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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福祉教育（welfare education），係指以培育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能相互支

持、進而感受到生命喜悅與幸福為目標的教育，透過認知理解、態度養成與實踐

行動三方面，達成各學習階段之教育目標（大阪府，無日期）。日本為全球高齡

者比例第一位的國家，10 年前就開始關注少子高齡社會相關議題，「下流老人、

無緣社會、橫躺族、孤獨死、猝死地藏」等現象因運而生，繼而發展「福祉事務

專門學校、遺品處理士、特殊清掃員、數位遺產服務」等產業，由厚生勞動省統

籌執行醫療、勞動政策、社會保險、公積金等福祉政策；在教育方面，也由文部

科學省負責，自初等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至社會教育等階段，積極推動「福祉

教育」。 

聯合新聞網（2018 年 4 月 10 日）報導指出：臺灣於 2017 年已名列全球生

育率第 3 低，內政部於 2018 年 4 月 10 日宣告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相較於亞

洲各國，我國老年人口比率僅次於日本；又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僅約 8

年後，將由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預計 2026 年間，我國老年人口比率將高

於其他國家，反映出我國老化速度的嚴重程度（經建會人力規劃處，2013），福

祉教育實為少子高齡社會亟需關注的重要教育議題。 

考量面臨教育問題之急迫性，須從重視老人教育著手，並逐漸向下扎根。故

本文從「終身教育－強化中高齡者身心靈健康」、「高等教育－培育專業人才與提

升技能」與「國民教育－型塑互動共好公民素養」三方面，介紹各國福祉教育相

關政策與實務，供教育主管機關與各級教育機構規劃與實施之參考。 

二、終身教育－強化中高齡者身心靈健康 

(一) 重視高齡社會科學研究與觀念宣導 

2016 年 G7 科學技術部長會議在日本茨城縣舉行，會中發表共同聲明，表示

今後將推動有關對應高齡社會的科學研究，讓高齡者可以持續的參與社會，實現

「主動的高齡化（active aging）」目標。因此，未來在保健醫療領域，必須以協

助高齡者能過著健康的自立生活及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為目標，進行基礎工程與保

健醫療制度的整備；在推動科學研究方面，則透過基礎研究加強研究失智症等腦

部病因的治療及預防方式，更要運用創新技術，如機器人等改善高齡者的生活品

質（G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 Meeti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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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 5 月訂為「美國長者月」(Older Americans Month, OAM)，目的在喚

起美國各界對於高齡人口的關心，以及彰顯對高齡長者對國家社會貢獻之尊重及

肯定。「美國長者月」由聯邦的健康與人類服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主辦，每年訂定一項主題來規劃活動及宣導；此

外，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的高齡行政局(Administration on Aging, AoA)自 2005

年起，每年公布一份「美國高齡者概況」(A Profile of Older Americans)報告，提

供美國高齡人口綜合概況，也提醒各界對於高齡人口應付出更高的關心與支持，

高齡者亦可進行生涯再規劃，包括志工服務、教育學習、健康照顧等，以提高生

活品質（Administration on Aging, 2013；The White House, 2013）。 

(二) 鼓勵中高齡者終身學習與持續成長 

法國政府為鼓勵退休者回校進修，實施個人職業培訓制度（CPF-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 ; CIF-Congé Individuel de Formation），要求雇主需負擔大

部分或全部員工的培訓費用，待退人員可在退休之前報名課程，並使用這項福

利；除了社會因素外，家計也是讓長者回校的一大動機，許多退休者重拾書本，

是為了開創事業第二春，以彌補養老金的不足（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 

美國政府入口網站（USA.gov）為使年長者能輕鬆及全面掌握美國政府為其

準備的各項資源，特依年長者本身的各項需求，設立專區網站，兼具宣導與教育

功能，內容包含 12 大類，如：1.看護相關資源；2.年長消費者保護措施；3.年長

者教育、工作及志工計畫；4.慎終相關準備；5.聯邦及各州所設之年長者服務機

關；6.隔代教養扶助；7.年長者健康照顧；8.年長者起居照顧；9.與年長者相關之

法律及規定一覽；10.年長者財務及稅務規劃服務；11.退休規劃；12.年長者旅行

及休閒相關資源（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2014；USA.gov, n.d.）。 

