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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運用行為改變的跨理論模式和健康自我管理計畫方法，再融入代間學習的策略發

展成健康老化多元創意課程，並評量此課程的立即學習成效和延宕效果。研究對象為選修老

化相關課程之大學生 35人。本研究採質量並重的混合研究方法，運用單組前測、後測及後後

測的研究設計之量化分析，以及透過課程觀察紀錄和學生反思報告之質性資料分析來記錄學

習歷程與成效。研究結果發現，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對學生健康老化知識、態度和健康行

為的學習影響皆具有正面顯著的影響，且經過 1 年後，不論知識、態度或行為，其正面成效

不僅持續，且部分指標有愈來愈佳之趨勢。除學生提出多增加代間互動之課程建議外，本研

究針對未來課程設計與研究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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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大學生是個人發展健康行為與信念最重要的時期，此時期養成的健康生活型態，可能影

響成人期及老人期的生活型態及品質。但大學生的健康自覺、健康認知與各種健康生活型態

普遍不佳。國外研究發現，大學生健康意識低，得分僅中等，運動、營養與體重控制差，女

性健康意識高於男性，大學二年級最差（Alonazi, Albaiz, Albejaidi, & Alenazi, 2016; Ashraah, 

Mahasneh, Al-Sawalmeh, & Abusheikn, 2013），而國內研究也大致如此，陳敏郎與顏嘉盈

（2015）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受訪的大學生在自覺健康、健康認知及飲食行為的平均得分均

偏低。其中，尤以飲食行為的平均得分最低。沈姍姍、林雅萍、翁梓珮與呂佳芳（2012）的

研究則發現，大學生在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六個子構面中，「人際關係」的得分最高，其次

為「自我實現」和「壓力管理」，而「運動」的得分為最低，次低為「健康責任」和「營養」。

學生即使知道自己罹患慢性疾病，但在與自己相關健康知能上並沒有積極的涉略（李宜致、

吳偉立、李佳珂、林陽助，2012）。 

不少研究指出，現今大學生營養認知不足，不重視健康；外食機會多，且飲食營養品質

不佳；三餐飲食不規律、飲食攝取不均衡、愛好高熱量飲食、吃宵夜比例高等（杭極敏等，

2009）。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2006 年針對全國 6,442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學生雖然

瞭解各種健康知識，但還是有「不吃早餐」、「愛吃宵夜」、「愛好高油高脂飲食」、「吃

蔬菜水果不足」、「愛喝含糖飲料」等不良生活習慣，「知道」和「做到」之間有很大的距

離（賴基銘，2017）。 

大學生也不愛運動，李宜致等（2012）調查結果發現，有近半數每週運動次數少於一次，

即使有運動，有六成同學不一定可以達到運動 30分鐘以上的時間，顯示大學生固定運動習慣

並未建立。大學生運動行為的平均得分偏低（林衢良、林淑芬，2005）。此外，在臺灣超過

40%的大學生都有睡眠問題（Yang, Wu, Hsieh, Liu, & Lu, 2003）。王素真、洪耀釧與葉一晃

（2014）針對南部某私立大學全校學生統計，受訪者會因睡前使用電腦，使得就寢時間延遲，

上網時間過長而影響睡眠者有 35.2%，平常常有熬夜習慣者占 56.8%。另外，在陳政友（1998）

及李宜致等（2012）的研究中，也都提及大學生熬夜、睡眠不足與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問題。 

為了促進學生的行為改變，不少研究運用跨理論模式設計課程進行教育介入，並評量其

改變成效，大部分顯現出立即成效或部分的延宕效果（李淑卿、郭鐘隆，2005；邱詩揚、陳

富莉、劉潔心，2012；Cardinal & Spaziani, 2007; Taymoori et al., 2008）。本研究運用行為改變

的跨理論模式和健康自我管理計畫方法，再融入代間學習的策略來強化其健康老化的學習動

機，而發展成健康老化多元創意課程，並評量此課程的立即學習成效和延宕效果。本研究目

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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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大學生在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學習歷程。 

二、探究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在知識、態度、行為及學習遷移之立即教學成效。 

三、探討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延宕教學效果。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運用跨理論模式的行為改變階段概念與策略來設計課程，並輔以代間學習的

教學策略，來強化健康老化學習目標的可及性，以及透過高齡者的陪伴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下針對跨理論模式與代間學習相關文獻加以探討。 

一、跨理論模式與行為改變 

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是 1982年 J. O. Prochaska與 C. C. DiCement所發展，

是運用行為改變的階段來整合行為改變方法中所使用的主要理論，包括心理治療與行為改

變，如弗洛依德（Freud）的意識覺醒理論、斯金納（Skinner）學派的增強管理等，因此，被

命名為跨理論模式。此模式強調健康行為的改變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一個新行為的建立，至

少約需六個月的時間，需經過動機前期、動機期、準備期、行動期及持續期等五個不同的改

變階段，在不同的改變階段運用不同的方法策略，以協助新行為的發展與建立。動機前期既

缺乏行為改變的動機也缺乏足夠的行為改變資訊，動機期是指有動機要執行新行為卻未有任

何行動，準備期是已經開始執行新行為但不規律，行動期是指已經規律地執行新行為但未滿

六個月，持續期則是規律執行新行為已經六個月以上。 

當僅是在醞釀動機的階段未有行動時，可運用經驗認知的改變策略，從意識的喚醒、情

感的支持與環境的重新評價，提供充足的行為改變資訊，領悟行為改變的益處，讓行為改變

者自己重新評價環境中可運用的資源，進而提升行為改變的自我承諾，並增加支持行為改變

的社會環境；進入行為改變的階段時所運用的策略，則包括尋求替代行為，學習以健康行為

代替問題行為，建立協助關係提供關懷與行為改變的支持，給予新行為增強物，移除問題行

為的誘因且增加健康行為的刺激。並運用價值澄清、健康角色模範及心理意象等技術，來協

助行為改變者重新認定行為改變對自己的重要性和價值。透過決策平衡，讓行為改變者自己

衡量行為改變的好處與壞處，以及隨著行為改變期的進展提升自我效能，讓行為改變持續維

持（Prochaska & DiClement, 1982; Prochaska, DiClement, & Norcross, 1992; Prochaska & Marcus, 

1994; Prochaska & Velicer, 1997）。 

跨理論模式運用在健康行為改變的研究以醫療院所病人居多，應用在學生行為改變包括

李淑卿與郭鐘隆（2005）採準實驗設計，以臺北縣某技術學院 79位吸菸學生為對象，評量戒

菸教育計畫介入應用於大專生之成效評價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確實能降低實驗組學生「每

日吸菸量」、肺中「CO 值」、「尼古丁依賴程度」指數；邱詩揚等（2012）的研究在探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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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跨理論模式及問題導向學習模式之教學模組」促進國小學生健康飲食行為的效果，採「不

