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齡⽣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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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創新設計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百⼯裡的⼈類學家共同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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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學視野中「變⽼」的世界

理解⽼後多元觀點的 
⽂化脈絡

轉譯詮
釋

以身 

為度

換思 

考位• 挖掘形塑⽼年「主觀年齡」的⽂化脈絡 

• 需要因應變⽼的不只是步入⽼年的銀髮
族，⽽是整個社會系統 

• 從臺灣現有的對於「⽼化」甚至「垂
死」到「死亡」的價值觀與處理⽅式，
反思「變⽼」的意涵 

• 透過「以⼈為本」的全貌觀，發掘多元
⽼年⽂化、社會關係需求以及創造連結 



但是，在我的同溫層外， 
社會對於「⽼年」仍然充滿焦慮與負⾯標籤



對於⽼年，最難消除的偏⾒：
「最難消除的偏⾒是什麼︖對我⾃⼰的偏⾒—
對我⾃⼰的未來，更⽼的我的偏⾒，⼀位年紀
⼤的我比不上年紀輕的我。那正是否認年齡的
關鍵。」—艾希頓亞普懷特



• 到社區⼤學開設課程的
起⼼動念： 
開創關於「⽼年⽂化」
的⽥野觀察場域 
透過實踐來探索⽼後⼈
⽣意涵的多元視角

⾃身社會實踐中發現： 
「變⽼」的社會需要發展跨齡、 
跨⽂化、跨界但是在地的對話空間



⽤⽂化認知下的⽼年概念同⼀主題的不同視角 
引導⼤家討論與發現⽼年⽂化的「變與不變」：

• 不同⽂化對於「⽼年」的階段劃分與意義，除了區分⽣理成熟期
的變化過程，更重要的是，從⽣命歷程區辨與定義中，反映出⽂
化社會結構中如何看待「⽼年」價值的「⼈觀」(PERSONHOOD)



 
「⽼」的意涵除
了⽣理與⼼理的
變化過程，也是
⼀種社會建構的
概念



⾯對⾼齡社會的發展，我們不是觀光客， 

不管什麼世代，都是陸續「移民」的「旅⼈」



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這麼⽼過 
我們也不曾⽼得這麼快過！

https://images.app.goo.gl/ynuSXwyWeNAxiJBj6

⾯對⾼齡社會「⽼年」的態度： 
從Problems 到 Questions

⼀起帶著「旅⼈」思維探索未知的超⾼齡王國



從「退⽽不休」到「學⽽不休」



⽣活成就感與存在價值感怎麼來︖

透過社會融入滿⾜

⽣活的⾃主性與被

需要的⼼理需求

除了要適應變化快速的社會，也要⾯對⾃
⼰⼈⽣階段的⼼理轉變



過去

⼈⽣界線設定的變化

現在-未來

求學

⼯作

退休

求學

⼯作 退休



• 我們的社會從來沒這麼「⽼」過：未曾遇過以
⽼⼈為主要⼈⼜結構，也未曾有所謂真正「樂
齡」的經驗 

• 在社會上，我們正在經歷「變⽼的經驗」，但
只能當作被決定的角⾊︖ 

• 舊常識必須注入新思維，共同創造超⾼齡社會
的幸福樣貌，我們需要傾聽N種⼈的故事，了解
N種⼈的活法，來創造連結與新的可能性。 

• 翻轉價值，活躍展齡，打造健康長壽的新社會

我的未來我作主：當我們成為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橋樑

https://images.app.goo.gl/nFAqEGVfHdC3xTnG7



從活躍⽼化(ACTIVE AGING）到展齡

• 展現、展開、展延、展望： 
• 打開視野建構⾃⼰作為主
體的⽼年全貌觀 

• 給⾃⼰更多想像與可能性 
• 調整⼼態 
• 良好規劃事先準備 
• 創造連結融入社會 
• 共創⽣命價值與意義

活躍⽼化是⼀個過程，使長者健康、參與和安全，以提⾼⽣活品質(世界衛⽣組織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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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節奏來進⾏⽥野調查與實踐:  
把社區當作⽥野來共學 
以社區⼤學課程實作觀察理解⽼後社會⽂化脈絡與需求



