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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七即屬

於「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達百分之十四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而達到百分之二十則稱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11993 年台灣已進入

「高齡化社會」；2011 年 6 月，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十一。2依

推估到了 2025 年高齡人口比可能將達到百分之二十九；2060 年甚至會高達百分之八十

六，近乎每個青壯年人都要扶養一個年長者。3其趨勢的發展已是不可逆轉。 

  面對如此龐大即將進入或是已經進入高齡化的人潮，政府和民間單位對年長者政策

的規劃已有多年積極的推動，使剛進或是已進入老年的長者，有一個銜接適應的階段，

也使之有更多充實新知、活動交誼、彼此照顧的環境，以及達到終身學習的機會。 

  本研究將以七星中會大直基督長老教會之松年大學為例，主要以個別訪談，和盡量

保留口述記錄的方式，且配合簡易式個人基本資料問卷之研究工具，以更深入、精確探

究長者對松年大學──終身學習的認知、期待，與其實施之成效。 

 

  

                                                  

1  〈財團法人國家策略研究基金會──少子化、高齡化 Q&A〉（2000），2016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npf.org.tw/13/8108。 
2  〈財團法人國家策略研究基金會──高齡化與社會福利〉（2008），2016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npf.org.tw/2/4428。 
3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20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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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質性研究的概念與特色 

    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為主要工具來完成任務。 

質性研乃是指不經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手續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4其本質上是

屬歸納法，是企圖要發現，而非驗證、解釋性的理論；是自然的，偏好對受訪者做生動

的觀察與訪談，而並非採取科學研究的去脈絡取向。5最主要的特點是透過被研究者的

眼睛去看世界與事件，是提供社會生活較為深入的探索、洞識。6 

 

（二）研究限制 

    研究者限於資源、時間和行政能力上的不足，而在受訪資料上的收集有所設限。針

對訪談者的來源以及訪談的質量，筆者未能進行多次數（前期、中期、後期）或是更長

時間的意見交流。盼望未來可以此研究結果為基礎，繼續擴大研究範圍與深度，並且作

進一步的分析，將能獲取更為細緻、深入的資訊。 

 

  

                                                  

4 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質性研究概論》，徐宗國譯（台北：巨流，2005），19。 
5 胡幼慧編，《質性研究》（台北：巨流，2004），195。 
6 謝臥龍編，《質性研究》（台北：心理，2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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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 

表 1：研究之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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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松年大學──終身學習」之長者

訪談研究行動的計畫 

由牧者、社區幹事協助挑選訪談人選 

對訪談者進行個別 

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訪談 

觀察、記錄、錄音 

 

無效問卷 

 

資料匯整 

. 

 

受訪者填寫個人問卷調查表 （參附錄一） 

評估分析與建議 

完成問卷 
NO 

YES 

完成訪談 

YES 

NO 
參考問卷 

 

YES 

達成目標人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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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筆者將依循質性研究的步驟：設計開放性問題、實際進入研究場域、收集並分析資

料。筆者認為，質性研究往往會隨著當時的人、事、物而構成較為複雜的研究場域，然

而卻可以在充滿彈性與創意的研究過程裡，激發出意想不到的收穫與發現，並且能使之

跳脫出刻板的假說和預設。因此，將預期過程是充滿異想不到的驚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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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直長老教會之松年大學簡介 

