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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高雄醫學大學 

計畫名稱 社會人文、醫學及科技前瞻：人口與科技變遷之回應與實踐 

計畫主持人 呂佩穎 

執行單位 人文社會科學院 合作單位 
醫學院、護理學院、高齡長

照照護所、健康科學院 

計畫摘要 

（650 字內） 

計畫目標 

    經人口變遷的數據估計，台灣將在 2026 年邁入超高齡社會，預期將會出現

少子化議題、醫療場域中長照需求提升、高齡人口性別結構偏斜、生活健康照

護需求提升、獨居議題。面對高齡社會中醫療照護需求的轉型與升級，我們引

入前瞻思維-社會賦能。鑑於此種前瞻思維，作為醫學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院，

可以說是因應此未來情景的第一線：如何在超高齡化社會中，重新思考人口結

構變遷所帶來的社會效應與潛力？科技引入的方案要如何在促成好的生活品

質、有自主尊嚴的照護之餘，同時開啟社會創新且為社會賦能的可能性？面臨

這樣的前瞻觀點，本學院將結合「人口結構變遷」和「科技變遷」的議題，建

立四個計畫目標：發展瞻遠人才的環境機制、跨域師資社群網絡經營、研發跨

域教學模式、拓展國際資源渠道，來應對台灣未來將面臨的醫療照護難題。 
計畫推動策略與作法 

一、發展瞻遠人才環境機制：課程結構整合與創新、產學合作機制建立、學習

場域建立與學習風氣環境營造、線上跨域學習平台建立。 
二、跨域師資經營與增能：舉辦讀書會、主題性教師社群講座、前瞻議題共學

討論會、教學實務活動、聯合成果發表展。 
三、研發跨域教學模式：研發跨域教學教材/教案/教具、跨院共時授課。 
四、發展國際資源渠道：國際研討會、建立與發展國際線上資源平台。 

預期效益與關鍵績效指標 

1.在發展瞻遠人才的環境機制：整合既有課程以及開設創新課程，並能串連至

學生在實體與線上的學習環境空間，以及建立產學合作機制，落實沉浸式學習

效果。 
2.經營教師社群與網絡：舉辦教師增能的工作坊、讀書會、教學實務工作坊、以

及跨域交流的焦點論壇，透過多面向的網絡連結形式，開創出跨域合作的研究

機會。 
3.研發跨域教學：建立跨院課程共備機制：觀摩→共備課程→教學現場→課後

討論，由不同背景的師資，並能研發出跨域的教材/教案/教具。 
4.拓展國際資源渠道：邀請國內外學者參與國際研討會外，也預計與國外的大

學有跨領域的相互合作機會，並建立與發展線上國際資源平台。 



計畫整體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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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單位概況 

一、成立宗旨與發展概況 

    本校創立於 1954 年，創校之初，杜聰明院長即將「人文」置於科學之前，杜聰明院長提

出「樂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校訓，期盼學生能效法史懷哲醫師「終身奉獻、敬畏生命與生命

尊嚴」的哲學，無時無刻要把「為醫者，必先為人也」記在心中，於是不同於一般綜合性大學

內的人文社會科學院，本校特色為結合「醫學健康照護、人文關懷、社會實踐」為本校的教育

核心。 

    1980 年代當時體認到單憑理性和科學無法解決醫學中與人性相關的課題，教育體系中人

文素養的培育和社會科學的批判反思能力，除促進醫學與社會人文的對話，實踐全人照護的教

育理念，未來如能導入創新的醫療、資訊和通訊科技創新，強化學生的跨專業合作與科技感知

和結合能力，將有助於提升健康照護的品質，保障病人健康之權益。為實踐此教育理念，並促

進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之緊密結合，於是，本校自 1987 年起陸續成立「心理學系」、「醫學

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健康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兩性研究中心」（「性別研究所」

之前身）、「正向心理學研究中心」。於 101 學年度，本校並正式成立「人文社會科學院」，

其下設有兩系一所，亦即「心理學系」、「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性別研究所」、

「通識教育中心」。為落實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之教育目標，強化教學研究及通識教育，在 104

年通識教育中心獨立出人社院獨立運作（如圖 1 所示）。 

 

 

 

  二、目前本院人才培育的問題與困境 

在目前人才培育模式及院系學科發展之問題與目標中，本院面對的問題與挑戰為有關人文社

會領域圖書期刊、人力規劃，以及空間較為不足;為面對此挑戰，本院與通識教育中心合力塑造

學校親近人文藝術教育之硬體環境，增聘人文社會領域師資，增強院內及校內教師交叉支援授

課，並引進創新教學方法與檢核評估工具，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力，希望能培育健康與醫療產

業所需、兼顧理論與實務、且有跨領域視野之心理學、社會學、社會工作及性別研究方面之人

圖 1 單位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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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也希望成為健康與醫療領域中人文社會議題的研究重鎮，並成為培育本校學生人文與社會

素養之主要規劃、推動與執行者。因此，為了培育上述人才，需要共通目標來進行跨域整合。

底下將逐一探討： 

（一）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1. 問題與困境：如何掌握高齡人口需求與科技變遷趨勢，並學習結合高齡照顧護和科技等多

元專業知能，厚植跨域合作能力，拓展社會工作市場之就業力。 

2. 前瞻目標：一直以來，社會工作專業著眼於讓身處社會環境的個人，能自在且獲得安適生

活。面對台灣多元的高齡者與需求，我們期望未來社會工作專業者，是一位高齡友善空間

的社會工程師和擘化者，能運用或結合智能科技、大數據分析，及相關高齡照顧專業知能，

為不同類型的長者打造一個友善且支持自立生活的社會空間；不僅使失能長者獲得貼近其

需求、即時且有尊嚴的照顧，也提供具備社會參與動機長者，能持續發揮所長與社會維繫

連結。為達此人才培育目標，本系需在現有或新開課程中融入智能科技、大數據分析，及

跨域學習等元素，藉由課程中跨域師資共時授課和團隊合作的實作過程，朝社會工作專業

人才 2.0 之目標邁進。為突破醫療專業人力的限制，高齡照護工作已逐漸走向智能化照護。

此外，未來社工也需該如何跨域學習科技且反思科技對人性的影響，以達到即便在科技日

新月異的發展之下，仍能夠維繫以個人為中心的高齡照顧理念。本院認為需要以回應當今

社會議題與社會變遷為思考起點，並在跨域學習與前瞻的過程中獲得更完善的考量，達成

本校未來培育的社工及社會學人才是具有社會影響力的人才，並拓展學生在未來市場的就

業力。 

3. 系所優勢：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是一個整合健康照顧、醫學社會學，及社會工作等三

大領域課程的社會工作系所。課程設計涵蓋社會工作、社會福利、社會學、醫學衛政等跨

領域學科，期使學生進行跨學科領域的學習與認知，從鉅觀的結構與制度面去體認到個人

都是鑲嵌更複雜的社會脈絡中，鼓勵學生能謹慎地設計處遇方案。此外，系上有許多專業

課程均結合社區場域，期使學生能於實際的社會場域中實踐課堂上習得的學科知識。自

2006 年開始發展高齡健康照顧學程，培養學生具老人照顧服務與管理之第二專長，提供不

同學院科系學生學習「老人學」(Geriatrics)相關的知識，與接觸老人醫療與福利服務領域

的機會。因此，「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之研究發展重點可以說是以老人、身心障

礙、兒少等群體為主，運用社會工作方法與資訊科技結合，發展出可實踐於醫院、學校、

社區及職場等領域之知識，畢業生活躍於健康照護與社會服務之相關領域。 

（二）心理學系 

1. 問題與困境：如何區分醫學大學與其他大學心理系之定位並突顯特色。 

2. 前瞻目標：未來的大學部定位，可以重新思考培育心理人才的樣貌，其起點在於跨域學習面

對高齡人口變化與科技的進步之下，現今的心理人才應如何面對當今的社會議題，透過跨域交

流及團隊合作，注入社會賦能，開發結合科技及健康照護之教學資源，在前瞻未來的過程中達

到本校心理學系人才的獨特性。 

3. 系所優勢：心理學系因傳承本校整合醫學理念：照護病人健康，不僅著重身體健康之照護，

亦積極涉及心理層面之照護。因此，心理系長期著重臨床心理學、神經心理學及健康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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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發展。此外，研究所與醫院相關部門也進行跨領域合作研究，加強與本校附設醫院之

合作，提昇學生臨床訓練。近年成立正向心理學中心後，系統性整合校內外資源，以正向

心理學觀點整合傳統心理健康模式，將系統性研發診斷工具，並驗證與在地文化契合本土

特色之介入模式，開展理論與應用並重的研究文化，加強與南部產業界之合作，以推廣正

向心理學在業界之應用。也透由課程設計與研究規劃之聚焦與整合，逐步發展『著重正向

心理學觀點之應用，培育應用心理與臨床心理人才』特色。 

 

（三）性別研究所 

1. 問題與困境：研究所學生大多帶著自己感興趣的特定議題而來，因而需要從課程設計與環

境機制的營造，引發其對更切合社會脈動而帶來的巨觀議題之理解和關注。而在社會倡議

的推廣上，既有的宣講與實作形式雖有其成效，但在資訊爆炸、群眾注意力已成稀缺財的

資訊時代下，也需要更為多元的呈現形式來吸引閱聽眾的注意並引發興趣。 

2. 前瞻目標：我們在前瞻目標下所設定的議程，在面對人口變遷所造成的性別人口結構之偏

斜上，需要讓學生意識並重視此議題的迫切性和複雜性；面對科技變遷的迅速步伐，則需

要培養學生具備科技跨域的興趣和整合能力，並在議題層面和倡議層面上都能看見科技與

社會的共構性，以提出更切合脈絡的整合方案。關於前者，我們會在各種課程設計（包含

醫療、科技、文化、媒體社會、與多元家庭等）中，融入高齡社會情景，討論性別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並邀請跨域師資針對具體議題入班討論，從不同專業的視野刺激學生思考議

題的複雜性和應對方案。針對後者，本所教學會引入跨域師資、業師和 NGOs 的視野，討

論現行倡議方案的優缺和困境，作為實作方案教學上的資源；並在議題設定與實作方案中

討論出科技運用的教案和素材，以培養學生養成運用科技的親近性，並對科技與社會互動

的影響進行倫理反思。 

3. 系所優勢：性別所之課程設計以女性主義和性別理論為基礎，強調社會實踐，發展出「綜合

應用課程」、「性別、醫療與科技」和「性別、社會與文化」之領域，並融入在地議題與

跨域學習，以南台灣在地豐富人文史地作為延伸學習的田野來，搭配課程進行實作或參訪。

所以，「性別研究所」的訓練能融合社會學理論與性別觀點，促成教學及研究的多元性及

豐富性。且本所學生的組成背景多元（包含醫療、社工、媒體、法律、警政、工程、文史……

等），在同儕學習上容易帶入跨域視野和對話，是營造跨域環境機制的優勢資源。此外，

性別所的師資也教授大學部的課程，面對跨院系的班級組成，在各項社會議題與多元族群

/群體的議題上，提供性別多元觀點的省思，讓學生培養在思考社會現象時，能將性別的觀

點融通進既有專業，展開跨域思考的敏感度和創新能力。 

（四）小結 

    根據上述，本院之各系所基於現有之優劣勢，將問題挑戰轉化為創新進步的機會，因此本

學院積極透過科技前瞻計畫融合醫學人文領域來強化共同目標，相信本學院將能夠立基於醫學

大學既有的基礎上，培養師生體察未來社會科學與人文的趨勢及社會議題，透過課程選課機制

的改變，於課程中安排不同領域的老師授課，讓醫學院、護理學院、健康科學院的老師可以相

互交流外，學生也有跨域交流的機會，跳脫以往較侷限在通識課程中跨域，而能落實專業跨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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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學習。此外，未來也將積極與業界連結合作，除了帶領學生參訪科技企業，如：受恩智慧照

護大樓，也規劃與樂齡大學的高齡學生一同上課，實際了解他們的生活所需以及照護，並連結

本校 4 大附屬醫療機構相關高齡照顧單位，增加人文社會、醫療與科技的相互影響與對話，即

早培養整合及應用的能力。 

三、教研能量及現行行政與教務體制配合方式 

    在本校教研能量及現行行政與教務體制方面，「心理學系」、「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

系」及「性別研究所」等，為本校社會實踐最具行動力的教學單位，研究與教學特色均稱為南

台灣相關領域的重鎮。「人文社會科學院」下另設有「正向心理學中心」功能於正向心理學的

教學、研究與推廣；「健康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促進健康與社會相關政策之制訂；「跨文

化研究中心」，強化本學院文化研究與跨領域研究。同時配合教育部重點特色領域的發展，本

學院現有「早期療育」、「高齡社會健康照護導論」兩學程，並積極參與和執行教學實踐計畫。 

    更重要的，本校 108 學年設置校級「人本健康專業教育研究中心」，以人社院及醫學院為

根基，發展本校之人本健康專業人才之教育為核心任務，發展全校性跨領域課程暨人才培育與

教育研究，以能培育具有省思實踐能力與人文關懷之專業人才。在面對尖端科技的急速轉變與

醫療人工智慧化、人口結構的日益多元與快速老化的社會，此校級中心組織架構設置了中心諮

議委員會以及三個小組：課程規劃暨學習成效組、教師培育組、教育研究開發組。-以建立跨領

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共同建構各學院「人本健康專業教育」之課程、規劃課程縱貫連結從校

園到工作場域，橫向整合跨學院跨專業學習，持續自我省思與終身學習之專業素養、融合在地

與國際，對內連結醫學院醫學教育中心、人社院正向心理學中心，拓展人本健康專業教育研究

國際化為首要任務。此校級中心之願景及目標與本計畫方向一致，相信將有相輔相成之效益。 

就上述來看，本校的人社院是以促進人類健康福祉為研究、教學軸心發展，另外也將負責

推動本校的人文社會教育，並著重於醫學人文、醫學倫理、醫學人類學、健康社會與醫療心理

學、性別與醫療的研究。期使未來高醫大所培育的醫護與社會心理及福利等領域之專業人才，

除了具備健康與醫療方面的專業知能，更兼具深刻的人文社會素養；相較其他學校之人文社會

學院畢業生，本學院的畢業生則擁有更廣的健康與醫療知識與經驗背景，研究則皆將聚焦於與

健康、醫療相關之人文社會議題。 

貳、計畫目標 

一、問題意識與前瞻思維 

    本計畫所對焦的是「人口變遷 X 科技變遷」的臺灣未來樣態。臺灣在近半個世紀以來，經

歷了快速的人口轉型歷程。從 1993 年成為高齡化社會後，至 2018 年便迅速轉為高齡社會，估

計將於 2026 年邁入超高齡社會。如此的人口轉型歷程，預見將出現高齡、少子、性別結構偏

斜、與人口紅利消失等現象（如圖 1），據此台灣高齡社會的健康照顧受到變遷的挑戰，面臨

到轉型與升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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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8-2065 總人口成長趨勢—高、中、低推估 

（資料來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年）」報告） 

這樣的人口結構變遷趨勢，即使在全球皆面臨高齡社會的現象之下，也是益發嚴峻，預估

在 2060 年，臺灣就會在全球老年人口所占比率位居第二位，超過韓國、日本及香港；老化程

度最高之地區也從歐洲轉為亞洲，特別是西亞（中東地區）、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經建會人力

規劃處，2013）。尤其，當全球的生產鏈、人口、資本、資訊甚至病毒都相互串聯流通，任何

的變動（如美中貿易戰、疾病如目前的 COVID-19 的全球傳播）都會對各國帶來影響之際，如

何及早在社會、政策、和產業上部署出能快速應對、彈性調配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安全網，實屬

當務之急。 

以此人口結構變遷的趨勢來看，若依據國發會預估的人口紅利將於 2027 年消失後，2030

年的工作年齡人口將會降低；而在育齡婦女減少且偏向高齡生育的影響下，幼年人口也將持續

下降；高齡人口不但迅速增加，且其中的老老人口亦增加。如此的人口結構變遷，以預測的觀

點來看，會造成產業產能下降、照護需求加重、以及教育體系縮減等社會問題。如此的觀點映

照出對超/高齡社會的想像，是出於「高齡=社會問題」的預設，認為高齡者是需要被協助、醫

治、照顧的對象，間接形塑高齡者主體不能自主，因而會造成醫療照護吃緊且趨於匱乏的狀態

（詳細社會議題的描述如圖 2）。 

當超高齡社會已日顯為不可避免的趨勢時，如此的社會樣態確實帶來棘手的社會問題。此

時，要為這樣的社會樣態帶來前瞻視野的方法，就是重新擴充新的視野，改變對高齡的想像與

預設，將既有的限制轉為潛在的資源，以為超高齡社會帶來新的現象詮釋與賦能之可能性。這

意指，我們應該將「高齡=社會問題(Social Issue)」之預設，轉變為「高齡≈社會賦能(Social 

Empowerment)」，也就是高齡趨近於社會賦能的觀點。社會賦能意指不管個人抑或自治組織

/社區在社會及公共決策中有更多的參與權及影響力。換言之，社會賦能是一種過程也是結果，

參與者在其中學習、自我成長並與社會產生連結及正面的影響。 

社會包容系統國際線上資源中心（International online resource centre on disability and 

inclusion）將社會賦能分為四個探討層面，分別是個人級別、家庭級別、社區級別、及社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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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影響地方和國家層面的行動。本院認為這四著層面是相互影響的連續體。以高齡者主體來說，

