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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老年人学习需求的老年课程开发
——以《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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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关注老年教育,特别是关注老年人的学习需求,成为建
设学习型社会和发展终身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老年人的
积极参与。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老年人对学习的需求更加强烈,老年教育课程的开发也是迫在眉睫。其
中,老年人对于居住空间环境的诉求最为迫切,适老化的居住空间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保障。基于此
背景和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开发《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老年课程是顺势而为,它以满足实用、舒适、安
全的需求为基础,帮助老年人营造良好的适老化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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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 Taking the course of Design for Aging Residential Spa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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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increasing aging of society, attention to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and developing lifelong education.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new era, the elderly have a
stronger demand for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imminent. Among them,
the elderly have the most urgent demand for the living space environment, and the aging living spac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urriculum of “Design for Aging Residential Space ” is a trend. It is
based on meeting the practical, comfortable and safe needs, and helps the elderly to create a good suitable aging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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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大力发展老年教育,要求“建立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

供终身学习服务。通过开发老年教育课程的过程与成效,探讨这
类课程的发展方式与趋势。

台,鼓励各类教育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举办或参与老年教育,推进

1 老年教育课程开发的背景

老年教育资源、课程、师资共享,探索养教集合新模式,为社区、

1.1老年教育需求旺盛,课程设置不合理

老年教育机构及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支持。”同时,随着现代社会

老年教育面向老年群体展开,是终身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

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老年人对生活品

部分,也是社会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发展老年教育有助于国民

质的追求也在提升。所以,本文以《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老年

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但是,当下老年教育

课程为例,探索老年教育在开放大学中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通

资源的发展缓慢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形成了落差,主

过灵活、开放、优质的多种混合式学习及教育模式,为老年人提

要原因是目前大多数的老年教育资源中,针对老年人的课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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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种类少,而且知识更新慢,时代需求变化快。同样,针对老

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高了老年人的生

年教育的调研更少,缺乏科学化、体系化的学习数据支撑。因此,

活自理能力,提高了生活的舒适度,也可以减轻儿女养老和社会

在开发老年课程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去挖掘老年人学习的深层、

养老的压力。基于此背景,作者团队结合居住空间设计专业知识

多样化的需求。例如,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当下老年教育的

与当代老年人的学习需求,作者团队尝试开发《适老化居住空间

关注点从以往的养生保健、书法、茶艺等传统课程,扩展为生命

设计》老年课程。

教育、隔代教育、智能设施设备使用、居住空间设计等多元化

《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课程的提出,是希望老年人“老有

的新型课程。现有课程与老年人不断更新需求的矛盾,成为我们

所居,老有所养”,在满足老年人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使课程更

老年课程开发探索的方向。

具实用性、安全性、趣味性。课程目标三维目标如下所示,第一

1.2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现状

个知识目标是理解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的设计原则与设计方

目前,大部分老年人居住的住宅房龄较大,对于未来养老需

式；了解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的基础知识；了解居家养老的社

求考虑不周,还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难以满足当代老年人居家

会现状。第二个技能目标是掌握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的方法；

养老的实际需求。即使是新的商品房,对于老年人也不友好,没

学会设计与改造家居养老环境。第三个素质目标是掌握一定的

有进行适老化设计。比如,在家居养老生活中,安全永远是摆在

学习方法,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

首位的。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跌倒在我国总体伤害死亡

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原因中排名第四,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则居于首位。假如空