  大直松年大學開辦於 2005 年 9 月 9 日，至今屆滿十一年。7本校隸屬於台灣基督教

會總會松年大學的分校，其學程規劃、體制、組織、學制與運作模式都有明確的規範和

建議，卻也提供充分彈性給予各分校獨立操作校務。其大願景是藉由松年大學這個觸角

進入社區，落實傳福預工、關心長者（弱勢族群）、服務社會，提供終身學習、終身教

育的機會和環境。8 

  其中的學程規劃涵蓋了豐富的「五大領域」：（一）信仰與人生：認識基督教、認

識諸宗教、聖經故事、生命教育）；（二）醫學與健康：醫療與復健、營養與保健、疾

病與預防、運動與休閒；（三）文化與藝術：語言與文化、音樂與藝術、才藝與技藝、

人文與鄉土；（四）社會與新知：時事與家庭倫理、環境與生態保護、法律與財經常識、

科技與資訊運用；（五）事奉與關懷：服務與服事、聯誼與分享、志工與社團、探訪與

關懷。9 

  根據班長的統計，目前大直松年大學的參與者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是教會自己內部

的長者（基督徒會友），而百分之八十是來自社區的長者（慕道友、非信者）。本學期

的學員數人有五十八人。每學期的課程皆有明確的安排與規劃，以及盡可能地在五大領

域裡達到平衡學習的目標。（參附錄二、附錄三）學期開始有正式的開學感恩禮拜（參

附錄四），學期結束有正式的結業／畢業儀式，而寒／暑假期間也安排返校日，以各種

方式凝聚學員的團體向心力、學習的動力，以及把握能傳福音的機會。 

    學校有三項明確的宗旨：（一）實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目標；（二）提升靈、

智、體的全人健康；（三）擴展生活視野、建立同伴友誼、提供社區服務。凡認同本校

宗旨，不分男女，不限學歷，年滿六十歲者，皆可申請成為正式生。10再者，所有的參

與者必須遵守總校所設立的學制才能順利完成學業及畢業。11 

  

                                                  

7 鄭文仁、黃偉力、潘姝如、游宗仁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大學 20 週年紀念刊》（新竹：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松年大學總校，2009），41。 
8 同上，19-20；杜英助。《熱愛臺灣行義路──高俊明牧師訪談錄》（台北：長老會總會，2012），236-8

。 
9 鄭文仁、黃偉力、潘姝如、游宗仁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大學 20 週年紀念刊》，17-8。 
10 同上，41。 
11 總校學制：（一）採學分制，分上、下兩學期上課，每學期 6 學分；（二）修滿 48 學分／8 學期即頒發

學士部畢業證書；（三）學士部畢業後再修滿 24 學分即頒發碩士部畢業證書；（四）全學期無故缺課時數
達三分之一以上，該學期不發給結業證書，所修學分不予計算。鄭文仁、黃偉力、潘姝如、游宗仁編，《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松年大學 20 週年紀念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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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質性訪談之研究結果呈現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次質性訪談對象為大直教會松年大學內的十三位長者，其研究工具除了使用問卷

（參附錄一）之外，也進行深入的個別訪談。性別部分：男性五位、女性八位；年齡則

平均分布在六十五歲至八十三歲的範圍，僅有「初老期」和「中老期」的長者受訪。12 

    在宗教信仰方面，基督徒有七位、民間信仰有三位、無信仰有三位。其中參與過終

身學習的經驗從十五年到僅參與半年時間的都有。真正的有效問卷為十一份，其中有兩

份資料（編號 L、M）因長者的體力與時間不足而無法順利完成最後的個別訪談而視為

參考問卷。然而，這十三位長者皆由教會社區幹事親自推薦的受訪者，是熱心參與學習

的典範。 

 

表 2：受訪者基本資料圖表 

編號 性別 年齡 

（歲） 

教育程度 在地居

住時間 

（年） 

退休前 

的職業 

宗教信仰 參與終身

學習時間 

（年） 

A 女 75 大專以上 45 教 無 15 

B 男 80 大專 45 商 無 12 

C 男 77 高中職 35 工 基督教 7 

D 男 81 國中 40 公 民間信仰 10 

E 女 65 大專以上 30 教 民間信仰 5 

F 女 75 大專 40 教 基督教 15 

G 女 78 國中 35 家管 基督教 4 

H 女 68 大專 16 商 基督教 1 

I 女 67 高中職 4 家管 民間信仰 3 

J 女 72 高中職 41 商 基督教 0.5 

K 男 82 國中 30 農 無 7 

L 男 83 國中 55 工 基督教 10 

M 女 78 大專 50 服務 基督教 13 

 

（二）對於松大學程的看法 

1. 參與松大的理由？ 

A：年老後家裡就剩我和先生兩人，孩子都大了，所以我們自己也就須要往外走，

交朋友很重要。我很喜歡學習，也到處做志工，我去請老師成立社區合唱團、在公

園帶領健身操，所以在松大我也是抱持服務的心情在參與。我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我信睡覺而已【笑】，在教會學習的氣氛很不錯，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學習團體，