當高齡者透過科技自主賦能，在日常生活中學習並使用科技時，其所達成的社會效果，在個人

級別與家庭級別上，可促成達到自我照顧的結果；在社區級別上，透過社會創新視野去創造青

銀共學機制，將可達到社區網路機制的建立與培力/被培力；在社會政策影響與國家層面上，若

帶入「高齡≈社會賦能」之觀點來建構友善的高齡社會，將可使高齡者的觀點帶入社會發展的

規劃中，一來避免發展的觀點傾向於特定群體的視野，而讓利益分配趨向於不正義；二來也因

為跳脫僅將高齡者視為單純的消費與被照顧者的預設，而意識到需將對照護技術物的考察，置

入高齡者的生活脈絡，看見他們使用/不使用的情境要素，以擴增從使用者經驗來創新設計、構

劃社會安全網的可能性。總體言之，當人類總是無可避免會走向老化階段時，若社會多對老化

賦予負面意涵（包括老化會降低生產力、無法跟隨社會脈動、造成下一代的負擔），會讓許多

人害怕進入高齡時期，甚至產生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覺得自己老了

沒用，就更加害怕去發展各種能力或參與社會事務，因而就益發促成停滯或失能的狀態），而

落實了高齡帶來社會負擔的預設。而透過以高齡者為主體來思考社會賦能的方向，將能夠在個

人、家庭、社區、及政策和國家面向上，為超高齡社會帶來新的理解、詮釋與發展可能性。 

 

 

 

圖 2：人口結構變遷可以引發的社會議題（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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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對於這樣的人口結構變遷，我們需要引入的前瞻視野，就是以社會賦能為思考

方向，看見並創造高齡者促成社會賦能的可能性（如圖 3）。這樣的前瞻視野，並非要過於樂

觀的主張高齡化現象不會促發社會問題；反之，在正視高齡化可能促成的照護勞動力短缺、社

會脆弱性增高、社會安全網不足的現象之外，我們同時也要去看見高齡者複雜的主體樣貌，而

非將其簡化為需要依賴他人、消耗社會資源的被幫助者角色。隨著這樣認識觀點的轉換，我們

對於人口變遷社會的願景，始能有進一步轉換的可能性。更為具體的說，這樣的視野能促使我

們去思考，高齡社會欲解決的棘手議題，並不只是讓人們「擁有」好的高齡生活品質，而是融

合高齡者的力量來「創造」新的樂齡生活品質。而在此重要的是，要進行這樣的認識觀點轉換，

我們需要有工具及更全面的應用思考，包括，如何看見、理解並引出長者的經驗與觀點，並進

而引導其重視自己的主體能動性；如何改變科技的符號意義，使其能夠更為親和的融入社會生

活進而促成社會創新；如何看見高齡者間的差異性（包括性別、族群、階級等），進而落實更

為平權的想像與實踐；最後，如何讓這樣的認識觀點能夠普及進入政策及社會倡議的渠道，從

而在社會結構上形成更為健全的高齡≈社會賦能機制。 

 

 

 

透過這樣的思考，本計畫在第二期的規劃中，將會深化人口結構變遷與科技變遷的視角，

更為聚焦深化第一期的關鍵議題：「社會人文、醫學及科技前瞻：人口與科技變遷之回應與實

踐」，透過課程規劃與環境機制的營造，讓學生去認識、理解高齡者的複雜主體樣貌，進而深

化對高齡社會議題的理解和準備。在深化關鍵議題的過程中，本院發現在第一期計畫中，只先

將視野放在高齡社會的最大群體——高齡者身上，雖有目標清晰之效，但卻也會忽略，事實上

是所有人共同齊步的進入高齡社會，因而也會共享高齡社會帶來的種種社會議題。因此，本計

畫針對台灣的健康照護面貌，提出以下三個子議題，同時也說明子議題之下相關面向的跨領域

實踐，也間接投射本院的課程設計如何融入跨領域議題的方針： 

圖 3：本計畫因應人口變遷所提出的前瞻視野(圖片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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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議題一：營造以全人關懷為本的高齡親和環境－讓高齡透過科技自主賦能：融合人文 x

科技的跨領域運用能力，以高齡者的使用經驗為本，建構健康照護系統、社會/心理支持系

統、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系統。目的在於運用科技與人文視野，來讓照護更全面（縮

減資源不均）與更具親和性。其相關領域為醫學科技、醫學社會學、高齡跨領域專業、科

技與性別化創新、認知心理學。 

 子議題二：營造高齡作為社會資源的社會創新視野－高齡運用科技來賦能社會：發揮人文

關懷與同理能力，將高齡者經驗轉換為社會創新視野，如創造青銀共學機制以凝聚世代共

識，塑造倡議網絡進行社區培力與被培力。目的在於藉由同理與溝通能力，看見並重視高

齡者的觀點，並導引出將其活力與經驗融入社區培力的渠道。其相關領域為數位生活紀錄、

醫療與社會、認知心理學。 

 子議題三：動員社會各人口群，關注高齡人口變遷的議題——構築友善/活力高齡社會：運

用具體介入社會的方法，推動社會改變，進行政策倡導。其目的是希望能夠透過結構性的

改革，形成友善並具活力的高齡社會環境。其相關領域為方案設計與評估、應用心理學、

社會工作醫療科技運用、諮商科技化。 

透過上述三個子議題的構面，重新審視並預先規劃解決臺灣未來超高齡社會可能會面臨的

問題，比如少子化議題（同時意味著育齡女性減少、偏向高齡生產、或是不願進入家庭/育兒負

累）、醫療場域中長照需求提升（同時意味著有照護人力的性別偏斜與族群偏斜（移工）之問

題）、高齡人口性別結構偏斜（高齡女性喪偶比例較男性高，但同時體能衰弱評估也高於男性，

同時亦有 LGBT 的健康弱勢問題）、生活健康照護需求提升（需要考慮性別差異，如隨著年紀

增長，女性得慢性病的比例增長得比男性快、女性日常生活的需求和能力也與男性有異；也需

要考慮不同型態家庭的多元照護需求）、獨居議題（涉及日常照護、醫療促進與社會/心理支

持）等現象，某種程度映照出，如此的預估帶有高齡者等於問題的社會預設。然而，如同社會

企業「多扶接送」主張的理念——「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我們同樣也需要轉換

思考與詮釋，去體認高齡不（只）是社會問題，而是社會沒有導引出賦予高齡者能力的環境。

唯有藉由此種思維的轉換，我們才能突破高齡的限制，看見並援引出其能力和活力，進而讓超

高齡社會的面貌，有了障礙以外的活化思考。 

    鑑於此種前瞻思維，作為醫學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院，可以說是因應此未來情景的第一線：

如何在超高齡化社會中，重新思考人口結構變遷所帶來的社會效應與潛力？科技引入的方案要

如何在促成好的生活品質、有自主尊嚴的照護之餘，同時開啟社會創新且為社會賦能的可能性？

面臨這樣的前瞻觀點，本學院將結合「人口結構變遷」和「科技變遷」的議題，建立四個計畫

目標：發展瞻遠人才的環境機制、發展教師學習型組織、研發跨域教學、拓展國際資源渠道，

來應對台灣未來將面臨的照護難題，目的在於透過更反映社會趨勢的課程結構、跨域合作所累

積的研究能量、跨域教學資源的開發、和國際交流所啟發的跨文化比較觀點等所建構起的教研

資源，培育能夠面對當今社會議題，提出前瞻性的解決方案的跨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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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題形成之過程 

    以上述前瞻思維為根基，本計畫區分出三個層次的思考構面，藉由橫向與縱向不斷來回的

討論過程來凝聚共識：第一階段是 UFO 所有成員分別進行大組與小組討論，第二階段是學生

的意見調查以及焦點訪談，最後階段則是盤點本計畫第一期的成果，省思本院再精進的方向，

以成為第二期計畫的展望。藉由這三個層次的相互討論與映照，我們提出展望 2030 台灣社會

的困難、挑戰與機會，並在「社會人文、醫學及科技前瞻：人口結構與科技變遷之回應與實踐」

的關鍵議題之下，延展出三個本計畫的子議題，同時也是我們回應關鍵議題所欲達成的人才培

育之目標。 

 

圖 4：以學生、教師及第一期執行成果三個層面深化共識與議題 

（一）教師凝聚共識過程 

1. 設計思考模式+跨領域團隊合作 

本院將 UFO 成員分為三個小組，分別是前瞻人才組、課程組及環境機制組，前瞻小組負

責深化第一期的問題意識，定義未來人才想像樣貌與規劃核心能力。課程組則是負責修正第一

期計畫，並根據前瞻小組提出之思考及定義，進行課程的調整及規劃。環境機制組除了修正第

一期計畫，也發展第二期計畫之規劃，如教師增能、環境與科技的接合，並在另兩組發想能力

與課程樣貌時，提供環境機制的想像與描繪。 

    UFO 成員召開數次會議。整體凝聚共識的會議結構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所有成員一

起參與討論（是謂大組討論），廣蒐成員們的觀點與經驗，旨在提出本計畫前瞻思維的問題意

識，並凝聚共識；第二階，三個小組各自分頭進行組內討論，依本計畫的問題意識來完成各組

需細緻規劃的目標；第三階，當三個小組皆產出各自成果後，重新聚集大組討論以彙整各組想

法意見，並相互調整與完善規劃方案。藉由數次大、小組開會的串聯，不僅讓本計劃的問題意

識與方向目標易加明確，同時本身即為一種營造教師社群相互增能的作用。 

    每個小組在組內規劃時，也各自採用不同的設計思考技巧。前瞻組採用設計思考 KJ 法，

先讓小組成員以便利貼表達各自的觀點，接著在各觀點中整合、融會，以討論出未來人才想像

樣貌與規劃核心。同時，在進行觀點整合時，前瞻組也採用多元文化觀點來探討長照議題，並

進行國際間的比較研究，如日本人面臨長壽但可能獨居死的現象，而北歐主張活得有品質、一

路玩到掛的活力老年生活。藉由比較研究的啟發，前瞻組也據此來思考台灣能夠如何向其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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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行本土化的適應性改造。課程組則根據前瞻組的討論，採用概念地圖法（concept map），

思索將前瞻問題意識、未來人才培育和發展核心議題融入課程規劃的方案，並在計畫課程的內

外部進行各種概念圖的分類、分群與分層，最後設計出修課路徑地圖與內外關聯圖。環境機制

組則是尋求各種資源，將前瞻組及課程組的想法化為實作上的可能，例如在向下扎根上，本校

將在 109 學年度與高雄女中合作，將前瞻教育的理念更往教育基層落實；在向上擴展上，也與

本校樂齡大學結合，藉由高齡長者的參與，營造青銀共學的環境機制。 

   

 

 

   

 

2. 參考國內外跨域人才培育的案例 

    展望 2030 年，無論是人口社會變遷、科技變遷、還是環境生態、經濟發展等議題都將面

臨新移民、高齡化社會、少子化、人工智慧、跨域大數據整合、新通訊技術、風險社會與防災

科技、綠能/綠源科技、生物與醫療科技、循環經濟、數位經濟、以及物聯網等問題的挑戰與機

會。因此，結合各領域來培養具有跨域融通視野的人才，以因應未來趨勢之變化，是面對此社

會遠景的積極且全面的解決方向。 

     如此的跨域結合方案，也是國外許多學校開始經營並嘗試累積成果的走向。以同為因應

健康照護需求的教育單位為例，北卡羅來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就在結合資訊科技與健康照護的基礎上，整合來自醫學各領域（包括藥學、醫學、

護理、公共衛生、應用健康系等)，以及健康科學圖書館的師資人才，設計跨域的線上課程，旨

在讓學生理解如何在照護實作中融入科技，以打造一個健康、效率、且實證式的健康照護之前

瞻遠景，同時也討論科技實作中的價值選擇和倫理議題。實作的結果發現，課程所招募的學生

雖小型但卻極具動機，因而帶來相當正面的成效，學生也都給予積極的回饋(Brock & Smith, 

圖 5 大組討論會 圖 6 前瞻人才小組討論 圖 7 設計思考過程 

圖 8 課程規劃小組討論 圖 9 串連前瞻思維與課程 圖 10 回到大組形成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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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所發展新的全球健康計畫，也運用數位

媒體科技與全球健康相結合的手段，發展跨學科課程。課程的結果產出具有相當品質的健康數

位媒介產品，也讓學生反映出正向的回饋。 顯示這樣的創新課程整合方向確實是一個開啟跨

域對話的新模式。 

    此外，諸如針對特定議題設定（如本計畫提出的人口與科技變遷）來規劃學習目標(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並採用跨域學習的方案設計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CDL))，也

被許多組織認可為養成新世代專業人才—結合跨域專業，發揮創新合作的優勢，創造出更快、

更有品質、更經濟、且對社會/環境友善的產品/服務—的努力方向。如史丹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便設立 PBL Lab，採取 CDL 的規劃設計，整合跨領域且跨地域的人才，讓學生以本

科專業為知識核心(island of knowledge)，再往外跨步學習其他學科的目標、語言和關懷，以養

成知識、覺察、欣賞、和理解的四大跨域情境知能。如此的設計模式，與本計畫的思考方向可

說是相互呼應，都預期透過此形式來讓師生學習跨學科的知能，培養對跨領域情境脈絡的敏感

度，進而發展出 Know-what、Know-how 以及 Know-why 的能力，以達成議題解決的目標。 

（二）學生面展望 2030 台灣社會的困難、挑戰與機會的想像 

在學生面的調查，分為意見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

我們在醫社系的三門課程及心理系的二門課進行問

卷調查，問卷為開放式作答；同樣的題目也以焦點團

體的方式進行討論，藉此讓本院的學生思考展望

2030 的台灣社會，將會在他們所屬的領域中，  面

臨什麼樣的挑戰與機會。題目的方向如下： 

1. 想像在 2030 年後的超高齡且少子化的社會，可能

面對的問題或需求是什麼？ 

2. 面對 2030 年後的超高齡且少子化的社會，心理專

業者、社會工作師等助人工作者還需要什麼樣的能力或裝備？ 

    調查結果概述如下：學生皆意識到台灣高齡社會與未來

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中，會出現許多社會議題，分別有：少子化、獨居人口越來越多、健康照

顧領域會受到挑戰、進入高齡社會家庭結構改變、移工問題、壯年人口無法負擔老年人口。而

在醫療照顧上，七成的學生提出科技即將完全取代人力，第一線的人員也將面臨科技變遷的挑

戰。可見得學生端也意識並同意本計畫所提出的主題，即健康照顧領域將面臨轉型與升級的需

求。在盤整與分析學生的調查後，我們發現本院學生認為未來在健康照顧領域上的人才，應該

要是個具有跨域能力、並能夠介入社會來滿足其需求的樣貌。這樣的想像，也顯現了學生對於

高齡社會仍將之視為社會問題的看法。因此，在進行完調查之後，本計畫團隊成員反思過去的

授課內容，並根據本計畫提出的高齡社會賦能之前瞻思維，進行課程的重新再設計，擬讓社會

賦能的概念整合進既有課程，並提供學生較少提及的性別觀點與思考資源，讓他們對性別議題

進行更為深度的思考。因此會納入本院有性別研究所的優勢，將性別課程融入本期課程結構的

調整中。 

 

圖 11 焦點團體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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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 2030 年所屬領域面臨的問題、挑戰與機會：未來人才想像與核心能力 

   經由前述教師與學生共識議題的過程中，擬定出在健康照護領域的展望 2030 年中，將會面

臨諸多重要議題，包含以下六大項：少子化、性別結構偏斜、獨居、醫療科技照護、生活健康

照護、對高齡社會的恐懼與歧視。而本院認為在目前院內的既有課程，由於缺乏整合與跨域的

前瞻思維，因而在面臨展望 2030 年台灣社會對於健康照護領域上的挑戰，將有所不足。因此，

本院將此視為能夠升級與轉型的機會，在課程結構中進行調整，在既有課程中進行整合，並導

入前瞻思維，以培養能夠面對社會議題、並跨域應對的人才。除此之外，本計劃也針對目前尚

缺乏的前瞻元素，創新開設新的課程，以此創造一條本院的前瞻路徑。同時，本計劃也搭配學

習環境機制的營造，一方面幫助學生理解在面臨 2030 年展望時，導入前瞻思維將能夠帶來什

麼樣應對社會議題的機會與路徑，二方面也養成學生能夠跨域思考、跨域合作的能力，這樣的

開放思考與跨域合作/溝通能力，成為他未來面對、回應甚至解決當今社會議題的優勢。 

    在這樣的思考與展望下，跨域人才需要同時具備的能力包括：第一， User Experience （UX）

——使用者經驗，本計畫引申定義為學生以使用者為中心，思考並理解、分析、面對人口變遷

與高齡社會之認知、經驗、需求與價值等意涵；第二， User Interface （UI）——使用者服務

/科技介面設計，本計畫定義為學生依據 UX 來理解和評估使用者經驗結果後，參與創新思考

服務或科技產品；第三，User Change （UC）——使用者改變，定義為學生參與實踐 UX & UI

過程創新思考之服務或科技產品，並能媒合科技團隊，落實或提供服務對象/場域介入，進而評

估、創造使用者生活與健康正面之改變。在這三層次的融會貫連下，本計劃認為此圖景所描繪

出來的人才樣貌如下： 

 健康照護人才：以全人觀點，並能善用科技與使用者經驗，能有效整合資源，回應高齡社

會長者的健康照護相關議題的能力。 

 社區培力人才：以社區為基礎，激發社區居民參與的意識，並能整合社區資源善用科技，

營造設計高齡友善支持的生活環境。 

 活動設計人才：以使用者需求為基底，有效結合跨專業團隊與科技產品創新開發多元的活

動，增進長者的健康福祉。 

 議題倡導人才：善用大數據與人工智慧的工具，探索高齡社會的議題，並有效整合利害關

係人的意見，運用倡導的技術造成政策改變。 

 社會創新人才：善用科技的技術，覺察與評估現有服務模式的困境與限制，改善或創新高

齡社會的服務模式。 

本院將未來人才想像與本校身為醫學大學跨域的課程連結，以孕育成為一位具有全人醫療知能，

並有效運用科技去面對、回應與解決前瞻議題之跨域人才。在此目標之下，我們延續第一期發

展出其人才樣貌須具備六大核心能力指標：1. 跨域溝通能力、2. 介入實踐能力、3. 營造友善

適性自主環境能力、4. 需求辨識與分析能力、5. 科技創新能力、6. 區域資源整合能力。(如圖

12 與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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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未來人才樣貌圖說 圖 13 核心能力與課程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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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考人才培育：議題導向的教學模式(詳附件一) 

