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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隨著醫療技術與生活水準的提升，我國的高齡人口逐年增加，我國六十五歲以

上的高齡人口於民國八十二年底達到全國總人數的百分之七以上，正式邁入高齡化

社會。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及解決日益嚴重的老化問題，我國社會福利部門亦

積極投入老人福利的訂定與執行。但是，由於時代的變遷、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壽命的延長、成人再學習能力的被證實及終身學習思潮的影響，高齡者的學習權與

受教權更顯得重要，此外，唯有藉由多元多樣的教育與學習活動，方能真正滿足高

齡者身、心、靈的需求，積極有效地幫助高齡者邁向成功的老化。 

因此，本研究擬藉由探討先進國家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經驗，並結合我國成人

及高齡教育的相關政府機關人員、學者專家、民意代表與實務工作者，共同探討我

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方向及可行的方針。本章就研究的問題背景與重要性、動機

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及名詞釋義四節分別說明。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重要性 

近數十年來，因著科技醫藥的發達，經濟條件的改善，人類壽命不斷的延長，

平均壽命比往年增加許多，致使老年人口急遽增加，逐漸形成「高齡化社會」，人

口老化的現象各國皆然。我國從民國八十二年底，65 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達總人口

數的百分之 7.83％（內政部，2004），正式邁入高齡化的社會，我國社會將於公元

二千年進入「老人國」，呈現高齡化社會的現象。 

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料顯示，目前，在已開發的國家中，六

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者已佔總人口數的 14％，而我國六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在民國 82 年

就已經超過聯合國 7％的門檻（楊國賜，1995），正式成為「高齡化社會」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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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十年之後，逾 2003 年 9 月我國高齡者人口數又增加 2 個百分點，達到 9.17％，

預計在民國 120 年時，我國的高齡人口數就佔總人口的 20％，亦即每五位中就有一

位是年齡超過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 

為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老人教育與學習活動持續蓬勃發展，各先進國家對老

人教育的政策皆投入許多的人力與資源。首先在 1974 年，聯合國發表「老人權利宣

言」，在此宣言中將老人視為老人人權的行動建議之一；在 1990 年時，歐盟執委會

更明確提出，老人教育與學習是促進歐洲統合的一項前提，需在歐洲發展與保障適

宜高齡者的繼續教育型態；聯合國召開的第四十七屆聯合國大會，將 1999 年訂為國

際老人年（吳明烈，1999），目標為「共創一個不分年齡，人人共享的社會」。先

進國家為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莫不提出「高齡化社會的對策」以為因應，提出了

包括醫療、保健、就業、福利、教育、安養等各層面的綜合性政策，而教育即為其

中關鍵的一環。  

相對於世界各國對於老人教育所提出的政策多元且各有其特色，我國自民國八

十二年至今的十餘年中，對老人教育的相關政策僅停留在社會福利、醫療救助等零

星的照顧上，對於如何從終身教育的觀點有效訂定老人教育政策？政策內涵為何？

宜有通盤的研究與規劃。因此，進行我國老人教育政策之研究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鑑於上述研究背景與重要性，本節將研究動機與目的分述如下。 

一、研究動機 

由於高齡人口的增加及高齡學習權日益受到重視，老人教育政策的制訂迫在眉

睫，本研究的動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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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老年生活品質的提升 

人類壽命活的越長久，除了照顧高齡者的身體健康之外，還需要顧及到高

齡者的心理與教育的需求，除了順應時代的潮流與脈動之外，不僅要注意高齡

者所需的安老、養老的工作，還應注意高齡者所需的教育，以充實其知識及精

神生活，促進老人的身心健康。因此老人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實老人個人的知

識、技能、或發揮潛能，另一方面可以增進老人心理健康與提高高齡者的生活

品質與生活水準。老人教育的理想，在於促進高齡者體驗人生的樂趣，期望高

齡者在老年時可以有豐富的生活。 

（二）高齡者學習權觀念的激發 

我國老人教育起源與發展，依據白秀雄、楊國賜的研究，早期的老人教育

是由宗教團體發起，繼而因老人福利法的施行，由公部門的社教機構和私部門

的社會福利團體所倡導，日前則是因終身教育理念的推行，結合教育部門與社

會力量大力推動（林振春，1995）。但在地方上，由於老人福利一直是在各縣市

政府社會局的業務範圍內，教育部門與社政部門並未加以統整，尚未建立老人

獨立的教育體系，因此在老人教育的推動上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林淑敏，

2003）。 

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七年訂為我國「終身學習年」，然而在終身學習體系中，

老人教育是較被忽略的一部份，較少提及有關老人教育的問題。聯合國在 1999

年訂定「國際老人年」（International Year of older persons, IYOP），在國際老人年

的各項措施中，加強高齡者教育即為其七大重點工作之一，此外，國際老人年

的宣言與主張係由 1982 年的「國際老化行動計畫」延伸而來，其中指出老人接

受教育是一種基本人權，教育政策應考量老人教育權的原則，提供高齡者充分

的資源與適宜的教育方案（黃富順，2004）。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

教育研究報告中指出，依據德、日、英、美、瑞典等國的比較研究發現，高齡

者參加的活動越多，愈能融入社區的生活，對健康的助益也越大（楊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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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可見老人教育在人一生中的教育活動也有不可忽視的地位與重要性。 

（三）老人教育政策的訂定，有助於高齡者受教權的保障 

老人教育的問題，錯綜複雜，如欲改革，應該就主觀的需求，配合客觀的

環境，依據國家的教育宗旨，合乎本國的傳統文化配合社會的發展與順應時代

的潮流，積極規劃，研訂具體可行的措施，憑藉有效的政策規劃，指引老人教

育工作更加精進與受到關注。但是，國內關於老人教育政策的研究與高齡者教

育機構仍相當有限，縱然提供老人教育的機構或組織日益發展，但是，仍顯得

散亂無章，有各自為政的趨向，因此，政府政策的制訂，不僅達到鼓勵、推動

之效，更有助於保障高齡者的受教權。這亦是本研究計畫的重點與中心精神之

所在。 

二、計畫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各國老人教育政策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二）歸納各國老人教育政策及其重要內涵。 

（三）檢討我國老人教育的政策及制訂方式。 

（四）提出我國老人教育政策制度及重要的政策內涵。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探討、團體焦點座談等方式進行研究。

