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傳善獎影片教案 

 在台灣許多偏鄉和部落，年輕人口外流嚴重、家中孤老和貧病交迫，想要
就醫天遙路遠導致只能在家臥床，連一絲自我照護的氣力都沒有，怎麼辦呢？

介惠基金會投入偏鄉照顧服務三十多年來，提供居家照顧、家庭托顧、 
長者健康照顧站等服務，秉持著「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理念，運用偏鄉婦女

對在地文化、語言及環境上的熟悉優勢，訓練成為照服員。

許多在地婦女二度就業轉型成功，更帶領自己家中的婦女加入服務行列。

目前照服員 70人中有許多姊妹檔、母女檔、婆媳檔，她們的身影從屏東深山
部落、到彰化與新北市偏鄉地區，視苦如親的，協助長年癱瘓者與植物人打理

居家生活，照亮他們最後一段人生。

不怕孤獨暖伴長者

介惠基金會8-2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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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原民婦女對在地文化的熟悉優勢，在溝通上更貼近家鄉長者的需求，能感同身受的照護長者。

偏鄉部落的照顧困難度高，長期臥床的者長只能依靠照護員打理居家生活，才得以解套。

因著對家鄉的歸屬感，原民姐妹轉職投入偏鄉照顧工作，於自宅設立家庭托顧站，幫助長輩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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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國小高年級／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節數 80分 （2節）

影片
資源

介惠基金會
不怕孤獨暖伴長者

教案
下載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3b-III-1 持續參與服務活
動，省思服務學習的意義，

展現感恩、利他的情懷。

3c-III-1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
族群，理解並欣賞多元文

化。
核心
素養

綜 -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
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

程與樂趣，理解並遵守道

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綜 -E-C3 體驗與欣賞在
地文化，尊重關懷不同族

群，理解並包容文化的多

元性。
學習
內容

Cb-III-1 對周遭人事物的
關懷。

Cc-III-1 不同族群的優勢
與困境。

Cc-III-4 對不同族群的尊
重、欣賞與關懷。

議題
融入

學習
主題

人權教育 人權與生活實踐。
品德教育 品德核心價值。
生命教育 終極關懷、靈性修養。

實質
內涵

人權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 EJU7關懷行善。
生命 E4觀察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的現象，思考生命的價值。
生命 E7發展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主動去愛的能力，察
覺自己從他者接受的各種幫助，培養感恩之心。

教學設備
／資源

教師：1.重訓沙包數個（或童軍繩一條）；2.吸盤黏黏球（或報紙球）
三顆；3.裝滿書的書包二個；4.水壺六瓶；5.「越活越快樂 ~關
懷心 · 銀髮情」學習單。

越活越快樂 ~ 關懷心˙銀髮情
撰寫者 /李詠秋

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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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資源

學生：1.事先查詢「介惠基金會」相關資訊，並完成學習單上半
部訪談內容；2.耳塞。

學習目標

一、能知道偏鄉失能老人所面臨的窘境與問題。

二、能明白介惠基金會社區服務的內容與意義。

三、能了解幫助長者的方式有哪些。

教學流程

一、準備活動 （8分鐘）
（一）資訊分享：請學生就先前查詢內容，介紹並分享「介惠基金

會」相關資訊。（參考答案：介惠基金會提供居家照顧、家

庭托顧、長者健康照顧站等服務，秉持「在地人服務在地人」

理念，將照顧相關福利服務導入偏鄉部落，並訓練偏鄉婦女

成為照服員，同時解決婦女就業及長者照護問題⋯）

（二）觀看影片：介惠基金會 -「不怕孤獨暖伴長者」。
二、發展活動 （68分鐘）
（一）問答：教師提列下面問題請學生回答

1.影片中，介惠基金會照服員主要工作為何？（參考答案：照顧
獨居老人生活起居、支持陪伴老人⋯）

2.說說看，臺灣目前存在的偏鄉老人問題有哪些？（參考答案：
偏鄉老人因青壯年人口外移、加上身體不適、交通不便等問題，

因此居家照護、定期就醫及日常採購成為最大生活問題⋯）

3.影片中的照服員認為自己在工作中獲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為
什麼? （參考答案：最大收穫就是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善待；
因為自己的用心付出，化解了人我之間的敵視感，感覺自己是被

需要的⋯）

4.介惠基金會認為「最好的愛是陪伴」，你是否認同？為什麼？（參
考答案：認同，因為對老人而言，物質的享受遠不如實際的陪伴

與關懷⋯學生自由作答）

5.你認為「介惠基金會」這類慈善團體的存在，對臺灣而言有何
意義？（參考答案：臺灣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偏鄉老人的照護

問題值得重視，推動偏鄉社區培力與專業照顧服務，不僅讓偏鄉

失能老人及身障者得到持續性的專業照顧，更為偏鄉婦女及青年

創造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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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6.想想看，除了偏鄉老人的照護外，你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
可以如何幫助身邊的老人？（參考答案：可以先從自己的家人做