    本院的課程將會以回應現今台灣高齡社會的社會議題，並達成本計畫提出的子議題為導向，

最終是能夠達成本計畫構思的人才樣貌與核心能力。透過本院在醫學大學的優勢，本計畫的創

新課程所針對的對象，除了以人社領域學生為主要教育對象外，將整合學院中所有單位的人力

資源，並跨域結合本校其他學院（如：醫學院、健康科學院、護理學院及通識中心等）的方式，

提供不同領域的學生有機會共學、合作，並影響其他領域的學生，甚至逐漸在專業課程中普遍

設置跨域的課程，推動跨域風氣與行動、改良跨域合作機制。在本院跨域師資的帶領與課程推

進中，可期能培育學生對於人口變遷與科技的敏感度，以達到本計畫的前瞻目標。 

 
子議題一：讓高齡透過

科技自主賦能 

子議題二：讓高齡來賦能社

會 

子議題三：構築友善/活

力高齡社會 

意涵 
營造以全人關懷為本的

高齡親和環境 

營造高齡作為社會資源的社

會創新視野 

動員社會各人口群，關注

高齡人口變遷的議題 

回應社

會議題 
少子化、性別結構偏斜、長照、身心健康照顧、獨居。 

說明 

融合人文 x 科技的跨領

域能力，以高齡者的使

用經驗為本，建構健康

照護系統、社會/心理支

持 系 統 、 社 會 包 容

（social inclusion）系統。

目的在於運用科技與人

文視野，來讓照護更全

面（縮減資源不均）與更

具親和性。 

發揮人文關懷與同理能力，

將高齡者經驗轉換為社會創

新視野，如創造青銀共學機

制以凝聚世代共識，塑造倡

議網絡進行社區培力與被培

力。目的在於藉由同理與溝

通能力，讓高齡者的生活經

驗轉化成社會創新的資源。

運用具體介入社會的方

法，推動社會改變，進行

政策倡導。其目的是希望

能夠透過結構性的改革，

形成友善的高齡社會環

境。 

所屬領

域未來

需求 

UX 使用者經驗+UI 使用者服務/科技友善介面設計 

+UC 使得使用者正面改變：介入/回饋 

人才樣

貌 
健康照護人才 

社區培力人才 

活動設計人才 

議題倡導人才 

社會創新人才 

核心能

力 

跨域溝通能力、區域資源整合能力、介入實踐能力、科技創新能力、營造友善適

應自主環境能力、需求辨識與分析能力。 

 

表 1 前瞻思維與議題串聯本計畫課程培育人才樣貌與能力整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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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推動的重點、策略與方法 

一、第一期執行成果描述（詳附件二：第一期自評報告） 

    接下來，本院將描述在第一期的執行成果，首先，在前瞻議題發展上，我們將團隊成員分

組成立前瞻小組討論會，並透過閱讀文獻與分享的方式集思廣益，並以設計思考激發大家對於

前瞻議題的想像，我們從原本只看到高齡社會的長照議題中會有照顧人力短缺、科技在醫療場

域會取代人力等第一線人員該如何面對未來，我們將此深化並將焦點放在整個人口結構變遷與

科技變遷之上，不再只以高齡者本身作為主軸，而是在變遷下，所以人都一起進入高齡化社會，

他們都會一起面對到高齡者的議題，而我們要以什麼樣的視角去看待高齡社會，將會影響我們

如何前瞻議題。 

    在第一期的發展中大家凝聚的共識是「高齡=社會問題」之預設，轉變為「高齡≈社會賦能」

也就是高齡趨近於社會賦能的觀點，如此一來，台灣的問題，比如包括少子化議題（同時意味

著育齡女性減少、偏向高齡生產、或是不願進入家庭/育兒負累）、醫療場域中長照需求提升

（同時意味著有照護人力的性別偏斜與族群偏斜（移工）之問題）、高齡人口性別結構偏斜（高

齡女性喪偶比例較男性高，但同時體能衰弱評估也高於男性）、生活健康照護需求提升（需要

考慮性別差異，如隨著年紀增長，女性得慢性病的比例增長得比男性快、女性日常生活的需求

和能力也與男性有異；也需要考慮不同型態家庭的多元照護需求）、獨居議題（涉及日常照護、

居家安全、醫療促進與社會/心理支持），皆能引入科技作為賦能之解方，從醫療場域照顧到建

築高齡友善的社會工程，而我們的優勢是身處於醫學大學中的人社院，在醫學網絡中更能將此

實踐，具體上，我們運用設計思考模式與跨領域對作模式，為課程規劃之概念架構。 

     以此串聯至我們的課程規畫設計中，將會做許多課程結構與內容的調整，在第一期時，

我們總共整合 6 門既有課程，其中有兩門課：科技與社會、科技與性別化創新朝向課程共備的

方向走，也是本團隊第一個完全的課程共備的課程，以及，隨著前瞻議題的發展，開設 1 門新

課數位生活紀錄，已通過外審，並於第二期展開。在課程內容上，我們邀請科技相關的業師參

與進課程，提供內容上的跨域與展望未來的課程規劃。除此之外，在共備課程上，我們有許多

琢磨，我們的教師群部分教師有在樂齡大學上課，此課程經營的模式是兩個老師會一起上課，

因此會有課程共備、課程相互觀摩的互動產生，本院發現如此一來，原本不同專業較少接觸的

兩個老師經由課程能培養彼此的默契，形成夥伴關係，將此正能量帶入本院。 

    在第一期中我們經營跨域教師社群，透過教師社群講座與讀書會增能的過程中建立關係，

並且讓彼此了解各自的專長與研究領域，在適時的時機點上，發展能共時授課的夥伴關係，除

此之外，在我們每次的校外參訪或是定期到外研習(包含總辦的工作坊)，回來之後，我們都會

開會討論並分享自己的所見，然而，現階段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的工作坊與研習都改為線上，

我們教師們更能夠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線上參與，並且在我們固定的 LINE 群組相互分

享與討論，且在平時教師們也會分享與本計畫有關的資訊至群組並討論。從零至一期的計畫構

思與實踐經驗，本教研團隊與環境機制逐步擴展成型完善，教研團隊由主持人領導督軍，核心

主力含院長及組長、兩系一所主管及跨院系資深教師等，認同前瞻精神理念與目標院內參與教

師人數增加，此明顯反映在一期與二期的課程質量上。並藉由發展營造師生共學習型組織，除

學習與擴充資訊科技與 AI、腦科學研究、高齡社會議題與服務創新、科技的法律及社會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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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老人照護的社會正義等新知外，同時可發展出院系所師生間交流與跨域合作新路徑，另

無形中也創造出跨院際教師互動與思索高齡社會前瞻議題教研協力的機會，如醫學院、護理學

院、健康科學院等師生的參與，以擴展累積本計畫對校內各學院的衝擊能量。 

    在零期、一期的實踐運作和 UFO 總辦的校際交流活動過程，對建構未來符合本計畫主題

與參與教師課程目標的環境機制，有較明確方向與具體作法。除善用與結合本校現有的軟硬體

設備外，院學習空間改造、師生持續學習增能、課程改造與創新課程發展、共時備（授）課的

運作經驗整合與機制建立、教學方法與學習成效評量改善、前瞻人才師資連結、社區協同與參

訪學習單位互動機制建構、UFO 跨域教研實踐社區規劃與發展等等，需逐步加以落實與擴充，

以建構符合本計畫主題的較完善可行的環境機制。 

    最後，在學習成效評估上，我們正在研發本計畫的成效評估機制，目前仍在建置與實驗的

階段。在現階段我們已研發出本計畫專用是否回應到計畫目標的前後測問卷，而在下半段本院

認為後測的時候，除了量化績效外，更要涵蓋質性研究的結果，預期會有學生作品的建立與分

析與焦點團體訪談，並在質性與量化的搭配之下，更能提供我們未來課程設計上的修正方向。 

 

二、第二期推動規劃 

為了因應人口結構高齡化和科技變遷導致社會議題，本計畫策略除了在透過課程，培養學

生思考社會和科技變遷之批判思考能力，和科技應用在醫療之能力，並將推動各學院/系間跨

領域合作，以課程創新與整合、打造學習環境機制、跨域教師網絡建立與增能、發展與建立線

上國際資源四大策略與方法來回應本期之議題，以下將詳細說明本院的具體策略與執行方法。 

（一）建立瞻遠人才環境機制：培育跨域人才 

   根據本計畫欲應對「人口變遷×科技」此兩大前瞻議題於醫療領域結合的目標，我們將站在

政府已著手進行的長照政策之上，作為課程整合與創新的基礎。鑑此目標，我們識別出其所涉

及的面向，及需培育出的能力素養，來設計可對應的課程組織和架構。課程的整合採取橫向聯

結縱貫能力，以培養的醫護和社工學生因應高齡社會衝擊之能力，不僅能使用科技物幫助病人

賦能(empowerment)，增加醫療自主性，降低對家庭照顧之負擔；此外，也帶領學生反思科技變

遷對社會帶來的衝擊和挑戰。 

1.1 課程結構調整：整合與創新 

    根據本計畫欲應對「人口結構變遷×科技」此兩大前瞻議題與醫療領域結合的目標，我們

將站在目前已進入高齡的台灣社會中出現的社會議題，作為以引導式議題的教學，將課程整合

與創新作為培育學生回應議題之基礎，並達成本計畫關鍵目標：培育跨域人才營造高齡友善/

活力社會。鑑此目標，我們識別出其所涉及的面向，及需培育出的能力素養，來設計可對應的

課程組織和架構。課程的整合採取橫向聯結縱貫能力，以培養心理照顧與社會照顧之學生面對

高齡社會議題的能力。我們的切入點是使用科技幫助病人賦能，增加醫療自主性以及身心健康

的功能，進而回應台灣社會目前的問題，包含：少子化、長照問題、性別結構偏斜、獨居、身

心照顧需求等問題；同時，也帶領學生反思展望 2030 年，人口結構加上科技變遷對台灣社會

帶來的衝擊、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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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在第二期計畫，我們將盤點本院系所能夠回應議題並有跨域機會發展的課程，

接著在數次小組會議與溝通的過程中，在讓本院的課程中譜出一條前瞻路徑（Foresight Path），

讓本院的師生在此條路徑中共學共長。本院認為在課程結構調整上的執行策略是：對於既有的

課程導入前瞻的元素，以及設立新課填補本院缺乏的前瞻性課程，而這些課程都必須有著跨域

連結與合作的機制，作為未來這一年是能夠具體落實，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本校做為醫學大學富

含社會人文素養與科技知能的學習風氣。在執行方法上，本院以三個方法具體落實：修正與持

續發展低年級的跨域課程、整合與修正高年級的整合型課程、推動創新的課程。 

    第二期計畫中，將延續與修正第一期計畫的課程，並將這些課程與本院課群結構融合，做

出本計畫四個階段的主題課群，以下將說明從 Corner-stone(奠基石)→Keystone(主體石)→

Capstone(頂金石)與主題課群：跨域專業基礎→跨域專業進階→跨域專精課程→總整應用課程，

以此能夠將 UFO 的前瞻課程與本院的課程結構安排相互融合串聯，形成前瞻課群內外相互關

聯與對應的計畫（詳圖 15 課群內外相關課程關聯圖）。首先在低年級的跨域課程中，是在課

程結構 Corner-stone 階段，其目的是對應到本計畫 UX 層面：學生以使用者為中心思考並理解

分析面對人口變遷與高齡社會之認知、經驗、需求與價值等意涵，所盤整能夠跨域整合的課程

為，並作為主題課群一：跨域基礎課群：「普通心理學」、「社會統計」、「學校社會工作」、

延續第一期課程「高齡社會健康照顧專題導論」。 

    在課程結構 Keystone 階段，其目的是對應到本計畫 UI 層面，其目的是讓學生依據 UX 理

解和評估使用者經驗結果，參與創新思考服務或科技產品，本院認為應該將此階段分為兩個主

題課群，分別為跨域專業進階、跨域專精課程，因為進階課程是延續基礎課程的知識，而在專

精的課群上，會比較偏向是以具有初步應用的概念，因此在主題課群二：跨域專業進階為：延

續第一期中的「性別、醫療與社會」、第一期育苗課程包含「心理測驗（含實習）」與「數位

生活紀錄」、新整合課程「認知心理學」、「醫學社會學概論」，共五門課；在主題課群三：

跨域專精課程為：延續第一期育苗課程「方案設計與評估」、第一期課程「科技與性別化創新」、

新整合課程包含「高齡跨專業健康照顧與科技應用」、「諮商理論與實務」與可上修性別所的

「性別、醫療與健康」。 

    在課程結構 Capstone 階段，其目的是對應到本計畫 UC 層面，其目的是讓學生參與實踐

UX & UI 過程創新思考之服務或科技產品，能媒合科技團隊，落實或提供服務對象/場域介入，

進而評估使用者之改變，在此階段的課程作為主題課群四：總整應用課程：延續第一期育苗課

程「應用心理學實務與實習」、第一期課程「穿戴裝置在臨床心理之應用」(兩年開一次，本期

109 學年停開)、新整合課程「社會工作實習（三）」以及新開設課程「社會調查科學與實務」。 

    透過課群分類與課程的安排，學生從 UX→UI→UC 三個階段的學習歷程，依照本計畫的

盤點的課程中，醫社系與心理系學生的修課路徑（詳圖 14 各管道學生修課路徑圖）上會各有

三門為必修課程，而其他十三門為選修課程，如此一來，在第二期中本院即可落實學生將會修

習至少三門課（從 Corner-stone 到 Keystone）的前瞻路徑課程，更能將前瞻的思維與視野在低

年級課程就慢慢滲透，並讓學生在本來就既定的修課計畫中就達成了本計畫的目標，可對照第

二期課程規畫表 (詳附件一)。 

    在課程成效評估上，本計畫在第二期將延續第一期研發的前後測問卷：跨域思考度量表，

進行量化分析，以及在期末進行焦點團體法、蒐集學生的作品等做質性研究分析，預期能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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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量化的搭配之下，對於往後的課程結構與內容進行調整，除此之外，我們也鼓勵教師能自

行研發符合課程目標的評量方式，包含自主學習量表、老人態度的量表等。在第二期將以跨院

校經驗交流的方式，持續修正與調整適合本計畫課程的教學評量工具與方式，並建立課程成效

評估機制，此在計畫「肆、預期成果及效益評估」會再詳述說明。 

    在共時授課執行上，本院在前期採用協同授課的方式，已初步建立跨院教師之間的合作關

係，以及院內老師之間的合作，第一期將「科技與社會」與「科技與性別化創新」整併，也有

初步共備課程的研發基石，而在本期，本院欲將共備課程的研發擴大至跨院之間共備課程的合

作，預計在「數位生活紀錄」、「科技與性別化創新」以及「應用心理學實務與實習」、「社

會調查科學與實務」中實踐，計畫將採用跨院教師先線上/現場觀摩授課教師的課程→跨院教

師共同備課、研發跨域教案等→共同授課→課後討論、修正跨域研發教案的方向。除了在課堂

上的共備外，五們也預計舉辦教學實務工作坊，邀請教師們從工作坊中研發跨域的教學教案、

教具、教材等，作為未來能夠繼續研發的教學模式，也能讓校內老師了解彼此專長如何相互搭

配，並將前瞻思維與跨域思考前瞻議題回應到教學內容、教學現場，更有助於學生與教師們在

整體學習環境機制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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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增加「預計修課人數」） 

課程架構

名稱(主題

課群) 

課

程 
序

號 

課程 
名稱 

開課單

位 

屬性 定位 操作方式

學

分

數

修

課

年

級

開設 
學期 

授課教師 

是否

為原

有課

程?

