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教學創新計畫成果報告 

壹、基本資料 

執行年度 110 

教師姓名 劉素芬 

課程名稱 
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

務 

開課學期 110-1 

創新類別 

社會責任在地實踐(USR) 

□跨領域教學 

□統整課程(Capstone courses) 

□課程深碗化 

□其他(請說明)，                                        

創新策略 

(可複選) 

翻轉教室，例如：製作磨課師課程等。 

□教材教具研發，例如：製作數位教材等。 

教學方法創新，例如：問題導向學習(PBL)等。 

多元評量，例如：採實作評量等。 

□其他(請說明)，                                        

貳、計畫成果概述 

一、計畫成果摘要 

（一）教學理念：課程與教學設計思維的創新。 

例如: 課程設計理念從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轉為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或素養導向教學。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高齡相關的照顧服務與產業日益蓬勃發展，其中多元藝術輔助療法

即是近年廣受高齡族群歡迎的活動之一。藝術輔療乃是運用藝術為媒介進行個別或團體活

動，以提升老年人的身心靈福祉，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支持其成效。本門課由社工系與通識

中心師資共同授課：社工系負責高齡社會工作課程，通識中心主責藝術治療課程。透過跨

域師資共授和交流，教導學生運用藝術輔療於高齡社會工作實務之知識與技能。 

(二)教學目標 

本門課程結束後，預計學生學習到下列的知能： 

1. 瞭解藝術輔療於高齡社會工作實務的發展和理論基礎 

2. 對於高齡族群具備基礎的認識與敏感度 

3. 學習如何操作藝術輔療於高齡人口群中，並且具備實務操作的基本能力 

（二）教學內容：教學內容在該領域或跨領域的創新。 

例如: 教學內容的獨特性或跨領域協作。 

※請簡述現有教學問題、計畫執行方式、教學創新策略等。 

在計劃執行方面，採理論與實務雙軌並行的多元化課程方式，包括授課、實務演講、團體

討論、撰寫團體執行方案計畫書、社區實作、期末成果發表與反思等。 

 

回應高教之社會責任在地實踐理念，本計劃為翻轉上述傳統的教學模式，由二位不同專業



的教師共同授課，並且邀請業師演講和現場指導，同時也邀請長者入班參與實作，讓同學

從做中學、學中做以達到學習的效果。此外計畫執行過程亦會與在地社區人士協力合作，

提供學生的學習成果有一實作的場域，並於期末進行公開的成果發表。 

二、執行方式與教學創新策略 

※請簡述現有教學問題、執行方式、教學創新策略等。 

（一）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或策略的創新 

例如: 使用較支持學生建構的教學方法或策略，如探究與實作、合作學習、問題導

向教學…等。 

1.教學討論會議-本門課為雙師授課，兩位老師與助理於暑期期間和學期間持續進行線上

和課後檢討會議，滾動式調整授課內容安排。 

2.情境討論導向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從高齡者角度與需求思索高齡社會心理服務規劃。 

3.實體授課與遠距直播教學並行。因疫情之故，有數位港澳生尚未來台，本次課程除了實

體授課之外，亦同步直播，在同儕互動討論方面成效雖不如面對面好，但尚可滿足學生之

學習需求。因直播之故，故非常需要助理支援，否則教師在課程中難以兼顧。 

4.社區實作: 邀請社區長者入班與學生共同練習所學習的藝術輔療活動，並於期末進行社

區成果發表。 

（二）教學工具：支援教學工具或環境的創新。 

例如: 可以支援「引導動機」、「概念理解」或「概念建構」之科技工具或環境。 

應用經驗學習圈為理論基礎，營造一個擬真的高齡者環境，邀請社區長者進入課程與學生

共同練習藝術輔療活動，並且邀請業師針對各組同學個別指導，學生和長者實作結束後，

提供紀錄影像檔與業師討論，達到學生從做中學，學中做之效果。 

三、計畫產出成果與效益 



(一) 量化成果產出：(請根據成果產出，可多項自行選填) 