三、高等教育－培育專業人才與提升技能 

(一) 增設高齡關護相關科系或課程 

奧地利天主教會設於維也納以及 Krems 的教育學院提供全國首創的｢成年暨

老年教育｣碩士學程，結合成人教育以及人類老化科學的內容，成為了一門跨領

域的科學，適合所有成人教育人員，以及所有與老年人相關之職業團體成員修

讀。（駐奧地利代表處教育組，2015）。 

香港理工大學新學年開辦兩年制銜接「應用老年學及服務管理」課程，盼培

訓熟悉「銀髮市場」的人才，投身商界、非牟利機構，協助公司進行市場推廣、

開發產品、策劃活動等，讓年輕人及長者「接軌」。新開辦的課程獲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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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副學士、高級文憑試畢業生報讀，不限科目，但以社會科學、醫療健康科學等

學科背景學生佔優；修讀學生須完成為期 240 小時的暑期實習，學校並安排學生

到銀行、旅遊公司、非營利機構或海外實習，擴增就業前景（星島日報，2017

年 2 月 8 日；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17）。 

美國教育專欄作家華格納（Joylene Wagner）在「學習的重要性」（Learning 

Matters）專欄中指出，「慎終議題」應納入共同核心課程教育的一環，死亡是人

生的必然，但該如何面對死亡，卻是需要學習與討論的，許多家庭都避談這樣的

議題，但這些事前準備對於其個人及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需要更大力的推

廣和教育。當教育鼓勵學生透過深度對話，來發展其批判性的獨立思考能力時，

父母及師長也可以藉由討論死亡及慎終議題來協助他們的孩子思考及成長，讓孩

子們及早了解慎終相關議題，同時，更能提醒大人們自己及早做好準備

（Belisomo，2014；Wagner，2014）。 

(二) 鼓勵青銀共居共學跨代相扶持 

日本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在東京都文京區在東京大學所在地「本鄉」

地區，開啟一項「同一屋簷下」計畫，鼓勵獨居長者將家中空房以非常便宜的價

格出租給大學生，讓大學生在和獨居長者同住的環境中可協助長者，並學習與社

區居民如何跨世代地互相扶持。具體內容是讓獨居長者公開徵選區內通學的大學

生，雙方經確認興趣和出身等共同點後配對，進行同食、互助、共生的活動。這

項計畫能夠使學生融入在地，也省下不少生活費，高齡者的生活亦能多些光彩。

實際運作上，也出現腦中風的長者因為同住大學生的早期發現，而保住性命的案

例（街 ing 本郷，2016）。 

法國大學進修教育主管人員聯盟表示，現在退休者佔所有進修教育者之比率

已達 13％-14％，退休者聯盟理事長厄伯（Pierre Erbs）表示，退休人口對進修教

育（如外語、資訊課程）的需求也是與日俱增；退休生活顧問狄埃里（Dominique 

Thierry）主張，退休後同樣須要生涯規劃，以讓自己的健康、知識、情感與人際

關係永續發展，能回到大學進修，不僅可以重新學習所好、學習新知，更能拓展

交際圈（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 

四、國民教育－型塑互動共好公民素養 

(一) 互動素養增進溝通縮減代間差異 

比利時憲法保證所有法定年齡學子需接受每週二次生命教育課程，由「生命

哲學課程委員會」認定不同生命教育觀點之立場，並提供生命教育課程政策建

議；課程中特別將各年齡族群的心理能力與發展納入考量，有時年輕人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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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者的某些問題，故針對世代差異鼓勵漸進對話，從共有的與一般性話題開