相等實驗組、控制組實驗設計」，研究結果發現，教學介入可有效增進國小學童的「飲食與健

康問題覺識」、「飲食議題認知」、「增強管理技巧」、「自我效能」及「健康飲食行為」，且在一

個月後仍能維持增進「健康飲食行為」的延宕效果；Cardinal 與 Spaziani（2007）透過課程和

網路教學，來改善大學生的休閒運動行為。採單組前後測，研究結果驗證課程介入的正向成

效；Taymoori等（2008）則針對伊朗高中女生的身體活動進行 24週的教育介入，採隨機分成

Pender 健康促進模式、健康促進模式和跨理論模式，以及控制組三組，探究其教學成效。研

究結果發現，與控制組相較，不論健康促進模式組或健康促進加上跨理論模式組，在「自覺

利益」、「自我效能」、「人際間的規範」、「社會支持」和「身體活動行為」等面向的改變皆達

顯著差異，且健康促進加上跨理論模式組具有顯著性延宕效果，但健康促進模式組則不具延

宕效果。由上述研究可知，運用跨理論模式對學生的健康行為改變具有成效，且其行為改變

具有延宕效果。因此，本研究運用跨理論模式設計課程，來改變大學生不良的健康生活習慣。 

二、代間方案與代間學習 

代間方案（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從 1970年代後期，成為一種縮短地理差距的社會計

畫工具。藉正式的場合連結年輕人與高齡者，來促進代間的交換與代間的學習。1970～1980

年代間，代間方案逐步在北美許多社區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出許多小型、創新性的代間方案，

企圖打破年齡有關的刻板印象，促進不同世代間彼此的瞭解（Kuehne, 1999）。美國老化協會

（National Council on Aging, 1981）在白宮召開老化會議「連結世代的策略」，將代間方案定

義為「一種有計畫的活動，其目的在使不同的世代能夠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經驗，而這樣的

活動使得雙方都受益。此方案最重要的是透過老少世代之間的互動，促進社會進步與學習」。

Cabanillas（2011）將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視為一種新的教育模式，透過世代

間的教育交換而使得彼此互惠。透過代間學習可以連結不同世代，讓高齡者繼續學習，並傳

承智慧給年輕人。將其所長貢獻給社會，並從年輕人身上學得適應社會的新科技。Clough

（1992）認為不同世代間共同的學習活動能促進世代間的溝通、減緩世代的緊張，並增

進對老化實際的瞭解。促進老人和年輕人互動的跨年齡教學設計，可改善年輕人和老人之間

對彼此的刻板印象（Meshel & McGlynn, 2004）。陳毓璟（2014）將「代間學習」應用於大學

場域，強調代間的共同學習與經驗分享。高齡者與大學生藉由一起研修高齡教育相關的課程，

共同接受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以促進互相的溝通、瞭解與合作，提升學生對老化知識的認知

與促進正向對老人的態度，涵養大學生服務老人的意願。讓老人傳承智慧給年輕人，也同時

在學生的協助下學得適應社會的新觀念。本研究融入代間學習策略，邀請高齡者與大學生共

同學習健康老化。期望透過活躍老人的引導，改變學生對老化的負面態度，以及提高學生對

於健康老化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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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量並重的混合研究方法，運用單組前測（課程介入開始時）、後測（一學期

課程結束時）及後後測（課程結束 1 年以後）的研究設計之量化分析，以及透過課程觀察紀

錄和學生反思報告之質性資料分析來記錄學習歷程，並同時進行質量交叉檢視學習成效。以

下針對研究對象、研究設計與假設、課程設計、教學評量與研究工具、資料蒐集過程、資料

統計與分析、研究倫理等逐一加以說明。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選修老化教育相關課程的大學生 35人，本課程三個學分，採自由選修，並透

過招募方式，邀請來自雲嘉地區，年齡在 50歲以上之高齡者隨班附讀。 

二、研究設計與假設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量並重的混合研究方法，以質性的課程觀察紀錄與學習反思報告的分析，來

瞭解研究目的一之課程進行中針對健康老化代間互動與代間學習的歷程。其次，採單組前測、

後測之實驗設計，瞭解研究目的二學習成效，包括「老年知識」、「老化態度」、「對自我

健康覺察」、「實踐健康的行為」與「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五大面向，課程

介入一學期後之立即教學成效，以及研究目的三之課程介入 1 年後之學習延宕效果。最後比

較質性與量化資料，交叉檢驗代間學習設計與健康自我管理策略融入健康老化教學之經驗，

提出課程規劃改善建議（如表 1）。 

表 1 

研究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後後測 

實驗組（G1） O1 X1 O2 O3 

註：G1為實驗組學生；X1代表實驗組課程：系統性融入多元創新教學策略；O1代表實驗組學生

在「老年知識」、「老化態度」、「對自我健康覺察」、「實踐健康的行為」、「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

健康的關懷」的教學成效前測得分；O2代表實驗組學生的教學成效後測得分；O3代表實驗組學生

的教學成效後後測得分。 

（二）研究假設 

假設一：學生參加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老年知識」得分，後測量顯著高於前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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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學生參加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老化態度」得分，後測量顯著高於前

測。 

假設三：學生參加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對自我健康覺察」得分，後測量顯著

高於前測。 

假設四：學生參加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實踐健康的行為」得分，後測量顯著

高於前測。 

假設五：學生參加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

得分，後測量顯著高於前測。 

假設六：學生參加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老年知識」、「老化態度」、「對自我健

康覺察」、「實踐健康的行為」、「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後測量高於前測，

後後測量也顯著高於前測量。 

三、課程設計 

黃蕙欣與黃雅鳳（2014）認為健康教育的教學重點應在於健康行為的實踐，倘僅偏重知

識的部分，往往成為在認知的理解，而無法成功塑造健康的情意與態度影響，更無法進到生

活的實踐面。為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產生健康問題的意識，進而改變行為，本研

究在課程設計上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做中學」的經驗學習。一方面結合社會認知理論，創造

與生活經驗相連結的情境教學，融入代間學習的教學策略，邀請高齡者與學生共學，成為學生

健康老化學習的典範；另一方面運用跨理論行為改變理論，以實踐健康行為為導向。參考階段

理論的五個改變階段，以及行為改變策略來設計課程。從知識導入、健康老化體驗、個人健康

盤點、研擬個人健康生活改善計畫、執行計畫，到計畫的反省與檢討的學習迴圈（如圖 1所示）。 

 

圖1. 多元創意健康老化課程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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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涵蓋健康的自我覺察到健康生活實踐的知識、情意與態度面向，包括

瞭解身體功能老化的原理與發展、認識老年時期常見的疾病與治療方法、增進對健康老化議

題的關懷、提升學生對自我健康保健的重視，以及促進學生健康生活的實踐。 

（二）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包括健康老化基本概念與健康老化體驗、生命歷程與健康老化、老化生理與器