也越來越熟。我很懷念蔡牧師當校長的時候，他都和我們混在一起，沒有架子，很

                                                  

12 年長者的分法：「初老期」指六十五歲至七十四歲、「中老期」指七十五歲到八十四歲，以及「老老期

」指八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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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和又健談。 

B：在松年雖然男士比較少，但是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志同道合的同學，尤其是

夫妻檔，我們在年齡、背景、社會程度可能比較接近的，就很有得聊，也會課後約

出去吃飯、交誼。 

C：退休後在松大可以持續學新的東西，老了也須要學新的東西，像是電腦啦！手

機啦！不必學到專業，但是一定要懂，才可以和年輕人溝通。【笑】 

D：退休了就「加減學」囉！【開心的笑】在這裡又可以交朋友、有學習和樂趣。 

E：我的鄰居介紹我一起來，越上越上就讀出興趣了。【笑】這裡安排的課程很多

樣化，我都有興趣、很喜歡。 

F：來這裡可以和社區的鄰居朋友互動。 

G：以前工作時，對教會活動的參與一直很有限。現在退休了就覺得什麼都想學，

【笑】也不想一直一個人待在家，先生去世了，我就自己來教會問，找課程參加。 

H：因為我聽到以前的同事分享，她不是基督徒，竟然她還比我先來松年大學學習

，所以我就因著她的介紹而跟著來。【微笑】 

I：我女兒從網路找到大直松大的介紹，就先跑來直接來和牧師談，後來就瞭解到

松大的課程很豐富，所以我就來到了松大來學習。我覺得這裡的學習環境真的很好

，是可以讓非教徒（非基督徒）來參加，真的是有愛社區的心。【感恩的眼神】另

外，老師有耐心、很可愛，把我們當小朋友在教，會買貼紙來給我們加點、獎勵。

我在這裡也開始改變我的性格，從前我是很急性子的人。現在，我學習到要「慢活、

樂活」，把自己的腳步放慢，這樣對自己的身心靈比較好、比較健康。【微笑】 

J：因為有會友邀請我一起來，加上孫子們都大了，我就比較有空出來學習。 

K：可以交朋友、聊天，學習新知識。另外，在這裡有被看重、受到尊重的感覺。 

 

2. 最喜歡甚麼課程？為什麼？ 

A：我個人對學術認知性較低的課程比較有興趣，唱歌、學吹陶笛就很棒。我記得

有一次排了日文課，就覺得比較不合適，因為有老一輩的長者因為有日文基礎就覺

得課程太簡單，但是年輕一輩的長者又有跟不上的感覺。 

B：不要有太大壓力的課程我比較喜歡，不然就要有系統的排課，加上有能力分班

，不然跟不上就會很有負擔與壓力。 

C：我很喜歡〈從電影探討人性價值〉的課程，因為老師很專業，都為我們安排很

棒的電影。他都會先講解大概的內容，然後才讓我們看電影，電影結束後又讓我們

有分享、思考與討論的時間。當然啦！我們聽老師講的機會比較大。【笑】老師真

的很會挑影片，有勵志的、激勵的，還有會引導我們討論到與我們生活有關的問題

。我記得有一次，老師讓我們看有關種族意識的電影，其實我覺得這跟台灣的情況

就很像，有外省人、原住民、台灣人……非常值得我們討論和關心，讓我們思考到

種族、身分認同的問題。像什麼愛情片啦！那就可以不用看，很浪費時間。【笑】 

D：我最喜歡歌唱課，還有戶外課程，因為比較活潑又可以活動身體。 

E：我最喜歡上有知識性的課，像是：歷史、法律、醫療、人生哲學都很棒。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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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我選過手工藝、音樂欣賞和繪畫，我都學出興趣。唯獨日文課我比較跟

