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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提供了完整的規劃與執行內容。本文之研究目的旨在達

成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並設定出清楚的研究目標、應用創新的教學方法、搭

配適當的課程、制定合理的評量內容、選擇有效的評量工具與施行方式，輔以場域體驗教學、

業界專家實務、教學助理與即時教學回饋系統等，來協助異質分組學生的專題能更有效達成

本文之研究目的。 
 
關鍵詞：福祉科技、服務管理、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問題導向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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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人口老化是許多國家的趨勢，不僅台灣如此，世界各國亦然，隨著壽命的不斷延長，已

產生了全球性的「人口老化」現象；老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包括遺傳、生活型態、慢性疾

病等許多因素交錯作用，都會影響老化過程的健康狀況，如心肺功能、身體柔軟度、免疫能

力、視力變得較為模糊、肌力與耐肌力的減退、關節活動度的減少、憂鬱及孤立感等現象，

健康相關問題對高齡者的生活造成多方面的影響，也是高齡者最為關心的問題。因此須於大

學在學階段便應教育學生了解未來的高齡社會趨勢，加強銀髮族生活輔具知識及增進如何因

應此變化的就業競爭力。 

｢跨領域」(Interdisciplinary)至少須包含兩個不同專業領域，「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涵蓋了

有｢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等三項的不同專業。而跨領域學習可以連結生活、社會和

國際時事，文哲、科技⋯，易引起學習動機，擴展視野。若與實作、實習搭配，就是「做中學」

的概念。只要目標是引導學生跳脫形式學習，整合知識，認識並且解決問題，任何問題導向

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探究或統整教學等，都可能與跨領域學習相得益彰。因

此教師應該鼓勵學生要跨領域學習，因為它能讓同學們有機會學到不同的知識，並將知識轉

化為解決問題的能力。 

 

貳、研究規劃 

一、研究方法 

1. 研究說明 

基於教學實踐研究係指教師為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

料提出問題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的研究

方法與評量工具檢證成效之歷程。因此本研究已於南開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下學期開設一門

全校選修課程(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3 學分/3 小時)，在課程中應用「物聯網、雲端系統、資

料分析、人工智慧」等創新技術，以協助滿足高齡者獨立自主的生活服務需求，透過本研究

以問題導向學習法(PBL)，及藉由本研究所規劃之三個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功能面向之 PBL

主題(便利舒適、健康安全、尊嚴思考)，來導引學生探討銀髮族生活輔具需求，設計輔具功能

與服務。課程中將安排教學助理、Zuvio 即時教學回饋系統(Zuvio 互動式教學軟體，2019)、

實務業師(社群教師)之偕同教學、場域參訪、期中報告、期末成果發表、並採用兩階段(期初、

期末)教學評量、兩階段(期初、期末)五大核心能力自評、學習反思單來評估「提昇教學品質、

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目的達成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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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架構:  

表一、研究架構說明表 

研究主題 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 

研究目的 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目標 完成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之三個功能面向的創意服務或產品設計(雛型)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修課學生 

修課條件 大二(含以上)已修畢本校特色必修課程(福祉科技與服務管理概論)的學生

配合課程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 

實務教學 校外體驗校學 + 課程業師講授 

學習輔導 
本研究所聘用之教學兼任助理，利用 Zuvio 系統進行課程線上學習討論

與課後輔導，來達成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目的。 

教學活動: 

進行 PBL 教學 

 

評量內容(工具

與方式) 

1. 期初/期末之五大核心能力「觀察體驗、跨域合作、反思回饋、創新

設計、應用科技｣、2. 期初/期末教學評量、3. (期末)成果發表含同儕

互評、4. (期末)學習反思單。 

計畫產出 分析研究結果(結論與建議) +產出本研究質化/量化績效成果 

3. 異質分組 

為滿足跨領域的研究主題(高齡者生活輔具設計)需要，故本研究所開設的兩門課程均設

定為全校選修，以致能招收到不同(院、系)專業背景的學生來共同討論，並將修課同學進行「異

質分組｣，以便後續的「合作學習｣。小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方法，進行

的方式: 將不同專業(特質)的學生分配在同一組中學習，教師經由各種途徑鼓勵小組成員間彼

此協助、相互支持、共同討論，小組推舉出一位成員擔任小組組長，主持小組討論會議協調

小組工作，而小組成員需要安排時間檢討團體設計及互動過程，並予以改進。 

4. PBL 教學法 

PBL 這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使學習者得以主動地透過執行研究、整合理論與實務