官改變、老化與疾病的區別、老年感官系統退化的延緩與促進溝通、老年慢性疾病與用藥安

全、老年期營養與健康飲食、老年功能性體適能與運動保健、老年認知功能障礙與健康強化、

健康老化自我管理等。 

（三）教學設計 

為改變學生的健康行為，本研究融入跨理論模式與代間共學策略進行教學設計，在動機

前期階段，透過老化體驗，先讓學生感受感官功能退化所引起的生活不便；在動機期，透過

老年功能體適能的檢測，以及健康自我盤點，讓學生清楚意識自己健康狀態的老化程度，藉

以喚起學生對自己不良的健康習慣所造成的健康危害，進而產生危機意識與學習動機；在準

備期，教導學生健康自我管理的技能，以及健康生活計畫的實踐作業。讓學生依據自己的健

康問題，研擬健康生活計畫與改善目標；在行動期，於學生執行計畫過程中，透過每週課堂

上的同儕間雙向溝通與代間的共同學習，提供同儕的支持。並開放學生逐步自我調整自我改

善的健康行為與目標，提供改善的建議與鼓勵；在持續期，兩個月之後，讓學生評估自己改

善健康行為的成果達成率，省思健康生活所帶來的健康改善，並鼓勵持續執行，1年後再檢測

其執行情形。而整學期的代間共學策略則在行為改變過程中，具備情感喚醒、意識覺醒與協

助關係的功能，讓學生真實體悟何謂老化以及健康的重要性，並擔任健康角色模範，以其生

活經驗指導學生執行健康生活（如表 2所示）。 

整學期 18週的課程安排，全程採老少分組教學。除透過健康老化相關理論資料的閱讀與

課堂講授外，融入代間學習的精神，開放高齡者隨班附讀，作為引導學生健康老化學習的人

生導師，真實體會健康老化的生命歷程發展。前五分之二的課程時間，除傳授健康老化基本

概念之外，透過老化體驗讓學生感受功能退化的不便，再透過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與健康

盤點，喚起學生對健康的重視；後五分之三的課程時間，一邊教導老年生理與保健理論，一

邊同步進行健康生活管理理論與計畫的執行（如表 3所示）。 

（四）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設計的重要元素 

1. 老化體驗 

運用穿戴裝置讓學生體驗何為老，以及老化所帶來的身體功能退化與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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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理論模式融入多元創意健康老化課程之行為改變教學設計 

行為改變階段 行為改變策略 課程設計 

動機前期 情感喚醒、意識覺醒、價值澄清 導入健康老化理念、老化體驗、代間共學 

動機期 情感喚醒、意識覺醒、價值澄清、健康

角色模範、環境再評價、自我再評價 

老年功能體適能的檢測、健康老化生活體

驗、健康自我盤點、代間共學 

準備期 自我再評價、自我承諾、協助關係 健康自我管理技能教導、研擬行為改變目

標與健康生活計畫書、代間共學 

行動期 協助關係、尋求替代行為、增加支持行

為改變的社會環境、刺激控制、決策平

衡、強化處置 

實踐健康生活計畫、每週健康生活計畫報

告、修改健康行為目標與策略、代間共學 

持續期 決策平衡、強化處置、協助關係 健康生活成果評量與報告、承諾繼續執行

半年後再回覆其執行情形、代間共學 

表 3 

多元創意健康老化課程之活動安排 

課程單元 週次 課程活動安排 

健康老化概論 
3 

課程期初評量、老少自我介紹與分組、健康老化與相關理論

介紹、影片欣賞 

老化體驗與健康檢測 2 包括老化體驗、身體組成分析與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 

健康老化生活體驗 
2 

包括體驗同組高齡者的健康生活、同組高齡者訪談與長壽個

案分析報告 

健康老化自我管理 
2 

包括健康盤點、學習健康生活計畫管理理論與方法、研擬個

人健康生活計畫 

老年生理與保健理論 

健康生活實踐 7 

每週包括2小時的老年生理、疾病、運動與營養相關知識介

紹，學生持續執行八週健康生活計畫，以及每週1小時的學生

健康生活實踐情形檢討 

健康老化自我管理計畫期末

報告與學習心得分享 
2 

包括健康老化自我管理計畫期末報告與學習心得分享、期末

反思報告與課程期末評量 

 

2. 健康盤點 

安排學生接受 InBody 230身體組成分析檢測，以及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依據前述結

果再參考家族疾病史、入學健康檢查結果、目前罹病狀況，以及健康生活型態自我檢視等相

關健康指標來檢視自身健康狀況與生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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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自我管理計畫 

從健康盤點找出自己的健康問題、透過魚骨圖分析成因，訂定可改善的健康行為、訂定

評量指標、擬訂行為改變計畫、執行健康生活計畫、評量和修正目標與策略，最後完成個人

健康生活計畫執行報告。 

4. 提升健康管理自我效能策略 

以老少分組學習方式，建構同儕經驗分享的機會，包括每週同學分享執行經驗、大學校

園中自製三餐和均衡飲食的可行方法、簡易電鍋烹飪方法、蔬菜罐沙拉製作方法、定期吃三

餐與喝足夠白開水和運動的方法、小組互相提醒睡眠時間，以及學習透過 APP 和手機軟體做

自我監測與提醒。透過同儕團隊學習，給予符合學生生活經驗具體可行的執行方法與成功經

驗。 

5. 創造無壓力的溫暖學習氣氛 

從引導學生覺察自身的細微健康問題開始（如疲倦、過敏、容易感冒、頭痛、體脂肪過

高或體重過低、睡眠品質問題等），由學生自己決定改善的健康行為與要達成的個人目標，

進而承諾與實踐。強調課程採取多元評量，包括反思報告、健康生活每週執行報告、同儕互

評、長輩訪談等。健康生活計畫目標的達成率並非成績評量的唯一指標，強調健康老化生活

的實踐歷程與省思才是最重要的學習。並透過長輩的愛心叮嚀，讓健康老化的生活計畫不是

一種痛苦的作業，而是有益自身健康的有意義活動。 

四、教學評量與研究工具 

（一）質性工具 

此部分是針對研究目的一，主要用來評量大學生在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學習歷

程： 

1. 代間課程觀察表 

本研究參考陳毓璟（2014）所發展之「代間課程觀察表」，觀察項目包括「整體上課情

形」、「學員特殊表現描述」、「代間互動情形」、「特殊事件」與「觀察心得」等。 

2. 學生期中反思報告 

期中反思報告主要引導學生針對學習前、中、後三個階段的學習，針對印象深刻的經驗

事件進行描述、評估和啟發三個層次的思考。思考主題主要包括健康老化學習觀點轉換和代

間共學的觀點轉換。 

3. 學生期末反思報告 

期末反思報告的內容包括「學習觀點轉換紀錄」與「代間學習心得」兩大部分，「學習

觀點轉換紀錄」包括四題，著重在學生對於「健康」和「老化」看法的轉化、對自身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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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的體悟，以及在健康生活計畫作業中的收穫和觀念改變；「代間學習心得」包括六