不上，因為沒有能力分班，我就不太愛。 

F：課程上我都覺得安排的很好，因為可以學的東西真的多了。 

G：我很喜歡醫學常識和信仰與人生的分享。嗯……幾乎所有的課我都很喜歡啦！

特別是牧師講的我都很喜歡聽。 

H：印象很深刻的是〈基督教藝術欣賞〉，牧師曾經有從油畫講聖經故事，讓我更

瞭解聖經與藝術的關係。 

I：其實，課程真的很豐富：有電腦、音樂、繪畫等，我都很喜歡。但是，有時候

分班課程我們只能從中擇一來參加。我喜歡〈陶笛課〉，雖然有難度、有挑戰，但

是老師很有耐心的在教我們，所以讓我很想一直學下去。【開懷的笑】還有律師分

享寫遺囑、牧師用英文老歌教英文、姚老師的〈從電影探討人性價值〉都很精彩。 

J：啊！每一種課我都很喜歡耶！ 

K：這學期有〈歡迎來唱歌仔戲〉，很輕鬆、開開心心的、沒壓力，我最喜歡！ 

 

3. 對於課程中戶外教學的看法？是否喜歡參與？為什麼？ 

A：我很喜歡啊！我還曾建議過蔡牧師（松大校長）出國旅遊的行程，我還蠻愛管

閒事的。【開懷的笑】我也很愛自己組團出去玩。但是我也發現，這幾年就越來越

不好辦，因為松大學生的年齡拉大，所以有些行程對較年長的長者較吃力，有些行

程對年輕一點的長者又太無聊。我的建議是須要找適合的地點，但是真的很不容易

。最好是有年齡相近、體力相當的人一起出遊是最好的狀態。然而，我感覺和蔡牧

師一起出去玩真的很有趣，現在回憶起來真的很快樂、很懷念。 

B：我覺得很棒，也很有須要，因為出外玩是可以聯絡感情最快的方法。我們和蔡

牧師一起出國過，真的很好玩，蔡牧師很好相處，很會照顧我們這些年長者，也都

和我們打成一片。 

C：我本身是還蠻喜歡戶外教學，但是我喜歡玩的有義意的活動，例如：歷史知性

之旅、健走享受森林浴。因為我還能走，雖然走不快，但是我可以慢慢走，我是有

體力與毅力的。【開心的笑】所以我比較不喜歡參加一直坐遊覽車、走馬看花玩景

點、買東西的行程。而參加戶外教學會須要另外花錢，【笑】所以我就會選擇性的

挑選與參加，有意義對我很重要。 

D：大部分的戶外教學我都會參加，但是會考慮一下喜不喜歡。因為我喜歡可以運

動，可以走路、健走的行程。 

E：我每次戶外教學都參加，因為安排的行程都有特殊性，值得走走看看。【笑】 

F：我很喜歡參加戶外教學、戶外禮拜都一定會抽空參加。 

G：我喜歡啊！我比較喜歡一日遊的行程，可以出外走一走。 

H：我參加過一日遊的行程，我都會挑一下行程再決定參不參加，有時候太貴的、

沒有規畫的很好的，只有玩樂性質的，我就比較不喜歡。上次參加過一次宜蘭的行

程，我就有帶我先生（有受洗但很久沒來教會的弟兄）一起去，那次他就很認同教

會所辦的活動。【開心的笑】 



11 

 

I：我參加過國外的和國內的戶外教學，但是我覺得規畫行程很重要。就是說不要

只是為了要有戶外教學而辦，這樣就失去了戶外教學的真義。但是話說回來，和教

會松大一起出去玩，讓我覺得很放鬆，是和別的團體的感覺很不一樣。教會讓我有

安全感，同學彼此之間都很真誠、真心的互相照顧、彼此相愛，這讓我很感動。 

J：我很喜歡旅行，所以有教學性的戶外教學我是很喜歡的。 

K：我喜歡去戶外走動，所以戶外教學我都會參加。 

 