3.2做好需求调查

间布局不合理,干湿分区不到位,或者强地面材质选择不当等,

老年课程教育要以老年人为本,满足他们的居家养老需求。

都容易导致老年人的意外情况发生。因此,养老居住空间的适老

在课程开发前,我们希望通过调查问卷来了解老年人居家养老

化设计是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养老的需求,要努力改变当前老年

的情况与家居养老存在的问题。我们对20级、21级工艺美术专

人居家养老的痛点问题,安全是第一位,功能是全局性,舒适感

业在校学生的家居养老情况进行调查,回收的样本数为312个。

要顾及身心两方面。

根据调查结果,第一个重点是老年人的安全,因为老年人身体各

2 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特点及内容

项机能的衰退,出现安全问题的几率增加,需要做好预防性设

2.1老年人学习需求的内容

计。对于已经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优化性设计。第二个重点是

老年人学习需求是老年人意识到自身缺乏或有所需要而表

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一方面是家庭社交的需求,子女会过来探望

现出来的学习欲望,希望通过课程学习来满足。多数老年人在退

或者照顾老人,另一方面是对外社交,根据老年人的娱乐爱好,

休后,物质生活条件基本有保障,更多的需求是提升生活品质和

可以灵活聚集。第三个重点是生活品质,包含光源、通风、环保

精神生活。学习是受内在力驱动,老年人希望通过学习来更好地

等方面的诉求,优化家居生活环境。第四个重点是经济层面的要

融入社会,增强社会适应性,保持与时俱进的能力。具体分为三

求,老年人对于经济较为敏感,要恰当地平衡各方面的诉求,设

个部分,一是追求生活品质的需求,例如适应信息社会的需求,

计方案要具备更强的经济可行性。因此,针对以上需求开发的

想要学习智能设备的使用。二是追求人际交往的需求,例如处理

《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课程更具价值,能够给老年人的家居设

亲情关系,想要学习隔代教育的方法。三是追求社会贡献的需求,

计提供便利。因此,本课程设置和开发了六个单元模块,它们是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服务他人,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人。

根据居住空间的常用功能分区,将课程分为门厅、客餐厅、卧室、

2.2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特点

厨房、卫生间、其他空间。

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学习需求目的
非功利,二是学习需求内容丰富且差异性大,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3.3丰富课程内容
课程的开发要重视普及性与特殊性结合,重视知识与技能

是多类型的,既有传统的养生保健、人文艺术类,也有自我实现、

兼顾,使得课程层次更具有层次性、实用性。首先,要尊重老年

人际关系等新时代需求。这是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退化,使得自身

人群体的差异性,突出内容的层次性。例如,不同卫生间的类型,

感受到生活的不便之处,渴望通过学习来提升改善自身及环境。

既有适用于一般老人的三件套卫生间,也要有适用于轮椅老人

同时,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多,自由度高,对新鲜事物也有着强烈

的三件套卫生间。卫生间内部再细分为洗漱区、如厕区、家务

的好奇心,因此了解与学习新知识,有助于增加生活情趣,提升

区、洗浴区,针对不同的功能分区,提出针对性的设计要点与方

生活品质。当然老年人也存在个体差异,年龄、性别、生活方式

法。其次,针对于老年人的学习能力、认知水平及对生活追求的

等都会影响其学习方向,影响的因素多样,接受影响的程度不同

差异性,可以设置不同的学习难度。提出下一个阶段的方向,例

等,都会使得老年人学习需求存在个体差异,开发老年教育课程

如提升智能家居生活水平的设计。最后,课程内容要重视实操性,

一定要以人为本。

突出内容的实用性。课程内容除了传授理论知识,改造方式,还

3 《适老化居住空间设计》老年课程开发

提供设计方案中家居品牌产品的购买建议,例如增加安全保障

3.1明确课程目标

的紧急呼叫装置的选择与购买。

国内外的研究证明,对居家养老的空间进行适老化改造是
32

3.4课程实施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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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在开放大学平台上面进行网络教学的方式,教学

线上课程学习中,对部分设计名词还是不理解,希望增加注解,

实施过程主要分为课前探析,课中研学,课后展学三个环节。在

帮助老年人更快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最后,本课程团队还邀请

卫生间设计的课例中,课前探析,是让学生做自家卫生间的调研,

校内外专家,对课程进行评价,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例如,有专家

让老年人树立描述问题——提出问题——解析问题——构思方

反馈说,课程整体构思很好,但是面向老年人的群体授课,与一

案——复盘方案的设计思维方法。课中研学,课程导入真实案例,

般学生群体存在较大差异性,主讲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语速要放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64岁的马未都先生不慎在浴室摔倒,

慢,语态亲和,多与老年人共情,维持和谐的氛围。在课程细节上

对于摔倒后身体的痛苦,马未都先生决定撰写《平安书》,呼吁

多做打磨,增加实操性内容,减少理论输出。在课程的研发过程

社会关注老人浴室摔倒这件事,将这个教训,变成一件好事。一

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课程。

般来说,线上课程容易缺乏课堂氛围,但是案例的话题性,容易

4 结语

引发与身边人的话题,也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卫生间设

整体来说,课程团队是在以高标准、高要求去打造课程,细

计的专业知识展示,一方面要以图画、动画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展

化课程内容。非常热切地希望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

示,卫生间的课例中会导入酷家乐制作的不同卫生间空间,展示

使其积极融入社会网络,并针对老年课程的建设,提出科学化、

效果生动形象。另一方面在PPT课件的制作上,要减少文字描述,

多样化、系统化的要求,使其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老年群体的学

内容要通俗易懂,页面要清晰明了,字体要放大,颜色不要过于

习需求,扩大影响范围,促进老年课程的研发。

丰富,而且课程内容要有适当的重复与引导。课后展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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