以下分別就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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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以文獻探討就先進國家，英國、美國、日本等國老人教育的政策、法

令、規章、實施概況、計畫等進行概覽，瞭解老人教育的形成模式，及老人教育政

策的實質內涵，以為建構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參考與依據。 

焦點團體座談分成北、中、南、東四區，分區邀請有關老人教育之專家學者、

實務工作者、教育及社會行政人員、老人教育團體代表等進行焦點團體座談，針對

高齡教育政策的制訂、形成、內涵進行深入的對話，以廣徵意見，就四區座談所得

的資料進行歸納與整理，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  

二、實施步驟 

（一）成立研究小組； 

（二）閱讀與探討相關文獻資料； 

（三）進行焦點團體座談； 

（四）結果分析與討論； 

（五）提出研究報告。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老年人 

有關高齡者的界定，目前國際上，高齡者的指標尚未一致。但是通常把六十歲

或六十五歲列為高齡者人口的起點。台灣與日本的相關法律皆把六十五歲訂為高齡

者的起點（黃富順，2000）。本研究的老年人係指年滿六十五歲以上，已經離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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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崗位的人。本文中依原文的用法，「高齡者」與「老人」常互相為用，不作區分。 

二、老人教育政策 

政策是指執行行動的指引，廣義的政策是指政府、團體、個人所採行的行動或

方法；狹義的政策，是指國家或政黨為謀實現政治上某種目的所採取的具體行動路

線、基本原則或方針（楊國賜，1995）。本研究的老人教育政策是指，為達到老人

教育的具體目標之策略，完成國家老人教育任務的指南，同時也可以實現老人教育

理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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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擬在瞭解英國、美國及日本三個先進國家其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脈絡、政

策內涵及實施現況，並進一步釐清我國老人教育的現況及相關政策的發展，藉以掌

握老人教育政策可行的方針，並作為焦點群體座談的探討議題。本章共分為五節。

第一節探討英國的老人教育政策；第二節探討美國的老人教育政策；第三節探討日

本的老人教育政策，第四節則探討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現況，第五節為綜合討論。 

第一節  英國的老人教育政策 

一、前言 

工業革命於十九世紀初的時候於英國開始，於十九世紀中下葉的時候英國的國

力強盛，成為全世界的強國，並被稱譽為「日不落帝國」。由於國強民富，使得英

國在政治、社會、經濟與醫療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卓越。因此，Laslett（1987：133-4）

指出老人人口的出現從 1950 年代的英國開始，後來十至十五年之間才在歐、美、日

等先進國家陸續發生。所以，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眾多老人人口的國家。根據

Phillipson and Walker（1986：5）的研究，英國年滿六十五歲以上的老人人口數於 1951

年時，便佔其總人口數的百分之 10.9。於 2002 年時，增加到百分之 15.8（The World 

Factbook, 2002）。因此，英國在因應其老人人口的增長方面有著多年的經驗，例如

Glendenning（2000：xii）便指出他們對於老人教育的相關研究與發展至今已有二十

五年多的歷史。所以，英國在其有關於老人教育相關的政策與措施方面，有許多地

方值得我國參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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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脈絡 

由於英國社會長久以來人口老化情形顯著，因此，逐漸發展出一些和老年有關

的組織或機關，如「幫助老人」（Help the Aged）、「關心老人」（Age Concern）、

「貝斯強森基金會」（The Beth Johnson Foundation）、「老化政策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cy on Ageing）、「退休前教育協會」（Pre-retired Education Association）、

「老人教育權利論壇」（Forumon the Rights of Elderly People to Education, FREE）、

「卡內基第三年齡計畫」（Carnegie Third Age Program）、以及「教育老年學會」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Gerontology）等，均十分積極介入有關老年和老化有關的

政策及實務的議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當然這些組織亦相當關注高齡教育的發

展，而形成不同型態的活動，所以英國的高齡學習活動，起源甚早，型態亦屬多元

（黃富順，2004）。 

英國老人教育和相關政策的發展起源相當早，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其

策略及實施方式亦隨之改變，以下依年代來劃分，約可分為下列幾個時期，就各個

發展階段說明如下： 

（一）1950～1970 年代：萌芽時期 

英國早在 1950 年代就有一些機構與單位開始興辦各種簡易的老人教育活動

以提供老人參與。Glendenning（1985：106-107）的研究指出： 

1.於 1960 年代的初期，北斯塔福郡的勞工教育協會（North Staffordshire WEA）

就特別為六十歲以上的老人開辦許多課程； 

2.於 1966 年時，伯明罕的退休朋友協會（Friends in Retirement）成立一個追

求共同興趣且需要大家一同參與的活動； 

3.從 1973 時開始，貝斯強森基金會也有提供給年滿六十歲以上老人的課程； 

4.於 1973 年時，位於倫敦的查理雷奇福特中心（Charlie Ratchford Centre）也

有專門課程提供老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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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 1970 年代初期，艾利論壇與愛塞特論壇（the Ealing Forum and the Exeter 

Forum）亦提供老人們參與教育休閒活動。 

以上所列的機構與單位都是基於服務老人的理念與堅持，而介入辦理老人

教育活動，因此都是屬於個別單獨性的臨時辦理型態，有些目前已不復存在。 

（二）1980 年代早期：發展期 

英國的老人教育政策與具體實施方向到 1980 年代，便有著比 1960 與 1970

年代更為明確的發展。 

1.於 1979 年時，英國與法國共同組成「盎格魯─法蘭西交流會」（Anglo-French 

Exchange），這個交流會是由英國的倫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奇爾

大學（University of Keele）、貝斯強森基金會和法國哥蘭波大學的高齡學科

際整合中心（the Centre Pluridisciplinaire de Ge’rontologie at the University of 

Grenoble）的高齡學家與成人教育學者共同組成。於 1980 年七月時，該交

流會在英國教育部與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之下，舉辦了一場為期一週的

研討會，結束後該交流會發表了一份共同聲明，稱為「盎格魯─法蘭西聲明」

（The Anglo- French statement），該份聲明中明確指出：老化是屬於終生的

歷程，而教育也是一樣（Glendenning, 1985：107-108）。換句話說老人教育

和關於老化的教育必須遍及整個社會。 

2.於 1980 年時，有幾位老化機構的主管和一些成人教育學者共同參與了瑟瑞

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所舉辦的研討會，事實上在這個研討會之前，

他們便固定聚集在一起討論如何促進老人教育在全英國境內的發展。 

3.於 1981 年，英國成立「老人教育權利論壇」（Forumon the Rights of Elderly 

People to Education, FREE），以便持續促進老人教育的發展。該論壇的任務

是擔任訊息的蒐集與分享、鼓勵與刺激研究、並且積極地宣揚老人教育促進

運動。三年之後，該論壇達成了許多具體的任務，例如：持續固定地召開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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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會議、退休前教育、健康與休閒、老人教育的優惠待遇、居家與醫院

