體對學習的動機
的渴望

可行數量

可多個，視可行性

個體尋求之因素

工作技能；展現高層 角色期待；自我概念 職業生涯功能；心理
級的組織績效
的定義
社會功能

互動時間長短

短期

不一定

皆為長期

選擇彈性

小

高；視情況改變

中上；基本上視情況
改變

覺察力

兩方經常有精密的覺 通常為觀察者單方面 通常兩方皆有精密的
察力
的覺察
覺察力

可多個；個體渴求的 一個或至多兩個
必要類型

典範學習理論提到角色典範在認知及結構兩個層面的型態，分別各
有四種（Gibson, 2004）：在「認知層面」分別為正向（positive）、負
向（negative）、普遍（global）及特殊（speciﬁc）這四種型態。正向型
態為角色典範提供了好的示範，使學習者嚮往並渴望模仿；負向型態則
是學習者在角色典範的錯誤中學習，以不重蹈覆轍；普遍型態為角色典
範身上存在著普遍因素可學習，例如，技能、特徵及行為；特殊型態則
是角色典範身上有著一兩項或少數的特殊因素可仿效。
「結構層面」則分成緊密、距離、上層者及橫跨或下層者五種；緊
密型態表示學習者與角色典範是在同一個工作團隊或部門可以時常產生
影響；距離型態則是角色典範與學習者不存在同一個工作團隊或部門，
只能偶爾的對學習者產生影響或是沒有影響；上層者型態表示角色典範
是有著更高階層地位之人；橫跨或下層者型態則是角色典範或許為同
輩、下屬亦或是階層地位較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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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發展（career development）與專業素養
「臨床體驗課程」能協助醫學生塑造專業角色，提升專業素養
（professionalism），以及影響其職涯選擇（Afra, Alizadeh, Taghavi,
Bayrami, & Yari, 2015; Dornan & Bundy, 2004）。關於職涯選擇影響的相
關研究，皆為學士後醫學制度（graduate-entry program），或是比較學士
後醫學制度與醫學士訓練（direct-entry program）的差異（DeWitt, Canny,
Nitzberg, Choudri, & Porter, 2016; O’Mahony, Sbayeh, Horgan, O’Flynn, &
O’Tuathaigh, 2016）。有別於上述研究，本校在學士醫學制度的條件
下，讓18歲的大一學生即有機會進入醫院進行臨床體驗。所以，本研究
所執行的「初階臨床體驗」比學士後醫學制度的時間點更早。
學生因年齡差距在「職業成熟」（career maturity）上有不同程度
的表現。「職業成熟」此一概念發展源自Super（1957, p. 187），其
定義為「從探索職業發展到衰退之間這一段連續歷程」；Super提出
「職業成熟度」（vocational maturity quotient）這個概念用來進行計
量研究，並發展「職業發展量表」（Career Development Inventory）
（Thompson, Lindeman, Super, Jordaan, & Myers, 1981）。
尚有其他學者，如Crites（1978）發展職業發展理論模型及量表。
Chodzinski和Randhawa（1983, p. 1164）在「職業發展量表」效度檢驗
研究中指出，「職業成熟」可反映在選擇職業的一致性（consistency
of career choices）、認清職業的現實面（realism of career choices）、選
擇職業的能力（career choice competencies）及選擇職業的態度（career
choice attitudes）等四個面向。
研究指出，「職業成熟度」愈高，個人生涯發展愈佳，而職業準
備度及日後之適應能力也愈好（田宛靈，2006）。針對醫師「職業成
熟度」，Sandars與Jackson（2015）用「自作者」理論（self-authorship
theory）來說明醫師專業成熟度發展與教育的關係。藉由「自作者」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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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Sandars與Jackson指出醫師專業成熟度是個人發展歷程中自己建構
出來的結果，並強調這是自身由下而上（bottom up）發展出來，而非
單純透過他人由外而內的告知灌輸或講授。
「醫師專業角色」可參考加拿大皇家內外科醫師學會（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Canada）於2005年透過社會調查所
歸納之好醫師應該扮演好七種角色：醫學專家（medical expert）、溝通
者（communicator）、合作者（collaborator）、管理者（manager）、
健康促進者（health advocate）、學者（scholar）及專業人士
（professional）（唐功培等，2015）。這些關於醫師專業角色及素養之
指標說明，作為本研究在質性分析醫學生生活札記中所描述之情境，是
否有助於醫學生專業角色塑造之依據。

四、自我調節學習與動機信念
除了教學介入或教學環境會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在自我調節學
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亦會影響成效。自我調節學習是指學習者主
動地計畫、選擇和運用策略、調控個人的感受、行為和環境，以期有效
地達到所設定的目標（Zimmerman, 1990）。根據Zimmerman（2000）
的研究，學習者會經由先前學習經驗所獲得之經驗，而對目標、策略選
用等進行調整，這些調整有助於個人在學習時能適應個人、行為與環境
因素的變化，有效達成預定目標。
Pintrich與de Groot（1990）探討個體在自我調節學習過程中的心理
歷程及動機成分因素時，發現個體進行自我調節時的行為及最終成就會
受到三個動機信念（motivational beliefs）的影響：（一）期望因素：個
體對於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務的信念，以及對於自己成就表現的責任感，
即個體的自我效能；（二）價值因素：個體的目標及個體對於任務重要
性及興趣的信念，這涉及個體決定進行任務的原因，即該任務對個體的
內在任務價值；（三）情感因素：個體對於任務的情緒反應，例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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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執行任務時的測試焦慮。Pintrich與de Groot（1990）發現，自我效
能對於學生在學習上的認知投入及表現有正面影響；內在任務價值對於
學生的認知技巧及自律學習技能等方面的表現，雖並無顯著的直接影
響，但內在任務價值會經由影響學生對任務的選擇，而使學生更投入於
學業任務。也就是說，對於該學習任務有興趣的學生，會選擇投入認知
活動，且會去使用自我調節學習技巧。因此，也可以說，學生的內在任
務價值與其認知技巧及自律學習技能是有強烈相關的；測試焦慮與認知
技巧及自律學習技能並無顯著的直接相關，但測試焦慮與自我效能及內
在價值呈現負相關。
許多研究者接續Pintrich與de Groot（1990）的理論，亦支持動機
信念會影響學生校內及校外的學習成就（Gorges, 2017; Guo, Parker,
Marsh, & Morin, 2015; Lavasani, Malahmadi, & Amani, 2010）。在Lin
與Lin（2016）的醫學教育研究中，自我效能被視為是自我導向（egoorientation），而內在任務價值被視為是任務導向（task-orientation），
研究結果發現，這兩種心理特質會影響實習醫學生的抗壓狀態。因此，
探究醫學生的學習表現，應顧及動機信念這個可能的影響因素。

參、研究方法
為探討本校的「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對學生的影響，本研究採取質
量混合方法（mixed method），共進行兩階段資料分析：第一階段，以本
校參與「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之醫學生為對象，採用質性研究，針對醫
學生初階臨床體驗學習歷程中之雙週札記進行分析，以了解學生修課歷
程之改變。第二階段，以參加和未參加「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之醫學生
為對象，以基礎醫學成績為依變項，探討醫學生對基礎醫學課程的學習
動機信念、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經驗與基礎醫學課程學習表現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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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性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為探討學生在「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中產生的改變，本研究參與對
象為初階臨床體驗之醫學系一年級與二年級修課學生各50位，兩屆共
100位。此100位學生之入學管道多元，包含外籍生、個人申請、養成公
費、繁星推薦、僑生及一般生。在選課確認後，便根據亂數表方式，隨
機分配至本校附屬三家醫院，每家33～34位學生，並由各學堂導師帶領
臨床體驗活動之進行。
（二）資料分析
質性資料為104學年度第二學期100位初階臨床體驗學生修課期間，
每兩週準時繳交之「習醫之道」生活札記，每份札記300字以上。共收
到374份準時繳交札記，回收率74.8%。學生的雙週札記經過「身分去
識別化」處理重新編碼。第一碼為該位學生繳交的第幾份作業，第二碼
大寫字母為三家醫院代碼（X、W、S），第三至六碼為學生學號統一
調整後的四位代號，第七至十三碼則為該份作業書寫的日期。質性研究
的目的是藉由學生觀點，探究「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活動對他們的影
響。根據前述初階臨床體驗研究文獻，歸納出以下五點效益：
1. 影響執業地點及專科選擇。
2. 帶來學習態度上的改變。
3. 能協助醫學生塑造專業角色（專業素養）。
4. 協助年輕學生緩解壓力。
5. 協助學生提升醫學知能或學習技巧（Afra et al., 2015; Cruess et
al., 2014; Dornan & Bundy, 2004; Littlewood et al., 2005; Rooholamini et
al., 2017; West et al., 1982）。
本研究即以上述五項效益作為依據，質性分析研究對象繳交之「習
醫之道」生活札記。此外，文本分析亦參考文獻探討中針對師徒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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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學習、職業發展及專業素養之相關描述，標示出學生提及此課程帶來
之影響的相關段落。例如，參考Chodzinski與Randhawa（1983）對「職
業成熟」的描述，以及加拿大皇家內外科醫師學會所提出之七項醫師專
業角色描述，來搜尋此課程是否影響學生對執業地點、專科的選擇，以
及專業角色塑造。

