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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鎮高齡者生活輔導班運作成功因素之個案研究1
鄭健雄

張惠真
摘

邱阿勤2

要

本研究以東勢鎮農會輔導的「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為個案研究對象，分析其成功運
作之因素，以提供家政推廣教育及其他班組織運作的參考。研究發現政策目標的方向、
農會總幹事的重視程度、家政指導員的工作態度、班活動內容是否符合班員需求及班員
參加意願的高低均會影響班組織成功運作的因素。今後家政推廣教育工作在輔導基層家
政班組織運作時，宜配合家政推廣政策目標，輔導農會重視家政推廣工作及採取班員需
求導向為主的輔導方式，才能促使班組織的成功運作。
關鍵字：成功因素、高齡者。

前

言

家 政推廣 教育是 農業推廣 工作的 一環， 於民國45年開始辦理，其乃運用教育的機會，
幫助每 個人獲得 有關家 庭生活 的知能 ，並藉 由個人健 全發展 ，建立 美滿家 庭，促 使和諧 社
會之實 現。為了 有效推 廣此項 工作， 乃將農 村的婦女 組織起 來，成 立家事 改進班 ，讓他們
在班會 中吸收新 知，習 得理家 的技巧 ；透過 互相學習 的過程 ，擴展 知識領 域，因 此家政 班
成為家 政推廣教 育工作 的最基 層組織 ，也是 教育農村 婦女的 基本單 位，其 班組織 運作的 良
窳直接影響到工作推廣的效果。
李 登輝先 生在「 如何使台 灣農業 變得更 活」中認為「發掘個別農家的事例，分析其道
理，並 加以推廣 應用」 (1) 是使 台灣農業變得更活的方法。在台中區(82年6月)家政班有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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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27,637人。若能將家政班成功運作的個案，分析其成功的經驗，供其他班參考，必定可以
收到相 當推廣成 果，因 此本研 究將選 擇東勢 鎮運作極 為成功 的「高 齡者生 活輔導 班」進 行
成功運作因素之分析。
檢 視過去 文獻，僅見鄭健雄、張月季 (2) 曾對南庄三角湖休閒中心的經營主體-南庄鄉大
窩山家 政班進行 分析。 唯此一 研究是 著重在 分析其發 展經驗 以提供 採用共 同經營 的模式發
展休閒 農業。本 研究目 的則是 放在一 傑出家 政班成功 運作的 因素分 析，比 較著重 其組織與
成員間 之互動關 係探討 。因此 ，本研 究目標 在於瞭解 傑出家 政班之 班員特 性與組 織運作、
作業情形及成員互動，以分析其成功之因素，作為家政推廣教育及其他班組織運作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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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八十一年度台中縣東勢鎮農會所輔導的「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為個案對象，
主要選 擇的理由 是基於 八十二 年度農 漁村生 活改善計 畫觀摩 會，行 政院農 業委員 會選定 這
個班做 為示範班 ，並在 觀摩會 中提出 高齡者 生活輔導 的工作 報告及 經驗分 享。當 初東勢鎮
農會成 立高齡者 生活輔 導班時 ，凡是 滿60歲 以上行動 方便者 皆可報 名參加 ，共30名班員參
加。班員平均年齡65歲，學歷以小學程度最多，共20名，其次初中5人，高中職4人 大專1人。
資料蒐集方式
本 研究嘗 試以深 入訪談 (indepth interview)的方式 蒐集資 料。深 入訪談之目的在於了解
事情如何發生(how)及為什麼會發生(why)。因此，本研究採取系統性的觀點，分別訪問政策
次系統 (行政 院農業 委員會 家政主 辦技正 陳秀卿)、推 廣次系 統(東勢鎮 農會總幹事吳武雄及
家政技 師邱美娘 )、 採用次 系統(班員 )等三 個次系 統，期 以不同 的立場 觀點來了解一個家政
班欲成 功運作的 因素有 那些？ 本研究 以引導 性的交談 ，讓受 訪者針 對問題 表達其 認知與 態
度，儘 量在不影 響受訪 者的情 形下， 以錄音 方式記錄 資料， 且以有 關次級 資料為 輔，以 補
充訪談資料之不足。本研究隨機抽訪其中十二名班員，基本資料(如表一)做為探討參加這個
班的主 要動機及 參加後 的感受 。同時 為顯示 受訪者的 真實反 應，並 將引用 其中三 名班員之
錄音談話，做為立論的依據。
為行文方便，班員以C1~C3代表，每位班員代號及基本資料如下：
C1： 劉運明 (男 )72 歲，三 代同堂 (與 長子同 住)，退休公 務員， 目前擔 任社區長壽俱樂部會
長。
C2：謝劉愛(女)65 歲，三代同堂(與么子同住)，在家幫忙帶孫子。
C3：劉吳春英(女)62 歲，僅與先生同住，家庭主婦。
表一、東勢鎮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班員基本資料
Table 1. Basic personal data of members of aged people living improvement class in Tungshi town
TAO