的老人教育、老年婦女的教育等。 

4.於 1983 年，老人教育權利論壇的委員們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內

與國會議員們（Members of Parliament）共同召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之

後，發布了一篇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Forum on the 

Rights of Elderly People to Education）（Glendenning, 1985：133-134）。 

5.於 1984 年，英國第三年齡大學的主要創辦人彼得萊茲理特（Peter Laslett）

發表一篇名為「老人教育憲章」（educational charter for the elderly）的短文，

在這篇短文之中，萊茲理特特別指出老人的五項教育權利（educational rights）

包含以下五項權利： 

（1）國家的教育經費預算必須要公平地分享； 

（2）青少年學歷證明放棄權； 

（3）使用不同教育機會管道的權利； 

（4）運用遠距教育機構，將教育機會送至老人家中； 

（5）重視老人的獨特性與其人文性價值（Withnall ＆ Percy, 1994：12）。 

就老人的教育權利而言，過去探討教育權利的概念，幾乎無視於老人的存

在。後來隨著老人教育觀念的普及，老人教育權利的觀念也越來越受到注意。

但是 1970 及 1980 年代，政府由於受到經費上的限制，仍然未給予老人教育明

確化的發展。 

（三）1980 年代後期：政府政策發展期 

於 1987 年時，教育及科學部撥款給成人繼續教育發展單位（The Un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UDACE），要求其應為老人提供教

育，並提供地方教育當局「老人教育工作手冊」。其中，成人繼續發展單位對老

人教育的政策主張，係基於下列四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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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老人不是社會中可以分離的特殊族群； 

2.教育可以幫助老人發展其才能，學習因應角色和責任的改變，使其在社區中

扮演積極的角色； 

3.老年人與年輕人一樣可以同等參與教育活動； 

4.老人的教育活動，要建基於其經驗之上（Withnall and Percy, 1994：54）。 

經過以上的努力及政策性的聲明與宣言之後，促使老人教育在英國有了長足的

進步，許多的單位與機構紛紛介入，以便興辦各式各樣的老人教育活動。以下更深

入地探討英國重要的老人教育政策內涵、特色與相關機構的作法。 

三、英國老人教育的政策與內涵 

由上述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可以發現英國的老人教育最早亦是由民間團體

組織發起，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方式，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高齡者學習需求的激增

及對高齡者教育的重視，漸漸有提倡老人教育的組織與論壇，隨後，政府的介入、

政策性的宣示、補助及提倡，可由其老人教育活動的實施與辦理現況得以驗證。事

實上，英國的老人教育權利論壇於 1983 年的會議後，所發佈的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

言，在被分送到全國各地的地方教育機關的主席後，導致老人教育在英國的發展更

為普遍。該份宣言包含八大政策性建議及五個具體行政作為之建議（Glendenning, 

1985：133-134），以下分別就其八大政策性的建議、五大具體行政作為及其內涵作

說明： 

（一）八大政策性建議 

1.持續地開設和發展適合退休後高齡者參與的課程及教育活動。 

2.提供退休前的教育管道與機會，鼓勵雇主、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議、

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大學推廣中心、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

及高齡者本身提供高齡者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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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休前的教育應被視為是一種長期縱貫性的帶薪教育假，使準備退休的員工

有更充足的時間與機會參與進修，為退休後的生活作準備。 

4.雇主、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

大學推廣中心及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等，應該為高齡者的職業發展努力。 

5.鼓勵高齡者積極參與教育活動。對於高於六十歲以上的高齡者，且領有長期

失業州政府退休養老金者有學費上的減免。 

6.擴展現今辦理遠距教育的機構，增設新的遠距教育單位，將遠距學習的理

念、學習方案與課程給各年齡層的民眾，尤其是高齡者、家庭牽絆者、獨居

者及居住較為偏遠者。 

7.應該給予高齡者表達其自我需求、發展自我教育方案的機會。使高齡者豐富

的生活經驗、知識與技能、生命史能夠傳遞給下一代，也提供高齡者本身反

思與進一步學習的機會。 

8.政府應該要求地方政府及其他提供老人教育機會的機構提出具體的方案來

發展適合老人學習的方案。英國政府為了鼓勵老人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政府

應該要撥出一百萬英鎊於三年內發展老人教育方案及研究老人的學習態度

及教育需求。 

（二）五個具體行政作為之建議 

1.地方當局應該不計成本辦理高齡教育課程。 

2.成人教育為高齡者所辦理的課程應該是沒有時間限制的，而且適合高齡者所

需的。 

3.學習場所應該多元、適切，要能夠貼近高齡者，包括學校、成人中心、照護

中心等。 

4.各機構（包括成人教育、健康、社會服務與志願組織）間應該要相互協調、

合作，使得各地區能夠提供老人學習的機會，並解決交通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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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運用各式的方法來刺激高齡者學習的動機，進而感受學習的價值。 

由上述可知，英國早在 1980 年代，在議員們共同提出的「老人教育權利論

壇宣言」、萊茲理特所發表的「老人教育憲章」及由英國教育及科學部撥款補助

及提供的「老人教育工作手冊」的建議、原則及執行方針，可看出英國當時對

高齡者教育的重視與期待；此外，從英國所發展的老人教育政策中發現，其老

人教育政策的內涵包羅萬象，就對象而言，不僅重視退休後老人的教育權、學

習權與發展，亦重視退休前的教育與準備，並特別強調提供弱勢老人的學習方

案與權利；就推行的機構與機會而言，包括地方政府組織、大學推廣中心、成

人及繼續教育單位、勞工教育協會、退休前組織，還包括企業團體、雇主及民

間團體等；就方案的設計與規劃而言，相當重視給予高齡者自我發展、再就業

的職業教育及自我教育等等不同型態的方案規劃與設計，完全能符合高齡者學

習的需求與型態，並重視高齡者的存在與價值；就學習的管道而言，更是多元

彈性，包括時間與場所，主要在貼近高齡學習者，並積極鼓勵利用遠距教育的

學習型態。 

四、現行英國重要的老人教育機構 

由於英國在老人教育議題的討論與重視起源得早，從早期的民間自主發動與辦

理，到現今政府政策的宣示與鼓勵，英國老人教育的發展堪稱蓬勃。現今英國老人

教育提供者的類型頗多，屬於全國性發展的機構，包括地方教育當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LEA）、高等教育機構、開放大學、第三年齡大學和住宿學院等均提供