預計

修課

人次

校

必

修 

院

系

必

修

選

修

核

心

關

鍵

總

結

式

議

題

導

向

業

師

參

與

共

時

授

課

Corner-
stone 

(跨域專業

基礎) 

1-1 普通心理學 心理系  V V V V 6 一 上下 林錦宏 是 65 

1-2 社會統計 醫社系  V V V V 4 一 上下 陳建州 是 66 

1-3 
高齡社會健

康照護專題

導論 
醫社系  V V V V 2 一 上 陳武宗 是 30 

1-4 
學校社會工

作 
醫社系  V V V 2 二 下 彭武德 是 24 

Keystone 
(跨域專業

進階、跨

域專精課

程) 

2-1 
心理測驗(含

實習) 
心理系  V V V 6 二 上下 鄭怡玲 是 70 

2-2 認知心理學 心理系  V V V V 3 二 下 林錦宏 是 65 

2-3 
醫學社會學

概論 
醫社系  V V V 2 二 上下 邱大昕 是 60 

2-4 
性別、醫療

與社會 
醫社系  V V V V 2 二 上 李淑君 是 20 

2-5 
科技與性別

化創新 
醫社系  V V V V V 2 二 上 余貞誼 否 15 

2-6 
高齡跨專業

健康照護與

科技應用

醫社系  V V V V 3 二 下 陳武宗 是 30 

2-7 
方案設計與

評估 
醫社系  V V V V 3 三 下 謝文中 是 42 

2-8 
諮商理論與

實務 
醫社系  V V V V 2 三 下 彭武德 是 30 

2-9 
數位生活紀

錄 
心理系  V V V V V 2 二 下 余貞誼 否 20 

2-10 
性別、醫療

與健康 
性別所  V V V V 3

碩

一
上 余貞誼 是 12 

Capstone 
(總整應用

課程) 

3-1 
應用心理學

實務與實習 
心理系  V V V V V 3 三 下 吳相儀 是 10 

3-2 
社會工作實

習(三) 
醫社系  V V V V 2 四 下 林東龍 是 7 

3-3 
社會調查科

學與實務
醫社系  V V V V V 3 四 下 陳建州 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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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課程修訂對照表 

 
課 程 名

稱 
開課教師 課程屬性 原課程大綱、主要教材與教學方法 新課程大綱、主要教材與教學方法 修訂理由說明 

108-

1 

高 齡 學

程：高齡

社 會 健

康 照 顧

導論 

陳武宗 

□校必修 

□院系必

修 

■選修 

原課程大綱：原主責教師退休，本人接手

後，調整為 2 學分課程，並融入前瞻計畫主

題-人口與科技變遷，改造課程，除提升學

生對高齡社會基本知能與老人正向態度外，

課程內容設計除保留原老人學發展趨勢、

KAS--服務長者您準備了嗎?等主題外，新

增在宅及遠距醫療、資訊科技運用、科技輔

具創新、社區服務據點參訪學習及青銀共學

實作等主題單元，以營造跨域與科技運用的

學習情境。 

主要教材：協同教學講者自行設計的單元教

材、實地參訪的學習重點盤整與延伸性思考

作業設計、下社區實作與成果分享 

教學方法：專題演講、互動式教學、參訪學

習、青銀共學實作、共時授課（主責教師全

學期與協同教學專家或業師全程共時授課，

一方面協助學生有效學習，一方面建立共善

的教學夥伴關係）、老人電影賞析（讓學生

認識高齡社會議題的多樣性及複雜性） 

新課程大綱：第一期調整的大綱，經實作

後，學生教學評量為約 5.6 分，故需再累積

學生學習經驗與回饋意見，在進行調整。第

二期僅增加腦科學研究在助人關係經營的運

用單元主題 

主要教材：同第一期 

教學方法： 同第一期 

增加腦科學研究在助

人關係經驗的運用，

提升助人專業在關懷

力與同理心訓練最新

知識的連結 

高 齡 學

程：老人

健 康 照

護 導 論

陳武宗 

□校必修 

□院系必

修 

■選修 

原課程大綱：本課程為高齡學程核心課程之

一，為上學期三學分的課程，本課程整合了

本校老人學的相關師資，如老人醫學、老人

精神醫學、老人護理、高齡職能與物理治

新課程大綱：第二期將課程名稱改為「高齡

跨專業健康照顧與科技運用」並調整到下學

期開課，除延續整合本校老人學的相關師

資，如老人醫學、老人精神醫學、老人護

更改課程名稱與內

容，以聚焦回應本計

畫「人口與科技變

遷」主題，並突顯跨



22 
 

(本期更

名為：高

齡 跨 專

業 健 康

照 顧 與

科 技 運

用) 

療、老人社會工作、老人心理、老年營養與

藥學、口腔衛生等專業教師，以發展學生對

老人及長照領域所需跨專業服務所需連結的

基本知能和視野。並發展高齡跨專業教學案

例，其課程單元主題如下：人口老化趨勢與

健康照護需求、老人醫學與周全性評估、老

人護理與口腔衛生保健、老人營養學與用藥

安全、老人社會工作與議題發展、高齡職能

及物理治療、高齡跨專業案例研討（兩單

元）等 

主要教材：協同教學講者自行設計的單元教

材、發展高齡跨專業教學案例 

教學方法：專題演講及互動式教學、參訪學

習、共時授課 

※※第一期因選讀人數未符合校方規定，未

能順利開課。 

理、高齡職能與物理治療、老人社會工作、

老人心理、老年營養與藥學、口腔衛生外，

新增高齡跨專業理論與實務及資訊社會學和

性別等專業教師，以發展學生對老人及長照

領域所需跨專業服務所需連結的基本知能和

視野。並在考量學生原專業教育訓練與知識

的基礎上，融入高齡社會助人專業前瞻人才

相關的元素，如活用資訊科技創新服務模式

與內涵，提高跨專業間合作的正向態度及效

能。 

主要教材：協同教學講者自行設計的單元教

材、實地參訪的學習重點盤整與延伸性思考

作業設計 

教學方法：專題演講及互動式教學、參訪學

習、共時授課（主責教師全學期與協同教學

專家或業師全程共時授課，一方面協助學生

有效學習，一方面建立共善的教學夥伴關

係）、高齡跨專業案例研討（協同社區老人

服務單位發展的教案）。 

專業合作與科技運用

能力，在培育高齡社

會前瞻人才的重要

性。學期更動更能讓

學生與大一「高齡社

會健康照顧導論」課

程連慣性的學習，並

減輕主責教師的教學

負荷。 

性別、醫

療 與 社

會 

李淑君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原課程大綱：本課程透過社會學、文化歷史

學、性別研究等觀點，探討當代醫療、健

康、身體、疾病等議題。本課程目的希望達

到以人文思考為基礎的醫學素養，讓同學更

具社會批判視角以及醫學人文的關懷。課程

透過社會學、文化歷史學、性別研究等跨領

域的觀點，探討當代性別、醫療、健康、身

新課程大綱：本課程透過社會學、文化歷史

學、性別研究等觀點，探討當代醫療、健

康、身體、疾病等議題。本課程目的希望達

到以人文思考為基礎的醫學素養，讓同學更

具社會批判視角以及醫學人文的關懷。課程

透過社會學、文化歷史學、性別研究等跨領

域的觀點，探討當代性別、醫療、健康、身

新增未來社會變遷與

趨勢。現有的社會現

狀如移工移入更增族

群多元社會、照顧工

作外包呈現照顧專業

人力的需求、多元家

庭型態更加豐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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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疾病等議題。本課程目的希望達到以人

文思考為基礎的醫學素養，讓同學更具社會

批判視角以及醫學人文的關懷。課程將分為

幾大主題進行討論: 1. 醫療化 2. 疾病汙名

化 3. 性別與醫療 4. 老年與醫療 5. 身心

障礙等五大議題。 

主要教材：1.《性別作為動詞—巷子口社會

學 2》(僅用部分內容，所以可不購買) 

2.《說好一起老》(瞿欣怡，寶瓶文化， 

2015/10/26) 

3. 周傳久，《北歐銀色新動力：重拾個人

價值的高齡者照顧》(台北:巨流，2016) 

4. 陳雪，《當我成為我們：愛與關係的三

十六種可能》(印刻，2018) 

教學方法：本課程分為講授、紀錄片、公開

演講、團體討論等不同方式進行，教學方法

上融合了問題引導法、團體學習法、講師講

授法等不同教學法。課堂搭配上，教學者會

先以一小時授課，並以問題思考作為引導學

生學習的起點，從問題引導切入上課主題，

然後發下課前製作之學習單，讓同學於學習

單上進行討論與思索，並搭配同儕團體學習

法進行討論與小組報告。 

體、疾病等議題。本課程目的希望達到以人

文思考為基礎的醫學素養，讓同學更具社會

批判視角以及醫學人文的關懷。課程將分為

幾大主題進行討論: 1. 醫療化 2. 疾病汙名化 

3. 性別與醫療 4. 老年與醫療 5. 身心障礙

等五大議題。未來社會變遷中，現有的社會

現狀如移工移入更增族群多元社會、照顧工

作外包呈現照顧專業人力的需求、多元家庭

型態更加豐富改變以往單一家庭的思維、高

齡人口居多必須重思高齡的意義、少子化人

口產生轉變等議題，將成為未來社會的新樣

貌。本課程將針對未來社會照護需求、性別

與多元家庭豐富、高齡恐懼與歧視等社會趨

勢，從上述五大議題中，培養學生介入實踐

能力、跨域溝通能力、需求辨識與分析能

力、營造友善適性自主環境能力。回應議題

醫療照護需求、性別結構偏斜 、高齡恐懼與

歧視等社會趨勢。 

主要教材：1.《性別作為動詞—巷子口社會

學 2》(僅用部分內容，所以可不購買)2.《說

好一起老》(瞿欣怡，寶瓶文化， 

2015/10/26) 3. 周傳久，《北歐銀色新動力：

重拾個人價值的高齡者照顧》(台北:巨流，

2016) 4. 陳雪，《當我成為我們：愛與關係

的三十六種可能》(印刻，2018) 

以往單一家庭的思

維、高齡人口居多必

須重思高齡的意義、

少子化人口產生轉變

等議題，將成為未來

社會的新樣貌。本課

程將針對未來社會照

護需求、性別與多元

家庭豐富、高齡恐懼

與歧視等社會趨勢，

從上述五大議題中，

培養學生介入實踐能

力、跨域溝通能力、

需求辨識與分析能

力、營造友善適性自

主環境能力。回應議

題醫療照護需求、性

別結構偏斜 、高齡

恐懼與歧視等社會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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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本課程分為講授、紀錄片、公開

演講、團體討論等不同方式進行，教學方法

上融合了問題引導法、團體學習法、講師講

授法等不同教學法。課堂搭配上，教學者會

先以一小時授課，並以問題思考作為引導學

生學習的起點，從問題引導切入上課主題，

然後發下課前製作之學習單，讓同學於學習

單上進行討論與思索，並搭配同儕團體學習

法進行討論與小組報告。新增跨界合作講師

以及實作場域參訪。 

108-

2 

科 技 與

社會 
邱大昕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原課程名稱:：科技與社會 

原課程大綱：本課程以行動不便者輔具為主

要探討現象，透過單元閱讀方式，介紹當代

對科技的多元思考與討論，進一步理解輔具

科技與社會的複雜互動關係。 

主要教材：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 

教學方法：演講授課與討論 

新課程名稱:：科技與社會 

新課程大綱：將「科技與社會」和「科技與

性別化創新」整併，前半個學期，以單元閱

讀方式，介紹當代對科技的多元思考與討

論，並聚焦在輔具科技上，進一步理解輔具

科技與社會的複雜互動關係。後半學期，則

加入性別的視角，看見性別的濾鏡如何被運

用在科技與社會的相互形塑中，並構思性別

化創新的可能。 

主要教材：科技渴望社會、科技渴望性別 

教學方法：演講授課與討論，搭配以 PBL 形

式作為刺激與發想的實作討論 

將這兩門課整併的原

因有二： 

1. 推廣 UFO 前瞻理

念：由於 UFO 所

提出的前瞻理

念，在第一期初

推行之時，對學

生來說是相對新

的領域。為擴大

學生對此前瞻概

念的認識，故這

學期整併兩門

課，以概念的融

通與觀點的刺激

為目標，務求能

藉此打開學生對

科 技 與

性 別 化

創新 

余貞誼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原課程大綱：科技與社會的連帶愈形密切，

科技的發展也日益需要與社會、制度、與文

化價值面向做整合。科技的性別化創新

(gendered innovation)，是在科學、醫療、環

境、工程等各領域引入性別的觀點，利用性

別分析以達到科技的創新發展。所以本課程

的目標在於透過從性別的觀點切入科技物的

設計與推廣，以挹注我們對科技物及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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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想像，從而培養我們以性別化創新的

觀點來改善日常生活中的科技設計。 

主要教材：性別化創新網站 

教學方法：演講授課與實例討論 

此前瞻觀念的視

野。 

2. 實驗共備共授的

教師社群與環境

機制：共備共授

的型態，是本計

畫所構想的理想

跨域溝通環境機

制中的重要一

環。因而第一期

也藉此整併兩門

課的機會，去實

作教師共備共授

的機制，以對環

境機制的營造方

案帶來啟發。 

課程內容之調整：舊

有的「科技與社會」

這本課內容較偏向介

紹傳統 STS 議題，如

巴斯德、愛迪生、腳

踏車、核能等議題。

為配合目前 AI 發展

趨勢，透過課程結合

與共同備課，讓學生

能接觸與瞭解更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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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及 AI 相關之議

題。 

數 位 生

活紀錄 
余貞誼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此門課程為 109-1 開授的新課，故將新課

規劃的內容填寫至右格） 

新課程大綱：數位生活記錄，是指將使用者

日常生活的事件與脈絡資訊記錄下來、用以

擴增個人記憶與日常輪廓。本門課程旨在介

紹數位生活記錄的方法論與實作基礎，並介

紹各領域的應用概況及其帶來的倫理挑戰，

同時會帶領學生實作一款手機 app 的生活記

錄方案，以具體理解此技術的應用樣貌。 

主要教材：依各週主題挑選適當的論文與科

普文章 

教學方法：課程講授、方法實作與討論 

開設本門新課的用

意，在於欲打造高齡

也能社會賦能的前瞻

理念時，體認到要理

解、欣賞並使高齡生

活賦能的前提，是要

看見高齡者實際如何

生活的樣貌。因此，

運用科技作為日常紀

錄、甚或介入的方

法，是未來人才需要

具備的知能。 

方 案 設

計 與 評

估 

謝文中 

□校必修 

■院系必

修 

□選修 

原課程大綱：有效地運用手中有限的資源，

選定可行的方案，達成預定目標或解決某一

難題，那就是方案。因此，方案計畫書可以

說是一種說服的工具，說服贊助單位相信申

請單位的能力與優點，基本上也是機構的行

銷工具。更重要的，方案設計的目的在減少

不確定性，增加責信度（績效責任）。若以

感性的語調來說，方案規劃就是提醒我們：

如果每天僅埋首於一大堆重要但瑣碎的事

情，我們可能會錯失良機，所以方案規劃有

助於組織分配稀少的人力、物力與財力資

源，以達成共同的目標。本課程教導學生以

新課程大綱： 

1.方案設計與評估是一套情境分析和問題因

應的方法，其中涵蓋問題情境分析、需求評

估、方案內容設計和成效評估四個階段。課

程進行從問題診斷開始，確認服務對象需

求，蒐集可能的服務策略，進行內外在資源

盤點，訂定方案目標與目的，選定方案執行

策略，安排行動計畫，設計結果評估和長期

的影響性評估，確認方案的整體效益，確實

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且具創新性、經濟

性、有效性和有效能的目標。 

「方案（program）」

是社會工作專業解決

問題的方法策略與因

應措施。為滿足高齡

者生命歷程中生存、

安全、成長與自我實

現需求，設計規畫各

種不同方案來因應高

齡化社會環境中的種

種議題。對於社會工

作等助人專業而言，

方案是用來協助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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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概念來檢驗各種不同型式的社會服

務，包括成本與成果，考量的方法有描述、

報告與測量案主或目標人口群的特質、服務

與資源，以分配稀有的資源給各種不同競爭

的需求。 

主要教材：高迪理譯（2018）。服務方案之

設計與管理（五版）。台北：揚智文化。 

教學方法： 

1.老師課程講授。 

2.閱讀指定資料並於課堂上討論。 

3.依指定的主題完成作業，並分別報告及引

導討論。 

4.帶領實務方案的批判與討論。 

2.本課程同時串聯整合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為課程進行框架，面對高齡社會下

醫療照護與生活健康需求，帶領學生尋求設

計可能的社會設計方案。課程整合框架流程

包括：「同理心（問題情境分析）」、「需

求定義（需求評估與目標設定）」、「計畫

發想（方案規劃）」、「製作原型（方案內

容設計）」與「實際測試（方案展演）」。 

3.透過課堂講授、機構參訪、老人社工機構

主管方案設計需求媒合、小組方案設計實作

以及邀請資深實務工作者來課堂介紹與分享

多元的方案經驗，以協助學生具備跨領域設

計方案與評估的知識與能力，帶領學生從服

務使用者（長者和機構）需求出發，創意發

想可能的社會設計方案。 

主要教材：高迪理譯（2018）。服務方案之

設計與管理（五版）。台北：揚智文化。 

教學方法： 

1.準時出席上課及參與課堂討論 

2.出席小組和 TA 討論 

3.閱讀指定教材 

4.以閱讀論文的方式瞭解國內外實務案例 

5.設計思考符合高齡機構需求之方案計畫並

進行展演 

長者長期照顧與正向

生活的方法與創新對

策，促進其發展潛能，

結合內外在資源，科

技創新知識，增進社

會適應能力，進而提

升生活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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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理 測

驗 (含實

習) 

鄭怡玲 

□校必修 

■院系必

修 

□選修 

舊課程大綱：本堂課介紹心理領域目前最常

為研究者關注的教育及心理測驗,提供學習

資源,測驗編制及測驗編程技巧, 並討論當代

心理測驗的標準與相關性別與文化課題. 

主要教材：教科書/投影片/小組學習單 /教

師自編測驗編程教材 

教學方法：課程實作/小組討論/互動式教

學： 

新課程大綱：本堂課介紹心理領域目前最常

為研究者關注的教育及心理測驗,提供學習資

源培養學生因應人口變遷編制新型測驗及測

驗編程技巧, 並討論當代心理測驗的標準變

遷與相關特殊人口課題. 