Item
Gender
Male
Female
Age
Up to 69
70 and under
Profession
Farmer
Retired government employees
Retired but assist house affair
None or housewife
Total

No.

%

8
4

66.67
33.33

8
4

66.67
33.33

2
3
4
3
12

16.67
25.00
33.33
2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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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班的組織及運作情形
當 時東勢 鎮農會 輔導的方 式是透 過座談 會、班會、講習會來宣導高齡者教育的好處及
快樂人生的尋找方向，藉以充實老年生活，消除寂寞，茲將每次活動的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次 (81.02.21)：高齡 者生活 輔導班 開班典禮 ，介紹本計畫內容，推選班幹部，請衛生所
量血壓、驗尿，班員自我介紹。
第二次 (81.02.28)：利用 農會附 設農民 醫院為高 齡者生活輔導班班員做健康檢查，檢查項目
包括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尿酸、空腹血糖、Ｂ型肝炎。
第三次(81.03.06)：召開關心您的健康講座，請農民醫院院長針對檢查結果說明及注意事項，
並請衛生所人員介紹示範健康操，舉辦慶生會。
第四次(81.03.16)：配合本鎮慶東里長壽俱樂部活動帶領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班員前往觀摩。
第五次 (81.03.24)：舉辦 第一次 講習會 課程：認 識老化，慢性病的預防及防治，卡拉ＯＫ歌
唱聯誼活動。
第六次(81.04.10)：配合本會維持理想體重班舉辦健行活動，在野外歌唱，跳舞等。
第七次 (81.04.24)：舉辦 第二次 講習會 ，課程： 高齡者飲食指導、老年人的健忘與退化及請
三位班員經驗報告，慶生會。
第八次(81.05.13)：舉辦第三次講習會，課程：老年人的營養、認識血壓 與中風、班務討 論、
慶生會。
第九次 (81.05.29)：舉辦 第四次 講習會 ，課程： 指壓介紹、指壓示範、參觀基督教老人安養
中心、慶生會。
第十次 (81.06.15)：舉辦 區外觀 摩研習 、參觀台 電抽蓄工程處、酒廠、製紙工廠、卜蜂企業
等。
第±次(81.06.21)：高齡者生活輔導班配合維持理想體重班結業典禮及體檢，中餐由維持理想
TAO

體重班員設計低脂，低熱量食物供中餐。
同時，這些參加「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班員在研習前後均配合該會農民醫院的醫 師，
辦理健 康檢查活 動，並 在正式 的講習 會中， 排定有關 老年健 康的課 程，指 導慢性 疾病的 防
治及保健常識，因此，研習後班員各項檢驗值有明顯進步(如表二)。
表二、班員研習前後各項檢驗值變化情形(n=30)
Table 2. Testing values among pre-, and post stage of trainees
Testing value
Blood pressure
Fast blood sugar
Uric acid
Triglyceride
Cholesterol