二、量化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教學介入，分為學生參與時
間長度、體驗學習環境兩項因素。此外，也考慮學生個別差異作為控制
變項；因此，納入學生對基礎醫學的學習動機變項，探討初階臨床體驗
之外的個別差異對其基礎醫學學習成績上的影響。
本校課程架構參考成功大學醫學系之規劃經驗，但本校「初階臨床
體驗課程」並非必修課，而是在進行幾次的課程說明會之後，供醫學系
學生自由選修。因此，本研究的母群體並不包含過去幾年的醫學系學
生。其次，由於「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於104學年度在本校僅是小規模
試辦，105學年度課程與制度才開始完整適用於160位學生。因此，研究
母群體應為105學年度開始能選修此課程的醫學系學生，故排除之前本
校試辦期的醫學生。再者，由於本研究設計考慮到至少需參與過初階臨
床體驗，並具有「基礎醫學成績」，因而排除大一學生，僅能選取大二
學生為抽樣對象。基於上述說明，本研究的母群體極為接近樣本，亦即
105學年度在學的大二醫學系學生。
105學年度針對160位大二醫學系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109
份，男生56位、女生53位；其中有參與「初階臨床體驗課程」者共47
位，分別為X學堂22位（男生15位、女生7位）、W學堂11位（男生4
位、女生7位）及S學堂14位（男生6位、女生8位），未參與「初階臨
床體驗課程」者共62位，1份因有未填答選項被視為無效問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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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有效問卷共計108份。本研究根據上述對象回覆資料，進行學習動
機與基礎臨床學科成績相關分析。
（二）資料蒐集

1. 基礎學科課程學習表現
依據本校醫學系課程，二年級下學期的基礎醫學課程是系統整合課
程，包含以下五個單元內容：骨骼肌肉系統、神經系統、呼吸循環系
統、消化系統、泌尿生殖內分泌系統。學期結束時收集學生各系統考試
成績，作為基礎醫學學業表現之資料。在本研究的量化分析中，學生基
礎醫學學業成績為迴歸分析中的依變項。

2. 初階臨床體驗時數
初階臨床體驗的參與時數，由學生自己決定參與的時間，而每次臨
床體驗時數及活動內容，會記錄於學習歷程檔案。一方面初階臨床體驗
時數可代表此課程對學生的影響長度；另一方面，初階臨床體驗時數亦
可表示學生對此課程的投入程度。然而，無論是否參加「初階臨床體驗
課程」，所有的學生在大二時至少需參與兩個小時的初階臨床體驗，都
要參加解剖課程，以及到捐贈者的家中與家屬會談兩小時，這個訪談的
活動與前述提及的「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定義相符合。

3. 學生的內在任務價值、自我效能及考試焦慮
為探討學生對基礎醫學的學習動機信念，本研究採用陳姵蓉、康
以諾、英家銘與唐功培（2017）所發展之自陳問卷，此問卷乃參考
Pintrich發展構念量表中的三種反映學生動機信念的重要因素：（1）自
我效能感（self-efﬁcacy）；（2）內在任務價值（intrinsic task value）；
（3）考試焦慮（test anxiety）（Pintrich, 2003; Pintrich & de Groot,
1990）。此問卷包括自我效能（8題）、內在價值（6題）和考試焦慮
（4題）三個構面。以Likert 5點量表設計，採1（非常不同意）到5（非
常同意）的計分方式。根據大一學生問卷預試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
析，自我效能（Cronbach’s α = .78）、內在價值（Cronbach’s α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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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試焦慮（Cronbach’s α = .80）三個構面具有內部一致性（陳姵蓉
等，2017）。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量並重的資料分析方法。在質性資料方面，將本校學
生對初階臨床體驗過程中產生的經驗回饋，與前述文獻分析的五項主要
發現加以對照。藉由本校初階臨床體驗的回饋與國外系統性文獻回顧結
論的對應，了解此臨床體驗活動如何影響本校醫學生的未來執業選擇；
如何帶給醫學生學習態度上的具體改變；在哪些臨床情境中塑造這些醫
學生什麼樣的專業角色；如何協助年輕學生去緩解壓力，以及這些體驗
如何具體協助學生提升醫學知能或學習技巧。
在量化資料方面，本研究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多元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的「階層迴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分析。
首先，由單一的多元迴歸模型可看出模型內的不同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
影響是否顯著，與其影響方向、影響力。接著，於不同多元迴歸模型之
間進行模型比較，一方面可以在數個有巢狀關係（nested relationship）
的迴歸模型之間，進行統計顯著性測試的比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
不同群組（block）的自變項在其他群組的自變項加入之前與之後，不
同迴歸模型的解釋力是維持其相似的狀況，抑或有顯著性的變化。此
分析方法在目前常稱為「階層迴歸分析」，有時也以「順序型迴歸」
（sequential regression）或「使用者定義式迴歸」（user-determined
regression）稱之（Keith, 2015, pp. 81-94; Warner, 2012, pp. 559-567）。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對初階臨床體驗的回饋與文獻對應之質性分析結果
第一階段質性分析資料為374篇雙週札記，次數統計如圖1所示。其
中142篇提及臨床體驗如何提升學生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知識，162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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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協助學生塑造醫師專業角色；85篇則是提及如何帶來學習態度上
的改變，至於對未來專科選擇或緩解壓力，則較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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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分析次數統計