高齡者教育的機會，其中第三年齡大學係專為提供老人教育而成立的組織，在英國

最具盛名，亦富特色。此外，尚有其它地方性質的機構與組織，能滿足當地老人的

需要。他們皆由公立機關與政府組織共同支持，且由當地民眾主導，尤其是由第三

年齡者自己來主導，其中基督教老化委員會（The Christian Council Aging）、大倫敦

老人論壇（The Greater London Forum for the Elderly）等，均為較著名的活動。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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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三年齡大學、基督教老化委員會、大倫敦老人論壇等所提供的老人教育活動，

簡介如下（黃富順，2004；劉伶姿，1999；Withnall and Percy, 1994）。 

（一）第三年齡大學 

1.成立原因：英國的第三年齡大學與法國的有所不同。法國的第三年齡大學創

始於 1972 年，由托洛斯大學（University of Toulouse；L’ University du 

Troisieme Age）首先成立，係由老人從事自我規劃的大學教育型式，由大學

教師組織與授課，並由政府提供經費，此種模式稱之為法國模式或原型模

式，大多分佈在歐洲大陸的國家，如比利時、瑞士、波蘭、義大利、西班牙，

美國和加拿大的魁北克等地的第三年齡大學均屬於此一模式。歐陸的第三年

齡大學一般以「UTA」字頭語表示。另一模式，即為英國模式，又稱「劍橋

模式」。此模式創始自劍橋，在英國廣被接受，受影響的國家包括美國、加

拿大、澳洲等。此模式的特色採「自給自足」的組織概念，仍維持大學的名

稱，但以追求知識與真理為目的，強調社區本位和「自助」的精神。英國模

式的第三年齡大學，一般採用「U3A」字頭語表示。 

法國的第三年齡大學附屬在大學組織下的單位，不單獨設置，不給予

文憑，也無入學限制。英國的第三年齡大學，則是老人自己發起的一項自

助運動，1982 年首先於劍橋設立，同年先後成立的有：尚頓（Sutton）、加

菲爾德（Coldfield）、史蒂弗納吉（Stevenage）、及哈賓登（Harpenden）等。

至 1986 年，全英國已經有 115 個第三年齡大學，7000 位會員和一個全國性

的委員會。因此，英國第三年齡大學是一種第三年齡者為第三年齡者提供

教育服務的模式。 

2.組織的運作：英國第三年齡大學的組織型態，可以分為三個層級，即第三年

齡信託基金會及全國執行委員會、支部與小組團體第三年齡信託，由那婓爾

基金會（Nuffield Foundation）提供經費，為地區性的第三年齡大學提供服務。

全國執行委員會（N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NEC）定期召開會議，共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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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問題。「支部」則以市或郡為主要行政組織，又稱為地方第三年齡大學

（Local U3As），可由個人在任何地方設立，組織大小不一，差異甚大。課

程依當地會員的需求與期望開設，所有的行政、聯繫、協調等工作均屬義務

性質，由會員擔任。課程以小組團體方式實施，內容相當多元，只要有人教、

有人學，新課程就開設，範圍極廣，自語言、文學、攝影到數學均有。 

3.學員資格與課程內容：上課地點通常在交通方便的會員家中，人數在十人以

下，或向當地學校、教會、民間組織租借，大多在白天上課，課程內容多屬

於文化陶冶和生活常識，例如各種語言學習、文化古蹟、手工藝、國際時事、

當前社會問題等等，因此可以說這是一種由第二年齡為第三年齡者提供教育

服務的模式。經費採自給自足，不依賴政府，會員每年繳交少許經費，自二

磅到二十磅不等。教師由當地退休的人士擔任。學習者以退休人員為主，不

限年齡、性別、教育程度，沒有成就評量，和任何資格或文憑的取得。學員

自五十歲至九十歲均有，平均為六十九點二歲，四分之三為女性，其中 80%

是單身（包括寡居、離婚、分居）。他們參與第三年齡大學只是數種學習活

動之一，不少成員同時參與勞工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 

WEA）和地方教育當局（LEA）的課程，招生方式多以口耳相傳。 

英國第三年齡大學，在 1983 年「第三年齡信託」（Third Age Trust）的

全國性組織成立後，便獲得快速而成功的發展。根據最新的統計資料，於

2004 年 3 月時，共有 533 所第三年齡大學，而且參與的總人數達到 131,879

人。 

第三年齡大學強調自助、互助及志願的原則，視老年人為資源的創造

者，而非享用者，這些都是其主要的教育原則，亦為其特色所在。但其使

用「大學」名稱卻不符合大學的學術標準；且由於經費困難，並無法提供

更多的博雅課程，導致不少成人教育團體介入；此外，第三年齡大學均由

高齡者主導，也引發老年人是否具有「自我決定」管理能力等等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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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均為其受到質疑或產生爭議的問題。 