Normal
12
23
27
22
20

Pre-trainning
Abnormal Missing value
18
0
3
4
3
0
8
0
10
0

Normal
26
28
25
27
27

Post-trainning
Abnormal Missing value
4
0
0
2
4
1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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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班組織運作成功因素之分析
共同經營組織可依資源利用和產品種類分為不同類型的共同經營班隊。由於組成形
式、參 與人員、 經營管 理方式 、輔導 人員熱 心程度、 領導人 員的能 力與領 導方式 等之差 異
均會影響班組織的運作，有些組織運作相當成功，有些則績效不彰。在最近一項調查研究 (4)
中發現 ，農民對 共同生 產組織 是擴大 農場經 營規模方 法都有 一致而 肯定的 看法， 同時他們
也認為 成功的共同經營班隊，主要條件依序為：(1)全體班員共同努力，(2)共同的輔助及貸
款，(3)固定的農產品銷售利潤，(4)熱心的基層人員輔導，(5)固定的農產品運銷方式，以及
(6)熱心的班長指導。
農 業共同 經營組 織之研究 文獻甚 為缺乏 ，成功 運作之 因素探討 更為闕 如。陳 昭郎 (3) 綜
合過去少數文獻資料，歸納五項成功之因素，分述如下：
一、農業環境因素
一般而言，成功的共同經營班在農場環境方面，具有某些特質：(1)農地相毗鄰，
經營項目相關，(2)農地地目相類似，(3)經營方式相同，(4)公共設施齊一等項。
二、農民因素
參與共同經營班的農民是決定組織成功與否的主要因素。農民的因素包括他們是否
為親戚關係，朋友鄰居關係，教育程度高低，年齡大小，合作與團結程度，以及對共同
經營認識情形等。
三、領導人員的因素
一個組織運作是否順暢，達成組織目標的程度如何，與領導者有密切關聯。領導者
的領導能力，協調能力以及熱心負責的程度，都直接影響組織的經營管理之績效。凡成
功的共同經營班，其領導人如育苗中心的負責人、班長，或各作業組負責人大都具有這
些特徵。所以，共同經營班領導人才的選擇與培育為成功之關鍵。
四、輔導機構之因素
共同經營推動過程中，輔導人員扮演觸媒的重要角色。輔導人員投入的時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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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協調連繫能力，熱心負責態度，接觸農民頻度，甚至對輔導人員獎勵制度等因素，
在在影響共同經營班之成效。
五、組織因素
共同經營班組織健全與否直接反映出班組織的運作情形，亦主宰了成敗的關鍵。組
織健全表現出團體精神的發揮，表示組織內適當的人被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各得其 所，
人盡其才，每個人都可以站在自己崗位上克盡其力，為組織目標而努力。
最近鄭健雄、張月季 (2) 針對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大窩山家政班經營「南庄三角湖休
閒中心」之成功案例進行個案研究，根據研究指出該家政班經營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基
層輔導人員的熱心輔導與犧牲奉獻、政府補助款的重要性、深厚的血緣地緣關係、成功
的連鎖直銷制度、訴求主題別具山地傳統特色及善用運用盈餘資金。這個國內僅見以家
政班共同經營而獲致成功的個案，其發展經驗應有值得其他家政班觀摩學習之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技正陳秀卿以從事輔導家政推廣工作多年的經驗，認為一個成功
的家政班要具備的條件，提出她個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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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上， 指導員 領導能力、組織能力是很重要，他善用資源及行為科學，他
們懂得獎勵班員，對於好的表現我們一直給予鼓勵，這種鼓勵並不一定是物質，
例如有機會讓他們出來發表，這些都是所謂的reinforce作用(補強作用)，再者我
覺得 基層指 導員的 專業造詣及熱誠很重要，行為科學的知識也很需要，善用這
些所謂的獎勵等等，指導員本身很認真、不馬虎，那你的班員就會很認真學習。
另外 我在想 一個理 由，客家民族的一個好處，比較團結。成功班另一關鍵因素
是指 導員所 給予的 是否真能契合他們的需要。至於指導員的投入意願，將受班
員的 熱心參 與，學 習態度所影響，因此辦理重點工作者本身就需全心投入，再
配合 班員的 意願來 辦理，例如高齡者比較不活躍、比較孤單的那些人，如果經
幾番 的邀請 ，或是 透過義指等等來邀請，也不參加，也許必須放在後面，優先
從比較能夠出來的去帶動，然後將比較沒有意願或較退縮的人給吸引出來。」
綜 合以上 相關文 獻及訪談 資料指 出，一 個班成功運作與否的影響因素牽涉許多層面，
上至政策的支持程度，下至基層農會的輔導程度、班員的向心力及各個層面間的互動情 形，
均會直 接影響班 組織運 作的良 窳與否 。因此 ，本研究 試以系 統性觀 點出發 ，針對 家政推廣
系統中 的政策次 系統(行政 院農委 會)、推廣次 系統(東勢 鎮農會 )及 採用次系統(班員)等三個
次系統之代表性人物加以深入訪談，期以了解各個層面對於家政班成功運作的認知與態
度，以作為本研究立論的主要參考依據。
一、家政推廣工作的政策目標方向
就總體性的家政推廣工作重點而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台灣省政府農林廳乃透過
八十一年度農漁村生活改善計畫的細部計畫，鼓勵全省基層農會研提「預防保健服務」，
「高齡者生活輔導」及「強化家庭功能」等項目之家政推廣實施計畫，東勢鎮農會的「高
齡者生活輔導班」即在這個政策提示下而成立的。
當初為何會選定這一班做為全省農村生活改善示範班，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秀
卿技正表示：
「主 要理由 是本會 今年請專家作本計畫之評估時發現農會所提出的重點工作內
TAO