以下舉例說明本研究如何依照上述五個面向，整理所收錄之374篇
雙週札記。
（一）提升學生醫學知能或學習技巧
以下的札記顯示學生從體驗活動學習病歷寫作的相關知識。
昨天一早跟著老師還有其他消化內科的醫生們開晨會，7:30的
時候大家在會議室集合，一開始先討論了一個似乎是某個paper上
面的案例寫法，R總醫師在帶大家討論一些病歷比較通順的用字。
（雙週札記5-W-5156-1050527）
另一位學生的內容，顯示出臨床體驗活動協助他將之前所學的片段
知識統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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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個早上的巡房及和醫生的討論中，學到了很多小小段
的知識，這些知識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學校所學得的和臨床實際
應用上的差異，而這些小小段的知識也像橋梁，可以連結很多以前
自己到處翻看書中所提到的東西。很喜歡這種，把以前的散落各處
的一點一點連成線的感覺！（雙週札記1-W-4156-1050527）
（二）協助年輕學生緩解壓力
在進行此面向的分析時，發現緩解學生壓力的原因並非直接來自於
導師，而是學生參與某項能讓他紓壓的活動，例如，隨急診科醫師去協
助101登高賽活動。
這學期進入block，才開始有身為醫學生的感覺……但block開
始後每兩個禮拜一次，特別是最近更為密集的考試，真的讓人覺得
疲累……在考試期間去參加了101登高賽工作人員的說明會，若不
是跟著K醫師，從來沒料到會有機會去參與這種國際性的活動，希
望在下週的活動中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並有所收穫，也算是考試前
的一種紓壓吧。（雙週札記3-X-4243-1050422。底線為本文作者所
加）
（三）能培養醫學生醫師專業素養
以下的札記描述醫師如何與病患溝通，展現出與加拿大皇家內外科
醫師學會中「溝通者」的部分定義：「發展融洽且符合專業倫理之醫病
關係」（唐功培等，2015，頁22）。臨床體驗活動能讓醫學生根據導師
在具體情境下的表現，對醫師角色進行理解掌握。此情境中，導師作為
正向角色典範，提供了好示範，使學習者心生嚮往。
一位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預約手術時對日期猶疑不決，只見他
用台語沉沉的說了一句：我還要做工作咧。……這次的跟診不僅再
次體驗到台語的重要（一半左右的病人都是用台語在溝通），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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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病人互動之間，可以感受到老師的親和力，以及病人的信任
感，笑聲及幽默化解了診間的緊張，老師對病人的種種提問也都
一一解答，減輕了病人的恐懼感。……在病患稱讚老師醫術高明
時，老師只回了一句：就只是同理心看待。同理心，這三個字真的
值得我深思與實踐。（雙週札記1-X-5117-1050321）
（四）帶來學習態度上的改變
以下的札記描述導師對醫師與密醫之間差別的評價，以及自己對基
礎知識學習的新體悟。在分析此段札記時發現，學生多會描述自己因導
師提供的資訊與評價性回饋而產生學習態度改變。此符合傅衡宇等人
（2008）所指稱的，導師的回饋及工具性協助能激發導生在工作方面的
熱忱及積極性。
在經過骨科見習之後，對基礎知識在臨床的定位，又有了更多
的認識。許多在課堂上、課本上教授的知識，在學習時看似無理，
完全不知其用處為何，但是在實際接觸病人之後，才讓我有種恍然
大悟的感覺。……在觀摩的過程中，看見了各種不同種類的骨骼、
肌肉韌帶損傷，包括網球肘、五十肩、足底筋膜炎、脊椎骨折、各
式四肢骨折等；回頭再檢視自己的學習時，比對自己曾經學過的知
識，這些損傷的發生原因、位置都可以被解釋，心裡感到十分踏
實。老師在觀摩一開始時，針對我的疑問，也說了：不知道這些基
礎知識，也是可以治療病人，只不過那種叫做密醫。有了這些知
識，未來我若面對病人時，才能夠比較完整的看待疾病的狀態，
對病人來說，應該也能得到比較完善的處置吧。（雙週札記2-S4259-1050422）
此外，以下的札記顯示出當所學的基礎醫學知識與臨床體驗產生連
結時，對當事人的激勵效果。學生的回饋內容具體化Brown等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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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脈絡性的理解，這也是臨床體驗能提供醫學生的主要收穫。
我們大二下已經進入了整合課程……其中我覺得最感到欣慰的
是：就在這個禮拜我們進入了「呼吸系統」，在短短的一個多禮拜
從呼吸器官的解剖構造到呼吸生理學，已經算有基礎學科的深入認
識，我還記得上一次跟著L主任參訪胸腔內科時，聽到了一些呼吸
解剖構造、生理運作，當時覺得有點吃力、不太懂，但這禮拜在聽
課的時候發現到，好像提到了不少上次L醫師有說的專業名詞，瞬
間覺得自己level up！希望在下一次參訪的時候能夠更有學以致用
的感覺！（雙週札記3-S-4215-1050422。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五）影響執業地點及專科選擇
本研究參考Chodzinski與Randhawa（1983）對職業成熟的描述，發
現僅能界定出與「認清職業的現實面」此項的相關札記。以下札記中，
學生從刀房觀察體驗到外科醫師的高壓工作環境，雖然並未提及是否因
此會朝向外科發展，但此活動協助學生認清職業的現實面。
記得我星期一去跟C醫師的刀，……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身
為一位外科醫師，在分秒必爭的時刻仍要保持客觀專業的態度，而
且替患者動手術的同時仍不忘保護自己。像是當天剖開肚子後才發
現有影像檢查沒有顯示出來的問題……讓我明白在這麼高壓力的情
況下，悲觀厭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反而適得其反），不如以比較
樂觀的態度去接受挑戰，這點扭轉了我長久以來對於外科的印象，
也算是上了一課。那天待了6個多小時，我卻沒感到一絲疲倦，回
去後我反而更有動力念書，因為面對以後潛在的挑戰及辛苦的訓
練，我相信自己要更加努力，才對得起「醫生」這第二個名字，無
論在開刀還是門診時都能夠做出最好的決定，而不是「書到用時方
恨少」。（雙週札記2-W-5159-1060407。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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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記中並無直接針對專科及執業地點的選擇進行描述。前述文獻提
及影響專科或執業地點選擇的「初階臨床體驗活動」主要在推廣一般醫
學（general medicine）及農村地區（Dornan et al., 2006）。但當今臺灣
在推動醫療分級制，此初階臨床體驗活動應開始規劃如何透過臨床體驗
讓學生思考自己在未來分級醫療藍圖的角色定位，就業選擇除醫學中心
或教學型醫院之外，亦有診所開業之選項。而診所醫師的臨床工作，以
及未來發展，是本初階臨床體驗活動目前較少著墨的部分。
綜合上述質性資料結果來看，實際參與「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醫
學生們在不同的面向上產生變化。資料多顯示出醫學生在醫療專業面向
的改變，例如，專業角色塑造、醫學知識的統整，以及對學習態度的正
面影響。且從學生的回饋中能呈現出他們與導師之間的互動大多符合
Gibson（2004）對導師功能的定義，也就是醫學生基於他們對職業生涯
的積極興趣而與導師互動，且產生連結的情境多發生在師生一對一或至
多兩個學生的互動時，發揮的效益主要在了解職業生涯所需相關知能，
以及激勵學習態度的心理社會功能。而導師的指導與回饋，亦是理想初
階臨床體驗教育環境應提供的條件之一（Ottenheijm et al., 2008）。另
外，「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提供醫學生不論在基礎醫學或通識人文的課
堂所學，一種臨床脈絡性的理解，使得學生能將課堂所學知識於具體臨
床情境中得到相關印證，進而賦予原則性知識特定的脈絡基礎。這些點
點滴滴的洞察與體會是無法經由傳統講座所獲得。
此門課程發展初期挑選各學堂導師的工作，是由各院教學副院長負
責，而在推動此「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之前，醫學院曾邀請「習醫之
道」課程主授教師之一，林醫師進行經驗分享。會中曾有一教學副院長
詢問主講人林醫師在挑選導師時的原則，根據主講人回覆，主要原則是
導師需要有正向的態度。此亦符合Gibson（2004）所描述之正向型態角
色典範。但關於此課程各學堂導師之實際挑選標準，以及學堂導師特
質，尚需後續研究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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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基礎醫學成績的各種因素之量化分析結果
第二階段量化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學生性別、學習成就動機、
初階臨床體驗時數，以及初階臨床體驗環境，對於醫學生基礎醫學學習
成就之關聯。
本研究以基礎學科成績為依變項，並在不同迴歸模型之間，依次放
入不同的自變項。模型一包含性別、初階臨床體驗時數；模型二包含性
別、初階臨床體驗時數、自我效能、內在價值、考試焦慮；模型三包含
性別、初階臨床體驗時數、自我效能、內在價值、考試焦慮、初階體驗
學堂別（呈現為三個虛擬變項）。如前所述，本研究採取多元迴歸分析
與模型比較分析，結合成為「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以選擇最適合之迴
歸模型進行說明。
表2所示為量化分析結果，主要呈現「未標準化迴歸係數」，依照
說明，需在係數旁邊以括號附上「標準化迴歸係數」為輔助。三個不同
迴歸模型的設計用意，在於透過不同迴歸模型的比較，凸顯初階臨床體
驗時數、初階臨床體驗學堂、考試焦慮這三項因素的顯著作用。以下進
一步說明結果。
依研究設計，依序建構三個迴歸模型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僅有模
型二與模型三的F 檢定是顯著的，模型二較模型一為佳，模型三較模型
二為佳。因此，最具有解釋價值的是「模型三」，其R2為 .215，此模型
可解釋依變項21.5%的變異度。
當進入三個模型各自內部的參數分析時，初階臨床體驗時數、初階
臨床體驗學堂、考試焦慮等三個變項，值得進一步的討論。初階臨床體驗
時數在模型二中並不顯著，但在模型三加入了初階臨床體驗學堂的三個虛
擬變項之後，反而呈現了顯著的狀態，且在未標準化與標準化的係數上，
皆可看到初階臨床體驗時數與基礎醫學學科成績之間具有低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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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355
.334

1.184

考試焦慮

2.473

8.727

.490

.437

6.148

t值

5.645

.203
.816
.062 / .004 / -.015

F-change

sig of F-change

R / R2 / Adj.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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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816

.38 / .114 / .103

.001**

3.479 (5, 103)

.203 (2, 106)

F (df1, df2)

.337

.464 / .215 / .152

.035*

1.49

3.35**

.92

2.88**

.238 2.074*

.168

.307

.112

-.092 -.749

.002**
2.987

.487

6.022

t值

-.299 -2.23*

.046

標準化β

3.42 (8, 100)

4.58

13.206

是否參與S學堂

F-sig

3.69
4.99

5.497

.326

.351

.377

1.094

.323

-.282

.131

2.48

8.7

SE

10.368

3.54**

1.38

-.293

1.209

52.43

β

是否參與X學堂

.332

.170

-.152 -1.23

-.028 -.304

.041

標準化β

模型三

是否參與W學堂

-.586

1.08

53.65

-.469

臨床體驗（小時）

-.058

-.146

17.32

SE

內在價值

.097

-.057

-.014

β

自我效能

2.58

.376

性別

t值

.092

4.00

69.37

（常數）

標準化β

模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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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SE