項目 數量 說明 

教學實踐計畫  件 

計畫(已/預計)申請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簡述： 

申請其他計畫  件 

計畫(已/預計)申請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簡述： 

教案 6 件 

教案名稱：高齡藝術輔療活動設計 

教案內容簡述：六組藝術輔療活動，包括

藝術、音樂和戲劇活動設計。 

教材(含數位教材)  件 
教材名稱： 

教材內容簡述： 

教具  件 
教具名稱： 

教具內容簡述： 

期刊/出版品發表  件 
期刊文章主題/出版品書名： 

(預計/已發表)日期： 

其他  件 說明： 

(二)請簡述計畫產出成果，對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之效益（例如修課學生系所及

年級分佈、學習態度、程度差異，以及教學創新課程執行後之學習成效、學生達成之校核

心能力及素養）。 

1. 本次修課學生包括通識與社工系學生，透過分組策略，每組混合有通識學生和社工系

學生，促進跨學系之間的交流。 

2.業師授課與實作指導，讓學生對於如何應用藝術輔療於高齡者有第一手的經驗學習和知

識累積。 

3.透過社區實作，學生可以和長者面對面練習課堂所學習到的知識，長者亦在過程中給予

學生許多寶貴的意見回饋。 

4.社區成果發表後，與會的19位長者給予學生很高的評價，有助於大學和社區融合之效

果。 

5.學生學習到如何和長者溝通互動，未來亦具基礎運藝術輔療活動於高齡者身上之知能。 

四、結語與建議 

※請簡述教學創新對教師自身的成長、課程未來改進方向，以及對學校給予的經費運用、

教學資源等建議。 

1.透過雙師教學與業師指導，讓教師們有機會彼此學習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彼此交

流教學心得和技巧。 

2.本次教學安排採滾動式修正策略，因應疫情狀況，適度邀請社區長者入班，也讓教師們

學習到如何操作社區長者入班的策略。 

3.本次創新教學以代間學習為理論基礎，透過高齡與年輕世代的相互交流，達到青銀共學

共融之目標。 

4.本次業師指導成效非常良好，未來期待學校能持續支持經費，讓學生能夠實作後，有機

會再接受業師的實務指導。 

5.未來可更有目標的記錄授課過程，並且將本次活動方案進一步優化，以供後續課程參

考。 

 



 

附件一 

 

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 

Art therapy and gerontological social services 

Course syllabus 

3-credithours 

劉素芬、林子晴 Fall 2021 

Time:W4 9:10am-12:00noon 

一、 課程簡介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高齡相關的照顧服務與產業日益蓬勃發展，其中多元藝術輔助療法

即是近年廣受老人族群歡迎的活動之一。藝術輔療乃是運用藝術為媒介進行個別或團體活

動，以提升老年人的身心靈福祉，愈來愈多的研究也支持其成效。本門課乃是一學期 3 學

分的課程，由社工系與通識中心師資共同授課：社工系負責高齡社會工作課程，通識中心

主責藝術治療課程。透過跨域師資共授和交流，教導學生運用藝術輔療於高齡社會工作實

務之知識與技能。 

二、 課程目標 

本門課程結束後，預計學生學習到下列的知能： 

(一)瞭解藝術輔療於高齡社會服務實務的發展和理論基礎 

(二)對於高齡族群具備基礎的認識與敏感度 

(三)學習如何操作藝術輔療於高齡人口群中，並且具備實務操作的基本能力 

三、 教學策略 

本門課非傳統單向式授課，其特色由二位不同專業的教師共同授課，並且邀請業師演講和

現場指導。同學除了課堂參與外，也有與長者實際操作演練的機會，讓同學從做中學、學

中做以達到學習的效果。綜上，本次課程規劃多元，包括課程導讀、實務演講、團體討論、

撰寫實作帶領的計畫書、與長者實作、期末考及成果反思等。同學必須要依照每周課程進

度完成課前閱讀、課堂參與討論，以及繳交作業。 

四、 課堂活動與作業 

【個人作業】 

(一) 期中報告—「長者生命故事」 

學生選定一位 60 歲以上長者(以在地且有意願參與輔療實作的長者為優先)進行生

命歷程的訪談，內容包含長者生命史、重要經歷、夢想與困境等，撰寫至少 1000

字的「長者生命故事」(20%)，繳交期限為 11/4。 

(二) 期末考試(20%) 

兩位授課教師根據其專長各出 10題是非或選擇題，期末考試日期為 1/6。 

【團體作業】 

(三) 期末成果展演報告—「藝術輔療成果報告」(30%) 

延續期中報告，通識中心與社工系同學將混和分組(5-6人一組-小組別)，由各小

組分別選定一位參與輔療實作的長者，全班依據所有長者之特性區分為二大組別

(一個大組別包含著 3個小組別)。小組別將由授課老師與業師的指導下為長者設



計、再現其生命故事與精華，於期末展演中 1／6（四）呈現。（第 17、18周不

上課，補學生課後自主學習與演練時數） 

(四) 實作紀錄報告(每次實作紀錄占總成績 10%，共計 30%) 