容掌 握住重 點，因 為除了活動人次外，亦顯示效益評估資料。東勢辦理改善的
計畫 能抓住 這些參 加者的問題與需要，針對他們的問題改善，再者我們的重點
是希 望真正 幫高齡 者在這個階段能夠過得比較好。他們在報告當中能夠顯示這
種成果，所以選擇東勢鎮農會來做觀摩。」
二、基層輔導機關的輔導情形
當然，班成立以後即面臨如何運作才會成功的問題，在實際運作當中影響成功的因
素有那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政主辦技正陳秀卿認為：
「 資 源是 主要的 因素，經 費與人 力(包括指 導員與 義務幹部 )就 是資源 ，經費 的
支援 能夠請 到好講 師，或請到的講師能夠幫助這個班，這些都是資源。班裡的
團結 ，他們 的共識 目標是否一致，這些都是資源是班成長所需。我認為班基金
也是 非常重 要，班 基金係班員參加之誘因之一，有些農會組織班以後，總幹事
就補助班基金，這是班運作很重要的一點。在農會裡總幹事的角色是靈魂人物，
也許 在農會 組織中 ，除了家政指導員以外，要有這種人真正重視它，指導員能

50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四十五期

夠具 體提出 工作， 沒有補助款，那些高齡者願用自己的經費辦理，那就是一個
index，真的 是operation。工作人員有沒有用心，仍然是很重要，本會擬這些重
點時 ，是依 據高齡 者需要來擬。但是有些情況下工作人員並沒有誠心去了解他
需要 在那裏 ，只把 他當做一項活動辦完就結束，可是東勢鎮的工作不是這樣而
已， 而是要 讓班員 能真正受益的。另外，指導員很忙時，不能班裡什麼事都要
指導 員，可 事先將 時間都安排好，指導員只負責他的部份就可節省很多時間，
如此 人力運 用就會 非常好，因此分工是很要緊的。這個班自己該做的能夠做得
到， 因此， 家政指 導員與班員之間是互相的，大家盡到本身責任就好了，班員
有意願有學習動機，他們能做的自己做，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從以上訪談中，陳技正認為計畫經費的支援、班員的團體共識，班基金的運用、總
幹事的重視支持、家政指導員的認真負責、家政指導員班員間的分工、班員具備強烈的
學習動機等，都是一個班成功運作不可或缺的影響因素。
從許多文獻及陳秀卿技正的訪談中指出，農會總幹事的重視程度及家政指導員的工
作態度均會直接影響班的運作成功與否。
在八 十二年 度農漁村生活改善計畫觀摩會(假東勢鎮農會舉行)中，東勢鎮農會總幹
事吳武雄談到該會辦理「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心得報告中指出：
「八 十一年 度農會 試辦一期「高齡者生活輔導班」成效非常好，結業那一天班
員一 再要求 ，能夠 繼續辦理第二班，因東勢鎮共有22班的社區長壽俱樂部，因
此在 第二班 的高齡 者生活輔導班的人選方面，我們就從每一長壽俱樂部成員挑
選兩 位表達 能力比 較好的老人，來參加這個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訓練，讓他們
回去 以後， 將所學 在他們長壽俱樂部每個月的聚會中發表給其他的老人知道。
假如 有必要 ，我們 也派家政指導員做家庭訪問宣導，讓老人生活有一個依歸。
在老 人健康 方面， 我們也請農民醫院院長給「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班員指導，
生活 起居如 何養成 一個良好習慣，讓他們保健自己的身體健康，使他們在晚年
活得很愉快、活得很健康，這是高齡者生活輔導班計畫的努力目標。」
在吳總幹事的報告，他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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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家政 方面， 家政班的活動非常重視，我一有空就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打打
氣、講講話、鼓勵鼓勵。」
談到未來的工作方針，他又進一步指出：
「去 年度「 高齡者 生活輔導班」結束後，我們成立了第二班，今年度第二班又
結業 了，結 業那一 天班員又再要求延續，我已經答應他們，因為計畫經費從第
二班 開始政 府已經 沒有補助，完全由農會請講師，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
的工 作，很 好的一 個計畫，非常感謝政府能夠提示這個計畫構想，做為我們辦
理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依據。」
東勢鎮農會實際負責「高齡者生活輔導班」輔導工作的家政指導員邱美娘技師在成
果報告中首先提到她輔導成立「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動機：
「東勢屬於山區地方，根據八十一年度鎮公所統計的資料，本鎮總人口數61,341
人， 90歲以 上的人 瑞有80人，最高 齡有102歲，70歲以上 老年有 3,396人，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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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數的5.5%，可見我們東勢地區人口老化非常嚴重。在日常生活裏，我們常