題，著重在與高齡者一起學習健康老化過程中，所溝通的健康觀念與學習心得，包括所學習

的觀念、對自身的影響、改變的想法、看待老化的想法、長輩的需求與協助的方法、對健康

老化上課方式的看法與感受等。 

（二）量化工具 

此部分是針對研究目的二及研究目的三，用來評量「老年知識」、「老化態度」、「對

自我健康覺察」、「實踐健康的行為」與「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包括知識、

態度、行為與學習遷移四個面向的學習成效： 

1. 老年知識 

本研究應用劉立凡（2003）翻譯 E. Palmore的 FAQ（Facts on Aging Quiz）25題「老年知

識簡短量表」，此量表為是非題。內容涵蓋老年知識的生理、心理及社會層面的事實陳述，

以及一般人較常產生錯誤觀點的相關問題。在效度部分，該研究先針對 Palmore（1977）的英

文撰寫問卷加以翻譯，並根據問卷中相關老年知識進行文獻查證。之後，邀請兩位老年研究

學者進行專家效度之審核及修正。為求忠於原文及準確性，過程中並經過英翻中譯與回譯，

再與研究學者共同研議後定稿。信度部分以醫院工作人員 30人測之，得此問卷之 Cronbach’s 

α係數值為 .81。 

2. 老化態度 

採陸洛與高旭繁（2009）所編製的「對老人態度量表」之 22題簡短版進行測量，此量表

包括「心理與認知」、「外觀與生理」、「工作與經濟安全」及「人際關係與社會參與」四

個面向，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採李克特量表七點計分，Cronbach’s α係數值為 .89。 

3. 對自我健康覺察 

所謂對自我健康覺察，是指個人對自己健康的瞭解與關心程度。共有四個子題，包括健

康自我評量、注意自己的養生保健、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以及知道如何讓自己更健康等。

「健康自我評量」的答項從「非常好」到「非常不好」，「注意自己的養生保健」從「非常注

意」到「非常不注意」，「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從「非常瞭解」到「非常不瞭解」，「知道

如何讓自己更健康」從「非常知道」到「非常不知道」，每題皆採李克特量表五點計分。 

4. 實踐健康的行為 

依據大學生的健康問題所設計，包括規律運動、睡足 7 小時、十一點以前上床睡覺、少

喝含糖飲料、每天吃早餐、戒除吃宵夜，以及均衡飲食（三蔬、二果、肉魚豆蛋奶兼俱）七

個子題。配合八週健康生活實踐課程，並依照跨理論模式將七種行為改變階段的答項，從「目

前沒有想到」、「有想到但未訂計畫」、「已訂計畫但未開始執行」、「已執行計畫未滿兩個月」

到「已經執行計畫兩個月以上」，每題皆採李克特量表五點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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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 

學習遷移是指先前所習得的知識和技能，對新知識和技能學習的影響（Cormier & 

Hagman, 1987），或學習結果的擴展或類化。本研究的學習遷移是指學生是否能將課堂中所學

習的老人保健知識，遷移至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共計三題，包括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心

程度、對家中長輩健康的瞭解程度，以及分享健康保健資訊給家中長輩的程度。「對家中長

輩健康的關心程度」從「非常關心」到「非常不關心」，「對家中長輩健康的瞭解程度」從

「非常瞭解」到「非常不瞭解」，「分享健康保健資訊給家中長輩的程度」從「經常如此」

到「未曾如此」，每題皆採李克特量表五點計分。 

五、資料蒐集過程 

針對「老年知識」、「老化態度」、「對自我健康覺察」、「實踐健康的行為」、「學

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等變項進行三次施測。於上課第一週進行前測、最後一週

進行後測，課程結束後 1年將問卷改為 Google表單，透過 E-mail邀請學生再次填答進行後後

測。「課程觀察紀錄表」每週上課時由兩位教學助理協助進行記錄，並於課後與教學者討論

補充。教學助理於課前接受針對觀察紀錄表包括「整體上課情形」、「學員特殊表現描述」、

「代間互動情形」、「特殊事件」與「觀察心得」之觀察重點與撰寫方法加以訓練。「期中

反思報告」於學期初、學期中和學期末由學生分三次撰寫與繳交；「期末反思報告」於學期

結束後一週撰寫與繳交。 

六、資料統計與分析 

（一）質性資料編碼與分析 

本研究從第三週學生加退選課完畢後，正式進行觀察記錄。最後共獲得 15份「課程觀察

紀錄表」、70份「期中反思報告」和 35份「期末反思報告」。質性資料採內容分析法，資料

編碼代號如下： 

1. 課程觀察紀錄 

例如「O-45-17-19; 20140927AB」，代表觀察和課後討論紀錄第 45頁第 17～19行，2014

年 9月 27日教師 A和觀察員 B的課後討論。 

2. 學生反思報告 

例如「01-01-1; 7-10」代表期末反思報告，編號 1 號同學報告的第一頁第 7～10 行；

「02-03-1; 8-10」代表第一份期中反思報告，編號 3 號同學報告的第一頁第 8～10 行；

「03-04-1; 9-11」代表第二份期中反思報告，編號 4號同學報告的第一頁第 9～1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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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和後後測之實驗設計，進行一學期教學前、後測之立即學習成效，

與課程結束後 1年之後後測之學習延宕效果評量，以 SPSS 20.0版統計套裝軟體處理與分析資

料。利用平均數、標準差與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檢定重複

測量得分，分析研究對象的「老年知識」、「老化態度」、「對健康自我覺察」、「實踐健

康的行為」和「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於前、後與後後測間的差異。 

（三）多元資料交叉檢視 

透過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包括量化問卷測量、期中反思與期末反思報告和課堂觀察紀

錄的相互對照比較，以便得到客觀、真實與正確的結果，來增加研究的信實度。並邀請一位

衛生教育課程背景之大學講師，參與前、中、後三次課程，提供不同角度的教學觀察與課後

討論。 

七、研究倫理 

由於介入的課程是一門選修的課程，學生開學有三週時間可自行決定是否選修本課程。

因此，本研究於學期前所公告網路選課的課程大綱中，以及學期開始第一週的課程介紹時，

就讓修課學生與高齡者瞭解，這是一門實驗性課程，採代間學習方式進行。課堂中不僅會邀

請老人隨班附讀，且為了評量學習成效需進行問卷評量，但評量結果並不納入學生的成績計

算。學期末最後一堂課，再次徵求學生的同意，1年後會詢問他們這學期所執行的健康生活計

畫繼續執行的情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參加者特性 

（一）參加者特性分析 

選課學生 35人，同時完成前、後測者 31人，其中完成後後測者有 28人。來自七個學系，

年級別以大二學生 83.9%為最多，性別則多為女性占 93.5%，71.0%沒有參加過服務性社團，

平均年齡 21.9歲。隨班附讀之高齡者 11位，年齡介於 52～83歲，平均 64.3歲。男女性各半，

教育程度 90.9%皆在高中以上，來自各種不同行業之退休者，72.7%居住在嘉義縣、其餘居住

在嘉義市，54.5%有從事志願性服務工作的經驗。 

（二）學生與老人相處經驗 

74.2%的學生過去有與 65 歲以上老人同住的經驗，小時候與祖父母的感情大多良好

（48.4%非常良好，51.6%還好），64.5%平時和祖父母每個月至少有一次相處的機會，12.9%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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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相處。 