β

模型一

性別、初階臨床體驗時數、學習動機信念、初階臨床體驗環境迴歸模型比較（N = 108）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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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焦慮」變項在模型二與模型三中皆呈現顯著的狀態。換言
之，「考試焦慮」是一個穩定的作用因素，對於學生的基礎學科成績有
著正向的作用：考試焦慮程度愈高，學生的基礎醫學學科成績愈高。然
而，每一個刻度的考試焦慮程度，卻只有一點多分的影響作用而已。
值得關注的是，模型三加入的初階臨床體驗學堂別變項。不僅在R2
解釋力與F 顯著度的改變值上都是最佳的解釋模型，初階臨床體驗學堂
別中的「是否屬於W學堂」、「是否屬於S學堂」的兩個虛擬變項呈現
顯著的狀態，此結果值得討論。一方面，初階臨床體驗學堂別區分了
「未參加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屬於X學堂者」的學生，在基礎學科
成績上僅受到初階臨床體驗時數與考試焦慮的作用，而在W學堂與S學
堂的學生，則顯著地具有更高的基礎醫學學科成績。另一方面，除了顯
著程度之外，由未標準化與標準化的係數來看，屬於W學堂與S學堂的
作用也極為強烈。雖然各學堂學生採用隨機樣本分配，平均而言，W學
堂的學生在基礎醫學學科成績上比其他學生高10分左右，S學堂的學生
比其他學生高13分左右。
綜合量化分析的結果，以下進一步討論：
「學習動機」三個構面中，僅有「考試焦慮」具有顯著的作用，而
「自我效能感」、「內在價值」則沒有顯著的作用。此顯示在「初階臨
床體驗課程」對於動機信念方面的研究進行了修正。關於動機信念文獻
指出期望、價值、情感三種因素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但本研究的量
化分析卻只有確認了情感因素的作用，表現為動機信念中的「考試焦
慮」變項。針對「自我效能感」、「內在價值」，本研究認為它們的作
用或許未必能夠表現在基礎醫學成績上，呼應資料分析結果，有可能表
現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態度改變，特別是「提升知能或技巧」與「培養
專業素養」，然而，這亦有待日後研究確認。
「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確實有顯著的作用，透過是否為W學堂與S
學堂的虛擬變項，可看到25位學生在全體108位學生之中，明顯地具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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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基礎醫學成績；對照是否為X學堂的虛擬變項並不顯著、體驗時數
呈現為負相關。因此，參與初階臨床體驗雖具有顯著作用，但仍僅具有
「部分」作用。有參與學生可能會有助於（提升）基礎醫學學科成績的
表現，也可能會因花太多時間而些微影響（降低）基礎醫學學科成績。
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顯著作用在於W學堂與S學堂。這兩個學堂的
學生在基礎醫學成績上，比X學堂的學生高出10～13分。本校初階臨床
體驗課程採「一（學）校三（醫）院」結構。由於學生是被隨機地分配
至X、W、S醫院的所在學堂（而非依志願填寫），因此，不同醫院的
組織文化，或內部臨床教師所形成的集體氛圍，明顯地對於相似的課程
結構產生了不同的作用。此發現不僅促使我們往教學實務面向上去思
考，醫院的組織文化如何促進基礎醫學的學習表現，更可能引起教學者
去重視醫院組織文化，以及如何建立具有特色的教學模式。

伍、教學省思
本研究之教學實踐，旨在將教學多樣性及學生自主性的價值具體運
用在臨床前之醫學人文教育中。以往醫學人文課程規劃訴求公平性原
則，提供所有學生相同的正式課程活動，制定標準教材、活動流程及
評量。但本教學研究訴求人的個別性，以及容許人文體驗活動的不確
定性，強調以師生互動及環境教育的動態關係讓學生體驗習醫之道。
但其成效卻因「非正式課程」本身的條件，無法用一些成績導向的評
量方式來展現，故本研究用學生的質性回饋與基礎醫學學習成績來探
討此初階臨床體驗活動帶給學生的影響。本研究設計是採用課程地圖
（curriculum map）的觀點，教學者以宏觀的角度，考量自身教學會影
響學生在其他哪些課程上的學習。以醫學系課程為例，所有的活動皆應
將學生導向自己的習醫之道。本「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執行過程中，學
堂導師或以講授方式，或以臨床體驗後的問答對話方式，分享自己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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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或習醫之道；而學生的質性回饋反映出其各有所好。
總體而言，本研究肯定「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正面作用。參與
「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醫學生們在其「習醫之道」的生活札記中，有
提及符合部分既有文獻有關五種正面效果的描述，分別展現在醫療專業
與其他面向的正向改變；其中，較未被提及協助未來專科選擇、緩解壓
力兩項主題；較常被提及的主題為，臨床體驗活動如何讓他們與導師互
動中體會醫師專業角色，以及提升醫學知識。此點呼應了在文獻探討中
關於「典範學習」及「師徒制」所帶給學生的正向效果。
初階臨床體驗時數、進行初階臨床體驗的學堂別，均顯著影響基礎
學科的成績。尤其地區較偏遠的學堂，反而在醫學知識的學習成就顯著
較高，可能原因或許是學生因交通較為費時而較積極投入在臨床觀察
上。但針對此說法，仍需後續訪談研究資料佐證。
針對學生學習壓力的面向，質性分析發現，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修課
學生較少提及此門課能協助他們舒緩壓力；而量化研究發現，考試焦慮
程度愈高，學生的基礎學科成績愈高。此發現或許可引發醫學教育研究
者於其他研究中檢視壓力對醫學生學習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本校之初階臨床體驗課程模式，並不會大幅改變既有醫學教育課程
結構，而是提供醫學生一種支持性的學習活動。雖然如此，研究發現本
校模式仍能提供醫學生基礎與臨床醫學知識整合學習的機會。
針對臨床體驗「學堂別」對於基礎醫學整合課程學習表現有顯著差
異的現象，可能與實際執行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的「組織文化」有關。特
別是在本校與三家合作醫院院架構下，如何進一步理解醫學生們在不同
的醫院中，進行一對一導師制與團體導師制的實際效果。就一對一導師
制而言，可探究不同人格特質的導師與醫學生各自的配對特性，如何成
為一個關鍵的作用因素，進而影響醫學生實際參與（或退出）初階臨床
體驗課程的決定，以及在持續修習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中的收穫與改變。
就團體導師制而言，可針對位於不同行政區的X醫院、W醫院、S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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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比較研究，探究志願擔任導師的醫師群、三個學堂的堂主是否形成
了不同的組織文化，進而影響了學生持續參與該學堂「初階臨床體驗課
程」。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協助醫學生了解醫師職涯，發展專業
角色定位。學生於臨床體驗活動中皆觀察到醫師除醫學專業之外，尚需
扮演良好醫病溝通者、跨專業科別合作者、顧及公共衛生的健康促進
者、思考健保資源合理分配的管理者、還有不斷追求新知的學者。
（二）學生雖視「初階臨床體驗課程」為正式課外活動，體驗活動
有助於醫學生統合基礎醫學課程知識，以及理解課堂知識之重要性。
（三）擔任初階臨床體驗學堂的導師，對醫學生未來醫師角色的認
同占決定因素；導師皆扮演正向型態角色典範。
（四）初階臨床體驗時數、學習動機的考試焦慮構面、進行初階臨
床體驗的學堂別，均顯著影響醫學生的基礎醫學學科成績。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為進一步了解初階臨床體驗環境帶給學生的影響，需針對師生互動
狀況進行後續研究，但本研究團隊尚需發展研究工具以得知導師與學生
互動狀況。且根據參與本研究之學堂導師觀察，每位導生皆有其個別動
機與學習目標，而這些差異無法藉由現有作業及問卷得知。所以，本團
隊建議採用訪談法探討師生互動狀況與組織文化，並根據來源三角檢定
原則，分別訪談學生，受訪學生之導師，以及所屬學堂之堂主，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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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學堂導師在帶領風格是否有顯著的差別，以及學生的學習風氣存在
何種差異。
在本研究的雙週札記分析中，並未觀察到各學堂有何能展現學堂特
色的體驗學習活動。研究限制在於本質性研究時間為「初階臨床體驗課
程」的發展初期，各學堂尚無法建立持續性的或可稱為傳統的活動。後
續觀察研究可透過界定各學堂持續舉辦的特定活動，來勾勒各學堂的教
學特色。
（二）教學限制及後續課程發展建議
參考國外初階臨床體驗文獻，發現初階臨床體驗活動亦能協助醫學
生認識甚至參與社區醫療服務。因本校臨床體驗地點多發生於市區型的
教學醫院內，較少大規模地帶入社區進行基礎醫學知識與臨床實際情境
的統整學習。為彌補此項不足，本校後續之臨床體驗活動可增加社區醫
療或衛教服務的內容。
本校的「初階臨床體驗課程」主要是採用導師制來協助推動及發展
臨床體驗活動，而未採用學長姐制，主要原因是此研究僅呈現課程發展
初期之狀況。待此課程長期發展後，或可考慮引入相關措施以促進學長
姐與學弟妹之互動交流，除了有助於改善新加入學堂醫學生的無助與不
安，也可協助盡早確立學習方向，與導師規劃完成學期之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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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an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Course” provided by a medical university on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basicmedicine learning outcomes of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is
study, a qualitative method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374 notes on “On
Doctoring,” which was submitted by 100 medical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Cour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course on studen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the second
phase, during whic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Course, and basic-medicine exam
results of the 108 second-year medical students enrolled during the 20162017 academic year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tutors who adopted a mentoring system in the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Course” helped improve the medical knowledge, phy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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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sm,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students. (2) Factors such as the
dur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Course, examination
anxiety, and the type of the class attende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basic medicine learning outcomes, with the type
of the class attended b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may vary according to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of classroom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the
mentoring style of tutors sh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lanning medical humanities courses.
Keywords: early clinical exposure, mentorship, basic medicine, on doctoring,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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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Many medical schools in Taiwan have adopted a dignified “silent mentor” initiation ceremony to
strengthen student’s medical humanity and increase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This ceremony consists of introduc‑
tions of the body donor’s conduct and deeds, wreath-laying, and a tea party. However,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eremony and dissection on medical humanity. This study explored if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and the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care more about others, develop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death,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course, and decrease negative emotions the first time they see a cadaver.
Methods: Th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and Love and Care subscales of the life attitude inventory, Learning Effective‑
ness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Scale (LEGAL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wards Cadavers Scale were adopted
to examine differences before (T1) and after (T2) medical students attended an initiation ceremony at a university in
northern Taiwan. Whether these effects lasted to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3) was also tested.
Results: After the ceremon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increased,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s cadavers
decreased, but love and care and the LEGALS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Data from T3 showed a similar pattern, but
high-level emotions (e.g., being respected, cherished, and grateful) and the LEGA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at T1.
Discussion: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which showed a body donor’s deeds and attitudes toward life and death
when they were alive, could help medical students gain more matur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and decreased nega‑
tive emotions. Learning between T2 and T3 might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high-level emotions and the
LEGALS at T3. Arranging reflective writing with guided discussion by a teacher before and after the ceremony is highly
recommended.
Keywords: Attitude towards death, Gross anatomy, “silent mentor” initiation ceremony, Medical compassion
Background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urriculum of medical humanities has gained in importance
as a part of medical education. To change the narrow
perspective which views human subjects as treatment
objects, these curricula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 function that re-humanizes the biomedical paradig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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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perspective tak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language usage [1, 2]. Med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also echoes this trend, by trying to strengthen student’s medical
humanity with local Taiwanese features.
There have been some reflections on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Taiwan since the 1990s: most courses
are confined to the first two school years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conducted under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but students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se courses [3,
4]. This conventional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truncates
medical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into two parts, basic
med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humanities.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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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t also causes difficulties in distributing teaching resources in curricular design and under-integration
between faculty members in biomedicine and those in
humanities, and even obstructs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4, 5]. In order to overcome those
shortcomings and improve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the teaching faculty has to create synergy between
specialties and generalities, biomedicine and humanities
[4–7].
To date, studies on learning attitudes and motives of
medical students in medical humanities indicated that
teachers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that students’ focus on
the acquisition of professional practical skills diminishes their interest in non-practical courses, even if those
courses are personally enriching [8–11].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lude the spirit and training of medical humanities into professional biomedical curricula to
avoid the decoupling separation of “pre-medical, basicmedical, and clinical medical” curricular design. One feasible solution is to reform the curriculum itself, shifting
from “medical humanities in lecture” to “medical humanities in practice.”
As far as professional courses that medical students
take are concerned,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occupies a crucial position during their learning years. The
cours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runs in the autumn
of students’ 3rd school year. Around 20 students use one
cadaver to learn dissection in a semester. For most students,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y see and touch a cadaver.
In these years, we found that some students felt frightened, others felt respected, and still others felt excited.
To release student’s emotions and increase their medical
humanity, we hold a “silent mentor” initiation ceremony
before the first actual dissection begins. Teachers explain
how to dissect in the classroom before a dissection actually occurs each time. After that, students enter the
dissection room to dissect and find out about body structures which were mentioned in the lecture.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rite of passage” in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identity, but also the first
influential moment in which they have to face the issues
of death, human life, and other ethical problems [12–14].
Hence, it is a good chance to integrate contents of medical humanities into the practice of gross anatomy. Many
medical schools in Taiwan have incorporated a dignified
ceremony to develop a humanitarian spirit and improve
both the learning efficacy of students during their university years and the vocational commitment in their clinical
years.
Rites, symbolic activities held at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in a particular venue, exert an important influence which allows participant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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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same emotion [15, 16]. Among them, a “rite of
passage” is a concept widely used in anthropology, which
involves a series of identity changes from a person’s birth
to death [pp. 94–130, 17, pp. 11–14, 18].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before the dissections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rite of passage.” After we called body donors “silent
mentors,” the identity of the donor changes from an
anonymous cadaver specimen to a teacher who teaches
students knowledge of human structures [14].
The ceremony commends silent mentors for their sacrifice and devotion to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and it also
thanks relatives of the donor for their support. In the ceremony, death is no longer a fearsome subject, and many
students vow that they will study harder and carry out
their duties diligently while they are students in school
and after they become doctors in the future. They promise not to let the silent mentors or their families down
[14].
However,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of initiation ceremony on medical students. Some scholars indicated that the negative
reactions—anxiety, fear, or depression—appeared when
medical students encounter human cadaver in their gross
anatomy class. Those emotions happen constantly not
only in different major medical programs like medical,
dentistry and pharmacy, but also in the national contexts, such as UK, Romania, Spain and Hungary [19–25].
Although researchers mainly focus on the negative emotions,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medical students to overcome the anxiety or fear were also mentioned, such as
repeated or gradual exposure, peer discussion, and short
documentary video [19, 25–27]. In addition to these
mean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some scholars
had found that gratitude ceremony or cadaver naming
can be act by the way that re-humanize medical students’
response to the dissection of a human corpse [28, 29].
The present study tries to adopt an appropriate inven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life and death, and develops
scales to assess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course and emotions when students see a cadav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ffects of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and the course. We
suggest that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impacts both the
emotions and cognition of students. It decreases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fear and worry, improves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life and death, and strengthens their devotion to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course and their
medical career.
Sinc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conduc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educational circumstances, we adopted
repeated measures over 7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ceremony, with a follow-up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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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care for others, emotional reactions towards cadaver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Methods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158 third year medical students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northern Taiwan. The sample included all the students who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in that term. Their average age was
20.97 ± 1.53 years. There were 96 males and 62 females.
According to research ethics, participants had the right
to dropout anytime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Some participants quitted this study after they finished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Eventually, there were 153 participants
right after the ceremony and 137 participants in the followup session.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at students
who joined and did not joined the 2nd or 3rd wave data
collection were not different.
Material and instruments
Life attitude inventory (LAI)