1. 第一次實作(12/16)，各組於課堂中討論期末展演之主題與方向，將討論之內

容初稿於第三節課報告，並於當日繳交「第一次實作紀錄報告」。該報告將

提供業師參閱，於下周上課前提供意見。 

2. 第二次實作，各小組與該輔療方式之業師約定時間進行線上會議，請益實作

的流程、方式以及組員在實作上的提問，紀錄應包含會議時間、小組的提

問、業師的意見、小組的後續規劃等等。請自行安排時間進行並提早告知助

教會議時間與地點，於實作完成後，繳交「第二次實作紀錄報告」，繳交期

限為 12/23。 

3. 第三次實作，各小組實際與長者約定時間與地點，進行實務的操作與演練，

紀錄應包含實作時間、實作內容、與長者的互動過程與紀錄(照片/全程錄

影)、實作後的討論或檢討。請自行與長者喬定時間與地點，並提前告知助教

實作時間。於實作完成後，繳交「第三次實作紀錄報告」，繳交期限為

12/30。 

※備註：請各小組與業師保持聯繫，如果組內對於實作、展演仍有其他疑問，可

以持續約定會議時間進行成果展演之討論與請益，也請提前告知助教時間與地

點。 

五、 成績評量 

【團體分數】 

第一次實作報告(12/16)10% 

第二次實作報告(12/23)10% 

第三次實作報告(12/30)10% 

期末成果展演報告(1/6)30%(教師與業師評分 25%；組內互評 5%) 

【個人分數】 

期中報告-長者生命故事，至少ㄧ千字 20% 

期末考 20% 

【作業每遲交 1天扣該項作業分數 3分，遲交 5天及以上該項作業不計分。】 

 

***本課程參與社科院 USR 計畫，補助項目包括演講支出，以及同學進行團體活動相關費

用。相對的，同學在活動執行的過程和產出會成為社科院 USR的成果之一，部分同學的活

動照片和心得有可能會出現在社科院 USR的公開平台(以文字或照片或影音形式)，若同學

對此部分有特別的顧慮和考量，請提前與授課老師討論，老師會依同學的個別需求進行調

整，不會損及同學們的權益。*** 

 

六、 請假須知 

因病或因事無法出席，請出具請假單，經授課教師同意才完成請假程序。當天由同學口頭

代請者，仍計缺席。緊急事故無法事先請假者，最遲下周上課時補給請假單，逾期給假單

仍算缺席。 



無故缺席 1次扣期末總分數 3分；無故遲到超過一堂課，不接受補點名，即為缺席。 

七、 課程內容與進度 

週別 教學進度 備註 

一 

9/23 

課程簡介 

(說明 USR計畫合作、學生修課動機/目的) 

 

二 

9/30 

高齡社會趨勢與發展【劉素芬】 

藝術輔療（音樂、戲劇、繪畫、舞蹈…）簡介【林子

晴】 

莊婕筠（2008）。

音樂治療。心理。

185-197；343-

383。 

三 

10/7 

高齡者的老化與健康【劉素芬】 

藝術輔療在高齡族群的應用【林子晴】 

 

四 

10/14 

高齡者生命敘事之介紹【劉素芬】 

生命故事實作:王士菁老師 

※說明期中報告的規範與分組/長者選定 

分組-通識與社工系

混合分組 

五 

10/21 

藝術治療介紹與實作(1) 

講者：呂冠廷治療師 

 

六 

10/28 

藝術治療實作指導(1) 

講者：呂冠廷治療師 

 

七 

11/4 

期中報告-長者生命故事繳交 期中報告-長者生命

故事繳交 

八 

11/11 

高齡方案設計技巧【劉素芬】 

各小組組內分享期中報告，並選定一位工作對象。 

依據小組別所選定之長者特質(族群、職業、生命經

驗…)區分為三大主題，並串連成期末主題的依據。 

 

九 

11/18 

音樂治療介紹與實作(2) 

講者：廖尹君治療師 

 

十 

11/25 

音樂治療實作指導(2) 

講者：廖尹君治療師 

 

十一 

12/2 

戲劇治療介紹與實作(3) 

講者：柳冠竹治療師 

 

十二 

12/9 

戲劇治療實作指導(3) 

講者：柳冠竹治療師 

 

十三 

12/16 

分組實作&討論(1):各組討論期末展演的主題和方向，於

第 3節課報告。 

1.大組任務：如何依據該組別的長者特性，運用三種輔

療方式呈現期末展演。 

2.小組任務：如何運用該輔療方式與長者進行實作。 

(報告內容將提供給業師參閱，請業師於下周上課前提供

意見) 