4. 一般上課會請假、曠課的主要原因？ 

A：我自己通常是有排定出國的行程才會請假。另外，我自己有發現有些同學會因

為對課程沒興趣，或是覺得課程太難就曠課。所以，我覺得教會也可以注意一下學

生的出席率，就可以知道學生對什麼課程是有興趣參加的。 

B：我通常會因為出國去玩才請假，我的身體很健康，所以經常會出國玩，幾乎是

沒有請過病假。【開心的笑】 

C：碰到我不喜歡、沒興趣的課我會偷偷閃到一邊去做其他的事。【笑】 

D：有時候我會請假去醫院拿藥，或是家裡有事才會請假。 

E：嗯……我很少請假，除非剛好碰到其他地方課程的時間有衝突才會偶爾請假。 

F：工作忙啦！我還有在其他地方教書法，常常有要辦展覽，就要請假趕作品。 

G：我還沒有請假和曠課過，都沒有。 

H：我都沒有請假過。 

I：之前需要照料幼稚園階段的孫女就會有遲到的情況出現，但是現在孫女上小學

了就可以準時來上課了。【笑】 

J：以前就是會因為忙孫子的事情才會請假。 

K：我若參加其他地方的旅遊就會請假，或是有一些課是我比較沒興趣的，我就會

沒來上。【偷笑】像是以前有排的日文課我就會想要請假。 

 

（三）對於終身學習的看法 

5. 個人對終身學習的看法？ 

A：自從大直有松年大學開始，我是第一個來報名的，我還帶了三十幾個人一起來

參加，那時候的校長是蔡牧師。【很得意的笑】我本來就是很喜歡學習的，本來有

想過要去雙連的松大，但是太遠了。我家就住在大直教會附近，所以就直接過來，

我覺得終身學習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都在學習。 

B：我覺得很好啊！就跟著我太太來學習，因為可以刺激腦部才不會老化。【笑】 

C：我一直是對學習有好奇心的人，我覺得人活著就是要動，不能休息。另外，我

覺得人生無論是好的、壞的（抽煙喝酒）事情都須要有所體驗與學習。我就是抱持

這要樣的心情，終身學習可以不求樣樣深入，但是須要廣泛。 

D：我以前年輕沒機會讀很多書，現在年紀大了、退休了，有多種的學習機會是很

棒的。而且畢業又可以穿到學士服，有畢業典禮、領畢業證書很好啊！【笑】 

E：我很喜歡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對我來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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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我覺得人生中要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所以終身學習很重要。【嚴肅的說】 

G：我把這樣的課程看為「出來團體活動」的機會，在知識也需要繼續學習。 

H：嗯……我沒有聽過終身學習。但是我是覺得現在比較有時間，就可以多學一點

東西，是以前上班的時候所沒有機會做的。另外在心靈上的學習也很需要，以及和

同年齡的同學一起切磋也很好。 

I：我很喜歡學東學西，不喜歡整天坐在家看電視，生活毫無意義。我很感謝我女

兒的提醒，在我搬到這裡不多久，她要我注意社區資源，看看哪裡可以學習。 

J：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生命再造，就是在老年時有新的造化。【笑】 

K：我就是加減學。老了還是要多參加活動，和大家分享、有團體生活很重要。所

以我除了參加松年大學，現在也參加松年團契。 

 

6. 家人對你／妳參與在終身學習的支持度？ 

A：我的孩子很忙，我也忙，所以他們很支持。【開懷的笑】以前他們在國外，現

在雖然他們回到台灣，但是都有自己的生活。 

B：家人很支持我參加學習的課程。我們是很幸福的，身體很健康又不必幫忙照顧

孫子，可以很自由。 

C：我的家人都各忙各的事情，所以對我在松大的學習是支持的，不會干涉。 

D：我的家人都沒意見啊！【開懷的笑】我可以自己行動，所以可以很自由。 

E：自從我先生去世後，我的孩子都很支持我多出門走走。所以我就跟鄰居到教會

來，雖然我不是會友，但是我在這裡上課，環境很單純，家人都很放心。【微笑】 

F：我們家是很民主的，所以家人都很尊重與支持我。 

G：我家成員很簡單，老公回天家後，我和女兒一起住，我來教會女兒都很放心。 

H：我的家人都百分之百支持啊！【笑】 

I：我的家人都百分之百支持！還是我女兒幫我找的啊！ 

J：我的孩子不太管我，所以我都很自由。 

K：我的家人很高興我能來松大學習。他們說我變開朗了，所以都大大的支持我。

像我今年拿到碩士，我的女兒就有特別來參加，讓我感到特別開心。【開懷的笑】 

 