主要教材：教科書/投影片/小組學習單 /教師

自編測驗編程教材 

教學方法：課程實作/小組討論/互動式教學 

從 UFO 小組討論、

共學中增能與多，因

此，在內容上希望將

原本當代心理測驗的

標準與相關性別與文

化課題，延伸到人口

結構變遷中，討論相

關特殊人口課題。 

應 用 心

理 學 實

務 與 實

習 

吳相儀 

□校必修 

□院系必

修 

■選修 

原課程名稱: 應用心理學實習 

原課程大綱： 

本課程強調心理學理論與實務整合，透過相

關機構的實習經驗以整合學校所學，並做為

學生日後職涯選擇之參考，課程進行方式為

學生自行選定應用心理學相關機構，進行實

地觀察參訪交流，以及進入現場執行實習機

構相關工作，並接受專業督導。 

主要教材：依機構或主題而訂 

教學方法：教師授課、團體討論/個別督

導、機構參訪見習 

新課程名稱: 應用心理學實務與實習 

新課程大綱： 

本課程主要以實務或實習的多元形式進行，

邀請不同領域的老師及業師來共備共授，針

對特定心理學相關研究議題或其相關生活應

用進行探討或研發，或是結合相關機構的見

習經驗，讓同學針對過去所學之心理學相關

知識與訓練，有一整合式的學習或初步成

果。 

主要教材：依主題而訂。 

教學方法：教師授課、團體討論/個別督導、

機構參訪見習 

希望能夠朝向邀請不

同領域的老師及業師

來共備共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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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場域與學習風氣的營造： 

    在第一期學生在學習環境的營造上，較著重於本院中課程的跨域，第二期本計畫將延續第一期的

作法之外，更結合學校空間、發展科技實作教室、數位平台課程建立、設立學生跨院共讀機制以及培

訓跨域的教學助理，創造學生沉浸式的學習，能透過空間機制的建立、活動的安排，達成跨域的目標。

本院採用具體的策略是：改良跨域合作機制、規劃學習環境及課程達到跨域交流的目標、建立 UFO

的教學助理(TA)制度、向下紮根與高中端合作。而在這些策略之下，本計畫的具體執行方法為：課程

中引入跨院/校的師資協同授課、將 UFO 課程結合學校中科技的空間、打造科技實驗空間、建立虛擬

跨域課程平台、舉辦跨院學生讀書會活動、鼓勵人社院學生參與校內外舉辦與科技相關的演講與活動、

培訓跨域的教學助理，舉辦培訓課程，協助學生在課程中有效吸收前瞻知能、與高雄女中合作彈性微

學程，將前瞻的課題彈性放入課堂。 

3. 產學合作教學與實習： 

    本計畫在第零期為培養教學團隊教師對科技與老人健康照護及長期照顧服務應用的知能與教學

能力，即安排所有計畫參與人員前往「受恩智慧照護大樓」做參訪。「受恩智慧照護大樓」是結合人

工智慧、資訊科技、及長照設備的機構，希望教學團隊教師實際的去聽取解說並觀察環境、操作設備

後，實際了解智慧照護機構的現況與需求外，也可以作為未來指導學生發展方向的參考。在第一期時，

我們有執行學生的企業參訪，以及邀請業師至課堂演講與分享，在這過程中學生有熱烈的反應與回饋，

因此在第二期將延續第一期與業師合作的方式，在業師的選擇上會納入畢業學長姐的思考，與目前從

事和本計畫相關領域的畢業學長姐接洽邀至校內演講或課堂分享，並搭建起學弟妹和學長姐之間的橋

樑。 

    據此，本院將採取以下的策略：與業界或非政府組織合作、規劃設計參訪學習制度：參訪-見習-

實習、引進業師協同授課與生涯規劃諮詢、引進業師協助教案研究發展。在具體的執行方法上，我們

預計能夠邀請業師講師或畢業學長姐(其工作與本計畫目標有關聯)至校內演講、諮商，以及邀請業師

參與高年級整合性科目的課程規劃、設計制度，並且帶領學生去相關場域參訪、見習，了解前瞻的複

雜度，實務現況與未來展望，我們將建立參訪學習制度，逐年創新設計，並分享與推廣。 

（二）跨域網路建立：養成研教合一之跨域師資 

    跨專業的合作，目前已被國內外教育/學術組織認為是能帶來對話互動和創新思考的方法。而所

謂的學科跨域，除了包含基本的跨學科互動之外，更進一步期待成員們可以跨出自己既有的學科觀點，

嘗試去交織其他學科的觀點、工具、方法，來處理跟前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因此，跨域的品質不僅在

於學科成員的異質性，還包括溝通與互動的程度（例如，是否足夠理解他者學科的語言、文化、和世

界觀）。所以，要建立一個良好的跨域網絡，成員間需要培養出一起學習且相互學習（learning with 

and about each other）的機會和態度。為搭建起這樣一個跨域學習的平台，本計畫將透過教師專業增

能、經營與建立跨域教師社群網絡以及將這些增能的活動實行前瞻議題共學研究，並從中發展出進化

的跨域教學模式，也能讓擁有不斷學習動機前進的教師社群長久經營。 

1. 教師專業增能 

    在第一期著重於舉辦校外跨域師資教師社群的講座活動、讀書會，並參加總辦定期研習的工作坊

與活動，本期將延續第一期的規劃，並增加教學實務工作坊，以及教師團體參訪相關領域與機構。並

加入跨文化(社會人文與科技文化)對談活動，建立共同語言，增進跨域知能。在第二期，本院將以以

下策略思考如何教師專業增能：辦理教學實務工作坊、讀書會、跨域(知識型、人才培育、教學)講座，

以及參與總辦定期研習工作坊與活動以及定期團體參訪相關領域與機構，還有跨文化對談活動。具體

執行的方法中，我們思考為了強化與擴散教師跨領域的能力，必須透過教學實務工作坊、讀書會、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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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講座、參與總辦定期的研習，以及一起參訪相關領域與機構。創造讓教師能夠跨域學習的空間與活

動，進而在自我提升與教學增能。 

2. 跨域教師社群、多重網絡發展 

    第一期在經營教師社群上，有舉辦小組與大組討論共識彼此的困境，並發展出對於前瞻的共識以

及建立計畫網站。在第二期，我們將會定期舉辦以跨域教學或研究相互分享的聚會、跨院演講佈署人

社院教師在跨域網絡上的發展性，並建立 UFO 師資庫，以及調整計畫網站的呈現內容、使用功能將

結合本校系統與通訊軟體，藉此提升社群影響力。 

    然而近年來隨著資訊溝通科技與行動數據的普及，全球網路人口正在迅速激增，許多資訊的傳遞

都仰賴資訊溝通平台，且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作息中，成為每天必不可少的資訊來源。因此，為了推廣

本計畫的發展與實踐，本計畫在目前零期已設立一個專屬網站：https://ufohss.kmu.edu.tw/，此網站主

要的架構為：1. 教師社群、2. 整合及強化課程、3. 科技企業參訪、4. 讀書會、以及 5. 跨域對談國

際研討會，內容根據執行或即將執行的相關活動來發布，希望可以透過此專屬網站，在網路上互相傳

遞訊息，發佈最新消息及分享經驗，也希望透過本站傳達本計畫的理念與目標，進而發揮影響力，未

來將以此既有的基礎，為整個計畫網站。 

 
     

 

    在第二期中，本計畫將採取以下策略思考：經營跨域教師社群、拓展本計畫網站呈現內容與線上

平台使用功能。並採用以下具體執行方法：定期舉辦社群聚會，以跨域教學與研究相互分享為目的，

以及邀請非人社院校內講者演講，作為跨院之間的媒介與橋樑，並在內部建立跨域師資庫，最後是調

整本計畫網站的線上使用功能，與教師常用通訊軟體結合，擴展社群能量。 

    在學校的推動上，我們會與人本化研究中心、通識中心以及教發中心合作，包含課程上的諮詢以

及教師們的專業關聯建立等，形成跨域教師社群能夠使用的資源，也幫助 UFO 的理念與精神透過學

校的行政面推廣出去。然而，本校的還有其他的人才培育計畫，包含深耕計畫等，都可以作為資源網

絡共享的一部分，而本團隊的 UFO 計畫在零至一期就已經和深耕計畫達成共享的人才培育學習環境

機制的建立，我們現在正著手共同規劃與設計人社院的科技實作空間，本團隊預期在第二期計畫中能

夠將此落實並串聯至教學現場。以下為深耕計畫與本計畫之關聯圖： 

圖 16 本計畫網站首頁(圖片來源：https://ufohss.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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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瞻議題共學研究 

    在第一期時執行方法上是為了讓參與師資培力，進行教師社群研究，研擬適當社群發展策略，推

動種子師資互相合作、共學研究前瞻議題，辦理交流研習會交流經驗、並參考國內外研究成果，引入

業界參與，擴展成果，在第一期時，本計畫團隊研讀與討論關於日本與北歐的高齡化社會的社會議題，

進而反思台灣，使得本計畫在第二期的時候，能夠深化問題意識，並且更加瞭解本院身處於醫學大學

中人文社會科學的優勢，教師們能持續思考在課程上該如何跨院與跨域教學，本院認為這樣的前瞻議

題研究共學的過程對教師來說是具有啟發性，因此，在第二期中，本院將繼續延續第一期的作法，舉

辦本計畫核心成員議題式的共學討論會，繼續發展，更可以舉辦跨域的交流研習會，讓教師們在與核

心成員共學後，更跨外交流，並各自將知識帶回來與核心成員分享，以此構築教學對於前瞻議題共學

的機制。 

（三）研發跨域教法/教材/教案/教具 

    本計畫在第一期時，對於跨域的教學模式發展是教師各自開發，但本期希望教師能夠透過共同工

作坊以及教師從課堂觀摩→共備課程→課後討論進行增修的模式，在本次計畫中，選定新創課程：「數

位生活紀錄」、「科技與性別化創新」以及整合課程「應用心理學實務與實習」作為共備研發教學工

具的實踐，作為課程共備進而讓社群內的教師能夠往共備課程與研發跨域的教學模式為方向。因此本

計畫採取的方法是根據課程整合與設計，課程整合沿著邁入高齡社會的議題，培養學生具備本計畫目

標核心知能，舉辦共同工作坊開發出具可複製性的前瞻議題教學模組，且涵蓋由基礎到進階的各相關

課程，進而與各教學社群分享與交流。 

圖 17 與同期其他人才培育計畫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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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國際教學交流 

    跨國的交流，是培養宏觀視野的最直接互動模式，

在教學層面，可以了解彼此的課程規劃方案與執行成

效，以此來檢討並省思本國/校的教育方向，同時也能

建立互信與理解的情誼，奠定校系未來發展交換學生、

學者交流的互動基礎。在學術層面，除了可以開展學

術性討論，擴展教師專業視野並提升學術研究能力，

跨文化所提供的另類觀點，經常可以觸發我們去看見

那些浸淫在自身文化中難以察覺的盲點，進而激發創

新思考的可能性。再者，藉由彼此的溝通與交流，也將

可建立跨國的學術合作，包括同型資料庫的跨國比較

研究，或是同一議題的跨文化經驗探討等。有鑑於此，為推動更深層的跨域合作視野。 

    在本期，本院在國際教學交流上有兩個實踐方法，第一，待疫情趨緩適時舉辦國際研討會，第二，

建立線上國際資源於本計畫之網路平台。為了推動更深層的跨域合作視野，在國際研討會的部分，本

計畫實際執行的說明如下：本計畫將延續與本校人本化研究中心、醫學院合作籌辦，我們將內容以心

理、醫社與性別跨域至醫學與科技面對社會變遷之下，發展出本研討會之主題：Social Science for Future 

Medicine，在擬定完主題後，我們預定邀請六位國內外學者是各自能談心理、醫社與性別的跨域研究

講題，由國內與國外的學者專長領域相互搭配之下，安排兩天的國際研討會。 

 預計邀請國外學者名單如下： 

 Speaker Affiliation & Country Research Area 

1 Jeremy Gree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U.S.A. 

History of therapeutics-especially 

pharmaceuticals; ways in which our cures and 

remedies come to influe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be sick or healthy, normal or 

abnormal; history of generic drugs 

2 Ryuji 

Yamazaki-Skov 

Osaka University, Japan. Media studies, social robotics, 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 clin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and 

robo-philosophy 

3 Martin Ingvar Karolinska Institutet-A 

medical University ,  

Sweden.  

Dr. Ingvar's current research focus includes health 

systems oriented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process 

development. Other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pai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mechanisms in the brain.

 預計邀請國內學者名單如下： 

 講者姓名 任職學校 研究專長 

1 吳嘉苓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性別研究、醫療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2 黃從仁助理教

授 

國立台灣大學心理學系 心理與神經資訊學、神經與行為模型建

構、人與機器的社會認知與社會互動 

3 尼大衛副教授 國立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 醫學工程、神經科學、醫學物理、疼痛 

4 陳彥元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

育暨生醫倫理學科暨研究所

急重症醫療倫理、媒體與醫療、學習科學 

圖 18 本院過去舉辦國際研討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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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執行內容摘要表（改橫式表格） 

發展目標 執行項目 執行策略 具體執行方法 與前期的差異 

1. 發展能培養瞻遠

融整人文社會與

科技人才的環境

機制 

（B 類必填） 

課程結構調整 

 盤整與評估院系整合開設基礎課

程。 

 發展高年級整合性課程。 

 既有課程整合納入跨域科目。 

 發展高年級整合性科目。 

 發展低年級跨域科目。 

 選課機制調整，鼓勵學生跨域共學

 

前期的課程主要引導學生具備科技知

能，並運用在所屬的專業領域，滿足未

來能夠因應照顧的需求，但本期再度

深化問題與前瞻思維後，認為課程中

以議題式引導，將更能達成跨域的效

果，因此經由盤點院系課程，將整合第

一期有共備空間的課程，以及 108 下

學期的育苗課程，還有加入能夠達到

議題式教學跨域的課程，試圖譜出院

系中一條前瞻路徑，作為第二期課程

結構的調整。 

場域與學習風氣

營造 

 改良跨域合作機制。 

 規劃學習環境及課程達到跨域交

流的目標。 

 建立 UFO 的教學助理(TA)制度。

 向下紮根與高中端合作。 

 UFO 前瞻人才說明會。 

 課程中引入跨院/校的師資協同授

課。 

 將 UFO 課程結合學校中科技的空

間。 

 打造科技實驗空間。 

 建立虛擬跨域課程平台。 

 舉辦跨院學生讀書會活動。 

 鼓勵人社院學生參與校內外舉辦與

科技相關的演講與活動。 

 培訓跨域的教學助理，舉辦培訓課

程，協助學生在課程中有效吸收前

瞻知能。 

在第一期學生在學習環境的營造上，

較著重於本院中課程的跨域，第二期

本計畫將延續第一期的作法之外，更

結合學校空間、發展科技實作教室、數

位平台課程建立、設立學生跨院共讀

機制以及培訓跨域的教學助理，創造

學生沉浸式的學習，能透過空間機制

的建立、活動的安排，達成跨域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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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高雄女中合作彈性微學程，將前

瞻的課題彈性放入課堂。 

 觸及高中端的學生營隊。 

 識老與科技知能的前導工作坊。 

 舉辦成果發表展覽 

產學合作教學與

實習 

 與業界或非政府組織合作，規劃

設計參訪學習制度：參訪-見習-

實習。 

 引進業師協同授課與生涯規劃諮

詢。 

 引進業師協助教案研究發展。 

 邀請業界講師或畢業學長姐(其工

作與本計畫目標有關聯)至校內演

講、諮商。 

 邀請業師參與高年級整合性科目的

課程規劃、設計制度。 

 帶領學生去相關場域參訪、見習，

了解前瞻的複雜度，實務現況與未

來展望。 

 建立參訪學習制度，逐年創新設計，

並分享與推廣。 

在第本期將延續第一期與業師合作的

方式，並將業師的部分納入畢業學長

姐的思考，會與畢業學長姐目前從事

和本計畫相關領域接洽邀至校內演講

或課堂分享，並搭建起學弟妹和學長

姐之間的橋樑。 

2. 養成研教合一之

跨域師資 

（A、B 類必填） 

教師專業增能 

 辦理教學實務工作坊、讀書會、

跨域(知識型、人才培育、教學)講

座。 

 參與總辦定期研習工作坊與活動

以及定期團體參訪相關領域與機

構。 

 UFO 跨院焦點論壇。 

 為了強化與擴散教師跨領域的能

力，必須透過教學實務工作坊、讀

書會、跨域講座、參與總辦定期的

研習，以及一起參訪相關領域與機

構。創造讓教師能夠跨域學習的空

間與活動，進而在自我提升與教學

增能。 

在第一期著重於舉辦校外跨域師資教

師社群的講座活動、讀書會，並參加總

辦定期研習的工作坊與活動，本期將

延續第一期的規劃，並增加教學實務

工作坊，以及教師團體參訪相關領域

與機構。並加入跨文化(社會人文與科

技文化)對談活動，建立共同語言，增

進跨域知能。 

跨域教師社群、多

重網絡發展 

 經營跨域教師社群。 

 拓展本計畫網站呈現內容與線上

平台使用功能。 

 定期舉辦社群聚餐。 

 邀請非人社院校內講者演講，作為

跨院之間的媒介與橋樑。 

第一期在經營教師社群上，有舉辦小

組與大組討論共識彼此的困境，並發

展出對於前瞻的共識以及建立計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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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跨域師資庫。 

 調整本計畫網站的線上使用功能，

與教師常用通訊軟體結合，擴展社

群能量。 

站。在第二期的時，我們將會定期舉辦

以跨域教學或研究相互分享的聚會、

跨院演講佈署人社院教師在跨域網絡

上的發展性，並建立 UFO 師資庫，以

及調整計畫網站的呈現內容、使用功

能將結合本校系統與通訊軟體，藉此

提升社群影響力。 

前瞻議題共學研

究 

 促發教師社群研究或共學前瞻議

題。 

 發展前瞻議題共學機制 

 鼓勵教師參與交流研習會交流經

驗，並回來與大家分享。 

 舉辦議題式的共學討論會 

延續第一期的作法，將舉行主題是的

前瞻議題共學討論會。 

3. 研發跨域教法/教

材/教案/教具 

（A、B 類必填） 

開發前瞻議題教

學模組 

 根據課程整合與設計，研發跨域

之教法/教材/教案/教具。 

 根據課程整合與設計，課程整合沿

著邁入高齡社會的議題，培養學生

具備本計畫目標核心知能，舉辦工

作坊開發出具可複製性的前瞻議題

教學模組，且涵蓋由基礎到進階的

各相關課程，進而與各教學社群分

享與交流。 

與前期的差異是，前期是教師各自開

發跨域的教學，但本期希望教師能夠

透過工作坊的模式，進而形成夥伴關

係、共備課程，研發跨域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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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與國外師資教學交流。 