（二）基督教老化委員會 

基督教老化協會是英國全國性的義工組織，結合了所有重視老人需求與潛

能來自不同教派的人士。以下就成立及其成立原因、會員來源、目標及所辦理

的活動分別作說明： 

1.成立及成立原因：英國基督教老化協會於 1983 成立，成立的主要目標在於

以宗教的角色和觀點，對高齡者提供照護與服務。事實上，對歐洲國家與人

民來說，教會曾經是政治活動的中心，後來雖然政教逐漸分離，但仍是普遍

歐洲人信仰、精神寄託的重要場所，同時扮演著教育與服務的功能。對於教

會本身來說，提供各年齡層的教友參與教會活動本來就是教會人士的使命與

責任。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參與教會活動之高齡者的需求亦受到重視。對

英國的教會來說，提供老人照護、服務、參與活動等，一直是教會牧師的職

務之一。此外，隨著老化相關研究的出爐，逐漸揭開老化的神秘面紗後，過

去對老、老化的觀念亦受到挑戰，老化的議題亦更加受到重視。因此，在教

會組織中，對神職人員的教育與訓練也包括與老化相關的議題與老人教育

等，一方面改變神職人員對老化的錯誤觀念，一方面則有助於神職人員提供

老人參與者更適切的服務與教育。 

2.會員來源：凡認同該會目標並願意提供支持或幫助的個人、團體皆可以加

入。因此，英國的基督教老化協會是一個打破宗教信仰的志願性服務組織，

其教育服務的對象包括教會或當地社區的老人、神職人員及會員本身。其服

務的內容主要是提供高齡者照護、諮商及福利服務。 

3.目標：從基督教老化協會的成立源由來看，其成立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下列

九項： 

（1）探討老年人對基督的信仰及促進老化方面的神學思考； 



 
 

17

（2）幫助教友關心老化的過程、老年人口的增長，及其在社會上和宗教上

的隱喻； 

（3）與其它同樣關注老人的機構或組織合作，當然包括不同教派、不同信

仰者； 

（4）鼓勵高齡者融入當地教會和社群中； 

（5）促使教會牧師關心老年人並提供照護； 

（6）激發教會牧師對關心老年的支持及補助； 

（7）增加文學和資訊方面的訓練機會； 

（8）對於那些住在安養院或獨立生活者適切的關懷與補助； 

（9）提倡高齡者接受基督教教育。 

4.相關活動辦理：為達成上述目標，該會辦理許多不同類型的活動，約略可分

為六項，簡述如下： 

（1）早期為發行季刊，現在已經轉變為期刊； 

（2）每年舉辦區域性研討會，藉以推廣課程活動及協會，其中會議的型態

與內容包括日常生活或與居民有關的、包括全國性或地區性的，藉以提

醒大眾對高齡者及其需求的重視，尤其是精神、自尊層面； 

（3）印發專題報告，發表因地制宜的報告，包括以聖經觀點看老化、老化

的精神層面、退休後的事業，並致力於培養家庭與社區間的關係等； 

（4）致力於鼓勵高齡者積極參與活動。力促家庭成員的共同參與、合作，

幫助高齡者走入社群、參與活動，建立彼此間對老化的正確觀念及協助

高齡者順利的老化； 

（5）關懷老人活動。CCOA 在老人照護方面，提供居家照護及精神支持的

方式並積極鼓勵教會人士及社區居民共同為高齡者提供基督的信仰及

促進老化方面的神學思考、滿足精神上的需求，並提供教材、有系統的

課程並舉辦工作坊等等活動； 



 
 

18

（6）Allerton 的 ARISE 團隊：此組織於 1987 年，在 Liverpool 市郊的 Allerton

成立的。ARISE 就是取活動（Activity）、娛樂（Recreation）、啟發

（Inspiration）、服務（Service）、及教育（Education）五個字的字首來

命名。初期的主張是希望透過非正式、自我規範式的團體討論活動，由

幾位退休人員採定期聚會的方式，共同討論、尋找如何協助高齡者跨越

宗教教派的界線、並找到自我發展與貢獻自我的機會。該會並以發行出

版品的方式，來建立知名度，並鼓勵民眾成為會員。 

現今協會仍持續探討老年的精神議題，鼓勵老人融入不同世代的活動，鼓

勵教會和社會對老年人的精神需求力加以回應，並出版教材，組織課程和工作

坊。經由這些管道，導正教會人員、一般民眾及高齡者本身對老化的正確認識，

並運用不同的教育與學習機會，來幫助老人發展與自我實現。因此，可以說，

基督教老化協會使用各種學習方法，提供老年人探討基督教信仰，建立精神上

的支持，其在老人教育的發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對於不同的宗教信

仰來說，更提供了一個相當正向、有教育意義的活動辦理指標。 

（三）大倫敦老化論壇 

該論壇是不屬於英國任何黨派的政治組織，其目的是關注老人議題，希望

藉由不同議題的討論來影響老人的定位，並且代表老人，為老人發聲。該論壇

准許個別會員及團體加入，形成結構化的組織，以便長期關注老人的問題。參

與的團體來源廣泛，不論大小，都屬於有組織的團體，並擁有其長期的目標，

旨在透過正向積極的影響力來改善國家及地方的政策。論壇透過訓練老人團

體，可以平等、有效的參與委員會事務，及與地方官員討論有關老人議題的技

巧。以下就大倫敦老化論壇的成立、相互合作機構、經費來源、功能、組織運

作及訓練運作過程等分別作說明。 

1.成立原因：大倫敦老化論壇正式成立於 1998 年的二月，事實上，是大倫敦

二十六個地方自治體、半自治體及相關協調組織的核心單位。本論壇之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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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接管了原來大倫敦論壇所扮演的協調功能與角色。因此，大倫敦老化論

壇的成立與 1986 年廢止大倫敦論壇，促使大倫敦老化論壇成為大倫敦老化

的代表性組織。 

2.相互合作機構：大倫敦老化論壇成立的主旨之一在於廣集眾人、組織等對老

化議題的重視與意見，企圖讓政府的老化政策能夠更符合於社會及老人的需

求。因此，與大倫敦老化論壇相互合作的組織相當多，包括「倫敦關心老人」

（Age Concern London）、「領退休金者聯結」（Pensioners’ Link）、「大倫敦領

退休金者協會」（the Great London Pensioners’ Association）、「少數民族老人

常設會議」（the Standing Conference of Ethnic Minority Senior Citizens）等等。 

3.經費來源：大倫敦老化論壇的經費來源，主要是由倫敦自治許可委員會提供

基金，部分則來自一些組織或團體的捐獻，或承辦某些特殊專案的經費等。 

4.功能：大倫敦老化論壇提供了相當多元的服務功能，包括： 

（1）提供服務給各自治會所； 

（2）協助地方設立新的會所； 

（3）在大倫敦地區執行老化相關調查的代表性中心； 

（4）接收並散播與老人有關的議題、資訊等。 

5.組織的運作：大倫敦老化論壇的行政委員會是由每個會所的代表所組成，行

政會議是每兩個月舉行一次，會員們都會收到會議相關的訊息與決議內容，

以利訊息的交換與流通。在二次的行政會議中，會穿插一次的財政與綜合委

員會。此外，季刊及年度總報告書則是一份開放給所有會員及有興趣參與者

間相互溝通的橋樑，甚至與其他關心老化的組織組成聯合會議。 

6.訓練的運作過程：大倫敦老化組織希望藉由訓練課程幫助老人有能力親自參

與相關的議會及決策等，甚至與官員面對面溝通和協調。其中，訓練的對象

也包括地方行政自治會所的行政官員，因為身為 GLFE 協調者的身份，必須

瞭解方案的設立、組織、招募、提出報告及評估方案等。在 GLFE 的訓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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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常由兩位訓練者來負責十週、每週半天的課程。一位負責財政、預