7. 是否有參加或是知道有其他終身學習的課程？舉例。 

A：有，我一直都有在參加終身學習的課程。如：社大、婦女中心等。 

B：我知道有其他的課程，但是我就只是來參加教會松大的課程。 

C：我一直是松大的忠實學生，因為是自己的母會辦的，所以會一直參與。 

D：我還有在里民活動中心參加健走班。 

E：除了在教會上課，我也在農會參加家政班和瑜珈班。 

F：我另外在中華民國書法學會有十五年的時間，有長期在練書法、教書法。 

G：沒有。 

H：沒有。 

I：我另外有在我家旁邊的大直真理堂的社區發展協會學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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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沒有。 

K：我有參加大湖體操隊，也有在北投的農地種菜，生活還是很忙碌。【笑】 

 

8. 個人對於終身學習的期待與目標？ 

A：我是一個很喜歡學習的人，所以我會一直學習。但是，我希望所參與的課程不

要太艱深、太專業，因為人老了，是須要休閒、輕鬆、沒有負擔、陶冶身心的活動

。以前我都會去學國畫、素描，但是最後都覺的得好累，因為都有功課的壓力。我

期待教會日後可以發展出日照中心，我們這些還能服務的人也可以來當志工。 

B：我喜歡輕鬆的學習，每次來上課只要帶著一個愉快的心情和便當盒（松大中午

有供餐），學多少算多少。我們一起用餐，吃到同學包的餃子，都很快樂。 

C：我覺得有來就會學到新的東西。我舉例說，就算是同一個主題由兩個不同的醫

生來講，或甚至是同一個醫生在不同的時間點來分享同一個主題，都是可以聽到不

同的新東西，因為科技是一直到在進步。所以我會繼續學習，一直到我不能再學的

那一天。而什麼畢業文憑啦！什麼碩博學士啦！我都超過了啦！那對我都不重要啦

！【笑】越老是越須要學習就對了。 

D：我再過兩到三年應該就可以碩學畢業了！那是我現在的目標！【開懷的笑】 

E：我很感恩也珍惜能在教會參與終身學習的機緣。在這裡上課，我自己可以學習

，也可以幫助其他比我年紀更大的長輩，所以感覺很好。【微笑】我也期待能參加

更多知識和認知上的學習課程。 

F：我一直覺得人生要學習的東西真的是太多了，多到學不完，所以我一直是抱著

不停學習的態度。 

G：我期待明年可以學士畢業，穿學士服，拍畢業照。然後繼續學習！【大笑】我

看到有人家拿到博士，哇，都好羨慕！ 

H：如果我的身體，各方面一直都很健康，我會「活到老，學到老」。 

I：我對拿學位比較沒有企圖心。在這裡，我可以和同學一起開心地吃喝玩樂，並

且因著有一同學習而一起舉辦才藝表演，這些都是推動我繼續學習的動力。 

J：前幾年，我的兒子意外死亡，讓我對人生有更深的感受。我要趁著自己還能動、

還能走的時候，到處走走、繼續學習。【笑】我會好好把握並珍惜上帝給我在世上

的年日，能學習、能吸收多少，就算多少！ 【眼睛泛淚光】 

K：我再兩年就可以拿到博士，所以要繼續努力加油！健康很重要。【開懷的笑】 

 

 

 

 

 

 

 

 



14 

 

表 3：學程之相關照片 

成果展／合班實況 

 

 

 

 

 

 

蝶古巴特成果展 
     拉筋運動課 

畢業典禮實況 

 

 

 

 

 

畢業生合照      畢業感恩禮拜 

戶外教學實況 

宜蘭戶外教學           國外旅遊 

 

（四）小結 

    本次研究的受訪者平均年齡為七十五歲，男女學員人數的比例為一比三。每位學員

在大直生活圈的平均居住時間都有三十多年之久，其中有一位在本區域僅居住四年，則

是因家人工作關係而從南部北上的外移人口。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的長者對松大的評

價都很高。學員中有受過僅國中教育的長者，亦有退休老師、公務員、上班族等，簡言

之，士、農、工、商、各行各業之退休者皆有。多數者表明這裡是一個讓他們可以繼續

過團體生活，交誼、預防老化、終身學習的歡樂環境。雖然有些課程不是讓所有長者都

感到有趣的，但是，他們也會找到某些課程是依照他們個人的特質與興趣，是可以激發

他們學習的動力。甚至透過同儕、老師之間的影響，或是透過有發表會的活動規畫也可

以帶動整個團體的學習氣氛，大家可以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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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對「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概念都頗為清楚。雖然，每個人對終身學習