To measure life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Pan and
Hsieh developed the LAI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life
from the existentialists Jean-Pau1 Sartre (1905–1980)
and Rollo May (1909–1994),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Carl Rogers (1902–1987), and the founder of Logotherapy, Viktor Frankl (1905–1997) [30]. This inventory
is rated on a 7-point Likert-type scale, with a higher
score representing a more mature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death. The original Cronbach’s α was .93, and the
4-week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91.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es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es proved the
six-dimension construct. To measure medical students’
relevant attitudes toward life and death, we adopted only
two subscales. The first one, Love and Care, assesses
interpersonal attitude towards other people and behaviors adopted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people (e.g., “I am
willing to spend time to accompany people who need
comfort”, and “I usually approach others actively and
accept them”). A higher score represents a better attitude
to giving others love unconditionally. The second on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assesses anticipation, attitudes,
and actions toward death (e.g., “I want to explore issues
relevant to death”, and “I can accept death calmly, even
though I can’t anticipate when it will come.”). A higher
score represents a more mature attitude towards death.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Scale (LEGALS)

To evaluate students’ overall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LEGALS 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medical students become appreciative, cherishing, compassi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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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 of life and death, and willing to do their best to
learn when taking the course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e.g., “This course makes me have more medical
humanity virtue”, and “This course strengthens my motivation to become a good physician”). Based on students’
descriptions after visiting family members of a donated
cadaver, and observations from faculty members for
many years, we listed 13 items to ascertain students’ possible changes. The LEGALS is rated on a 7-point Likert-type scale (1: strongly disagree to 7: strongly agree).
Item analyses showed that no items should be deleted to
largely increase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so all items were
retained. Cronbach’s α of the LEGALS was .96. A higher
score represents a better humanistic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rom the course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Emotional Reactions Towards Cadavers Scale (ERTCS)

Based on students’ descriptions after the first time they
saw a cadaver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observed by leaders of the course, we listed 25 main emotions to measure students’ emotional reactions after they see a cadaver.
The ERTCS is rated on a 7-point Likert-type scale (1:
strongly disagree to 7: strongly agree), and Cronbach’s α
of the scale was .84.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emotional
reactions,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the method
of maximum-likelihood factoring was utilized and
yielded a satisfactory three-factor structure. PROMAX
rotation was further adopted, and 49.47% of the total
variance was accounted for by the three factors, negative emotions (e.g., being fearful, terrified, and spooky),
high-level emotions (e.g., being respected, cherished, and
grateful), and excited emotions (e.g., being fully expected,
happy, and curious). Respective Cronbach’s α values of
the three factors were .88, .90, and .84. A higher score
represents a stronger feeling when students see a cadav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We collected student’s bas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age, religious belief, and family
closeness.
Content of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course