（三）學生修課動機 

基於六成選課學生每個月與老人有相處機會，小時候和祖父母感情也不錯，學生修課動

機最多的是「希望更瞭解或學習照顧家中老人」（80.6%），其次為「對與老人一起學習的上課

方式感到新奇」（71.0%）和「想學習有關老人學相關知識」（64.5%）。 

依據學生特性、與老人相處經驗和修課動機，本研究課程設計特別強化代間共學的設計，

以及老人健康照顧的相關知識。 

（四）樣本數大小 

運用 G-power 3.1版軟體，將效果量（effect size）設定為 0.25，α為 .05時，單一組別，

樣本數 28，樣本檢定力達 0.81。可知本研究雖然是小樣本，但此樣本數仍具有中等效力和基

本的檢定力。如此在自然教學情境下所獲得的樣本數，已符合統計學的基本要求。 

二、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課程的學習歷程 

此部分透過質性資料分析來瞭解學生在健康老化多元創意課程中的學習歷程，依循課程

的發展歷程，分析學生如何從健康老化情意的覺知到健康行為改變的過程，從體驗何謂「老

化」開始，逐步體悟健康生活對「健康老化」的重要性，進而增進實踐健康生活的動機，最

後如何落實健康生活。並分析過程中高齡者與學生的代間互動和影響，最後檢討學生對本課

程的建議與課後討論，提出改善的建議。 

（一）體驗何謂「老化」 

由於大學生 20 幾歲年紀距離 60、70 歲的老年生活實在太遠，在學期開始課程中特意安

排老化體驗活動，以及融入代間學習，安排高齡者與學生共學健康老化。從質性分析結果可

知，這種教學策略不僅可以讓學生實際體驗老年的身心狀態，瞭解身體功能退化所帶來的不

方便，瞭解老年人的個別差異性，並體悟老化狀態是個人的健康作為，而非完全是年齡增長

所導致。進而讓同學對高齡者有更多的同理心，並進一步引發健康老化學習的動機。 

1. 體驗並瞭解老年的狀態 

老化體驗連結了真實生活，帶入老化生命歷程的概念，「像是老化體驗就是我從來沒有體

驗過的，這體驗也讓我明白老化的變化」（01-02-2; 11-12）。 

以前的我一直認為人老了就會生病，生病就會死亡，但是完全忽略了那中間的過程，

也就是所謂的老化。（01-25-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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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延伸到家中長輩和同理身旁的高齡者，「才知道家中的爺爺奶奶現在的身體狀況原來是

這樣」（01-33-1; 13-14）、「那時候才深深體會到長者們是有多麼辛苦，所以多一份同理心」

（01-12-1; 16）。 

2. 瞭解老化的負面影響 

由於老化體驗這種活動設計，就是以感官功能的退化為基礎。因此同學在活動中體驗到

的皆是視力、聽力、手腳敏捷度等功能退化所帶來生活適應的不方便與負面影響。 

在學期中老師有請講師到課堂上讓同學體驗駝背的感覺，才知道原來老人家駝背是

這麼難受。……也讓我更能感同身受，瞭解老人家的困難處。（01-29-2; 9-11） 

直到自己體驗了各部位的老化模擬，才發現身體的老化造成行為上的不便，真的是

需要擁有更多的耐心去扶持老人。（02-08-1; 18-21） 

3. 瞭解老人的差異性 

老化體驗所模擬的全是功能退化的老化樣態，但隨班附讀的高齡者卻是真實生活的老

人，讓很少有與高齡者接觸經驗的學生，除了家中長輩的固著印象之外，瞭解高齡者的多面

樣貌與個別差異，「有樂觀的老人，反之也有很悲觀的老人，差異很大」（01-03-1; 15）。 

我的爺爺奶奶沒有來上課的大哥大姐們活潑開朗，所以我一直都覺得高齡者們都比

較內向、喜歡待在家裡不去接觸人群，但來上課的大哥大姐們讓我對高齡者的印象

有了改觀。（02-23-2; 12-15） 

4. 老化是個人的健康作為而非完全年齡所致 

由於隨班附讀的高齡者大多是活躍的長輩，改變學生對老化的負面成見。瞭解老化狀況

是靠個人的健康作為，而非完全隨著年紀增長而退化，「進一步瞭解各年齡層的狀態並非與年

齡成正比」（01-04-1; 31）、「其實看了大哥大姐們都這麼有活力、精神，我才發現，原來健康

跟年齡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01-35-1; 21-22）。 

我認為人也是可以健康的老化，就算是老了，也不一定會變得很衰弱。健康的老化

是在於個人的選擇，而不一定是先天的。（03-31-1; 22-23） 

（二）體悟健康生活對「健康老化」的重要性 

健康盤點與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的課程設計，以及同儕的經驗分享，促進學生對自己

健康狀況和健康行為的反省，覺知不良健康行為已影響到自己的健康，也引發學生體悟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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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化必須從年輕做起。 

1. 覺知不良健康生活對自己的影響 

熬夜、喝含糖飲料、外食或不良的生活作息是學生習以為常的不良健康習慣。因為健康

盤點進行魚骨圖要因分析時，學生才將之與本身的健康問題連結，恍然覺知不良健康生活行

為已對自己的健康造成影響，「目前自己的身體一直被自己揮霍著，但一整學期下來發現，不

能再這樣熬夜傷害身體了」（01-33-1; 37-38）。 

從大一到現在應該已經胖了五公斤，平常也沒有吃很多，常吃的也是便當店，感覺

有攝取到足夠的營養！但是沒想到竟然是每天一杯的飲料害了我！（01-28-1; 16-19） 

2. 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引發自省 

讓大學生和高齡者同時接受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大學生發現自己的體適能檢測結

果，竟然低於老人常模標準，甚至部分隨班附讀高齡者的體適能居然優於大學生。讓大學生

更加汗顏，體悟健康老化的重要性，「上次去測身體健康指數時，許多大哥大姊的健康程度都

比我們高，我們都要檢討自己的健康」（01-33-2; 37-38）、「年輕人好像幾乎都輸給長輩，覺得

我們要再加油了」（01-09-1; 17-18）。 

3. 體悟健康老化必須從年輕做起 

透過健康盤點與評量，以及高齡者共學，讓學生體悟健康老化必須從年輕做起，「如果不

在年輕時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我們就無法像課堂上的大哥大姊一樣充滿活力」（01-33-3; 

19）。 

常聽到老一輩的一句話：「年輕你糟蹋身體，老的時候身體糟蹋你」。健康必須從年

輕的時候開始維護，身體才能用得長久。（01-29-1; 26-28） 

（三）覺知健康的重要性與決定改善的健康問題 

從對健康的「無感」，到健康問題的「敏感」，到釐清自己需要改善的健康行為，體驗式

教學所強調的批判省思的成效逐漸顯現。 

1. 體悟自己不良健康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基本上大學生罹患慢性疾病的比例不高，很難從罹病威脅感來提升健康意識。因此要強

化健康的威脅感，需要從生病前期微小的生理反應與健康問題著手，如疲倦、胃痛、肥胖、

長青春痘、時常感冒或鼻子過敏等。學生體悟其不良健康生活模式，在微小的身體問題上已

帶來不良的健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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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不健康喔！有很多身體的問題，肥胖、偏頭痛、胃痛、生理期痛、鼻子過敏等，

有點難過，我怎麼把自己的身體搞成這樣！（03-25-1; 23-26） 

我這學期身體真的比起之前來說不好很多，免疫力下降很多，很容易就感冒、發燒、

過敏等的病症，而且臉色也通常都很蒼白無血色，說話做事也會很沒力。（01-06-2; 