的目標與個人態度有很大的落差：有的學員期待輕鬆愉快又沒負擔地「學多少算多少」、

有人則希望是有企圖心的自我挑戰要「學出成果」。但是這樣的落差卻不會對團體造成

太大的負面影響與緊張的張力。 

  團體中有濃度彼此尊重的氛圍，其家人對長者參加教會所辦理的終身學習課程也都

有高度的信任感，是提供了長者能自由選擇，甚至是被強烈鼓勵要多加使用這麼優質的

社區資源。再者，因為松年大學有提供學分制，使得長者對於來學習這件事情上，多少

產生了一些憧憬與正向的行動力。松大藉著定期辦理正式的畢業典禮、頒發畢業證書、

讓畢業生穿著學士袍的儀式，使終身學習更有制度化地在社區營造與長者的內心深刻化

，就有機會持續帶動一種「健康、樂活之終身學習」的社區運動之可能性。如此就可以

讓某一些族群的長者（目前只服務到健康功能、經濟條件上，比較無憂慮與缺乏的長者

）在晚年得到一個更完整的全人照顧。 

 

肆、結論──研究結果綜合分析 

筆者觀察，同時接受了問卷調查和個別訪談的十一位被訪談者，在訪談過程中都帶

著愉悅、期待的神情，以及樂意分享並提供個人看法的態度，完成所有相關的提問。被

訪談者高度顯示出喜歡被訪問的特質，以及對所提出的問題之高度興趣，也提高了本次

研究資料的完整、可信與真實度。以下筆者就根據所收集的現有資料，對大直基督長老

教會松年大學──終身學習提出建議： 

（一）課程建議 

從 1993 年台灣已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至今已 23 個年頭，顯示社區年長者人數

會越來越多，所跨越的年齡層也會越來越廣。雖然目前大直分校的長者尚未以「老老期

」──八十五歲以上為大宗，但是卻可能是未來的趨勢。因此，在課程安排上，就需要

在五大領域上保持平衡，使靜態、動態、休閒、知識性的課程並重；多方觀察、瞭解長

者身心靈的情況與變化而隨時可微調課程內容；持續開發新領域、新課程，使課程充滿

動力、新鮮感，是跟得上時代脈動與潮流；保持課程參與的彈性，以開放長者更多元的

參與機會。甚至，學院可以考慮增設每學期每一個學員有幾次選擇使用「暫時不想上課

」的「閱讀、談心園」，讓受過裝備的陪讀義工負責陪伴與照料，而有機會深入討論靈

性需要，也可以預防長者因某些個人因素想翹課、躲老師，而發生意外或危險。另外，

學院可以適時的安排「代間課程」，讓社區學齡前孩子有機會與長者有共學經驗，亦使

長者藉由與小小孩的接觸而得到更多在生活上的新刺激和體驗。 

因著人生在老年生活階段的時間有逐年拉長的趨勢（醫療品質的進步與科技的發達

亦使人能越活越久），系統性與有意義的課程規劃就成為必要永續經營的重要發展，是

學院需要一直不斷地關注，以及求新求變的排課之規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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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地建議 

筆者認為，場地的條件與限制會影響整體課程的安排與規劃，所以在使用場地上的

運用與規劃尚有努力與調整的空間。筆者觀察，目前的場地僅提供健康狀況較理想，或

是微需照護的長者可使用。建議在場地的規劃上尚需考量到「老老期」長者、身體狀況

較不理想、行動自主性較差的長者來全盤考量，期盼學院在可以利用的空間範圍內，可

以有更多貼心的設計，能夠服務更多元性的長者。甚至有被訪問者提到是否能增設日照

服務中心？（目前大直區域尚未有這樣的機構存在）這些建議都可以再觀察、再討論。 

 

（三）年齡建議 

筆者建議，學院可下收六十歲到六十四歲的長輩來當見習生，以熱情、有呼召、年

輕有能力的長輩為首選，用半志工、半旁聽課程的方式來協助照顧較年長的長者。如此

不但可以增加學院的活力，也可以有效地增加義工的數量，以因應日後「超高齡化」學

員增加的需求。 

 