始，如慶賀、感受、悲傷、哀悼、痛苦、愛…等，搭起對話橋樑（駐歐盟兼駐比

利時代表處教育組，2014）。 

日本從國小階段開始的福祉教育，目前實施重點亦從既有的學生「體驗活動」

轉變為讓學生實際透過志工活動，使其更能確切的習得「知性理解（認知）」、「蘊

育心情（情意）」與「實踐能力（技能）」三能力。實施上，日本以「國際生活功

能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之觀

點，捨棄過去以障礙別做為判斷的基準、改以從人的生活功能上所遭遇的障礙觀

點推展福祉教育。自國小三年級起利用「綜合學習時間」所推動的福祉教育課程，

亦重視學校、家庭與社區的相互聯結與分工，此外他們亦善用各地民間機構「社

會福祉法人」的力量，協助規劃志工活動（札幌市社会福祉協議会，2018）。 

此外，從公私協力的角度來看，若能妥善規劃，將高齡人口資源引入偏鄉教

育及弱勢教育，除有助於改善偏鄉人力資源不足問題，而運用「共學」方式增進

老幼相處與溝通機會，亦有助於縮減代間差異，提升學童公民素養。 

(二) 共好素養老幼共融促進代間學習 

學術界近年提出「代間學習」（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的新概念，意指「年

輕世代與老年世代之間」互相學習，結合銀髮與幼兒這 2 個看似身處生命軸兩端

的族群，或許是一帖妙方。美國西雅圖市區的普羅維登斯山聖文森特（Providence 

Mount St. Vincent）養老院開展「代間學習中心」，讓不同輩分的長者、孩童在一

起「學習」。每個禮拜有 6 天，老師會帶著孩子們到長者們居住的樓層，依照小

孩的年紀一起活動 20 到 60 分鐘；老年人們也很樂於到孩童的教室一探究竟，或

是設計能夠一起玩的活動。一方面能讓長者在跟孩子接觸中獲得更多樂趣和歡

笑，重新發現並肯定自我價值；另一方面，孩子從長者那裡獲得了無條件付出的

愛。孩子將更能接受殘障長者，也更清楚地了解人的衰老過程，並意識到「大人

有時也是需要幫助的」（林孟正、劉易軒，2017）。 

日本北陸的富山縣為典型的農業縣市，公共交通不發達、年輕人外出工作、

缺乏照護人力，面臨偏鄉照護資源缺乏的問題。政府透過修訂法令解除限制及補

助經費後，富山型日照模式（富山型 day service）獲得極大成效，2017 年時日本

全國已有超過 1,500 家照護機構採用「富山型福祉服務模式」，即同時提供長者、

幼童、身體與精神障礙者的整合服務。為解決複合式的照顧需求，日本政府亦於

2015 年研議合併 10 種照護技術士專業成綜合性證照，在富山照護模式下，長者

可以因為孩子而愈來愈有活力，兒童則可以學習善良、懂得分享、尊敬長輩，甚

至當工作人員的小助手（李宜芸，2017；厚生労働省，2017）。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7（10），頁 187-193 自由評論 

第 191 頁 

五、結語 

觀諸各國面對高齡社會積極進行相關擘劃及作為，對我國教育政策帶來以下

啟示：在終身教育方面，建議重視高齡社會科學研究與觀念宣導，並鼓勵中高齡

者終身學習與持續成長；在高等教育方面，建議增設高齡關護相關科系或課程，

及鼓勵青銀共居共學跨代相扶持；在國民教育方面，未來宜加強互動素養，增進

溝通縮減代間差異，而培育共好素養則可使老幼共融促進代間學習。 

身處「少子高齡社會」，如何教育下一代建立正確的福祉觀，培育代間共融、

利他關懷的「互動、共好」公民素養，讓長者能「生無懼、死無憾」，讓社會邁

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禮運大同境

界，應為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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