In our course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8 groups, and each group further
divided into 5 divisions. The whole body was divided
into 5 dissection regions including head region, neck
and thoracic region, upper limb region, abdominal and
pelvic region and lower limb region. Each division of
students was responsible for one dissection region, and
each dissection region was supervised by one teacher.
Before dissection, lecturers explained how to dissect
the region and reminded students that some structures
needed attention in the classroom. When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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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ed, students gathered around the dissection table
and greeted to the silent mentor. During the dissection,
teachers would walk around the dissection tables and
give some advices to students who had difficulties. At the
end of the dissection, students also gathered around the
table and said “thank you” to the silent mentor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fter the final term examination, the
organs were replaced to the original position, the incised
skin was sutured. The whole body restored to the former
appearance. The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Cell Biology would choose a day to place the cadaver to the coffin.
The students saw the silent mentors off to the crematorium to cremate until the end. The whole gross anatomy
dissection course completed.
Procedures
Research procedures

Third-year medical students filled out a battery of questionnaires over 7 days before (T1, on November 4) and
after (T2, on November 11) the “silent mentor” initiation
ceremony in 2015. The first time students saw the silent
mentor was about 3 days before the ceremony. After
the ceremony, the course formally began. To evaluate
change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y filled out the battery again in January 2016 (T3).
Ceremony procedures

Participants of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included family
members of the silent mentors, third-year medical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f Anatomy and Cell Biology. In the ceremony, each group of students openly

introduced and commemorated the silent mentor’s conduct and deeds, and then laid a wreath. The contents of
introductions were from a home visitation carried out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silent mentor’s family members
before the ceremony, which included stories during their
lifetime,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nd reasons for being a body donor. After that, a tea party
was held to allow students and family members to share
feeling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nd, students accompanied the family members to the university gate and ended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Data processing

Paired t-tests were conducted to compar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care for others, emotional reactions
towards cadaver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efore (T1)
and after (T2) the ceremon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 3-month followup (T3). Statistic software
SPSS 20.0 was utilized to perform the statistical tests.

Result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d t-tests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s 1 and 2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paired t-tes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of
participants increased after the ceremony (T1 to T2),
t = −4.12, df = 151, p < .001.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participants had more reflection of death after the
ceremony.
The participants’ level of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cadavers decreased after the ceremony (T1 to T2),
t = 5.62, df = 151, p < .001. It suggested that the

Table 1 Numbers and percentages of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 variables
Variables

T1

T2

T3

n

%

n

%

n

%

Total

158

100

153

96.8

137

86.7

Age (mean ± SD)a

20.97 ± 1.53

Gender

20.99 ± 1.54

21.09 ± 1.38

Male

96

60.8

92

60.1

83

60.6

Female

62

39.2

61

39.9

54

39.4

Yes

69

43.67

66

56.2

60

43.8

No

87

55.06

86

43.1

75

54.7

No answer

2

1.27

1

7

2

1.5

Very good

96

60.8

93

60.8

83

60.6

Good

44

27.8

43

28.1

41

29.9

F/χ2

df

p

F = 20.38

1

<.05

χ2 = .014

2

.993

χ2 = .510

2

.972

χ2 = .622

6

.996

Religious belief

Family closeness

a

Middle

15

9.5

14

9.2

10

7.3

Poor

3

1.9

3

2.0

3

2.2

Very poor

0

0

0

0

0

0

Age among the three time points were different merely becaus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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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aired t test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Pre-ceremony (T1) Post-ceremony (T2) Follow-up (T3) tT1–T2
Love and care
Attitude towards death
Negative emotions
High-level emotions
Excited emotions
LEGALSa
a

5.54 ± .82

5.46 ± .91

5.49 ± .92

2.98 ± .94

2.52 ± .95

2.34 ± 1.04

4.77 ± .54

5.52 ± 1.07

3.96 ± 1.02

5.65 ± 1.04

5.04 ± .85

5.40 ± 1.12
4.09 ± .90

5.53 ± 1.10

5.10 ± .75

5.87 ± 1.32

4.09 ± 1.04

5.84 ± .95

df

p

1.35 152 .178
−4.12 151 .000

5.62 151 .000

tT2–T3

df

p

tT1–T3

df

p

−.19 132 .851

1.17 136 .242

1.81 132 .072

6.71 135 .000

−.60 129 .548 −6.28 131 .000

1.35 151 .180 −3.34 132 .001 −3.00 135 .003

−1.49 151 .138

.27 132 .784

−.74 135 .462

1.51 151 .132 −2.51 129 .013 −2.11 131 .037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Scale

participants felt less negatively to the cadavers after the
ceremony. In short, the results partially supported our
hypothesis.
The LEGALS and Love and Care, however,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eremony (for
LEGALS: t = 1.51, df = 151, p = .132; for Love and Care:
t = 1.35, df = 152, p = .178).
We further examined whether participants’ changes of
attitude and emotion would last for 3 months after the
ceremony. The results of paired t-tes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remained increased
(t = −6.28, df = 131, p < .001), and the level of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cadavers remained decreased 3 months
after the ceremony (t = 6.71, df = 135, p < .001).
In addition, participants’ levels of high-level emotions
and LEGA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3 months (for
high-level emotions: t = −3.00, df = 135, p < .001; for
LEGALS: t = −2.11, df = 131, p = .037).

Discussion
In our past experiences, we found out the students are
mo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urse, and also sensed others’ deeper expectations for them after home visit and
initiation ceremony. However, there was no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 changes. From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we knew that the score of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increased, and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cadaver decreased. In addition, high-level emotions and
LEGALS increased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It showed
that these activities wer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student’s
medical humanities.
Changes i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efore and after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might have come from the silent
mentor’s lifetime conduct and deeds and their keen dedication at the end of their lives. Donating their body was
most silent mentors’ last wish, which makes a life without regrets, and they were inclined to tell their families
to definitely carry out this wish. The lifetime conducts
of many silent mentors can be a learning model for students both in manners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matters
and attitudes towards difficulties. These sections of life

move students a lot, and they finally understand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wishes and pursuit of last aspirations are
examples worth learning. Silent mentors were inclined to
think about how they could devote all of themselves to
society even when they were facing death, which leaves
an impression on students that silent mentors were keen
on dedication even at the end of life, reminding students
that death is not a horrible thing. Silent mentors played
the first role allowing most students who lacked experiences facing death to reflect on this issue. Close contact
with a silent mentor’s family members also made students cherish their own lives.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remarkably increased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some students showed
negative emotions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practice in the cours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19–25].
While most researchers had tried to prove different ways
of decreasing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their research
inclined to view students’ coping strategies as impassive
mechanisms of overcoming their anxiety and fear [19,
25–27]. Few scholars attempting to change this conventional viewpoint and thus valuing the active and positive
impact of initiation ceremony [28, 29]. This study filled
the gap of current research about the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ping strategies with a focus on initiation ceremon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gative emotions were
weak, and initiation ceremony further reduced those
weak uncomfortable feelings. The face-to-face home
visits arranged for students and the family of the silent
mentor before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contributed to
further chang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silent mentor. Before the visit, silent mentors were
just strangers to the students; after the visit, they became
elders or friends next door. Distances between them were
reduced, and negative emotions were also released.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turned silent mentors into teachers
who taught students the human body’s structure, directions of the muscles and blood vessel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erves within their bodies. As a result, negative
feelings wer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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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ime the new semester began, students realized
the 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of the silent mentors from
the descriptions of seni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showed their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the silent mentors, so that the score of high-level emotions exceeded
other emotions at T1. According to our findings, highlevel emo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from T2 to T3
(t = 3.34, df = 132, p < .001). We believe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silent mentors after the
ceremony enhanced feelings of respect and gratitude. As
students learned more from their silent mentors during
the semester, they experienced more high-level emotions.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LEGALS was similar.
Results of T2 and T3 showed that the score of Love and
Care did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This might have been
because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itself did not sufficiently
influenc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attitudes. A study
showed that educators read and respond to students’
reflective writing on experiences in the gross anatomy
lab helps the processes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formation [23]. Reflective writing with guided discussion by a
teacher is suggested to be a good teaching technique in
the future to improve student’s humanity.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1) Because of
the conditions of an educational circumstance, it was difficult to design a completely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to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initiation ceremony and those who did not. (2) Although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it was unknown whether the significant results at T3
came from post effects of the ceremony, learning from
the silent mentors, or even other courses. In the same
semester, students also took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edical Sciences, which is related to medical
humanity development. (3) The home visit is an important activity accompanying th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in our study. It was hard to control if senior students
or teachers described the home visit to the students on
informal occasions.
In the future, we will try to design more delicate procedure of the home visit and the ceremony, and make
students engage more in these activities. The home visit,
ceremony and gross anatomy lab all play a role in cultivate students’ medical humanities. There should be other
relative courses to extend these issues such as life and
death and how to deal with grief,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se students who will be doctors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also what we plan to do the next step.

the course Gross Anatomy Laboratory, it might have
increased their performance on practice attitudes and
medical humanity virtues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many
medic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at adopt initiation
ceremonies in Taiwan nowadays [13]; however, whether
places other than Taiwan or students other than those in
medical school could also benefit from these ceremonies
or humanity courses still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future
studies.