（四）綜合建議 

透過這次訪談的經驗，筆者發現，多數長者的內心是孤獨、需要被傾聽與關懷的，

更是極度期待能與人交談、閒聊的過程而得到心靈的安慰。因此，學院若能增設輪班志

工，使受過基本諮商輔導訓練以及神學訓練的志工人員能進到課程中，以陪伴者的身分

與長者有互動機制，就可以有機會馬上跟進、處理長者在學習過程的小情緒，以帶動、

營造學院正向、明亮、開朗、有活力、喜樂的學習氛圍，使得松年大學的課程可以兼顧

長者身心靈之全人上的全面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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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松年大學終身學習需求評估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 

敬愛的長者，平安： 

很冒昧打擾您一點時間，希望透過這份問卷瞭解您對大直／松山所在社區的看法

，作為未來教會推動社區工作方向的依據。這份問卷除了作為學術研究與規畫松大活

動參考之外，不會用於其他用途，請放心填寫作答。最後，提醒您千萬不要放棄或遺

漏掉任何的題目，感謝您的協助！  

                                                       鍾靈 敬上 2016.6 

一、基本資料： 

請依據您個人實際情況回答，並在空格內打勾或在欄位上寫下您的回答。 

1、性別：1) □男  2) □女。 

2、籍貫：1) □閩南人 2) □客家人 3) □外省人 4) □原住民 5) □其他。  

3、職業：1) □軍 2) □公 3) □教 4) □商 5) □工 6) □管家 7) □服務    

     8) □農 9) □其他_________  10) □已退休________年。 

4、年齡：_________歲。 

5、教育程度：1) □小學以下 2) □小學 3) □國中 4) □高中職 5) □大專 

        6) □大專以上。 

6、婚姻狀況：1) □已婚；育有子女_________名 2) □未婚 3) □喪偶  

        4) □離婚。 

7、宗教信仰：1) □佛 2) □道 3) □基督教 4) □天主教 5) □回教  

        6) □一貫道 6) □其他_________。 

8、在地居住時間：約_________年。 

9、除了松大的課程，是否有無參與其他終身學習組織或團體：1) □無 2) □有；  

   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參與時間：約_________年。 

10、除了參與大直松大課程，是否參與過其他教會松大學程：1) □無 2) □有； 

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參與時間：約_________年。 

二、以下問題，希望瞭解您對大直所在社區現況的看法。請就以下的問題對於社區造成

的影響，按照您實際的感受回答。您感到社區最需要為長者改善的三項： 

1.交通安全 2.停車問題 3.環境衛生 4.治安狀況 5.教育學習環境 6.無障礙設施 

7.休閒娛樂環境 8.噪音問題 9.鄰里關係 10.日照工作 12.醫療諮詢 13.交誼活動 

第一順位需要改善的項目：_________；第二順位：_________；第三順位_________ 

三、對於松大終身學習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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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您所知，松大所編排的課程類別有哪些：（可覆選） 

1) □信仰與人生 2) □醫學與健康 3) □文化與藝術 4) □社會與新知     

5) □事奉與關懷 6)□其他_________。 

2、您是否願意介紹或帶領合適的朋友參加松大終身學習的學程？ 

1) □是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對目前上課的時段是否滿意？ 

1) □是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對目前上課的內容是否滿意？ 

1) □是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您所選擇的分班課程：______________；選擇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 

6、您印象最深刻的課程：______________；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您對目前授課老師的上課方式是否滿意？ 

1) □是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對目前上課的收費是否覺得合理？ 

1) □是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是否期待完成某個學程，取得畢業資格與榮譽（學士、碩博學）？ 

1) □是 2)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您認為松大可以繼續朝哪方面的課程來規畫，請問您有甚麼話，或是建議是想向教

會說的？ 

 

 

 

 

 

 

 

 

    

感謝您的熱情參與，因為有您~~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願上帝祝福您！ 



20 

 

附錄二：2015 學年上學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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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15 學年下學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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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015 學年第 1 學期開學感恩禮拜程序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