和應用知識與技能來發展一個可行的解題方法 (Hosseinzadeh 等，2012、Barrett & Moore，

2010)。PBL 過程中教師必需扮演著激勵者和觀察者的角色 (楊坤原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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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課程中所進行的 PBL 教學、討論過程，每課程三個主題、每個主題均進行討論

三週，每週 3 小時，所以每課程 PBL 教學活動部分共 27 小時。 

5. 評量工具 

本研究之評量工具有四大項，(1)期初/期末之五大核心能力「觀察體驗、跨域合作、反思

回饋、創新設計、應用科技｣、(2)期初/期末教學評量、(3) (期末)成果發表含同儕互評、(4)(期

末)學習反思單。 

(1) 五大核心能力:，茲因目前國內外尚未有完善的「跨領域人才應具備的能力」之相關基準，

文獻上對跨領域人才的研究也僅限在醫學領域當中有較多討論。配合本研究主題涵蓋了

「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等不同領域的需要。 

(2) 教學評量: 採用本校之期初/期末(學生自評)教學評量表。 

(3) 成果發表含同儕互評: 本研究於課程期末成果發表時，各異質分組成果發表後除教師講

評與討論外，同時加入同儕互評機制，由其他組別同學使用 Zuvio 即時教學回饋系統之

同儕互評方式，以激勵各組榮譽競爭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4) 學習反思單: 本研究之學習反思單。課程期末之學習反思單已事先規劃有多項問題，可

提醒並導引學生注意到學習的重點，並以團隊合作及加入創意思考的方式，來完成具有

「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之具體的整合型設計成果。 

參、研究執行 

一、執行流程 

本研究之課程執行流程如下圖一所示。 

 

圖一 本研究的執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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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現問題、定義問題與實務教學 

為協助學生發現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需求問題，本研究於課程中除教師對於高齡者生活

服務的理論說明、校外業師實務授課與相關商品專業分析外，亦安排有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

相關的「場域參訪｣，提供對問題的實務內容更清楚的定義，以加深學生對高齡者生活相關專

題之設計服務內容與優化服務品質。 

三、PBL 教學活動 

本研究的課程採用 PBL 教學法，將不同專業(院系)特質的學生「異質分組｣後，如下圖二

所示，各組學生成員針對進行 PBL 討論。 

     

圖二 本研究的 PBL 教學活動紀錄 

四、學習輔導 

本研究的課程運用 Zuvio 即時教學回饋系統 (顏予萱、蔡銘修，2018)，Zuvio 能讓老師

透過事前備題，於課堂中進行點名、問答、同儕互評、作業繳交等，幫助教師快速收集學生

意見與答案，增加課堂互動掌握教學現況。同時本研究之教學助理，利用 Zuvio 的學生「問

題回饋｣進行課程線上學習討論、課後輔導與資料統計分析，來達成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之研究目的。 

五、評量方式 

前述評量工具之第(1)與(2)可作為修課學生由期初(開學一個月內之前測)，至期末(課程最

後兩周內之後測)之間「達成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統計分析資料。而每一分組

之(3)(期末)成果發表含同儕互評與(4)(期末)學習反思單均可作為修課學生對於高齡者生活服

務或產品設計的學習成效評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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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 

本文已提供了「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完整的規劃與執行內容。在本文研究目的「提昇教

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規範導引下，規劃階段的重點有; 研究目標設定為明確可達成

的三個銀髮族生活輔具功能面向主題、應用創新的 PBL 教學法、搭配適當的全校專業選修課

程、合理制定五大核心能力自評表之評量內容、設計學習反思單、選擇兩階段教學評量等評

量工具與同儕互評方式。而執行階段的重點有; 加入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場域體驗、業界專家

實務指導、教學助理課後輔導與 Zuvio 即時教學回饋系統等，來協助異質分組學生能更有效

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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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let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content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Design of the Elderly Living Aid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has set clear research 

objectives, applying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 (PBL), match appropriate courses, formulate 

reasonable evaluation content, and select effective evaluation tools and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help of field experience teaching, industry expert practice, teaching assistant and instant teaching 

feedback system (Zuvio) assisting the heterogeneous grouping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paper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Geron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 Elderly, Design of Living Aids,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