22-25） 

2. 決定自己需改善的健康問題 

經過健康計畫的步驟，學生逐步釐清自己需要改善的健康問題，包括使用 3C產品時間的

管控、充足的睡眠、三餐定時、減少油炸和垃圾食物、戒掉含糖飲料、多喝水、足夠運動和

早睡早起等，「我想最主要我該需要的就是三點，定期運動、飲食均衡、早睡早起」（01-06-1; 

38）、「我覺得自己的腸胃不是很好，所以希望飲食中能減少油炸或是些垃圾食物，並三餐正

常吃」（01-30-1; 30-31）、「我覺得我最需要強化的是多喝水」（01-17-1; 30-31）。 

深深覺得足夠的睡眠是超級重要的……而且一定要睡滿 7 小時，否則就可以很明顯

體會到身體在跟你抗議。（01-07-1, 2; 37-38） 

這門課讓我有機會回頭審視自己的健康狀況，我想，如果我未來想要健康老化的話，

我現在最應該要加強的應該是「運動」的部分。（01-14-2; 14-15） 

（四）實踐健康生活 

針對學生所反應的健康問題，教學過程中特別強化營養和運動的生活技能指導，加上隨

班附讀高齡者的鼓勵，以及每星期團體檢討計畫執行情形。結果顯示，透過同儕經驗分享與

學習，每星期的滾動式修正自己的計畫策略與目標。學生逐漸感受到執行健康計畫的成效，

提升其健康行為的自我效能。 

1. 學習健康生活的技能 

邀請學校營養師針對大學生的飲食問題進行專題演講，加上同儕的學習經驗分享，學生

逐步學習健康生活的各項技能。 

經由營養師詳細的解說，讓我明白該如何均衡分配每餐食物中的份量，也知道如何

在蔬菜水果與肉類之間取得平衡，避免肉類攝取過多的情況。對於食物所含的熱量

都有更進一步地瞭解。（01-34-1; 17-19） 

有同學分享肩頸酸痛的舒緩方法。因為我本身就有長期肩頸酸痛的困擾，同學一邊

講解我也一邊跟著做。（01-29-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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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輩健康老化的典範與鼓勵 

由於隨班附讀的長輩大多是活躍老化的高齡者，成為學生正向的學習典範。加上高齡者

親切的關心和適時的鼓勵，以及特別營造無壓力的學習氛圍。讓實踐健康生活成為內化的動

力，而非僅是一項作業，「大哥常常關心我們吃早餐的狀況，所以我現在都會特別注意我的早

餐」（01-17-2; 14）。 

我覺得大哥比我還要健康，生活作息也比我規律，是我應該好好學習的地方，覺得

自己應該好好改善自己的生活習慣。（03-32-1; 16-17） 

老師在學期中就一直很緊張我們的實施狀況，很怕我們沒有改善不健康的行為，但

是期末老師用很鼓勵的方式，我覺得老師的一番話給大家很大的成就感，之後大家

就會更有自信的朝健康邁進。（01-17-1; 17-19） 

3. 感受執行健康計畫的成效 

因為學期中學生實際執行健康生活計畫的時間僅有兩個月，因此教學過程中再三向學生

強調，其擬訂的策略一定要切實可行，且目標要具體可評量。再加上每週的團體檢討、同儕

互相學習，並滾動式修正自己的健康計畫，學生漸進地感受自己和同儕的進步，逐步地提升

健康計畫的自我效能。 

我原本沒有什麼運動習慣……然而這幾個禮拜下來，我都有達成目標，也發現自己

的身體狀況好了很多。（01-35-1; 28-33） 

經過一個月的努力其實就可以發現有明顯的變化，我早上不再沒精沒神，晚上也不

會失眠睡不著，皮膚也有很大的改善！（01-11-2; 13-15） 

當初在擬訂自己的健康計畫時，其實心裡覺得自己一定做不到，因為已經習慣晚睡

或誤餐、吃宵夜這些壞習慣，從來沒想過原來這些都是可以改掉的！（01-19-1; 9-11） 

（五）健康老化代間學習的收穫 

大學生除了上述個人健康態度與行為改變的學習收穫，以及發現高齡者對大學生的健康

學習有正向典範和鼓勵的功能之外，從反思報告的分析還發現這堂課的其他學習成效，包括

消弭學生對老化的恐懼感、涵養正向的健康老化態度，以及進一步擴展到瞭解長輩需求、學

習如何與長輩溝通及如何照顧家中或身旁的長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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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弭學生對老化的恐懼 

從學生的反思報告，意外發現大學生對於老化的恐懼，因為學生與老人相處的經驗大多

侷限在家中衰弱的長輩，因此產生生病失能的負面老化印象。經過這堂課的學習，以及與活

躍高齡者的長期相處，消弭學生對老化的恐懼，「在上這堂課以前，其實我是非常害怕老化這

件事的，甚至比死亡還更令我擔憂」（01-11-1; 30）。 

改變了我原本對於變老的恐懼，原本的我覺得老了就是沒有用處了，只能歹活著等

待死去的那一天，……因為家人給我的影響……但其實透過這堂課，我學習到並不

是如此。（01-25-1, 2; 35-1） 

原本我很害怕老化這種東西，每次過生日多一歲，其實也是充滿恐懼，……但是現

在我能樂觀面對，活在當下，因為大哥大姐的生活態度也間接感染了我，希望我也

能跟他們一樣活得如此精彩。（01-32-1, 2; 39-2） 

2. 涵養正向的健康老化態度 

隨班附讀的高齡者是自由參加這堂課，雖未必完全沒有慢性疾病，但大多是活躍老化與

積極，成為學生健康老化的最佳典範。 

原本我以為很多老年人都是抱持著歹活的心態生活著，並且慢慢等待死去的那一天

到來，但是這堂課裡的各位大姊跟大哥們，都用他們的經歷跟態度認真地告訴我，

他們是在積極地、抱持希望地過著生活，老年並不是結束，反而是另一個人生階段

的開始。（01-06-3; 12-15） 

我覺得，我遇到的爺爺給了我很正面的示範，爺爺在接受自己老化的同時，也做了

很多事情，讓自己不要迅速的老化。（01-14-3; 9-10） 

3. 瞭解長輩需求和如何與長輩溝通 

這門課將代間學習策略融入健康老化課程，安排隨班附讀高齡者與學生長期共學。讓學

生實際學習到如何與高齡者溝通，也瞭解高齡者真正的需求。學生也反映這門課的學習，有

助於與家中長輩的溝通。 

上完這堂課以後，就發現長輩真的是需要人陪、需要有人陪他們講話和聊天的，因

為這能讓他們感到備受重視、被需要。（01-18-3; 4-5） 

經過一連串對老化的瞭解跟體驗，我清楚的知道長輩的感受，也能理解他們的想法，

因此，也就更能瞭解該如何幫助長輩了。（01-14-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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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如何照顧長輩 