起，陪爺爺、奶奶聊天、散步、下棋⋯，或是和家人一起去老人

安養院做志工⋯學生自由作答）

7.對於服務性質的慈善團體，除了感謝外，我們要如何將支持化
為行動？（參考答案：加入志工行列、推廣服務精神、依自身能

力捐款支持⋯）

（二）越活越快樂 ~關懷心 · 銀髮情
看完影片，讓我們更清楚瞭解「介惠基金會」對於偏鄉失能

老人的幫助與付出，同時也感受到高齡生活的辛苦與難處。

現在，請小組一起進行體驗活動，同理感受高齡長者的不便

處，並討論如何對待及協助高齡長者的具體方式。

1.銀髮生活大體驗【體驗長者體力衰退後造成的生活不便感】
  （1）重力九宮格【模擬老人無力感】
A.教師在黑板畫上九宮格圖案，並寫上數字 1~9。
B.小組成員依序坐在距離 2-3公尺的椅子上（代替輪椅），雙手
綁上重訓沙包。（若無重訓沙包，則可請成員將上臂夾緊身體，

再用童軍繩綁住環繞椅背固定，僅剩前臂活動）

C.發給 3顆吸盤黏黏球（或報紙球），小組成員須設法將球丟向
九宮格中。（教師亦可指定丟球的數字，增加遊戲難度）

  （2）傳話障礙賽【模擬老人重聽】
A.成員塞上自備耳塞，分站甲、乙兩列，距離約 4-5公尺面對面
站好。

B.甲列成員依次將指定的對話傳給對面乙列成員，傳話過程限制
只能用一般音量對話，不可大喊。

C.乙列成員需正確說出傳話內容。
  （3）負重行軍趣【模擬老人行動不便】
A.用童軍繩將小組成員雙腳的腳踝綁住，限制走路的步距，模擬
老人因肌耐力不足導致步距變短的現象。

B.小組成員雙手再各提一個裝滿書與 2瓶水重量的書包，以增加
負重感。

C. 成員依序走達指定位置 （距離約 4-5公尺）。
  （4）體驗活動感想發表。（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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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2.分享與發表：與長者有約
（1）依「越活越快樂~關懷心 · 銀髮情」學習單中的長者訪談內容，

各組派代表分享訪談結果。

（2）小組根據「銀髮生活大體驗」活動及「與長者有約」訪談結
果，討論對待及協助高齡長者的具體方式。（參考答案：陪

伴年者聊天、散步、下棋，給予心靈上的支持與關懷；同理

體諒年長者生理上的不便，給予更多的耐心與包容；聆聽請

益年長者的經驗傳承，尊重生命經歷，提升年長者自我價值

⋯學生自由作答）

（3）全班根據不同情況，討論是否還有其他的協助方式。
（三）延伸活動

1.完成「越活越快樂 ~關懷心 · 銀髮情」學習單。
2.課程結束後，班級亦可利用課餘時間探訪「介惠基金會」或社
區安老院，以具體實行方案，關懷社區老人。

三、總結活動 （4分鐘）
介惠基金會成立於 1987年，從全國性慈善救濟服務為起點，
1999年轉型為直接服務機構，為偏遠地區老人提供居家照顧服務。
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理念推動服務，不僅讓偏鄉失能老人及

身障者得到持續性的專業照顧，更為偏鄉婦女及青年創造工作機

會，持續推動偏鄉社區的培力與專業照顧服務。

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對於銀髮長者的照護與尊重，是社會共同的

責任。多一點尊重、增一分體諒、給一些協助，讓我們一起關懷偏

鄉弱勢、幫助長者擁有快樂的銀髮生活吧！

教學評量

一、學生能說出偏鄉失能老人所面臨的窘境與問題至少兩項。

二、學生能指出介惠基金會社區服務的內容與意義至少一項。

三、學生能發表幫助長者的方式至少兩項。

參考資料 介惠基金會 https://jhf.eoffer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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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對於銀髮族的照護與尊重，是社會共同
的責任。多一點尊重、體諒與協助，讓你我一起關懷偏鄉弱勢、幫助長者擁有快樂的銀髮

生活吧！

越活越快樂 ~ 關懷心˙銀髮情

1
4
2
5

7 8

3
6
9

一、與長者有約：訪問身邊長者，了解其生活與心理與我們之間的差異。

（一）老年生活分享【請長者分享當年老衰退後，生理與心理上的感受變化】

生理上：-------------------------------------------------------------------------------------------------------------------------------------------------------------                                                                        
心理上：-------------------------------------------------------------------------------------------------------------------------------------------------------------
（二）生活中最大不便處【請長者說明老年生活中感到最不便之處】

                                                                                
                                                                                
（三）期待被對待方式【請長者表達自己最希望受到社會或晚輩對待的方式】

                                                                                
                                                                                
（四）兩代才藝交流【與長者互相交流彼此的才藝與技能】

長者才能：---------------------------------------------------------------------------------------------------------------------------------------------------------
現代流行：---------------------------------------------------------------------------------------------------------------------------------------------------------
二、「銀髮生活大體驗」活動感想： 
寫出經活動體驗長者體力衰退後造成生活不便感的想法與感受。

三、討論具體協助：根據訪談與活動體驗，討論對待及協助高齡長者的具體方式

重力九宮格

 【模擬老人無力感】

傳話障礙賽

  【模擬老人重聽】

負重行軍趣

  【模擬老人行動不便】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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