從「社造」到「造社」： 
當「學習的⽂化」作為社⼤的核⼼價值



• 共享在地常民⽣活⽂化空間與節奏 

• 在社區（家與家園）之外的「⾃主性」與療癒 

• 有點熟又不⾒得太熟的弱連結產⽣另⼀種信任關係 

• 夢想集散地

社⼤的學習空間： 
打開「非官⽅/弱固著式」的⼈與社區關係



社⼤學習作為「非正式組織」的實踐社群

• ⼀群⼈找機會聚在⼀起共學，分享對於共同關注議題
的興趣與專業意⾒。 

• 社群參與者以⾃由、創意的⽅式互相分享經驗與知
識，並且針對關注之議題來探討，提出新觀點或解決
之道。 

• 實踐社群主要「產物」：無形的知識(以及關係）。

資料來源：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0217.html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0217.html


以「興趣與需求」來相互照看：以「共學」作為照顧的⽂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kcsDJo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kcsDJo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kcsDJo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kcsDJo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kcsDJop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kcsDJopOo


展齡的吸引⼒： 
⾃主設計的學習歷程軌跡

「實踐社群」觀點下的學習過程： 
• 以學習者為主體：學習者因應⾃身需要⽽發

展對⾃⼰有利的學習歷程 （有別於教學課
程是根據授課⽼師觀點選擇適合學⽣課程） 

• 強調知識與技能重整活⽤：學習是親身參與
社會實踐的互動過程，透過與⼈溝通對話協
商意義，讓彼此能夠逐漸理解，是透過「⽂
化交流」來共學的過程



（前5分鐘）  https://youtu.be/d5uN0uBHgqk

社會變遷下的學習： 
從「學習」作為圓夢到「學習」作為找尋⾃我定位與價值的過程

https://youtu.be/d5uN0uBHgqk


旅者的準備：異中求同，同中求異來創造連結 
「⽼」的多元視角=理解與定位⾃身的思考

• 個⼈的⽣命歷程鑲嵌於時代與社會脈動之中 
• 我們看待世界的⽅式，⼀⽅⾯受到社會環

境、體制結構的變化所影響，⼀邊也透過⽇
常各種實踐創造出個⼈身處社會的意義與價
值 

• 從了解社會⽂化脈絡看⾒⾃⼰「在當下」的
定位 

圖片來源： http://wap.china.com/act/toutiao/13000654/20170905/31287245.html



社⼤作為體驗式共同學習的基地

• 接觸經驗誘發學習： 
• 透過⽂化相異性的盤點與比較發現社會問題 
• 開發測試所設計的表達性、互動性⽥野對話⼯具 

• 翻轉教與學的關係： 
• 從單⼀、⼆元分化的師／⽣、本地⼈／外地⼈或研
究者／使⽤者角⾊，轉換成為同時身兼學習者與知
識傳授者的社會角⾊



學習唯⼀的⽅式是透過相遇
學習並非來⾃故事、個⼈省思或事實，⽽是身體經驗與他⼈⽣命建⽴連結

• 語⾔與思想存在於我們身體對於世界的體驗之中（同
時也反映出我們身體經驗的侷限與框架） 

• 身體經驗只能意會無法⾔傳：體現知識具備不可⾔喻
的本質，⽽感知與動作能⼒則是體驗不可或缺的部分 

• 以⾏動創造想法：身體經驗與感受建⽴想法、連結以
及相互學習的動⼒



課程不只是學習空間， 
更是創造連結與關係的介⾯



以課程實作 
挖掘⽼後社會⽂化脈絡

變⽼

身體感
官記憶

社會 

關係

設計 

思考

創造 

連結



在地⽼化：⽼年可留住在⾃身熟悉的社區環境，⾃
然⽼化，且照顧資源也來⾃於在地社區

• 社⼤就是在地安⽼N種⼈展齡共
學的實踐社群基地 

• 社⼤不只成為在地安⽼⽀持系統
的⽂化照顧站，也是積存時間的
⽣活實驗室(living lab) 