經過課堂上的學習，以及課堂中高齡者分享照顧家中長輩的經驗，學生將所學回饋於家

中長輩。 

大姊的經驗談對我們來說真的很重要，而且因為自己的外婆和奶奶都患有帕金森氏

症，所以自己對這個主題感觸很深、感覺很多。（01-25-1; 27-29） 

這學期開始，只要有時間，我都會回家陪外公外婆，即使沒有聊太多天，但是至少

能讓他們感受到有人的關心和溫暖。（01-18-3; 8-9） 

（六）對課程的建議 

學生對課程的建議，大多反映在代間學習的課程設計方面。雖然目前課堂中的高齡者和

學生的比例約 1：3，學生還是希望增加世代間的互動，並多安排代間互動的活動。 

1. 增加世代間的互動 

課程的代間設計是學生和高齡者分成九組，每組四位學生和一至二位高齡者。學生建議

多增加與老人互動的時間，每堂課安排不同長輩經驗分享，或是重新分組讓同學可與更多的

長輩互動，來增加與長輩互動的機會。 

多增加老人互動的時間，可以請同學及長輩們輪流在課堂上分享經驗及心得，增加

課程多樣性！（01-03-2; 22-23） 

可以嘗試增加一些活動，並在每一次的活動都重新分組，讓同學可以和更多的長輩

們互相認識。（01-22-3; 16-17） 

2. 多安排代間互動活動 

除了老化體驗和高齡者訪談等活動設計之外，學生普遍建議增加與長輩共同學習的活

動，如運動課程、防跌健康操、預防失智遊戲或其他動態的活動來增加老少之間的互動，「可

以增加多一點課程是與長輩互動的活動，增進彼此感情」（01-16-3; 32-34）。 

也許，可以開一堂適合長輩運動的相關課程，讓我們跟長輩一起做運動，這樣既可

增進健康，又可以拉近代間的距離。（01-14-3; 35-36） 

我覺得可以融入銀髮族防跌健康操，高齡者與學生一起體驗跳健康操的樂趣。或是

也可以加入一些小遊戲，來促進高齡者與學生之間的互動。（01-32-3;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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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之立即學習成效與延宕效果 

本研究以 GEE檢定研究對象之老人健康保健課程的老化知識、態度，於前測、後測與後

後測之差異性，結果在知識方面，後測比前測分數增加了 0.26分（p ＞ .05）、後後測比前測

分數顯著增加了 1.03分（p ＜ .05）。顯見在「老年知識」方面，雖然立即學習成效未能達到

顯著標準，但 1 年後的延宕效果卻達顯著；於「老化態度」方面，後後測及後測皆比前測分

別增加 8.23 分（p ＜ .05）及 8.16 分（p ＜ .001）。在「對自我健康覺察」方面，所有的項

目包括健康自我評量、注意自己的養生保健、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以及知道如何讓自己

更健康的後測與後後測的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其中除了「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的後後測

增幅未達顯著水準以外，其餘各項目的立即和延宕效果皆達顯著水準。在「實踐健康的行為」

方面，規律運動、睡足 7 小時、十一點以前上床睡覺和均衡飲食等行為方面，其後測和後後

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且達到顯著水準，具有立即和延宕學習效果。但是少喝含糖飲料和戒

除吃消夜這兩項行為，不論立即或延宕學習效果雖有提升，卻都未達顯著水準，顯現這兩項

行為的改變還是有一定難度。在「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方面，對家中長輩健

康的關心程度、對家中長輩健康的瞭解程度，以及分享健康保健資訊給家中長輩的程度之後

測和後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但只具有立即成效卻沒有延宕的效果（如表 4及表 5所示）。 

表 4 

老人健康保健課程介入之健康老化知識、態度、行為與學習遷移的前測—後測—後後測各題

平均得分與標準差 

前測（N＝31） 後測（N＝31） 後後測（N＝28）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老年知識  14.65 01.62  14.90  2.05  15.64  2.08 

老化態度 104.42 16.48 112.58 16.06 113.03 19.82 

對自我健康覺察 

 健康自我評量 

 

  3.26

 

00.77 

 

  3.58

 

 0.62 

 

  3.61 

 

 0.83 

 注意自己的養生保健   3.23 00.84   3.81  0.65   3.93  0.90 

 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   3.57 00.73   4.00  0.64   3.82  0.86 

 知道如何讓自己更健康   3.81 00.87   4.26  0.73   4.39  0.49 

實踐健康的行為 

 規律運動 

 

  2.71

 

01.24 

 

  3.26

 

 1.18 

 

  3.39 

 

 1.13 

 睡足7小時   2.61 01.20   3.24  1.09   3.93  1.33 

 十一點以前上床睡覺   1.87 01.14   2.52  1.31   2.46  1.3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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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老人健康保健課程介入之健康老化知識、態度、行為與學習遷移的前測—後測—後後測各題

平均得分與標準差（續） 

前測（N＝31） 後測（N＝31） 後後測（N＝28）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少喝含糖飲料   3.29 1.39   3.55  1.28   3.39  1.42 

 每天吃早餐   3.65 1.58   4.03  1.25   4.32  1.15 

 戒除吃宵夜   3.55 1.36   3.94  1.26   3.96  1.20 

 均衡飲食   2.19 1.11   3.26  1.06   3.32  1.27 

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 

 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心程度 

 

  3.81

 

0.65 

 

  4.06

 

 0.77 

 

  4.07 

 

 0.71 

 對家中長輩健康的瞭解程度   3.55 0.81   3.84  0.73   3.71  0.76 

 分享健康保健資訊給家中長輩的程度   3.13 1.02   3.61  0.95   3.46  0.99 

表 5 

多元健康老化課程介入成效的 GEE分析（N＝28） 

變項 B SE 95%信賴區間 χ2 

老年知識    

 後測 0.26 0.41 [-.55, 1.07] 0.39***

 後後測 1.03 0.45 [.15, 1.91] 5.24***

老化態度    

 後測 8.16 2.41 [3.45, 12.88] 11.51***

 後後測 8.23 3.70 [.98, 15.49] 4.95***

對自我健康覺察 

 健康自我評量 

   

  後測 0.32 0.15 [.03, .61] 4.81***

  後後測 0.34 0.16 [.02, .67] 4.43***

 注意自己的養生保健    

  後測 0.58 0.14 [.32, .85] 18.46***

  後後測 0.71 0.18 [.37, 1.06] 16.44***

 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    

  後測 0.44 0.10 [.24, .64] 18.27***

  後後測 0.27 0.15 [-.02, .56] 3.36***

 知道如何讓自己更健康    

  後測 0.45 0.16 [.14, .76] 8.28***

  後後測 0.60 0.16 [.29, .92] 14.2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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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元健康老化課程介入成效的 GEE分析（N＝28）（續） 

變項 B SE 95%信賴區間 χ2 

實踐健康的行為 

 規律運動 

   