繳交第一次實作作

業 

十四 

12/23 

分組實作&討論(2) 

上課時間一小時(其餘兩小時計為自主學習時數) 

在課程之前各小組應已完成業師之線上會議。  

1.大組任務：各小組回報與業師討論後，輔療方式的走

向，並討論期末展演如何進行串聯。討論成果於課堂當

中與全班報告分享。 

繳交第二次實作作

業  



十五 

12/30 

分組實作&討論(3) 

上課時間一小時(其餘兩小時計為自主學習時數) 

在課程之前各小組應已完成與長者的實作。  

1.大組任務：各小組回報與長者實作後之成果，確認期

末展演如何進行串聯。討論成果於課堂當中與全班報告

分享。 

繳交第三次實作作

業 

十六 

1/6 

期末成果展演(3 大組期末展演) 

期末考 

 

十七 

1/13 

自主學習-藝術生態燈製作(開放自由參加) 擬邀請成福國小謝

基煌主任授課 

十八 

1/20 

自主學習(小組討論與成果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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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惠娟（2005）。老人音樂治療團體方案實務手冊。內政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4. 莊婕筠（2008）。音樂治療。心理。185-197；34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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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怡璇(2018)。藝術治療也是藝術創作者。台灣戲劇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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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莊雅慧、林清濤(2017)。以生命回敘說一位白手起家老人生命圖像。福祉科技與服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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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紀錄 

1. USR 活動報導 

【USR】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成果發表 

 
台灣鳶山社會實踐協會 

Follow 

https://eaglemt2019.medium.com/?source=post_page-----14b416e682e7-----------------------------------
https://eaglemt2019.medium.com/?source=post_page-----14b416e682e7-----------------------------------


Jan 3 · 5 min read 

 

社科院 USR 計畫致力於推動台北大學城與青銀共融的實踐，本學期結合由社工系劉素芬老

師與通識中心林子晴老師合開的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共授課程，期待同學們透過課程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到來，學習運用多元的藝術輔療方式來服務高齡者，並透過學習與實作

的方式，促進學生與高齡者相互交流與共融，從中增進世代間相互學習和成長。於 110年

12月 30日上午，在社科院 203 教室舉辦了期末成果發表，計邀請了 19位北大社區長者參

與六組同學們精心準備的輔療性藝術活動。 

在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的課程中，除了講授高齡者的知識之外，也邀請藝術治療呂冠

廷老師、音樂治療廖尹君老師、以及戲劇治療柳冠竹老師擔任講座，期末並由各組同學分

組設計、執行三次輔療性的藝術活動，由三位業師專門指導。課程學生包括了 23 名社工系

與 15 名通識中心的同學，系所則涵蓋金融、企管、歷史系、財政系、電機系等，學生的組

成十分多元，也符合跨域學習、跨科系學生的學習目標。 

在活動前一晚，每組同學在群組中與業師反覆確認最後的細節，感覺到大家抱著緊張又期

待的心情來準備活動的到來。活動當天 9 點，同學們來到現場開始彩排，有一些一邊看著

https://medium.com/usrsocntpu/usr-%E8%97%9D%E8%A1%93%E8%BC%94%E7%99%82%E8%88%87%E9%AB%98%E9%BD%A1%E7%A4%BE%E6%9C%83%E6%9C%8D%E5%8B%99%E6%88%90%E6%9E%9C%E7%99%BC%E8%A1%A8-14b416e682e7?source=post_page-----14b416e682e7-----------------------------------


手機一邊默念著台詞，有一些細數著道具是否都到齊了，有一些跟組員們則討論活動該怎

麼進行會比較順暢，整個空間充滿著活潑以及些許緊張青澀的氣息。 

10點不到，長者一個個來到了教室，看見這些充滿活力的同學們，腳步輕盈了、嘴角也不

自覺地微笑。活動由劉素芬老師開場主持，並邀請同學輪番上陣與長者共同創作、一起玩

樂、享受同在一起的感受。音樂組別的同學們運用老歌結合身體動作和杯子活動，以及樂

器與歌曲的結合，引導著長者們跟著旋律一邊唱歌、一邊想著下一個動作是什麼。活動最

後，就有長者笑著說「這個活動真的很好耶，讓我們可以很快樂的動動腦！」 

而藝術組的同學們，運用自畫像的方式，帶著長者們感受自己身體不舒服之處，並以藝術

創作的方式加以呈現；也有同學們運用許多素材，讓長者們創作出心中那道最美味的菜

餚，看著長者們左思右想、搔搔頭後，突然靈感一來，拿起紙開始創作，最後的成品真讓

大家眼睛為之一亮。例如桂英大姊用銀色毛線拼成白鯧，並笑著說「這道菜很好吃、過年

買白鯧要 300–400元呢！」；有的長者則做了海陸拼盤、焗烤大龍蝦、豬腳等等，可見長

者的創意無窮，也引發了長者想起過往的美好記憶。 

 