 開發跨域姊妹單位進入本校體

系。 

 舉辦國際研討會。 

 舉辦國際視訊講座。 

 建立線上國際資源。 

 視情況安排國際參訪與交流。 

因應疫情的關係，在國際交流的部分

改為線上作業，發展線上國際資源、建

立國際網路平台。持續蒐集國際交流

的資訊，待疫情穩定下降時，適時安排

國際參訪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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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及效益評估 

一、預期質性成果 

    在前兩期(第零至一期)的計畫中，本院已完成基本的跨院相關教師資源的整

合，建立起學界、產業界的連結網絡、整合與新創課程更加深化人口變遷與科技

前瞻知能，散播前瞻人才的養成教育理念更積極規畫學習環境與營造學習風氣。

奠定在此基礎及其深化的發展之下，本期計畫的方向，在發展瞻遠人才的環境機

制之面向，會沿續第一期中提到高齡社會與照顧基本知能、反思批判能力、科技

與社會互動對話、照護與科技整合能力以及跨領域國際公民意識等五大核心指標，

並在諸次前瞻共學小組討論會上從對於未來人才之想像過程中更整合出六項核

心能力指標。 

    當時我們深化的高齡社會多元複雜議題的探討，翻轉問題的預設與提出社會

賦能的前瞻理念，並藉由師生腦力激盪形成未來的人才樣貌與核心能力:健康照

護人才、議題倡議人才、社會創新人才、活動設計人才、社區培力人才等六種，

及六大核心能力：跨域溝通能力、科技運用與創新能力、介入實踐能力、區域資

源整合能力、營造友善適性自主環境能力、需求辨識與分析能力等六種，並緊密

扣連在本期的十六門課程中，以議題且引導式的教學實踐，落實跨域人才培育之

理想目標。本院已整合 14 門現有課程新開設 2 門課程，同時在課程設計中，安

排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參訪學習，將產業界、公部門面臨的社會議題，整合進課

程目標，藉此議題的學習與解決（PBL）取徑教學設計，培養學生在面對人口變

遷的醫療照護與科技整合的議題，提早進入跨域合作的學習情境風氣，累積照護

知能/技術/輔具整合與創新能量，並融入更多元的社會倫理關懷視角與深刻的社

會人文反思。 

    在營造場域與學習風氣之上，本院在第二期提出諸多活動與學習空間的串連

規劃，預期能夠讓學生透過沉浸式的虛擬與實體學習空間，能夠發展出跨域學習

的熱情，並找到跨院協同合作的夥伴。在發展研教合一的跨域師資的面向上，本

期計畫將持續舉辦教師增能的工作坊、讀書會、以及跨域交流的教師社群講座等，

透過多面向的網絡連結形式，開創出跨域合作的研究機會。而在研發跨域教學的

面向上，由於課程多由跨域師資協同授課，這些不同背景的師資，能在教材/教案

/教具的呈現上，針對同一案例給予不同解方，因而可以藉由此種多元並陳的教

學形式，激發師生們辯論與相互說服的討論機制，藉此促使學生產生反思批判與

自主學習的動力。最後，在拓展國際資源渠道的面向上，考量到疫情的因素，我

們提出以線上國際資源的開發與講座，如果疫情漸緩我們預期也能邀請國內外學

者參與國際研討會外，也與國外的大學有跨領域的相互合作機會，期待能為跨領

域的整合呈現更多元的面貌，帶來更多對話與可能性。 

以下預期質性成果列點說明： 

綜合上述規劃，本期計畫的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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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課程結構修正整合與創新，培育兼顧人文社會內涵與跨專業合作之學生，

並開設創新或前瞻性的課程，培養跨域學習與合作的視野，開展出更為多元

與前瞻的知識光譜。 

 積極營造場域與學習環境，讓學生在沉浸式的學習環境中，豐富自己對未來

工作的想像與培養學生跨域的熱情。 

 培力跨域師資與共學，累積多元觀點與跨專業的教法/教材/教案/教具，並讓

老師能夠透過課程激發學生反思批判與自主學習的動力。 

 透過跨領域的對話與探討，增加教師之專業知能與跨域合作的教研機會。 

 邀請國外師資視訊演講、舉辦國際研討會和參訪，促進實質國際交流。 

二、預期量化績效（第二期執行期程內） 

項目 數量 預期亮點說明 

課程 開設創新或前瞻課程門數 

17 

整合既有課程與創新課程，譜出一

條明確的前瞻路徑，預期能夠從目

前的規劃進而影響學生提升前瞻知

能。 

人社領域學生修課人數達 1/2 以

上之課程門數 17 

本期課程皆為院內課程，預期學生

在必修與選修的搭配之下產生對於

前瞻議題的熱情。 

開設必修課程門數及佔該教學單

位必修課之比例（B 類適用） 
7 31 

本院的兩系皆有至少 3 門必修課，

預期學生至少受過 3 門以上前瞻課

程薰陶，意識到健康照護領域面臨

的轉型與升級。 

師資 參與課群授課教師總人數與教學

時數 
11 1000 

 

業界師資總人數與教學時數 14 42  

國際師資總人數與教學時數 1 3  

學生 課群修習學生總人次 614  

修畢三門以上課程之學生總人數 375  

教學助理培育總人數 10  

跨域教法/教材/

教案/教具 

研發跨域教法種類數及創新處

（例如：建構式教學） 
2 

創新處：我們將團隊合作學習法

(TBL)與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融合

跨域研發教學法。預期亮點是在教

學模式上有新的突破。 

研發跨域教材單元數及創新處

（例如：教科書、文章、PPT）
10 

創新處：在 PPT 與教學用書上，會

結合科技在健康照護領域上的應用

進而前瞻社會議題。預期亮點是學

生能透過教師共備研發的教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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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數量 預期亮點說明 

式，在課程中能夠思考未來所屬領

域的困難挑戰與機會。 

研發跨域教案單元數及創新處 
8 

創新處/預期亮點：以跨域為導向設

計教案。 

研發跨域教具單元數及創新處 
8 

創新處/預期亮點：以跨域為導向研

發新的教具。 

場域與學習風氣

營造 

打造科技實作空間 
1 個 

融合本計畫實作/應用性課程與教師

社群的經營，在此空間實踐。 

建立線上跨域課程平台 
1 個 

打破學生與教師在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在虛擬空間跨域學習。 

教學助理培訓 

4 場 

培育前瞻議題的教學助理，能夠透

過助理在課程中協助教師，增加前

瞻的影響力。 

向下紮根學生營隊 
2 隊 

由本校學生帶領營隊，從高中端以

遊戲的方式潛移默化前瞻議題。 

前導工作坊 
1 場 

拓展學生對於科技知能的視野，並

產生運用/應用的熱情。 

畢業學長姊講座 

4 場 

建立學生與跨域學長姐之間的橋

樑，能夠讓學長姊把目前的跨域工

作與學弟妹分享，拓展學生對工作

的想像。 

跨院學生讀書會活動 

1 場 

跨學院學生共學前瞻議題，從同儕

之間相互影響，並打開未來學生能

夠跨域合作的團隊契機、默契培

養、自主學習、培養前瞻未來的敏

感度。 

學習成效評估方

法 

（請依計畫內容

自行訂定） 

發展跨域學習成效評估方法 

2 

有效評估學生透過課程的學習效

益，對於優點的保留，對於缺點進

而在未來教學研發中改善。 

完成學習成效評估之課程佔總課

程數之比例 
17 

 

業界合作 

 

業界參訪次數與總人數 

7 250 

加深學生對於所屬領域的現實感，

幫助學生拉近學校與產業界的鴻

溝，並思考自己未來的定位以及對

台灣社會能具有什麼樣的影響力，

進而走在前瞻的道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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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數量 預期亮點說明 

業界見習總人次與總時數 

10 300 

讓學生跨域了解與科技相關的業界

文化，並從中找到能夠跨域的機會

與可能。 

教師社群 前瞻及跨領域教學研究團隊數與

參與教師總人數 
1 11  

跨校教學研究團隊數與參與教師

總人數 
1 11  

教師社群成果及影響力 1 

期待跨域教師社群是從科技跨域自

我增能過程中，能夠運用並反應在

教學實踐之上，將前瞻的視野豐富

教學與研究，成為研教合一的師資

社群，並能夠跨院合作影響學校與

醫院，讓此社群成為人文、醫學與

科技跨域的網絡的重要影響力。 

交流研習 辦理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場次

數 
3 

 

參與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人數

及比例 
16 70% 

 

交流研習成果及影響力 

3 

教師能夠在研習中建立跨院之間的

合作，並且將其帶入教學研發工作

坊，嘗試跨院共備課程，對於跨域

的教法/教材/教案/教具能夠有所創

新。 

國際教學合作 國際研討會 

1 

拓展所屬領域的國際教學資源，以

及促成所屬領域國際研究的討論，

並以此不同國家的定位處境，反思

與前瞻台灣社會的議題，進而幫助

教師們在教學上的深化與突破，帶

給學生充滿台灣性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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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當期計畫推動進度規劃 

月次 

工作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備註 

打造科技實作空間 ■ ■ ■           

109(上)教學助理培訓 ■ ■  1場 

學生產學合作參訪 ■ ■ ■ ■ ■ ■ ■ ■ ■ ■  7次 

業師與畢業學長姊講座  ■ ■ ■ ■ ■   6場 

教師社群講座 ■ ■ ■ ■ ■ ■ ■ ■ ■ ■  6場 

教學實務講座 ■ ■ ■ ■ ■ ■ ■ ■ ■ ■  4場 

109(上)前瞻共學討論會 ■ ■ ■  2場 

教學研發工作坊 ■ ■ ■ ■ ■ ■ ■ ■ ■ ■  2場 

跨院焦點論壇研習會 ■ ■ ■ ■ ■ ■ ■ ■ ■ ■  1場 

（期中考核）    ■ ■ ■   

109(下)教學助理培訓    ■ ■  1場 

學生跨院讀書會活動 ■ ■ ■ ■ ■  1場 

識老x科技工作坊    ■ ■    2場 

教師讀書會       ■ ■ ■ ■ ■  6場 

109(下)前瞻共學討論會        ■ ■ ■  2場 

國際研討會/國際視訊講座        ■ ■ ■ ■ 2場 

聯合成果發表會        ■ ■ ■ 1場 

（期末考核） ■ ■  

工作項目               

月次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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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執行團隊成員分工情形 

序號 成員類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歷、專長、相關經

驗 

1 計畫主持人 呂佩穎 

人文社會科學

院/院長兼醫

學院醫學系醫

學人文與教育

學科/主任 

統籌計劃進行、計畫

進度管理、建立與發

展國際資源、規劃國

際視訊講座、規劃科

技實作空間打造 

醫學人文、文化研究、

全球化與跨文化教育、

語言與文化、英美文學 

2 共同主持人(一) 陳武宗 

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業師與畢業學長姊講

座規劃、規劃教學助

理培訓內容、成果發

表規劃、跨院焦點論

壇規劃 

健康照護與社會工作、

社工哲理、老化與社會

工作、災難與社會工作 

3 共同主持人(二) 邱大昕 

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教師社群規劃、教師

讀書會規劃、成果發

表規劃 

身心障礙研究、醫學社

會學、科技與社會 

4 共同主持人(三) 林錦宏 
心理學系/副

教授 

教學實務講座規劃、

教學研發工作坊、學

生跨院讀書會活動規

劃、成果發表規劃 

認知心理學, 神經心理

學, 決策神經科學, 神經

經濟學 

5 共同主持人(四) 余貞誼 
性別研究所/

助理教授 

前瞻共學小組討論會

規劃、學生跨院讀書

會活動規劃、成果發

表規劃 

性別社會學、資訊科技

與社會、計算社會科

學、性別與工作、敘事

分析、文學社會學 

6 共同主持人(五) 蔡哲嘉 
腎臟照顧學系

/教授 

前瞻共學小組討論會

規畫、跨院焦點團體

論壇 

腎臟學、慢性腎臟病、

血液透析、糖尿病/內分

泌新陳代謝學、內科

學、醫學教育 

7 專任助理(一) 朱怡臻 

人文社會科學

院人文社會與

科技前瞻人才

培育計畫/專

任助理 

整合與統籌活動規劃

與執行、建立與發展

學習環境機制。 

學歷：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碩士、國立台

灣科技大學建築學系學

士。 

專長與經驗：從事建築

與社會人文跨域研究。 

8 專任助理(二) 待聘僱  
協助課程成效評估與

教學助理培訓等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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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成員類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歷、專長、相關經

驗 

程相關事務、線上資

源發展與網站經營、

協助活動執行。 

9 核心成員(一) 吳相儀 

心理學系/副

教授兼人文社

會科學院教學

組組長 

協助業師與畢業學長

姊講座規劃、前導工

作坊規劃。 

正向心理學、強項與美

德、教育心理學 

10 核心成員(二) 林東龍 

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

學系/教授兼

主任 

前導工作坊規劃、協

助課程規劃 

醫學社會學、社會工作

哲理、社會參與 

11 核心成員(三) 彭武德 

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

/助理教授 

提供教學研發工作坊

建議。 

諮商與輔導、團體工

作、社會研究法、兒童

及少年成癮行為、資訊

科技應用於人性化服務 

12 核心成員(四) 陳建州 

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兼研

發暨國際組組

長 

提供教師企業參訪建

議。 

調查研究社會學、社會

統計、社會階層化與流

動、組織社會學、教育

社會學、勞動市場與人

力運用 

13 核心成員(五) 李淑君 
性別研究所/

助理教授 

課程規劃和設計、跨

域課程規劃和執行 

性別與文化、文本論述

分析、台灣文化與歷

史、黨外運動女性敘述 

14 核心成員(六) 謝文中 

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

學系/助理教

授 

學生跨院讀書會活動

規劃、協助科技實驗

空間打造過程 

醫務社會工作（健康照

顧社會工作）、健康照

顧（長期照顧）、健康

政策、質性研究、量表

建構與發展、東亞社會

工作發展（臺灣、香

港、中國） 

15 核心成員(七) 鄭怡玲 
心理學系/助

理教授 

協助建立與發展國際

資源 

測驗發展、認知診斷多

向性測驗、試題反應理

論、空間能力與數理能

力的關聯 



43 
 

序號 成員類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歷、專長、相關經

驗 

16 核心成員(八) 林宜美 心理系/教授 提供跨域課程建議 

生理回饋與神經回饋(憂

鬱症、焦慮症、身心壓

力評估與治療) 

17 核心成員(一) 林津如 

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

長 

提供業師與畢業學長

姊講座建議、提供跨

院學生讀書會建議 

性別與災難、少數族裔婦

女研究、台灣父系家庭與

社會變遷、多元文化家

庭、交織政治 

18 核心成員(二) 陳昱名 
護理學院/助

理教授 
提供跨域課程建議。 

高齡化社會議題、社會政

策政論分析、社會福利理

論、醫學社會學、性別研

究 

19 核心成員(三) 姚卿騰 

校及長期照

顧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護

理學院/助理

教授 

提供跨域課程建議。 

社區式長期照護、老人社

會工作、老人心理衛生、

老人終身學習 

20 核心成員(四) 林彥克 
醫學系/助理

教授 

醫學人文課程規劃和

設計、跨領域醫療團

隊合作。 

醫學、生物醫學倫理、醫

學教育、管理學 

21 核心成員(五) 黃志中 

校級長期照

顧研究中心

/ 副主任兼

本校附設醫

院 / 家庭醫

學科醫生兼

醫學系 / 兼

任副教授 

提供跨域課程建議。 

家庭醫學、婦女健康、家

庭暴力、性別暴力、心理

治療、衛生行政 

22 核心成員(六) 湯人仰 
醫學系/副教

授 
提供跨域課程建議。 癌症治療、分子生物學 

23 核心成員(七) 陳明德 
職能治療學

系/副教授 

提供跨域課程與環境

建議。 

心理疾病職能治療學、身

心障礙者健康促進、實證

職能治療。 

（表格如有不足，請自行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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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料表 

計畫名稱 社會人文、醫學及科技前瞻—人口與科技變遷之回應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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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醫學大學 

送審議題 

（至少擇一項） 

■「人口結構變遷」 

■「科技變遷」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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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 

姓名：呂佩穎 單位及職稱：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電話：

 

 

電子信箱：  

共同主持人 

姓名：陳武宗 單位及職稱：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電話：

 

 

電子信箱：  

共同主持人 

姓名：吳相儀 單位及職稱：心理學系副教授 

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聯絡人 姓名：朱怡臻 單位及職稱：人文社會科學院專任計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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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期程 108年9月1日至109年7月31日 

計畫經費 

 1. 總經費（=A+B）：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元 

2. 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A）：_______ __________元 

3. 學校配合款（B）：______________ ________元 

註：其他經費來源（C）： __________________（來源/金額）元 

  

貳、 計畫內容 

一、 計畫目標與推動策略 

    (一)計畫目標 

經人口變遷的數據估計,台灣將在 2026 年邁入超高齡社會,預期將會出

現高齡長照人口增加、醫護勞動力不足、家庭照護人力協調不易等現象。

對此難以逆轉的困境,引入科技作為輔助角色,以營造出安全、舒適和便利 

的照護社會,逐漸成為產業界和政策考量的方向。然而,在此科技輔助的做 

法中,我們也不應忽略健康照護是一個多面向網絡錯綜結合的事實,技術的 

引入雖可促成生理性的照護,但在心理與社會面上也會對人類社會帶來許多 

衝擊,包括人們如何與科技物互動、科技互動中促成的認同和滿足之樣貌、 

科技照護引起的道德倫理衝突、不同型態家庭的多元照護需求是否皆能得

到滿足等,都是運用科技解方來因應照護環境變遷的重大挑戰。因此,面臨這 

樣的前瞻現象,本學院將結合「人口結構變遷」和「科技變遷」的議題,建 

立四個計畫目標——發展瞻遠人才的環境機制、發展教師學習型組織、研

發跨域教學、拓展國際資源渠道——來應對台灣未來將面臨的照護難題,目

的在於透過更反映且應對社會趨勢的課程結構、跨域合作所累積的研究能

量、跨域教學資源的開發、和國際交流所啟發的跨文化比較觀點等所建構

起的教研資源,來培育更能因應社會變遷的專業照護人才。 

 