常下 鄉，到 處可以 看到很多老人，年紀大的人，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呆板，而且
空虛 、寂寞 、無聊 ，所以使我想起老人的情形，八十一年度我就申請高齡者生
活輔導的這個計畫。」
邱指導員在「高齡者生活輔導班」輔導過程中，以透過講習會、座談會、班會、聯
誼會或參觀活動，宣導參加這個活動有什麼好處，還有如何找尋快樂人生的方向，使老
年生活不那麼孤獨、寂寞、無聊，不過在輔導過程亦遭遇不少問題，但都在她的熱心負
責下設法解決，她說道：
「第 一點是 我們知 道工作是一年十二個月，計畫很慢下來，所以只有四個月的
期間 ，我幾 乎差不 多二個禮拜辦一次活動，工作非常的匆促，所以希望計畫早
點核 定，以 利我們 工作的推行。第二點就是高齡者大部份都喜歡吃鹹及醃製食
物 ， 尤其 山區地 區愛吃樹 子(破布子 )， 大部份 都是太鹹 的食物 ，還有 喜歡餐 桌
上不 管你的 食物鹹 度或恰好，他們都喜歡擺小盤醬油在餐桌上習慣，每一道菜
都要 沾醬油 ，尤其 我們客家人喜歡吃鹹魚，說很香、好吃，這個習慣就由我和
醫師 在每一 次講習 會當中慢慢的給他講，吃太鹹對我們身體的不利，來改變他
們不 妥的飲 食習慣 。第三點就是不太愛動，很多高齡者不喜歡動，不太喜歡說
話，不過在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儘量設計多樣性的活動，鼓勵他們多參加，
來活 動他們 的筋骨 。第四點就是利用講習特別安排題目，例如這位班員家裡的
兒子 媳婦全 家處得 和樂融融，就請他介紹怎樣才能使家庭和諧，還有佷多高齡
者年 紀很大 ，身體 還是非常好，我就請他講一些養生之道，給他們題目請他們
發揮 來跟各 位班員 分享，同時疏導他們沈默寡言的心態。第五點是隨時配合我
們農 民醫院 的醫師 ，指導他們慢性病的防治和健康常識，我們也在計畫以後在
我們 的醫院 每一天 或一個禮拜安排幾天由醫師講一些健康的常識，這是我們的
計畫。」
可見基層農會在輔導「高齡者生活輔導班」時，家政指導員的熱誠、工作態度以及
班的活動內容，對於班的成功運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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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員的學習動機及感受
東勢鎮農會「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班員是基於什麼動機才來參加這個班呢？C1班員
說道：
「我 原來是 我們村 里長壽俱樂部的會長，所以各方面的聯繫來這裡參加，第一
個就 是體檢 方面方 便，還有各種活動都很有意義，和我們村里的長壽俱樂部有
關係 ，他們 也是歡 迎我來加入，雙方面的配合，他們也願意把我叫來參加，所
以互 相利用 嗎！他 也希望利用我們，我們想吸收農會的各種活動，可以來帶動
他們，這個是很有意義的活動，當然本身也是很願意來參加，不會覺得很無聊，
受益的較多。」
C2班員說道：
「我的女兒說參加這個好，有血液的檢查活動、外面的活動，2~3個月檢查一次。」
C3班員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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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也不是 刻意的 ，因受參加人員的影響，且又覺得自己適合，所以就自行參
加， 不像別 的活動 只有聚聚餐或安排小活動般那樣沒趣味。現在可儘量調適自
己的身心狀況，使自己不會覺得很無聯。」
班員參加過「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各種課程或活動以後，感受不一，但都是正面
評價，C1班員表示：
「參加這個班已有2年，最大的收穫是他們有體檢，還有公費農民醫院，不知道
的地 方可以 去請教 他，對自己老年的保健方面很有幫助，還有農會的各種活動
及醫 療方面 專家的 演講，聽講以後還是有吸收他們的知識，可實際去做做看，
還有帶回長壽俱樂部去推展，收益也很大。」
C1班員進一步表示：
「現 在二個 班請總 幹事繼續再辦，請他不要斷，總幹事也答應，有經費儘量幫
忙大 家，所 以力量 也很大，你們沒有參加這個活動不知道，這種工作組織可響
應各村里長壽的俱樂部。」
C2班員表示：
「開 會在一 起感覺 較快樂，有朋友較好，帶小孩在家沒有什麼活動較不好。上
過的課程對身體的幫助很大，過去很少運動，現在來參加，他們告訴我多運動，
不要 吃太好 ，該如 何選擇食物來吃，我們都按照他們的方式來吃，早上都會去
運動 ，現在 身體狀 況非常良好，精神也非常好。在這裏所認識的朋友像姐妹一
樣， 常在一 塊，很 熟會以電話聯繫，關心對方，感覺很溫馨。媳婦、兒子都在
工作 ，帶個 孫子很 無聊，也不方便外出，若農會須要開會請在衛生所上班的媳
婦先 帶去， 等開完 會再去帶回來。參加這個班真的很好，否則也沒做什麼，參
加這 個班他 們會教 導該如何做，二、三個月會再聚在一起，像姐妹一樣，真的
很好，比較不會無聊好過日子。」
C3班員則表示：
「參 加已一 年多， 到六月底結束，這個班覺得非常不錯，最大收穫是可吸收知
識和常識，且年紀較大而又年齡層相當，可一起參加活動，而我從不曾缺席過，
TAO