算的工作；另一位則必須擁有並負責一般性溝通的技能、開會的技巧、與專

責單位溝通協調的技能、協商技巧、平等機會及打破對老化固有的意識型態。 

 

事實上，大倫敦老化論壇所安排的訓練課程的目標之一還包括訓練早期的

參與者成為訓練師，藉以確保每一位新會員都能獲得該有的技能，其中評量的

方式包括來自訓練者、共同協調者、參與者及財政及綜合委員會的團體本身的

成員。訓練的方案內容相當多元，以下僅以一個大倫敦老化論壇於 1993 年所舉

辦的「協商技能訓練方案」，簡單的介紹其訓練課程。 

此方案的名稱為「學習如何協商（Learning to negotiate）」。訓練的焦點為「協

商技巧」；被訓練者都是受到邀請，並請接受各地方會所支持參與的。在活動進

行程序上，約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開場：由訓練者及參與者的自我介紹開始。 

2.分組配對進行探索協商技巧的發展。 

3.由訓練者先將討論的主題進行說明、定義，其中探討的主題包括老人旅行優

惠方案、老人健康及老人照護等。並鼓勵參與者以自由表達的方式來闡述其

對該議題的看法。這個階段，訓練者必須非常謹慎且有技巧地讓每一個參與

者自由地表達出其所代表組織的意見與目標及他們所希望協商的內容等。 

4.協商技巧的討論：因為協商過程中，參與協商的人、個人的感覺及不同的協

商方式都會影響協商的成敗。因此角色扮演的技巧也被運用再協商技巧的訓

練中，因為透過角色扮演，有助於參與者在沒有壓力的情境下，體會的協商

前預先準備的重要性及如何保持平靜和隨時覺察反對的意見與立場。於此階

段，訓練師會引導參與者透過討論找出最佳的協商方式並發展一套良好的協

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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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大倫敦老化論壇不僅是大倫敦地區所有關心老化議題組織的

中心，也相當積極地培育從事及推展老化行政事務的工作人員及研究人員。 

五、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特色 

從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內涵及現行的重要老人教育機構的實施方案來

看，英國的老人教育政策具有下列幾項特色： 

（一）具有廣含性 

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制訂，通常是由一群高齡教育學者、成人教育學者、

老化教育機構的主管及政府官員共同努力探討而決議，因此，所制訂的政策相

當具有廣含性，如在對象上，含退休前及退休後的高齡者教育；在教育管道上，

則各機構鼓勵提供多元彈性的學習機會；在實施的機構上，鼓勵民間組織、企

業團體、雇主本身、地方政府辦理高齡者教育。 

（二）重視高齡者的學習需求、學習型態及個別差異性 

因為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制訂，是經過一群瞭解成人及高齡學習者學習心

理、需求，甚至具有成人教學經驗的學者共同激盪得來，所以，對於高齡者高

度的個別差異性、生心理的需求與問題，及偏好的學習型態有更確切的瞭解，

因此，所制訂的政策，不僅掌握高齡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與學習型態，更能有效

協助高齡學習者克服學習過程中的困境與阻礙。 

（三）重視弱勢族群 

英國老人教育政策早在 1983 年所宣布的老人教育權利宣言中，就明確指示

地方政府及老人教育機構不僅要提供退休前及退休後的高齡者教育機會及學習

方案，更必須針對有家庭牽絆的老人、獨居的老人及居住偏遠的老人參與遠距

教育的機會，並設計適合老人的遠距學習方案。因此，在英國的老人教育政策

就相當重視高齡弱勢族群的學習及遠距教育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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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平權的觀念 

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獨特之處，不僅是對高齡者教育及對高齡者人力資源再

運用的重視，從政策中，更明文的表示老人與青少年教育平權的觀念，此平權

的觀念與主張可見於 1987 年的老人教育工作手冊及 1984 年萊茲理特所提的老

人五項教育權中。 

六、小結 

以上針對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歷史脈絡、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內涵、以及

對英國現行重要的老人教育機構進行了相關的分析與探討。從中得到了許多寶貴的

經驗，值得我國在發展我國老人教育政策時參考，從而讓我國的老人教育政策發展

得更加完善。綜合以上的討論，英國高齡教育的重要政策性措施與法案包含有以下

各項：盎格魯─法蘭西聲明、老人教育權利論壇、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老人教

育憲章、老人教育工作手冊、勞工教育協會辦理老人教育活動、各類民間組織提供

老人教育相關活動等政策性措施與法案，茲整理說明如下： 

（一）盎格魯─法蘭西聲明 

鑑於英國政府與社會各界對老人的教育學習權的漠視，一群關心老人教育

學習的英國學者與專家，在與法國的老人教育學者與專家的交流之下，毅然地

提出一篇對英國老人教育發展有重要影響力的盎格魯─法蘭西聲明書。該聲明

書中指出老化是屬於終生的歷程，而教育也是一樣，因而提供相關的教育學習

活動予老人是應該要遍及整個社會之中。就在這個聲明書之下，英國政府與社

會各界更加普遍地重視與提供各式各樣的老人教育活動。 

（二）老人教育權利論壇 

在盎格魯─法蘭西聲明書之後，英國政府與社會各界對老人教育較為重

視。但是，仍然沒有明確的老人教育政策與法規的訂定。於是，英國老人教育

學者與專家們籌組了「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在這個論壇推動之下，達成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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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性措施與法規的成果，例如：1.老人參與教育學習活動的優惠措施辦法。