    (二)推動策略 

為了因應人口高齡化和科技變遷導致醫病關係改變之議題,本計畫策略

以課程創新與整合、跨域網路建立、跨文化對談三大策略來回應本期之議 

題。推動策略與作法簡述如下: 

一、課程創新與整合:課程整合強化、跨域學習之修課機制建立、跨域師資 



3 
 

協同授課 

二、跨域網路建立: 讀書會、教師社群講座、架設網站、前瞻議題共學、小

組討論會、規劃科技實作空間 

三、跨文化對談:國際會議 

  圖一：第1期計畫執行整體推動架構圖 

二、 預期成效 

1. 在發展瞻遠人才的環境機制：沿著五大核心指標，開設課程， 並在課中融

入企業參訪交流的形式，將產業界面臨的問題考驗整合 進課程目標中，望培養

學生面對高齡照護與科技整合議題時，融入更 多元的社會關懷與倫理反 

思。  

2. 發展教師學習型組織：舉辦教師增能的工作坊、讀書會、以及 跨域交流的 

教師社群，透過多面向的網絡連結形式，開創出跨域合作 的研究機會。  

3. 研發跨域教學：由跨域師資協同授課，不同背景的師資，並能 在教材/教案 

/教具的呈現上，針對同一案例給予不同解方，藉由此種 多元並陳的教學形

式，激發師生們辯論與相互說服的討論機制，藉此 促使學生產生反思批判與自

主學習的動力。  

4. 拓展國際資源渠道：因應疫情 covid 19，邀請國內外學者參與國際視訊會

議，期待能為跨領域的整合呈現更多元的面貌與對話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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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計畫執行情形 

 ㄧ、 整合及強化課程 (執行進度100%) 

表ㄧ. 課程整合與改良表 

 

  為培養學生對高齡化社會和科技變遷之覺察，提升未來以病人為中心之照

顧技能，本計畫以課程再造為主軸，規劃了四門心理系、醫社系、性別所及通

識根據橫向課程。然，科技變遷除改變醫護人員照護方式，亦改變人類生活方

式，因此，本計畫課程也將促進學生反思當代社會變遷議題。經第零期計畫的

執行，高齡學程及性別與科技皆已開課並做過調整；穿戴裝置在臨床心理之應

用與數位生活紀錄兩門課程內容已規劃完成，除了微調課程內容，並將課程調

整在大學部授課(見表ㄧ)。此外，本計畫在第一期中已規劃出五大核心做為授

課內容(見圖二)，並將規劃10~12小時之微學分課程，課程名稱為「高齡社會照

護與科技對話」，以讓所有人社院及全校有興趣師生可以修習。 

                         課程名稱 

第零期 老人社會

健康照護

學程 

(已開課) 

  性別與科

技 

(已開課)

數位生活

紀錄 

(規劃完

成) 

穿戴裝置

在臨床心

理之應用 

(規劃完

成) 

 

第一期 高齡社會

健康照護

導論 

(調整) 

(跨域教

學) 

性別、醫

療與社會

(跨域教

學) 

科技與社

會 

(調整) 

(跨域教

學) 

科技與性

別化創新

(調整) 

(跨域教

學) 

數位生活

錄 

(新開

課，已完

成外審) 

(跨域教

學) 

穿戴裝置

在臨床心

理之應用

(新開課) 

(跨域教

學) 

育苗課

程：方

案設計

與評估

、心理

測驗

(含實

習)、

應用心

理學與

實務 

整合與

改良 

調整學

分、課程

單元主

題、帶領

學生參訪

業界單位 

整合既有

課程與前

瞻思維 

整合兩門既有課

程，調整為課程共

備，授課年級為大

學部 

課程規畫

完成，將

開課於大

學部 

微調課程

內容 

規劃為

全院之

微學分

課程

(10~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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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零期的計畫中，原本預計將高齡健康照護學程納入前瞻課程，但在第

一期計畫執行的過程中，經過各項評估和嘗試，本院決定在此學程中先以計畫

核心人員陳武宗老師授課的高齡社會健康照護導論這門課作為具體發展前瞻思

維的課程。在第一期的計畫執行中，小組成員多次討論課程發展，在盤點和討

論課程的過程發現本院有幾門課之前未被納入前瞻課程但卻擁有培養前瞻人才

的可能，並且課程能結合本計畫之計畫目標，這三門課分別是方案設計與評

估、心理測驗(含實習)、運用心理學與實務這，本院將這三門課納入這次的計

畫並稱之為育苗課程，數位生活錄課程則是已課程研發完成並通過外審，將在

109年開課。 

 
圖二.課程核心指標 

 
圖三 課程三階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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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第一期六門課的執行情形分述如下： 

狀態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教師自評內容 

已執行 高齡社會健康照護導論 陳武宗 1.選讀學生數及整體學習成效 

    第一期選讀完成課程學習目標與作業的有29人（原選讀32人，含醫社系、運動醫學、職能

治療等學系大一學生），學校教學評量約5.6分，整體而言，學生的學習評量與回饋十分正向。

從學生自主學習檢測、跨專業準備度量表及對老人正確知識和態度的評量結果，經前後測比較

有所正面提升（以上皆有佐證資料可供查證）。選讀本 UFO 實驗性強的課程，學生須完成兩份

參訪學習心得、兩份協同教學教師課後延伸性學習的作業、老人電影賞析心得作業及下社區完

成青銀共學的實作與小組作業等，並協助完成本課程所需的教學評量。作業多壓力大是多數學

生的共同心聲，但多樣、跨域及真實的學習安排，大多數選讀者還是認為很值得的，願意接受

挑戰並推薦學弟妹選修（本課程完整的作業規範在第一堂課簡介清楚說明）。 

2.營造課程的環境機制（含教師群與社區協同教學單位） 

    第一期的課程實踐經驗，已初步形成本課程跨域的教師群含在宅醫療、資訊科技、科技輔

具。老人及長照服務、老人學、老人護理及社會工作等不同背景的專家與業師。並建構起教室

外的參訪和實作學習場域如輔英科大高齡健康全程照顧跨域人才培育中心、福樂多輔具中心、

市立旗津醫院長照巷弄站社區服務據點、百香果協會及華山基金會等五處。藉此營造真實與跨

域學習的情境，讓學習實境體驗學習跨域的知能和實際與長者互動接觸的機會，並進行專業知

識與經驗的應證和整合過程。 

3.共時授課夥伴關係的營造 

　 課程主責教師邀約協同教學的專家與業師參與課堂教學的過程，單元主題的目標、教學重

點與方法，雖難面對面溝通，但可在電話或社群媒體邀約過程相互討論意見交流，正式授課過

程，主責與協同老師全程執行，主責老師可了解協同者的教學態度和方式，同時觀察學習反

應。因大一課程主責老師可將參與過程紀錄的重點，轉化成「學習重點盤整與延伸性思考議

題」的課後作業，一來聚焦學習重點，二來訓練學生提問與課後上網搜集解惑的自學習慣。學

生的學習回饋適時的轉給協同者，也是對其很正向的鼓舞。 

4.多元教學活動設計與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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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銀共學實作  

　  採此教學活動 主責老師和助理需不斷和社區教學協同單位討論教學目標、場地、適合且

具意願的長者條件和安全、及共學時間安排和準備事項等。 

但在兩協同單位協助下，經一個月的共學實作成果分享會，青銀雙方很肯定這樣的互動機會與

方式，學生更能重組與長者現有的互動經驗，採取更多元的角度去認識和接觸不同社經地位和

生命歷程的長者。此真實場域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對老化及長者的認識與正向態度形成。 

(2)老人電影賞析 

　  透過學生挑選個人偏好老人電影的觀賞與心得撰寫，主責教師歸納重整老人電影類型後，

引導全班針對不同類型老人電影議題的分享討論，可協助學生認識高齡社會老人議題的複雜和

多樣性。 

(3)參訪學習 

　   三次參訪學習的教學目標，仍是藉由真實或類實境的接觸機會，引導學生對老人和長照

服務領域的認知和感受，並藉由主責老師設定的參訪學習主題，和參訪過程整理參訪重點摘述

與延伸性學習議題，達到參訪學習既有真實體驗，又有抽象知識學習的過程。 

5.教學成效評量方式與工具發展 

　  為完整蒐集與呈現學生參與本課程學習的主客觀經驗資料，在總辦提供的參考範本下，先

修正發展出「自主學習」評量表，在運用教育部深耕計畫教師成長社群主責教師擔任主持人社

群所參考的跨專業準備度量表、對老人態度量表及主責教師自行設計的課程學習回饋表等，其

三者在在學期間和期末進行錢後施測，後者在最後一堂課完成意見蒐集。學生質量的教學評量

資料，由主責教師和工讀助理共同整理完成。 

性別醫療與社會 李淑君 1. 確認主題-本課程透過社會學、文化歷史學、性別研究等觀點，探討當代醫療、健康、身體、

疾病等議題。本課程目的希望達到以人文思考為基礎的醫學素養，讓同學更具社會批判視角以

及醫學人文的關懷。課程透過社會學、文化歷史學、性別研究等跨領域的觀點，探討當代性

別、醫療、健康、身體、疾病等議題。本課程目的希望達到以人文思考為基礎的醫學素養，讓

同學更具社會批判視角以及醫學人文的關懷。課程將分為幾大主題進行討論: 1. 醫療化 2. 疾病

汙名化 3. 性別與醫療 4. 老年與醫療 5. 身心障礙等五大議題。未來社會變遷中，現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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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狀如移工移入更增族群多元社會、照顧工作外包呈現照顧專業人力的需求、多元家庭型態更

加豐富改變以往單一家庭的思維、高齡人口居多必須重思高齡的意義、少子化人口產生轉變等

議題，將成為未來社會的新樣貌。本課程將針對未來社會照護需求、性別與多元家庭豐富、高

齡恐懼與歧視等社會趨勢，從上述五大議題中，培養學生介入實踐能力、跨域溝通能力、需求

辨識與分析能力、營造友善適性自主環境能力。回應議題醫療照護需求、性別結構偏斜 、高齡

恐懼與歧視等社會趨勢。 

2. 預計進度:108-2無開課。預計109-1開課。 

3. 目前達成進度：本課程已經建立合作跨領域業師的結合：課堂在健康議題上，將整合法律與

體育等領域講師來進行健康議題的討論與實作。邀請法律學者檢視我國對於女性健康與勞動者

之保護與待遇。 

執行中 穿戴裝置在臨床心理之

應用 

林宜美     近年來穿戴裝置成了顯學， 政府組織或者是民間企業都積極投入相關領域，目前穿戴裝置

的主流應用分別在於臨床心理學、醫學工程、臨床家庭醫學科、體重管理中心、精神醫學科，

以下為其說明： 

　 臨床心理學：由心理生理模式了解壓力、情緒與人體生理反應之關係。 

　 醫學工程：由生理訊號原理，進行生理訊號測量與資料分析，並拓展常用之穿戴式裝置，

及其背後技術與測量原理。 

　 臨床家庭醫學科：將研發的穿戴裝置應用在家醫科身心壓力疾患。針對臨床家庭醫學科常

見之臨床症狀(例如：壓力、身心症狀、疼痛疾患等)，完整以心理生理病理機制介紹，並未案

主規劃適當之心理生理衡鑑，並擬定相關治療方案。 

　 體重管理中心：針對體重管理中心常見之臨床症狀(例如：壓力性飲食、體重管理、肥胖

等)，進行有效追中 

　 精神醫學科：針對精神醫學科常見之臨床症狀(例如：壓力、憂鬱症、焦慮症等情緒困擾)

的心理生理病理機制介紹。 

 

近年來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普及，許多穿戴裝置因應而生，起初應用在運動醫學、健康管

理，但現在逐漸走向個人健康指標監測與個人化醫療等領域。本課程讓學生學習進行標準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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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心理生理衡鑑，協助不同臨床領域病患進行臨床心理生理衡鑑與追蹤，結合臨床心理學、

醫學工程、家醫科、體重中心，一起為前瞻性的個人化醫療服務進行開拓。 

科技與社會(科技與社會

+科技與性別化創新共備

課程) 

邱大昕 本課程以單元閱讀方式，深入淺出地介紹當代對科技的多元思考與討論，引導學生藉由科技科

技角度進行人文社會書寫，瀏覽科技史中的中的有趣分析，進一步理解科技與社會的複雜互動

關係，豐富對科技的多面向解讀。科技發展為社會建構的過程，其深具社會學研究的意義，並

分化為科技與文化、科技與生態環境、科技與風險、科技與政治權力及科技與民主等研究領

域。尤其是當代高科技（諸如核能、基因、資訊科技）對社會衝擊與影響甚鉅，並挑動了傳統

社會學研究領域的界限。透過文本閱讀與脈絡講解，本課程將更進步聚焦於當代對醫療科技議

題的社會性思考。 

學期結束後，期待學生在了解科技與人文脈絡的基礎上，往前具有前瞻性思維，成為一個鑑往

知來的前瞻人才！ 

方案設計與評估 謝文中 一、課程概要：「方案（program）」是社會工作專業解決問題的方法策略與因應措施。為滿足

高齡者生命歷程中生存、安全、成長與自我實現需求，設計規畫各種不同方案來因應高齡化社

會環境中的種種議題。對於社會工作等助人專業而言，方案是用來協助高齡長者長期照顧與正

向生活的方法與創新對策，促進其發展潛能，結合內外在資源，科技創新知識，增進社會適應

能力，進而提升生活福祉。 

二、教學特色： 

1.跨域討論與實作：整合設計思考、科技創新和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評估元素，促進學生跨領

域實作與學習。 

2.引入長期照顧機構業師：媒合實務工作者經驗，期望學生以臨床為本，從高齡者和專業社工

主管角度進行方案設計，強調課程設計與實務場域整合。 

3.長照機構實務專家議題媒合：為促進對高齡者同理和需求評估貼切性，安排老人社福機構專

家分享方案實作經驗與臨床議題需求，完成方案設計前置之問題情境分析與需求評估。 

4.強調團隊合作：從不同學生角度激發高齡者方案的可能想像，並且從實作中學習，產出創新

方案或社會設計原型，在課堂與其他同學和實務機構主管展演對話。 

心理測驗(含實習) 鄭怡玲 1.在心理測驗的執行上有部分學生能夠融入高齡以及性別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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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的修課學生具有編製分析量表之技巧，並對前端測驗議題如電腦化測驗、自動化試題產

生的過程、非認知(軟實力)能力測驗的認識、認知診斷測驗、有適當的應用與理解。 

應用心理學與實務 吳相儀 1. 確認主題-高齡的數位幸福實踐：搭配本計畫，將引導學生以專題方式來進行「高齡的數位幸

福實踐」，結合業師資源，以帶領專案方式來進行。 

2. 預計進度:108-2預計採用前導式工作坊進行，先以專案方式來引導學生一起設計方案，協助

長者運用數位科技讓生活過得更幸福，接著會實際操作此工作坊，評估成效後會將此模式於109

學年度納入正式課程。此外，本工作坊將運用關鍵課程所學知能，選定幸福感等心理測量，讓

參與的樂齡長輩完成前後測，檢視評估幸福感或心理狀態的變化；並且，也評估參與學生對長

者的態度轉變及學習成效。 

3. 目前達成進度：已經找到適合的業師與機構搭配，將於五月下旬進行此前導工作坊，目前正

在帶領學生加深基礎知能，並且進行工作坊及測量的前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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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讀書會 (執行進度60%，預計至6月底可達100%) 

為了促進不同領域教師對醫療照顧議題之交流，除了邀集計畫參與成員、

目前開課或未來可能參與授課之老師共同參與本讀書會外，本讀書會還邀請了

醫學院之醫師、護理學院、健康科學院及其他醫療專業教師等參與。 

 

第一場讀書會活動 2019/10/2 

 導讀人：陳昱名老師  

 導讀文本：《2025 長照危機：理解在宅醫療實況，起造一個老有所終的長

照美麗島》 

 討論內容：討論年長者之於終老的意義，以及在長照體制中，我們也該把

注意分配在被照顧者身上。最後推薦《再見列寧》影片供讀書會成員省

思。 

 參加成員：來自人社院、醫學院、護理學院等教師共同參與，共 14 位。 

 

 
 圖四.陳昱名老師導讀之簡報檔示例 

 

 

 
  圖五.陳昱名老師導讀並舉例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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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讀書會活動 2019/10/30 

 導讀人：陳昱名老師   

 導讀文本：《2025 長照危機：理解在宅醫療實況，起造一個老有所終的長

照美麗島》 

 討論內容：對比上次讀書會內容，這次更加著重在長照機構的體質，並解

釋為什麼在台灣長照機構善終為何那麼難？呼應第一次的導讀，壽終正寢

的涵義是活夠久、無痛苦，還是活出想要的人生。 

 參加成員：來自人社院、醫學院、健康科學院等教師共同參與，共 10 位。 

 

 

 

圖六.陳昱名老師導讀與分享 

 

 

圖七.參與者與陳昱名老師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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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讀書會活動 2019/11/13 

 導讀人：成令方 老師  

 導讀文本：《在宅醫療從 cure 到 care：偏鄉醫師余尚儒的翻轉病房提案》 

 討論內容：提供日本的長照體系資訊供讀書會成員參考，並在最後拋出三

個問題：民眾如何理解長照？照顧方式該如何改善？居家醫療與居家護理

該如何搭配？引導讀書會成員思考 2025 的長照體系。 

 參加成員：來自人社院、醫學院、健康科學院等教師共同參與，共 13 位。 

 