 

戲劇組的同學們，以疫情之下的生活為主題，透過牌卡引導長者思考疫情期間的感受，有

長者分享著好想自由自在的呼吸新鮮空氣，顯現疫情對於人們生活的重大改變，影響了人

際的交往以及自由；也有同學設計了動態的暖身遊戲，帶著長者享受於忘我的玩樂之中，

並以故事創作家的方式共同創作、串聯起一個有趣且超乎想像的獨特故事。在活動最後，

同學分享著「每位長者就如同是人生的導演一樣，編導著自己的劇本以及具有高潮迭起的



劇本，而身邊的人就是豐富故事情節的一份子，感謝各位長者們願意讓彼此成為彼此人生

劇本的一部分。」 

 

 

在活動結束之後，也邀請長者留下一起用餐，分享自己參與的感動。劉瑞萍大姊表示「感

謝老師邀請我們來參加學生的發表會，學生好優秀、有創意、台上的表現有自信，是很成

功的青銀共學，期待下次的活動呢！」；芳梅大姊表示「同學們熱情活潑，參與藝術療癒

同樂的青銀共學，度過了美好充實的時光」。 

在長者的分享中，可以聽見大家對於活動感到驚艷，也感動於學生的細心與活動，感謝老

師細心的培育學生，聽見長者對於高齡專業服務人才培育的期待以及需求。的確，面對高

齡化社會的到來，社科院 USR計畫一直在探索高等教育應該有的回應，近年來校內更有辛

法春、林子晴與劉素芬老師等嘗試在正規學制中推動青銀共學，也對於終身學習、高齡教

育、和世代關係帶來正面的成效，希望未來校園內還有更多類似的課程與方案，讓大學在

面對高齡化之下善盡社會責任。 

 



 
 

 

 



 

聯絡人：社科院 凃奕豪 

聯絡電話：02-8674-1111#67227 

2. 講座海報 



 

 

  



3. 社區實作流程說明 

-------------------------------------------------------------------------------------------------------------- 

藝術輔療與高齡社會服務之實作流程說明 

 

一、 12/16 ＆ 12/23 兩次實作流程 

 

9:10 帶齊活動所需物品至 203 教室上課 

9:15－10:00 各組帶到小教室進行實作演練 

10:00  各組派一人到 203 接待長者 

10:00-11:00 與長者實作－（1）同學和長輩相互自我介紹（10min.）(2)建立關係－理解長者

生命背景，以及喜好（10min.） （3）輔療活動實作（20min.） （4）長者意見回饋

（20min.），請派一位同學掌控時間。 

＊實作過程須有影像記錄，以利和治療師討論 

11:00-11:10 休息，回到 203 

11:10-11:40 各組活動檢討與下次活動規劃討論 

11:40-12:00 每組 2 分鐘報告今天活動檢討與心得，將心得與修改之活動規劃書上傳至數位

學苑作業區。 

註: 12/16-12/23 請各組和治療師討論上次實作狀況，並提出下周活動規劃與治療師討論 

 

二、 12/30 第三次實作-成果展示 

1. 對象：入班實作長者和其它社區居民 

2. 時間：12/30 9:10-12:00 

3. 地點：行政大樓 B1 USR－Hub 基地 

4. 9-10 各組練習準備 

5. 10-12 每組 20 分鐘發表成果 

 

三、作業繳交說明 

12/16/2021 上傳和治療師討論的輔療活動規劃書到數位學苑作業區【業師諮詢】 

12/23/2021 上傳第一次實作後，修改的活動規劃、活動紀錄和心得到數位學苑【業師諮

詢】 

12/30/2021 上傳第二次實作後，修改的活動規劃、活動紀錄和心得到數位學苑 

1/6/2022  上傳 12/30 的成果展示後，執行的活動規劃、活動紀錄和心得到數位學苑 

註: 各組的作業分數將會諮詢業師意見，換言之，業師對於同學實作表現有一定的評分權

利。各組在和業師討論之前，請組內先討論好活動規劃和內容，業師的任務是針對活動規

劃不足或可以增強之處給予專業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