2.提供教育學習活動給予行動不良或在醫院的老人之措施。3.要求政府與社會各

界持續固定地召開老人教育會議。4.辦理退休前教育學習活動的規定。5.辦理老

年婦女的教育活動的規定。 

（三）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 

上述的老人教育權利論壇達成多項的政策性成果，其中最為重要的成果是

該論壇的委員們，在英國的國會議員們的支持之下，於英國的下議院內提出一

個非常明確的老人教育政策性宣言。由於受到英國國會的支持，該份宣言被分

送到全國各地的地方教育機關的主席，以要求各地方教育機關確實遵守該項宣

言的政策性規定。以下茲摘錄重要的政策規定如下： 

1.學費減免政策：為了鼓勵高齡者積極參與教育學習活動，對於六十歲以上的

高齡者，且領有長期失業州政府退休養老金者有學費上的減免措施。 

2.帶薪教育假政策：為了使準備退休的員工有更充足的時間與機會參與進修，

為退休後的生活作準備，依法應該提供帶薪教育假。 

3.職業發展政策：為了協助高齡者的再就業與促進高齡者的職業發展，雇主、

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大學推

廣中心及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等，應該為高齡者的職業發展努力。 

4.經費預算政策：為了鼓勵老人教育的進一步發展，英國政府應該要撥出一百

萬英鎊於三年內發展老人教育方案及研究老人的學習態度及教育需求。 

5.普及老人教育方案政策：為了協助老人的成長，政府應該要求地方政府及其

他提供老人教育機會的機構，提出具體的方案來發展適合老人學習的方案。 

6.普及退休前教育活動政策：為了擴增退休前的教育管道與機會，政府應該要

鼓勵雇主、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

會、大學推廣中心、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及高齡者本身提供高齡者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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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7.增設遠距教育單位政策：為了服務高齡者、家庭牽絆者、獨居者及居住較為

偏遠的老人，政府應該要擴展現今辦理遠距教育的機構，增設新的遠距教育

單位，將遠距學習的理念、學習方案與課程提供給老人。 

8.重視老人生活經驗政策：為了提供老人發揮的舞台，以及文化的承傳，應該

要重視老人的生活經驗，給予高齡者表達其自我需求、發展自我教育方案的

機會，使高齡者豐富的生活經驗、知識與技能、生命史能夠傳遞給下一代，

也提供高齡者本身反思與進一步學習的機會。 

（四）老人教育憲章 

英國為近代民主制度的發源地之一，承繼其民主平等的觀念，因而在推展

老人教育活動時，亦從民主平等的觀念入手，於是有「老人教育憲章」的提出。

該教育憲章基於民主平權的觀念，明確指出老人的五項教育權利： 

1.國家的教育經費預算必須要公平地分享； 

2.青少年學歷證明放棄權； 

3.使用不同教育機會管道的權利； 

4.運用遠距教育機構，將教育機會送至老人家中； 

5.重視老人的獨特性與其人文性價值。 

（五）老人教育工作手冊 

英國的教育部撥款給其類似我國的社教司之單位，要求其應為老人提供教

育活動，並且訂定老人教育政策的原則於「老人教育手冊」之中，以發放給各

地的地方教育當局參考。在該手冊中即訂定四項政策性原則： 

1.老人不是社會中可以分離的特殊族群； 

2.教育可以幫助老人發展其才能，學習因應角色和責任的改變，使其在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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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積極的角色； 

3.老年人與年輕人一樣可以同等參與教育活動； 

4.老人的教育活動，要建基於其經驗之上。 

（六）勞工教育協會辦理老人教育活動 

英國勞工教育協會遍及英國各地，提供著許多各式各樣的成人教育學習活

動，是英國著名的成人教育組織。於 1960 年代起，便開始有為六十歲以上的老

人開辦許多的課程。 

（七）各類民間組織提供老人教育相關活動 

英國的民間組織十分的發達，各種類的民間組織都相繼投入來興辦老人教

育學習活動，例如第三年齡大學即是十分重要且明顯的例子。因此，我國亦應

鼓勵民間組織投入興辦老人教育的活動。 

第二節  美國的老人教育政策 

一、前言 

美國的老人人口在 1970 年代即已經邁向高齡化的社會，老年人口急速的上升，

在老年人面臨退休之後，其社會角色、經濟狀況、身心環境皆面臨重新適應、調整

的問題。以下將從美國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歷史脈絡、美國老人教育政策、法案及

內涵、並從美國的聯邦及州政府的老人教育政策來看現行美國著名的老人教育機

構、種類及特色，以下逐一作說明。 

二、美國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歷史脈絡 

美國成人教育的提供，最早可以追溯到 1700 年代，當時的社會就利用在咖啡館



 
 

26

喝咖啡的時間討論各種公共議題，透過言論影響一般民眾的想法，美國最早的國家

領導者就深信透過教育的力量與教育的普及，公共的決策就不斷的改進。以下就美

國老人教育實際發展狀況依年代及發展內涵作說明： 

（一）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由下而上的草創時期 

Franklin 在 1727 年時與朋友創辦成人教育活動，稱為容拖（Jantu）；1830

年代，一種名為「討論會」系列的演講活動，提供鄉村及小鎮地區民眾必要的

知能，試圖提高為完成小學教育者的教育程度；五十年代之後，美國的學托擴

（Chautaqua movement）提供成人宗教、博雅文學和實用的文學課程。 

（二）二十世紀前期：政府介入及發展政策階段 

美國於 1949 年，由全國教育聯合會成人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Adult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開始成立老化教育委員

會；1951 年，美國成人教育協會（The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成立，老化教育委員會歸併在其下，該委員會出版了一本探討老年人教

育方案的專書--「晚成熟者的教育手冊」（Education for Later Maturity：A 

Handbook）（黃富順，2004）。換句話說，政府教育部門的介入，不僅促成老化

教育委員會、發展老人教育專書，更帶動全國對老化及老人教育的重視。 

（三）二十世紀後期：政策法令蓬勃發展階段 

1960 到 1970 年代，受到成人教育和高齡學生的誕生，各政府機構、單位開

始對老人教育的興趣逐漸增加，且對高齡者教育的目的是在強調提供老人必要

的知能，老人課程強調解決退休適應的問題，克服角色改變所帶來的不安與不

適應，使其成功的解決與因應問題（Peterson,1983）。美國對高齡者教育與福利

的重視，隨著高齡社會的來臨而增加。 

1.1971 年，於白宮召開白宮老化協會（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開

始，白宮幾乎每十年會聚集一次討論、提供並解釋老化的政策，其具體的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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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包括老人醫療保險與補助制度（Medicare and Medicaid）、美國老人法案