Conclusion
The “silent mentor” initiation ceremony could help medical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and
had a role in soothing negative emotions. Togeth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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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究大體解剖課及相關活動對醫學生情意學習的影響。大體解剖課程是醫學生
接觸到大體及其家屬的第一門課，也是醫學教育中的一項不可或缺的活動。本研究團隊配合
解剖課，實施兩項體驗學習活動(大體啟用儀式以及大體捐贈家屬訪談)，以協助學生重新檢
視自己對「生命」及「大體」的評價（valuing）。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目前較少研究對啟
用儀式與學生初級社會化進行評估比較，而生命教育研究也少以系所專業課程為對象。本研
究探討啟用儀式造成醫學生在「生死自主」及「負面情緒」兩種價值觀的改變，並分析「家
人親密程度」與「性別」對此作用的影響程度。本研究量性資料來自於生命態度量表與研究
者自編的初見大體情緒量表，測量北部某大學醫學系三年級 158 位學生 104 年 11 月大體啟
用儀式前後的狀況。研究發現，學生在啟用儀式之後，生死自主態度顯著提升、初見大體的
負面情緒降低，而家人親密程度僅對於啟用儀式進行之前生死自主態度有影響、性別則僅對
於啟用儀式之後負面情緒的降低程度有影響。整體而言，啟用儀式可以排除社會背景因素的
介入作用，大體解剖課程中關於醫學人文思維的啟用儀式，可以獨立於初級社會化的作用。

關鍵詞：大體解剖、醫學人文、情意學習、啟用儀式

壹、 緒論
20 世紀後半期以來，「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課程對醫學生的重要性逐漸
受到重視。醫學人文教育軟化傳統生物醫學典範將「人」視為「對象」的狹隘視野，進而使
醫學生在觀點、思維、語言等方面有「重新人性化」（re-humanize）的可能（Bleakley, 2014,
2015）。台灣醫學界大抵依此方向建構本土化的醫學人文教育。
然而 1990 年代以來，一些對於醫學人文教育的反省指出：醫學人文相關課程仍「侷
限」在醫學院系學生大學前兩年的預科生涯，且以通識教育的方式來進行（黃俊傑，1994；
黃崑巖，1996；劉介修、劉克明，2004）。這種作法的缺點使基礎醫學與人文社會出現學習
斷裂，學生容易在學習態度上，出現從「以病人為中心」轉變為「以醫師為中心」的職業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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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高美英、陳秀蓉、呂碧鴻，2009）；另一方面造成醫學專業院系教師與人文社會院系教
師，在課程規劃與師資人力的分工困難與低度整合，進而造成老師與學生、教與學的推動困
境（劉介修、劉克明，2004；高美英、呂碧鴻、褚齡霙，2004）。換言之，教師們仍需在課
程規劃上整合「特殊性/一般性」、「醫學專業教師/人文社會教師」（高美英等人，2004；
劉介修、劉克明，2004；崔紘彰、何明蓉，2008；吳健暉、徐歆惠、何明蓉，2008）。
目前關於醫學生學習醫學人文態度與動機的研究指出，無論多麼豐富、多元的醫學人
文課程規劃藍圖，也必須面對醫學相關院系學生，以未來執業為導向的學習特性，亦即：對
於非功利性課程的學習積極度問題（張天鈞，1991，1999；林啓禎、黃崑巖，1999；陳慶
餘、謝博生，1995）。因此，有必要在醫學專業課程中，置入各種具醫學人文思維與訓練內
容，以避免「預科課程/專業課程/臨床課程」過於斷裂的缺陷；其中，從「講授的醫學人
文」（medical humanities in lecture）深化為「實踐的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 in
practice）便是一個可能的方向。
以醫學生所經歷的專業科目來說，大體解剖課程（gross anatomy）具有重要地位，不
僅是醫學生學習生涯與自我認同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更是醫學生們首度面對
生死、人性等議題的關鍵（陳榮邦、馮琮涵、謝銘勳、曾啟瑞，2008；張淑卿，2015；盧蕙
馨，2011；賴其萬、張榮攀、曾國藩、曾運龍，2002）。因此，在大體解剖課程的專業技術
教學的基礎上，置入相關的醫學人文教育內容，可說是體現「實踐的醫學人文」最佳之道。
近年來已有許多臺灣醫學校院採用隆重莊嚴的大體啟用儀式，強化學生的醫學人文素養，增
進學生在校學習效益與未來投身醫療的使命感。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大體解剖課程中的重要儀式—啟用儀式—來理解醫
學生在各種態度與情緒上的變化。基於這個研究目的，本文進一步將的研究問題設定為：啟
用儀式與社會背景，對於醫學生經歷大體解剖課程之情意學習的作用與比較。

貳、 文獻探討
儀式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活動，於一定的時段與場合舉行，由個人或團體發起，具
有一種重要的情緒感染力，使得參加者得以宣洩情緒或者進入相同情緒之中（Kertzer, 1988;
吳永猛、謝聰輝，2011）。「通過儀式」是人類學上廣泛使用的概念，牽涉到個人在從出生
到死亡的生命過程中一連串的身分變化（Turner, 1969; van Gennep, 1960）。大體老師解剖教
學啟用典禮也具有「通過儀式」的概念，經由尊稱捐贈者為「大體老師」，使其身分從「實
驗樣本」轉換為教導學生認識人體知識的教師（盧蕙馨，2011）。
在啟用典禮中，死亡不再是令人畏怖的主題。啟用典禮表彰大體老師以不同形式延續
生命的犧牲奉獻精神，同時也感謝家屬的成全；一方面給予大體老師生命最終的肯定，另一
方面讓大體老師家屬獲得心靈安頓。對學生而言，受惠於大體老師的捨身育才，他們得以鑽
研人體知識。因此，許多學生在啟用典禮上許下未來將更認真學習、善盡職責的承諾，不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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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學校求學或者是日後成為一位醫生，不辜負大體老師及其家屬的期望，具有宣誓獻身醫
療的意義在內（盧蕙馨，2011）。
目前國外的研究指出，大體解剖實驗對醫學生而言是一門「首次面對、直接接觸」人
體結構且與生死有關的課程，學生明顯地會感受到擔心、害怕、新奇、驚訝等複雜的情緒
（Dosani & Neuberger, 2016; Sándor ,Birkás & Győrffy, 2015; Bob, Popescu, Armean, Suciu &
Buzoianu, 2014; Getachew, 2014）。進一步說，大體解剖課程對學生會造成正面與負面的影
響。正面的衝擊在於，醫學生會連結到自己或他人親友離世經驗，進而透過情意學習而有生
命教育的效果，產生對於生命價值的思考（江蘭貞，2009；潘靖瑛，2011；許世璋、高思
明，2009）；負面衝擊在於，醫學生在進入大體實驗課程的時候，剛開始會出現一些因調適
而生的情緒，例如：首次面對捐贈者、家屬產生的緊張（Arraez-Aybar, 2008; Bamber, 2014;
Basto, 2000; Bataineh, 2006）。
然而，較少研究關注醫學生的人口學背景因素對於這些效應的作用。目前僅有研究關
注此效應在性別之間的差異。例如：女性在情緒的感受力與敏感度上都大於男性，因而在初
步接觸大體時，女同學展現出比較多的恐懼與視覺回溯的經驗（Bataineh, Hijazi & Hijleh,
2006）。至於宗教信仰或家庭氛圍等社會背景因素，是否構成醫學生在接觸大體解剖課程之
前即有作用，抑或在此課程所產生的情緒效應中發揮相關作用，則尚未有明確的探討。
根據本研究團隊的長期觀察，啟用儀式對學生在情緒、認知上影響甚鉅。在情緒部
分，啟用儀式減少學生首次面對大體時的害怕、擔心等負面心情；在認知部分，啟用儀式增
進學生的生死態度，並提升學生對大體解剖課程與醫療生涯的投入使命感。然而，目前國內
外文獻並無實證研究說明此種儀式的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嘗試採用適合的生命態度量表，
並自行發展測量大體解剖實驗學習效益與初見大體情緒的相關量表，以了解大體啟用儀式對
醫學系三年級學生的影響。由於家庭氣氛、宗教信仰有可能影響個體的生命態度（潘靖瑛、
謝曼盈，2010；盧蕙馨，2011），因此，本研究在年齡與性別之外，還納入了與家人親密程
度、宗教信仰的變項。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的測量工具有：生命態度量表、大體解剖實驗學習態度量表、初見大體情緒量
表。詳細的問卷題目與因素分析結果，可參見本研究團隊之前成果（邱瑞珍、蔡博方、韓德
彥，2016a；邱瑞珍、蔡博方、韓德彥、唐功培，2016b）。分析方法為兩階段：1.成對樣本
前後測 t 檢定，針對因素分析完成之後的六個依變項（指，關懷他人、生死自主、學習效
益、負向情緒、高層情緒、興奮情緒）；2.變異數與共變數分析，將前測視為共變數放入對
於社會背景（指，性別、與家人親密程度）的分析模型（吳明隆，2010）。
「生命態度量表」為潘靖瑛、謝曼盈（2010）依據存在主義倡導者沙特（Jean-Pau1
Sartre, 1905-1980）、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人本主義大師羅傑斯（Carl Rog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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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87），以及意義治療學派創立者弗朗克（Viktor Frankl, 1905-1997）等人的核心概念
而發展的工具，用以測量大學生生命態度的六個層面：理想、自主、愛與關懷、存在感、死
亡態度、生命經驗。評量方式採 Likert 7 點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得分愈
高表示生命態度愈成熟。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為.93，相隔四週後重測信度為.91，且因
素分析所得架構與理論相符。為測量與醫療服務有關的生命態度，本計劃僅採用關係最為密
切的「關懷他人」與「生死自主」這兩個分量表，分別了解醫學生與周遭他人互動的態度與
採取的行動，以及對死亡的預期、態度及行動。本研究「關懷他人」與「生死自主」這兩個
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分別為.91、.70。
「大體解剖實驗學習態度量表」測量學生是否因為大體解剖實驗課程而有感謝、珍
惜、包容的心情，體會生死，並盡力學習成為好醫師（如「這門課程強化我當個好醫師的動
力」）。研究團隊根據過去學生在參與大體老師家訪後所描述到的項目，以及授課教師觀察
到的反應，共列出13個項目。評量方式採Likert 7點量表。經項目分析得知，並不因為刪去
任何一題可讓內部一致性大幅提升，因此題項全數保留，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96。
「初見大體情緒量表」測量家訪是否會使學生在第一次面對大體老師時比較平靜。研
究團隊根據過去學生在參與大體解剖實驗所描述到的情緒項目，以及授課教師觀察到的情緒
反應，共列出25個項目。評量方式採Likert 7點量表，初步得到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84。
因素分析之後得到的3軸別命名為「負向情緒」（如：害怕、恐懼、毛毛的）、「高層情
緒」（如：尊敬、珍惜、感恩）、「興奮情緒」（如：滿心期待、開心、好奇），內部一致
性分別為.88、.90、.84。
本研究參與者為北部某大學醫學系三年級158位學生，平均年齡20.97±1.53歲；男性96
名、女性62名，有無宗教信仰各69與87位，家人關係「很好」的人有96位。學生於104學年
度第1學期修習大體解剖正課，並在104學年度第2學期修習該課實驗部分。研究團隊再收集
學生資料前進行文獻查證、量表編製，並在104年11月下旬大體啟用儀式前、後7日內，2次
分發問卷由學生現場填寫後收回。
「大體啟用儀式」的參加人員包括當年度大體捐贈老師家屬、醫學系三年級全體學生、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全體教職員，地點在學校演講廳與大體解剖實驗室。在演講廳裡，各
組學生負責以影音設備介紹大體老師行誼，讓所有的參與人員一起緬懷當年度的大體老師，
內容包括生前生活故事、與家人朋友的相處、想要成為大體老師的因緣，資料來自學生與其
大體老師家屬的訪談。在大體解剖實驗室則進行獻花儀式，儀式結束後學生與家屬進行茶
敘，家屬可以跟學生表達感想與期望。最後，由學生將家屬送至校門口，結束啟用儀式。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先以成對樣本進行雙尾t檢定，檢驗啟用儀式對各依變項的影響。結果發現學生
在歷經大體啟用儀式後，「生死自主」顯著提升，初見大體「負面情緒」降低，「關懷他
人」與「學習效益」則無顯著改變（見表1）。接著，本研究針對有顯著改變的「生死自
主」與「負面情緒」，進一步分析社會背景因素（性別、宗教信仰、與家人親密程度）在其
中的作用。分析的方法採用變異數分析修正後的「共變數分析」模型，將前測視為共變數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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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模型，先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再進行共變數分析，以釐清「大體啟用儀式」的作用
與學生社會背景的作用之間的關係。
表1