【廣告時間】 
休息15分鐘 

銀髮服務新創活⼒中⼼簡介 
https://bit.ly/3pYpcua 

https://bit.ly/3pYpcua


除了探討「變⽼」的挑戰， 
「⽼年」如何從「問題」轉變成對話「機會」︖

運⽤遊戲與對話導入⼈類學式的反思觀照： 

從樂活到善終，創造地⽅跨齡社群對話的機制，體驗系統性思考與連結⼒的設計 



暖身： 
「這不是一塊布，這是...」



關於答案： 
你為何猜得到？為何猜不到？



創造「相信」：體驗「變⾝」
數位時代下，我們更需要⾝體在「現場」、「當
下」、「即興」互動，來創造連結



今天的任務： 
⽤實境實驗劇場的⽅式 
來思考社區的共好⾏動 
分組：1桌5-7⼈

*「實境實驗劇場」說明： 

• 實境實驗劇場是⼀種民眾參與的互動即興劇場形式，透過創造出⼀個戲劇的空間來作
為社會性議題討論的平台，讓參與者可以融入其中參與對話與討論，是⼀種「公民教
育劇場化」的嘗試。 

• 我們不管是扮演⾃⼰或是位置創造⼀個不同的角⾊，都能夠藉由劇場想像時空經歷換
位思考的過程，並且看⾒⾃身的盲點與可能性。 

• 在實境實驗劇場的體驗中，每個角⾊的扮演都是⾃⼰⽣活環境的延伸與象徵，會產⽣
不同的對話意義。⽽在這個沈浸式參與的過程中，每個觀眾都是影響「劇本」未來發
展的⼀份⼦，所以沒有⼈是局外⼈。

圖片來源：思樂樂劇場《蚵⽥啟⽰錄》⾼中巡演情形



雞籠社區簡介

雙和社區

雞籠社區



• 屬於新舊建物交錯的都會型社區，以集合式住宅⽣活
機能尚稱便利。⽬前居民⾼齡⼈⼜居多。 

• 過去曾經是⽥寮町很繁榮的商業區，但但因現代化的
開發過程，逐漸沉寂。同時，也因為都市化造成社區
鄰⾥關係的疏離感，有待凝聚與創造重建社區感。 

•⽬前成⽴⽼⼈關懷據點，組成⽼⼈及環保衛教志⼯
隊。



社區風景



建構⼀個⼈物PERSONA

❖請從你的⽇常觀察，建構出⼀位社
區居民角⾊（可以是上⾯提到的角
⾊，或是⼩組創造⼀位角⾊） 
❖基本資料：年齡、性別、個性 
❖主題資料：⽣活型態、⽣活場
景、⼈際關係 

❖進階資料：想⼀想他現階段⾯對
的挑戰、社⼤對他的意義



中年上班族

年齡：47歲 
居住地：雞籠社區 
背景：長男，家庭主要⽀柱，與⽗母同住，上有輕微失智的⽗親，下有⼀對學齡
兒童（雙胞胎）。媽媽照顧爸爸，太太照顧孩⼦。在社區買中古屋，有房貸壓
⼒，但舊⼤樓沒有電梯，⾯對是否讓⽗母去安養中⼼，⼼中⽭盾。



退休熟齡（樂齡）社區媽媽

年齡：60歲 
居住地：基隆暖暖 
背景：退休教師，⼦女已經成家，⽬前跟先⽣同住，早上會參加社區晨
光運動，也會到醫院、附近圖書館與社區⼤學擔任志⼯並且上課持續學
習中。