大家 都對唱 歌很有 興趣，所以可一起學唱歌。現在和先生一起住，兒女都出外
工作 及求學 。不方 便叫先生一起參加，因他上班較忙，可是休閒中偶然有參加
唱歌 的活動 。在家 政班中，大家都很和諧團結，凡事都一起做，非常有意思。
下次 有機會 ，非常 願意再加入，希望不要結束本班，能讓它繼續下去，很感謝
政府 舉辦這 個活動 使老人能有地方再去了解其他更多的東西，參加這個活動，
能讓我學到很多，希望政府能推行到各個角落去。」
在邱指導員的成果報告亦指出東勢鎮農會「高齡者 生活輔 導班」第一班 結訓以 後，
班員反應的情形：
「由 於81年 度執行 效果良好，班員建議是自費辦理，由他們出一千塊，30個人
就有 三萬塊 ，一期 有三萬塊的經費，如果光是一些講習會、活動應該是夠的，
由於我們總幹事的重視，82年度由各社區長壽俱樂部每班選派2名參加第二期生
活輔 導班， 現在第 二期也接近尾聲，結訓當天總幹事來列席時，班員也建議這
個班絕對不要跟我們斷掉，要繼續辦理，他們覺得生活過得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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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上訪 談資料 顯示，班 員都有 強烈的 參加意願，有的是為了老年生活的需求，有的
是為了關心自己的健康(表三)。結訓以後班員表示參加這個班以後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生活
調適助益很大(表四)，且這個班與東勢鎮其他村里長壽俱樂部都取得很好的互動、聯誼，平
時班員 亦會主動 彼此聯 繫、關 懷，讓 班員覺 得生活很 充實。 可見農 會辦理 「高齡 者生活輔
導班」的課程及活動設計頗符合班員的需求，而進一步要求繼續辦理，即 使自費 也要辦 理。
表三、班員參加高齡者生活輔導班的主要動機
Table 3. The major motivation of members in participation of aged people living improvement class
Motivation
Availability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Encouragement by friend and relative
Making more new friends
Total