儀式前後成對樣本 t 檢定

前測

後測

t值

df

p值

關懷他人

5.56±0.82

5.46±0.91

1.35

152

.178

生死自主

4.77±0.54

5.04±0.85

-4.12

151

.000**

學習效益

5.65±1.04

5.52±1.09

1.51

151

.132

負向情緒

2.98±0.94

2.52±0.95

5.62

151

.000**

高層情緒

5.52±1.07

5.39±1.12

1.35

151

.180

興奮情緒

3.96±1.02

4.08±0.90

-1.49

151

.138

大體啟用儀式後，學生的「生死自主」提昇，「負向情緒」下降，故研究者繼續針對
這兩個依變項進行分析，檢視「性別」、「家人親密程度」、「宗教信仰」等三個變項是否
為可能的干擾變項。結果發現：1.不同家人親密程度的學生在「生死自主」的前測呈現顯著
差異，後測則否，「性別」與「宗教信仰」則都沒有造成「生死自主」前後測的差異；2.性
別在「負面情緒」的後測呈現顯著差異，前測則否，而「家人親密程度」與「宗教信仰」都
沒有造成任何差異。
可見，在大體啟用儀式進行前後有差異的「生死自主」與「負向情緒」，家人親密程
度、性別可能分別是兩個主要的干擾變項，而「宗教信仰」則無影響。因此，本研究進一步
探究「家人親密程度*生死自主」、「性別*負面情緒」之間的關係，採用「共變數分析」將
前測平均數視為「共變數」，依序進行兩個步驟：1.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2.共變數分析。
在同質性假定的檢測上，「家人親密程度*生死自主前測」交互作用項的F值為1.106，
p值=.334>.05，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三種家人親密程度之組別的迴歸線斜率相同，亦即：共
變項（前測）與依變項（後測）的關係不會因為自變項（與家人親密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發現：「與家人親密程度」的F值
為.926，p值=.399>.05，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後測不會因為「與家人親密程度」的不同，而
有顯著的差異。
在 同 質 性假定的檢 測 上，「性別 *負面 情 緒前測」交互作用 項 的 F值為 .138 ，p 值
=.71>.05，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三組迴歸線斜率相同，亦即：共變項（前測）與依變項（後
測）的關係不會因為自變項（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繼續進
行共變數分析。「性別」的F值為6.403，p值=.012<.05，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後測會因為
「性別」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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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迴歸係數同質性檢測與共變數分析
同質性檢測

共變數分析

家人親密程度

F=1.051 p=.352

F=.926 p=.399

前測

F=12.27 p=.001*

F=28.94 p=.000*

前測*家人親密程度

F=1.106 p=.334

----

性別

F=.166 p=.684

F=6.403 p=.012*

前測

F=33.78 p=.000*

F=38.03 p=.000*

前測*性別性別

F=.137 p=.710

----

生死自主

負向情緒

綜上分析，本研究發現：大體啟用儀式進行之前，家人親密程度僅是「好」的學生在生
死自主態度平均值的前測顯著地低於「很好」與「其他」的學生；在大體啟用儀式之後，學
生整體的「生死自主」提高、「負向情緒」顯著降低，其中女學生的負向情緒的後測平均值
顯著地低於男學生。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發現包括以下兩項：
一、以大體啟用儀式為基準，進行三種態度與三種情緒的前後測，其中，「生死自
主」與「負向情緒」呈現出前後測之間的差異，其餘兩種態度（指，關懷他人、學習效益）
與兩種情緒（指，高層情緒、興奮情緒）未展現出啟用儀式前後測差異。
二、對於啟用儀式前後展現出差異的「生死自主」與「負面情緒」，有兩種社會背景
因素值得關注。「家人親密程度」影響啟用儀式前的「生死自主」，但是，對於啟用儀式的
作用（指，後測）卻沒有交互作用，也沒有顯著影響。與之相反，「性別」的作用卻對於啟
用儀式前的「負面情緒」沒有作用，也與啟用儀式沒有交互作用，但是，會影響啟用儀式之
後的「負向情緒」的變化。
大體啟用儀式讓醫學生在生死自主上有更成熟的進步，有助於日後行醫態度與醫學人
文素養的表現，這個作用不受到醫學生家庭狀況（例如：與家人親密程度）的影響。此外，
本研究證實醫學生參加儀式後初次見到大體的負面情緒降低，確實具有平復情緒的功效，只
是男女學生之間的降低還具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支持臺灣多所醫學校院在大體解剖課程
中採取啟用儀式，以提升醫學生的人文關懷精神（賴其萬等人，20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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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產業博覽會成果
主要參與學生為大三、大四學生共 68 位；與會企業共 15 家(如下表)20 人，包
含科技公司、居家照顧單位、物理治療所、醫院機構、保險業務等。
表、產業博覽會參與企業
晁禾醫療
台灣居護股份有限公司
柏達．醒吾健康產業研發育成中心
五甘心物理治療所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芝山岩、天母次分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天下爲公基金會
板橋海山公共托老中心
參與企業

南山人壽
智齡科技
臺北市私立仁群居家長照機構
北榮員山分院
恩主公醫院
慈濟醫院
萬芳醫院
萬眾健康管理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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