 

圖八.成令方老師導讀之簡報檔示例 

 

 

圖九.成令方老師導讀之簡報檔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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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讀書會活動 2019/11/27 

 導讀人：余貞誼 老師  

 導讀文本：《在宅醫療從 cure 到 care：偏鄉醫師余尚儒的翻轉病房提案》 

 討論內容：接續上次著重於日本長照體系與台灣體系的比較與借鏡，讀書

會成員更進一步找出，瑞典、挪威、以色列…等等，先進國家的例子進行

討論，深刻了解到長照問題不分國籍，並且各國都早已嘗試著以科技的角

度，對年長者進行賦能，達到共好的社會價值。 

 參加成員：來自人社院、醫學院、健康科學院等教師共同參與，共 15 位。 

 
圖十.余貞誼老師進行導讀 

 
圖十一.參與者分享心得 

第五場讀書會活動 201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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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讀人：莊勝發 老師  

 導讀文本：《數位幸福學：五大策略，同時擁有效率和福祉的快意人生》 

 討論內容：科技持續與我們的人生交會，不僅影響健康也衝擊日常生活，

然而人類趨樂避苦的渴望，還是不斷敦促我們發展新科技解決方案。因此

如何活用書中的五大策略，以平衡效率和幸福是人生的重大課題。 

 參加成員：來自人社院、醫學院、健康科學院等教師共同參與，共 25 位。 

 

 

                     圖十一. 莊勝發老師進行導讀 

 

 

圖十二. 莊勝發老師與參與者交流討論 

 

第六場讀書會活動 20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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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讀人：莊勝發 老師  

 導讀文本：《數位幸福學：五大策略，同時擁有效率和福祉的快意人生》 

 討論內容：延續上次讀書會的五大策略，莊勝發老師繼續分享後四個策

略：了解自我、訓練大腦、為幸福營造棲地、主動想像你所擁有的世界。

最後應用正向心理學領域的原理與研究，在效率與福祉之間找到平衡。以

正念 APP 做為幸福與科技結合的實例。 

 參加成員：來自人社院、醫學院、健康科學院等教師共同參與，共 19 位。 

 

 
圖十三. 莊勝發老師進行導讀 

 

圖十四. 參與者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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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社群與講座 (執行進度87.5%，預計至6月底可達100%) 

為了師資培訓提升教師之跨領域合作和教學能力，本計畫成立教師社群希

望可以藉由交流教學理念與實踐方案，來擴展專業知識、研發教材與教法，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強化學校文化的改變。此外，也希望透過彼此的溝通與理

解，讓跨域的師資能對課程的整合有更完整的想法，進而改進與創新課程，同

時展開跨域的研究合作機會。 

在第一期的規劃中，預計舉辦8次之教師社群座，至目前為止，本計畫已經

舉辦7場，預計將會再舉辦1場。以下為教師社群活動之簡介： 

項目 名稱 活動概要 海報 

1 「健康社區」的想

像與實踐 

主講人：新港文教基金會 

陳錦煌醫師 

 

時間：2019/10/09 

 

內容：陳錦煌醫師表示關心社

區民眾的健康之外，他更在乎

社區共同體的健康。他在講座

中提出健康社區的指標，便以

新港咬仔竹為例，帶給計畫成

員傳統農村的共生理念，以及

帶動當地社區逐漸重生的故

事。 

2 STS 與人類學：略

談《STS 的緣起與

多重建構》一書 

主講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

研究所 

傅大為榮譽教授 

 

時間：2019/10/23 

 

內容：傅大為老師藉由《STS 的

緣起與多重建構》一書帶領計

畫人員認識 STS 與 STS 如何與

我們的日常生活扣連，並以 SSK

的知識取徑帶入更多的自然科

學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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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稱 活動概要 海報 

3 資料科學與經濟學

的對話 

主講人：台灣大學經濟系 

林明仁系主任 

 

時間：2019/11/6 

 

內容： 林明仁教授認為 big 

data 的興起從根本上改變了社

會科學看待資料的方式，不再

只依賴傳統的問卷，而是可以

從網路的資料儲存處直接抓取

人類行為的軌跡加以分析。 

 

4 神經美學-從腦科學

看藝術美學 

主講人：陽明大學腦科所 

謝仁俊 特聘教授 

 

時間：2019/11/28 

 

內容：神經美學

（Neuroaesthetics）是一門融合

認知心理學、腦神經科學與藝

術研究的跨領域學科，謝仁俊

老師以腦科學和計畫人員談藝

術之美，最重要的是帶領計畫

人員思考如何進行醫學與人文

的跨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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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親密關

係、與性別: 當前

課題分析 

主講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方念萱副教授 

 

時間：2019/12/5 

 

內容： 近年隨著機器人科技的

興起，機器人的擬人化也逐漸

被大眾接受，更是出現 AI 伴侶

的現象。方念萱老師帶領計畫

成員想像在不久的未來中，人

們會如何與機器人發展情愛關

係。 

 

 

6 邁向超高齡社會的

契機-創意與整合主

題：邁向超高齡社

會的契機-創意與整

合 

主講人：弘道老人福利基金會 

林依瑩董事  

 

時間：2020/1/18 

 

內容：林依瑩董事指出一般的

照顧模式和現行政府對長照的

政策出現許多衝突點，然而這

也點出長照政策的諸多盲點。

計畫人員從中思考，我們的課

程培養出的前瞻人才該如何克

服這些盲點，達到完善的長照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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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哲學：變動世界裡

適應與溝通的思維 

主講人：成功大學歷史系  

        區曣中講座教授 

 

時間：2020/3/17 

 

內容：講者從科學哲學研究興

趣出發，並分享將哲學融入好

幾門並非以哲學為主的文學院

課程之經驗，建議「哲學思

考」可作為智識與生活的訓練

工具。尤其在跨領域的溝通

上，退一步而言，可使個人適

應領域文化差異導致的衝擊；

進一步而言，可尋求調和不同

領域文化的方法。  

 

    在教師增能方面，我們也聚集小組成員，舉辦數次的前瞻議題共學討論

會。第一期計畫開始後，陸續有越來越多新成員，對於前瞻人才的培育有非常

高的認同，十分踴躍的加入了計畫當中，同時也因為各方成員的加入，各種專

業在會議中熱烈討論，因此計畫不斷延展了深度與廣度，也使得整合的難度不

斷上升。在成員們的努力下，最終催生出各方皆高度期待的計畫。為了盡快落

實豐富的內容，在第八次會議後，計畫成員分成前瞻課程規劃組、前瞻人才想

像組、環境機制組，在保持彈性與聚焦的方式下加緊腳步、各自深化主題，並

於計畫會議上討論。許多成員在期中陸續獲得靈感，發現課程中對於前瞻人的

著力之處，也因此第二期將催生更多的課程邀請講者，向下拓展學生的前瞻思

維。 

  
      圖十五.小組共學討論圖1            圖十六 小組共學討論圖2 

 

 



21 
 

四、產學合作教學與實習 (執行進度100%) 

 台灣已然邁入高齡化社會且將於2026年邁入超高齡社會，屆時必然會出現

高齡長照人口增加。面對這樣的變化，可預期的是醫護家庭照顧人力協調不易

等現象會逐漸浮現。而這樣的問題社區又是如何因應呢？現代化社會，科技與

生活緊密結合，但在面對高齡高需求家庭裡，科技又可以如何被運用，或是輔

助家庭際營造安全、舒適與便利的照護環境呢？這些議題都是未來前瞻人才需

要處理的議題，本院希望透過學生產學合作參訪培育學生跨世代交流與共融的

能力，提升跨世代的認知與溝通。在第一期計畫，本院舉辦四次學生產學合作

參訪，分別是屏東設計展(長照輔具展)、高雄樂福多、旗津醫院、輔英科技大

學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參訪目的； 

1. 暸解高齡社區如何因應高齡照護生活。 

2. 暸解科技如何與如何融入高齡照護生活。 

3. 透過活動設計共同參訪，創造青銀交流機會。 

 

參訪成員： 

1. 高雄醫學大學學生 

2. 高雄醫學大學樂齡大學學員 

3. 高雄醫學大學 UFO 計畫成員 

 

項

目 

參訪地點 參訪概要 照片 

1 屏東設計

展(長照輔

具展) 

參訪時間：

2019/10/15 

參訪內容：科技無

論是人工智能還是

機器人技術，已經

融入生活之中，而

這樣的技術又是如

何融入高齡照顧生

活呢？。在屏東設

計展看見科技如何

進入生活，輔助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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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雄樂福

多 

參訪時間：

2019/10/19、 

2019/11/16 

參訪內容：福樂多

為醫療福祉事業-全

齡照護生活館，計

畫成員陳武宗老師

帶領學生參觀機構

環境、並針對科技

如何與如何融入高

齡照護生活交流討

論。 

 

3 旗津醫院 參訪時間：

2019/10/19、 

2019/11/16 

參訪內容：參訪長

照Ａ級據點旗津醫

院，看見社區型的

醫療體系如何深入

社區，支持居家照

顧系統，看見高齡

社區如何因應。 

5 輔英科技

大學高齡

全程照顧

人才培育

中心 

參訪時間：

2019/12/19 

參訪內容：從健

康、亞健康到失智

失能，最後是末期

安寧，本院與輔英

科技大學高齡全程

照顧人才培育中心

互相交流如何培育

老化階段所需的各

層級高齡照顧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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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交流 

 因應疫情爆發的緣故，原本預計於六月舉辦的國際研討會，轉變為國際視

訊講座，我們與人本畫研究中心合作，並邀請到日本大阪大學的 Ryuji 

Yamazaki-Skov 教授，預定於六月中以視訊的方式和我們進行教學與研究上的

交流。以下為 Ryuji Yamazaki-Skov 教授的專長領域： 

 

Speaker Affiliation & Country Research Area 

Ryuji Yamazaki-Skov Osaka University, Japan. Media studies, social 

robotics, 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 clin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and robo-philosophy 

 

六、五至七月研發與規劃教師社群跨域共學機制 

    第一期執行至今，在教師增能的部分，我們預計將讀書會與社群講座結合

規劃兩組活動：理論型與實踐型。在理論型上，我們預計讀中研院蔡友月副研

究員年初出的新書《台灣的後基因體時代：新科技的典範轉移與挑戰》，在實

踐型上，我們預計讀須文蔚老師（國立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兼任數位

文化中心主任）2019年出版的書籍《看見機會：我在偏鄉15年》，我們預定邀

請她們至本校演講，在演講前會有一次讀書會讀這本書，在演講後會再辦一次

讀書會進行討論，以此建立社群教師們之間跨域共學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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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行進度分析與成效 

執行進度 

活動 目標 執行狀況 單位 參與者 

1. 整合及強化課

程 

(執行進度100%)  

依據高齡

社會和科

技變遷等

議題，整

合和設計

課程。 

心理系開設1門

課。性別所開設

2門課，整合高

齡社會健康照顧

學程學程。性別

與科技有學生設

計成果。 

人社院 人社院師

生 

選修課程

學生 

2. 讀書會 

 (執行進度

50%，預計至 6

月底可達 100%) 

舉辦 4 次 已舉辦 2 次 

(5/2、5/16) 

預計日期 

(6/6、6/13) 

人社院 各學院教

師 

3. 教師社群 

(執行進度

80%，預計至

6 月底可達

120%) 

預計舉辦

4~5 場 

已舉辦 6 場  醫學院 

人社院 

教發中心 

高教深耕

計畫 

各學院教

師 

4. 跨域對談國際

研討會 

  (執行進度

50%，預計至 6

月底可達 100%) 

舉辦 1 次 預計 6/21、6/22

舉辦 

醫學院 

人社院 

國內外學

者、教育

家 

5. 企業參訪 

(執行進度

60%，預計至

6 月底可達

100%) 

預計 1 次 預計 6/24 舉辦 人社院 教學團隊

教師 

表二.執行進度表 

 

綜觀上表可以發現，在第一期中的五大活動，基本上皆已執行或即將執

行。此外，已執行之活動，成效頗豐。如：整合及強化課程中的科技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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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有設計成果的回饋、讀書會舉辦了六次，且聚集了不同領域教師對醫療

照顧議題之交、教師社群則是已超過原來預期舉辦次數，更提升教師之跨領域

合作和教學能力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即將執行的部分，如；跨域對談國際

研討會、及科技企業參訪皆是已確定執行日期，並有執行相關規劃，如國際研

討會已有大會議程及相關網址報名、科技企業參訪則有行前邀請受恩資訊技術

處經理伍德杰先生來教師社群演講受恩機構之智慧科技如何應用於高齡照護。 

 

瞻遠人才環境機制建立自評內容 

整合及強化課程 讀書會 教師社群 國際研討會 科技企業參訪 

在落實課程過程

中，第一期推動

上，我們除了既

有課程整合之

外，更開設新

課，以及整併性

質相似課程落實

課程共備，除此

之外，更繼續盤

點既有課程作為

整合育苗課程，

延伸至第二期。 

舉辦過六次，聚

集不同領域教師

對醫療照顧議題

之交流，我們也

將讀書會發展成

跨院的讀書模

式，建築跨院教

師之間的橋樑。 

 

在經營上我們除

了辦理增能講座

之外，更定期舉

辦前瞻議題共學

討論會，凝聚團

隊成員共識，並

深化前瞻議題與

課程串聯。 

目前漢人本畫研

究中心共同籌

辦，預定於6月

中執行。  

第一期參訪五個

機構，學生與老

師在參訪過程

中，進而思考將

科技與自己的專

業上產生關係，

教師以議題引導

的方式培育學

生，讓學生產生

對高齡 x 科技的

跨域思考邏輯與

模式。 

伍、經費使用狀況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截目前 

使用情況/ 

使用比例 

教育部補助款

- 

人事費 

主持人費 

專任助理薪資 

離職儲金 

勞工保險雇主負擔 

勞退、健保 

教育部補助款

- 

業務費 

膳食費用 

工作坊 

教師社群 

讀書會用書 

資料蒐集及影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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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講者交通費 

雜支 

教育部補助款

- 

機械儀器及設

備 

機械儀器及設備 

學校自籌款- 

 

機械儀器及設備 

小計  

表四.經費使用表 

 

陸、結論 

第一期的執行成果，首先，在前瞻議題發展上，我們將團隊成員分組成立

前瞻小組討論會，並透過閱讀文獻與分享的方式集思廣益，並以設計思考激發

大家對於前瞻議題的想像，我們從原本只看到高齡社會的長照議題中會有照顧

人力短缺、科技在醫療場域會取代人力等第一線人員該如何面對未來，我們將

此深化並將焦點放在整個人口結構變遷與科技變遷之上，不再只以高齡者本身

作為主軸，而是在變遷下，所以人都一起進入高齡化社會，他們都會一起面對

到高齡者的議題，而我們要以什麼樣的視角去看待高齡社會，將會影響我們如

何前瞻議題。 

    在第一期的發展中大家凝聚的共識是「高齡=社會問題」之預設，轉變

為「高齡≈社會賦能」也就是高齡趨近於社會賦能的觀點，如此一來，台灣的問

題，比如包括少子化議題（同時意味著育齡女性減少、偏向高齡生產、或是不

願進入家庭/育兒負累）、醫療場域中長照需求提升（同時意味著有照護人力的

性別偏斜與族群偏斜（移工）之問題）、高齡人口性別結構偏斜（高齡女性喪

偶比例較男性高，但同時體能衰弱評估也高於男性）、生活健康照護需求提升

（需要考慮性別差異，如隨著年紀增長，女性得慢性病的比例增長得比男性

快、女性日常生活的需求和能力也與男性有異；也需要考慮不同型態家庭的多

元照護需求）、獨居議題（涉及日常照護、居家安全、醫療促進與社會/心理支

持），皆能引入科技作為賦能之解方，從醫療場域照顧到建築高齡友善的社會

工程，而我們的優勢是身處於醫學大學中的人社院，在醫學網絡中更能將此實

踐。 

  以此串聯至我們的課程規畫設計中，將會做許多課程結構與內容的調

整，在第一期時，我們總共整合6門既有課程，其中有兩門課：科技與社會、科

技與性別化創新朝向課程共備的方向走，也是本團隊第一個完全的課程共備的

課程，以及，隨著前瞻議題的發展，開設1門新課數位生活紀錄，也通過外審，



27 
 

並於第二期展開。在課程內容上，我們邀請科技相關的業師參與進課程，提供

內容上的跨域與展望未來的課程規劃。除此之外，在在共備課程上，我們有許

多琢磨，我們的教師群有些人有在樂齡大學上課，此課程經營的模式是兩個老

師會一起上課，因此會有課程共備、課程相互觀摩的互動產生，本院發現如此

一來，原本不熟悉的兩個老師經由課程能培養彼此的默契，形成夥伴關係，將

此正能量帶入本院。 

 在第一期中我們經營跨域教師社群，透過教師社群講座與讀書會增能的過

程中建立關係，並且讓彼此了解各自的專長與研究領域，在適時的時機點上，

發展能共時授課的夥伴關係，除此之外，在我們每次的校外參訪或是定期到外

研習(包含總辦的工作坊)，回來之後，我們都會開會討論並分享自己的所見，

然而，現階段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的工作坊與研習都改為線上，我們教師們

更能夠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線上參與，並且在我們固定的 LINE 群組相

互分享與討論，且在平時教師們也會分享與本計畫有關的資訊至群組並討論。 

  最後，在學習成效評估上，我們正在研發本計畫的成效評估機制，目前

仍在建置與實驗的階段。在現階段我們已研發出本計畫專用是否回應到計畫目

標的前後測問卷，而在下半段本院認為後側的時候，除了量化績效外，更要涵

蓋質性研究的結果，預期會有學生作品的建立與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並在質

性與量化的搭配之下，更能提供我們未來課程設計上的修正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