No.
2
7
3
12

%
16.67
58.33
25.00
100.00

表四、班員參加高齡者生活輔導班後感到最大的好處
Table 4. The advantage of participation in aged people living improvement class
Item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health care
Gathering with old friends
Total

No.
8
4
12

結

%
66.67
33.33
100.00

論

在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核定 的八十 一年度 農漁村生活改善計畫輔導下，東勢鎮農會開始
辦理「 高齡者生 活輔導 班」， 由於執 行成果 良好，頗 受各界 及班員 肯定， 八十二 年度繼續
擴大辦 理，並選 定為八 十二年 度全省 性農村 生活改善 計畫的 觀摩示 範家政 班。因 此，本研
究以東 勢鎮農會 輔導的 「高齡 者生活 輔導班 」為個案 研究對 象，分 析其成 功運作 之因素 ，
以提供 家政推廣 教育及 其他班 組織運 作的參 考。研究 發現政 策目標 的方向 、農會 總幹事 的
重視程 度、家政 指導員 的工作 態度、 班活動 內容是否 符合班 員需求 及班員 參加意 願的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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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會影 響班組織 成功運 作的因 素。今 後家政 推廣教育 工作在 輔導基 層班組 織運作 時，宜配
合家政推廣政策目標，選定重視家政推廣工作的農會及採取班員需求導向為主的輔導方
式，才能促使班組織的成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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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Aged
People Living Improvement Class in Tung-shi1
Jen-Son Cheng, Hei-Chen Chang and Ar-Ching Chiu2
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is to find ou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operation for "Aged People
Living Improvement Clas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ung-Shi Farmers' Association. It
will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extension education of home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
operation of other kind of classe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 the
achievement of class operation are policy orientation, emphasis of general manager of
Farmers' Association, attitute of home economic supervision, suitability of class activity
content, the williness of attendance of class members. When we supervise the home
economic improvement class of basic level, w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goal of extension, supervise the FAs that emphasize the home economic extension work,
adopt the supervision mothod of members' need orientation, these a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class operation.

Key words: influential factors, ag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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