  後測 0.55 0.25 [.07, 1.03] 5.01***

  後後測 0.71 0.26 [.21, 1.21] 7.71***

 睡足7小時    

  後測 0.81 0.24 [.33, 1.28] 11.00***

  後後測 1.31 0.33 [.67, 1.96] 15.99***

 十一點以前上床睡覺    

  後測 0.65 0.22 [.22, 1.07] 8.87***

  後後測 0.55 0.25 [.06, 1.03] 4.78***

 少喝含糖飲料    

  後測 -0.22 0.24 [-.69, .24] 0.91***

  後後測  -.32 0.33 [-.96, .33] 0.91***

 每天吃早餐    

  後測 0.39 0.22 [-.04, .81] 3.18***

  後後測 0.68 0.31 [.07, 1.28] 4.83***

 戒除吃宵夜    

  後測 0.39 0.33 [-.26, 1.03] 1.39***

  後後測 0.41 0.28 [-.14, .97] 2.12***

 均衡飲食    

  後測 1.07 0.22 [.64, 1.49] 23.74***

  後後測 1.14 0.26 [.62, 1.66] 18.60***

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 

 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心程度 

   

  後測 0.26 0.12 [.02, .49] 4.59***

  後後測 0.22 0.15 [-.07, .52] 2.16***

 對家中長輩健康的瞭解程度    

  後測 0.29 0.11 [.07, .51] 6.54***

  後後測 0.14 0.17 [-.20, .47] 0.62***

 分享健康保健資訊給家中長輩的程度    

  後測 0.48 0.19 [.12, .85] 6.67***

  後後測 0.30 0.20 [-.10, .70] 2.23***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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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質性與量化分析結果交叉檢視 

此部分主要是針對課程觀察紀錄和課後檢討，以及學生反思報告之質性資料分析與準實

驗設計量化結果加以交叉比對，進而檢討健康老化創意教學策略、評量機制與學習成效。 

（一）透過情意引發學習動機的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 

對照六個假設，除了「老年知識」後測成績的進步未能達到顯著水準，而是延後至 1 年

以後」後後測才顯著高於前測。其餘「老化態度」、「對自我健康覺察」、「實踐健康的行為」、

「學習遷移：對家中長輩健康的關懷」後測高於前測，後後測也顯著高於前測。從質性結果

的分析可呼應由體驗和情意式開始喚起學生對健康的重視，再輔以健康生活計畫的教學，並

透過代間共學，來強化其學習動機與行為。健康老化多元創意教學對知識的提升較緩，但可

立即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遷移關懷家中長輩，以及鼓勵實踐健康的行為，且具有 1 年

的延宕成效。 

（二）從健康覺知到健康行為之體驗式教學的長期成效 

本研究教學的設計強調體驗式教學，課程設計從老化體驗、健康盤點到覺知自己的健康

問題與健康的重要性，進而擇定改變的健康行為與實踐。如此循序漸進地體驗式教學設計，

從量化結果分析顯示，大學生部分健康行為的改變可持續 1 年，從質性資料分析也可同步獲

得印證。依據 Sukys、Cesnaitiene與 Ossowsky（2017）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健康識能是不足

的，且在獲取保健資訊上，以及將健康知識應用到疾病預防上有很大的困難。本研究結果發

現，「做中學」的體驗式教學設計不僅教導學生如何汲取與自己健康問題有關的資訊，更可協

助學生如何將知識轉換為改善自己健康的實際行動，也印證美國學者 Dale（1969）提出的「學

習金字塔」理論、做報告、講給別人聽、親身體驗和動手做的主動與參與式學習的成效最大，

並呼應 Taymoori 等（2008）的研究，驗證同時運用健康促進和跨理論模式的課程設計，其行

為改變具有延宕成效。 

（三）健康行為改變的策略 

Prochaska與Marcus（1994）階段理論所提出的認知和行為兩種面向的十種改變策略，在

本研究中逐項落實，包括透過老化體驗、老年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健康盤點，在認知面向喚

醒學生對自身健康問題的意識，以及喚起重視自身不良健康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重新評

價自己的生活與環境的資源，透過健康生活計畫的公開檢討承諾生活改變的目標。在行為面

向則透過代間共學的教學設計，引進高齡者成為學生健康老化的學習榜樣，加上其熱心關懷

鼓勵，透過同儕的激勵與互相學習，提升實踐健康生活的動機。並透過每週健康計畫執行狀

況的反思檢討，體悟自己逐步進步來提升自我效能。讓健康生活從外在的作業要求，逐步內

化成為學生自主改變的驅力。也因如此從認知到行為的改變，才得以讓改變的成效可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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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少學習共同體的增強策略 

世界衛生組織運用生命歷程觀點來定義老化，視老化為個人生理、心理和社會結構漸進

變化的過程，老年人的健康和活動力是一個人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生活環境和行為的總結

（Stein & Moritz, 1999）。從質性分析結果可知，老少學習共同體是一種增強策略，高齡者的

活躍老化形象，一方面可以消弭學生對老化的恐懼，另一方面可涵養正向的健康老化態度，

讓學生體悟健康老化生命歷程的觀點，要健康老化得從年輕實踐起。此外，在學習遷移的教

學成效方面，長期性的與高齡者相處讓學生瞭解長輩需求和如何與長輩溝通，並學習如何照

顧長輩，健康老化態度改變的成效是長期性的。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整體看來，本研究運用跨理論模式與融入代間學習策略所設計的健康老化創意教學，對

學生健康老化知識、態度和健康行為的學習影響具有正面顯著的影響。在經過 1 年之後，不

論知識、態度或行為，其正面成效不僅持續，部分指標有愈來愈佳之趨勢，可見這種以學生

為中心，將健康責任下放給學生，從健康自覺到自決的教學策略，有長期持續的健康行為改

變成效。在代間共學方面的成效，高齡者的活躍老化形象有助於消弭學生對老化的恐懼，涵

養學生正向的健康老化態度，另外，也有助於學生將所學遷移至家中的長輩。 

二、建議 

（一）研究設計 

雖然在自然教學情境的有限條件之下，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與後後測的實驗設計，但

因缺乏對照組，難以避免因實驗所帶來的霍桑效應，以及完全確認研究效果來自於實驗結果，

而非受到其他外部因素影響。因此，若須完全去除所有外部因素影響，建議盡量採取具備對

照組之準實驗設計。 

（二）課程規劃 

依據學生建議，未來代間學習課程設計方面，可再邀請更多高齡者隨班附讀，達成 1：2

高齡者與學生的最佳比例，另外，可多增加世代間的互動，安排代間互動的活動。 

（三）課程評量 

本課程評量的項目包括老人保健讀書報告、健康生活計畫與成果報告、期中和期末反思

等個人報告，以及高齡者訪談團體報告等；評分方式包括教師評分、同儕互評和個人自評；

評量的時間包括過程的評量及期末的總結性評量；多元評量規準的設計對於教學成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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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亦值得進一步地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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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in a Healthy Aging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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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a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al change and evaluated a health 

self-management program.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was integrated into a 

multicultural healthy aging curriculum, and immediate learning and delay effects were evaluated. In 

total, 35 college students studied an elective course on elder health care. The research design 

combin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dopting a single group for pretest, posttest, and 

follow-up and performing co-inspection of qualitative data of observation records and students’ 

reflective report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effec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multiple-cre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a healthy aging course had a mostly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udents’ health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health behaviors. After a year, positive results 

for health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were not only sustained but increased. In addition to 

students’ suggestions on how to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course and research design. 

Keywords: health self-management,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life course, older m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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