潛在獨居者

年齡：54歲 
居住地：雞籠社區 
背景：單身未婚，照顧80歲輕微失能的母親，在本區租屋⽣活已經有20年
的時間。平⽇的⽣活都是圍繞著媽媽的照護節奏打轉。



單親媽媽

年齡：32歲 
居住地：雞籠社區 
背景：⼀邊在社區附近餐廳打⼯，⼀邊照顧⼀個8歲因為⾞禍變成身障的孩⼦，是社
福團體關注的社區弱勢家庭個案。考慮學校環境，選擇了離家稍遠，但校園無障礙設
施比較完善的地⽅讓孩⼦上學。渴望居住環境能夠有適合身障者學習與活動的地⽅。



⾮營利組織的社⼯師

年齡：35歲 
居住地：汐⽌ 

背景： 
⼤學畢業後就投入非營利組織，特別關注社區弱勢。本社區有獨居⽼⼈以及弱勢家
庭照顧者的個案數⽬增加，因此時常協助解決社區照顧問題。



外籍看護

年齡：26歲 
居住地：雞籠社區 
背景：從印尼來台灣⼯作已經有5年時間，都是負責照顧這個社區的⼀位失能婆婆。
每天會推著婆婆到附近公園散步，在公園跟同鄉姐妹互相打氣聊天，交換家鄉的情
報。



張爺爺

年齡：78歲 
居住地：雞籠社區 
背景：過去是基隆本地漁產加⼯廠的⽼闆。他是社⼤資深學員與志⼯，因為參與社
⼤課程與社團組織多年，所以也成為在地達⼈，時常跟外⼈分享基隆產業故事。但
近來受到疫情影響，減少許多社會參與的機會...



返鄉⻘年

年齡：30歲 
居住地：雞籠社區 
背景：具有設計領域背景的基隆在地⼦弟，在⼤學時期接觸了地⽅創⽣議題，決定
回鄉發展。⽬前是很活躍的地⽅青年組織成員，推動基隆「風⼟」特⾊的產業創
新。



從⼀⽇⽣活圈來思考⾓⾊與社區⽣活的連結

⼈

家庭成員： 
⽬前同住的⼈： 

⽣活環境/社交空間 
（也看到所利⽤的社會
資源）

24⼩時⽣活⽇常 
*從早到晚的⼀⽇⽣活

姓名 
年齡 

現居住所類型

每天/常常會接觸到的重要的⼈、物件



⾓⾊的世界、⾓⾊的連結
1. 請列出⾓⾊的「⼀⽇⽣活」 
2. 從⾓⾊的「⼀⽇⽣活」列出

他/她所熟悉的「⽣活環
境」（也會看到所利⽤的社
會資源） 

3. ⾓⾊所熟悉的「⽣活環境」
包括哪些（每天/常常會接
觸到的）重要的⼈、物件或
活動？

• 8:00-10:00 復健
• 10:00-12:00買菜作
菜

• 12:00-14:00志⼯服
務

• 14:00-18:00 家事

⼀⽇⽣活

• 公寓住家內
• 傳統市場
• 醫院
• 社⼤

⽣活環境

• ⼈：媽媽、太太、
社區管理員、鄰居

• 物：悠遊卡、健保
卡、⼿機、平板電
腦

• 活動：看韓劇、跟
朋友聊天、遛狗、
澆花

重要⼈、物



洪碧雲	

72歲	

大廈／群居24⼩時的⽣活⽇常: 

⼈: 
同住：先⽣(73歲)、兒⼦(42歲)、媳婦（40
歲）、孫⼦(10歲）

⽣活環境、社交空間 
（也看到所利⽤的社會資源） 

6:00-9:00 ⼤樓廣場運動，家事 
9:00-11:00 去教會當故事志⼯ 
11:00-13:00 買菜、回家午餐 
14:00-16:00 才藝學習與練習 
16:00-17:00 接孫⼦放學 
18:00-20:00 全家晚餐 
20:00-22:00 電視連續劇 
22:00 睡覺 

每天/常常會接觸到的重要的
⼈、物件

其他親⼈：⼤女兒(45歲)、⼆
女兒（43歲）

⾼⾎壓藥 
老花眼鏡 
敬老卡 

菜市場 
教會 
老⼈⼤學 
社區活動中⼼

先⽣ 
媳婦 
警衛 
老⼈⼤學同學

把角⾊姓名貼上



請同組每個⼈， 
向⼤家⽤這個角⾊⾃我介紹接龍

【⾃我介紹提詞】 
我是（⾓⾊姓名），今年___歲。 

我（跟誰）住在這個社區已經___年。 
  

⽬前擔任（職業/社會⾓⾊） 
在我⼀天的⽣活當中，會在社區做的、與社區相關的活動包括…（然後接⿓下去，

讓我們看到這個⾓⾊的⽴體樣貌） 



社區居民圓桌會議

• ⽬前社區發展協會發展重點： 
致⼒於推動福利化社區，著重在推廣公益活動及⽼⼈福利，成⽴志⼯隊以關
懷服務社區⽼⼈及弱勢族群，辦理弱勢兒童課後照護與獨居⽼⼈問安、關懷
及⼾外休閒活動等等。⽬前社區常態性服務有：社區⽼⼈關懷服務站、健康
促進與養⽣保健課程、定期共餐、環境綠美化與掃街等等 
• 開會原因： 
近年來隨著我們社區⼈⼜年齡漸⾧，⼈⼜流動也快速，我們也發現社區活動
服務與空間的需求也隨之增加。最近附近的基隆社⼤開始推動全齡實體的社
區⼤學，會是我們社區推動在地安⽼的資源與⽀持⼒量。但他們希望能夠先
了解社區居民整體的需求，來去思考與規劃適合我們社區活動的⽅案，所以
今天找來各位代表，想要瞭解你們希望這個社區連結可以更好的⽅向，讓我
們⼀起來努⼒。

雞籠社區發展協會



請想像與盤點 
所建構角⾊在地安⽼的展齡⽣活需求與條件， 

⼀個想法⼀張便利貼寫下來

我想在雞籠社區 
和你⼀起慢慢變⽼...



（去角⾊：撕掉姓名標籤） 
基隆社⼤「以學習之名」設計 
⽀持社區共⽣、促成社區共融的 

提案︖



角⾊扮演的同理⼼設計：在虛實整合之間換位思考，建構社區⽣活全貌觀

As if 的魔法…

■劇場作為設計⽅法，喚醒「我們」（觀眾與表演者）的連結 

■使⽤者與參與者的互為主體性：展演(外顯）與展演性（內化）
的交互作⽤ 

■體驗故事「入戲」到「出戲」反思的虛實整合強化同理⼼脈絡



在地⽼化的理想

從理論規劃設計到⽣
活⽇常，需要的除了
機制的設計，還需要
⽂化基礎⼯程，翻轉
想法，才能落實社區
共融共⽣社區的理想



我們的社會 
是⼀起變⽼的

當年齡不是問題，世代拉近距離， 
我們可以彼此共學共創共好共融共⽼ 

社會可以被改變，「⾼齡」不是問題， 
⽽是可以⼀起探索未知需求的好奇、新鮮、充滿創造⼒的共學場域



把「⽼」作為探討社會問題 

（孤獨、貧窮、階級、居住正義等) 

的視角與關照社區與⾃身 

社會⽂化脈絡的起點

有問題的也許不是「⽼」…



在全齡的 
社區共⽣共融基地 
 
展齡活化 創造連結聚焦公衛與醫療服務 

僵化的銀髮族⽣活範疇

被動⽼化

創造 

社會連結

展齡活化

活躍（ACTIVE)： 
• 持續參與社會、⽂

化、經濟、靈性等
事務 

• 退休與失能失智仍
能持續參與家庭、
同儕與社區活動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