（Older Americans Act）、老人安全與收入補助方案（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Program）及全國性老化學會（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等。此外，

為因應並及時提供高齡者最適切的健康照護、經濟上安全的保障並維持其尊

嚴，白宮老化研討會將於 2005 年召開，經過委員的討論，提供總統制訂老

化政策的參考依據。 

2.老化行政部（Administration of Ageing，簡稱 AOA）：AOA 是美國健康與人

類服務部的一支，掌管與高齡者有關的服務方案、基金及行政工作。 

3.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主要是提供美國人口統計、經濟、住宅等資

料，有助於瞭解美國人口年齡的分佈及高齡化的現象。 

4.食品與藥物行政組織（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除了提供

高齡者健康醫藥方面的訊息外，也提供醫學發現、健康照護及營養相關訊

息，旨在幫助全國人民，尤其是高齡者如何健康成功地老化。 

5.國家健康數據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簡稱 NCHS）：提供

美國平均壽命及死亡的主要原因等。 

6.國家州長聯盟（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簡稱 NGA）：提供老化相關

及長程照護的訊息。 

7.國家老化協會（National Institute on Ageing）：是美國國家健康機構之一，致

力於生物學、社會學及行為學派的研究並提供與老化相關的訊息。 

8.社會安全行政（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提供社會安全相關的方案。

對於六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者，社會安全方案是美國國內最成功的方案，因其

提供美國各年齡層的人都能擁有經濟上的保障。 

9.美國參議院老化專門委員會（U. S. Senate 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本

委員會不僅提供醫療方案、藥品管制改進的依據，亦逐漸將焦點放在老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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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福利措施、探討如何增修美國老人法案，並持續提供老人照護的相關議題。 

10.退伍軍人事務處（Veterans Affairs）：目標在提供所有美國退伍軍人的照護、

保障及提供相關福利，福利的部分包括退休金、長期照護、教育訓練及再度

就業等訊息的提供與協助。 

除了上述九個政府機構外，與老化相關的組織或機構，還包括老化研究聯

盟（Alliance for Aging Research）、阿茲海默患者聯盟（Alzheimer’s Association）、

美國退休人員聯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簡稱 AARP）、美

國老化研究聯盟（American Federation for Aging Research，簡稱 AFAR）、美國老

化協會（American Society on Aging，簡稱 ASA）、國家性老化學術協會（The 

National Academy on an Aging Society）、全國各州的老化協會聯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ts on Aging）及國家老化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the 

Aging，簡稱 NCOA）等。其中包含了以不同角度、不同觀點所成立的老化研究

機構，而且多數是屬於非營利組織，主要目標都在對老化的現象有更進一步的

瞭解，並設計適合高齡者的方案、課程等，在高齡化的社會中，提供高齡者最

佳的照護、服務與教育方案。 

三、美國老人教育政策、法案及其內涵 

美國的老人教育，發展的較早，美國的老人教育是從社區教育中開始發展，依

據 Donahue（1955）在其綜合性調查研究中指出，美國在 1950 年代中期已經提供許

多的活動，但是這些活動並非全然單為老人所設計的課程，直到佛羅里達州，開辦

第一個專為老人設計的課程，此後，專以老人為對象所開設課程的就逐漸增加，1952

年芝加哥大學開設第一個函授的課程，老人教育正式開始發展（黃富順，1991；洪

錫井，1994）。以下將依據年代介紹美國老人教育法令，了解美國老人教育的發展

歷程及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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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法（High Education Act.） 

美國在 1965 年頒訂高等教育法，此法案影響大多數人對老人的想法，多數

人認為老人是貧窮、脆弱、需要照顧、輔助與支持，此法案規定在健康、教育、

福利部門建立老人行政單位，對現有的資源進行整合和規劃，在老人平等享有

社會資源的假定下，發展新的服務方案（吳宗雄，2002）老人進入大專院校就

讀不可限制年齡，並且特別明文強調政府應支持老人爭取以下的福祉： 

1.退休後有足夠的收入以維持生活標準； 

2.提供最好的身心健康； 

3.提供經過特別設計，適合老人居住及能負擔的住宅； 

4.對需要特殊照顧者提供完備的服務； 

5.不可因年齡受到歧視的就業機會； 

6.可以健康、光榮、尊嚴的退休； 

7.有參與公民、文化、教育、訓練、休閒活動的機會； 

8.良好的社區服務； 

9.老人可以從改進健康、福祉的研究中獲得利益； 

10.自由、獨立的計畫和管理自己的生活。 

老人教育活動也採取社會福利取向，提供的課程強調退休危機的適應和協

助老人克服角色的改變，認為教育活動是了解老人的需求，而社會機構有責任

來因應這些需求，此法案的目標在於協助老人和其他年齡團體，在收入、居住

環境、身心健康、自由與尊嚴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機會（黃富順，1991；洪錫井，

1994 ；Glendenning, 1987）。 

（二）成人教育法（Basic Education for Adults Act.） 

美國在 1966 年頒訂成人教育法，此法案是詹森總統反貧窮的措施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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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法案中，美國聯邦與州政府介入成人教育的領域，參與決策、協調及專業

領導的工作（Darkenward ＆ Merriam, 1982）。本法案將成人的年齡降低為十六

歲以上，並把教育的機會修正為未完成十二年教育者，並且明訂提供有關師資、

訓練、研究示範計畫的經費（黃富順，1988），規定任何人應免費完成高中教育，

並給予適當訓練，讓美國未完成十二年教育的高齡學習者，有機會繼續完成高

中同等學歷，藉此縮短和年輕一代在教育上的差距（江亮演，1984）。 

（三）職業教育法的修訂 

美國在 1968 年代修訂職業教育法，規定對社區中願意就業的各年齡人口，

給予職業教育及訓練的機會，對於落後地區的老年人口，則重視家政與消費教

育（江亮演，1984）。 

（四）白宮老年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會議中，老人教育大師麥克.克魯斯基（H. Y. Mc Clusky）指出教育的積極

作用，及每個人不管在任何年齡都有受教育的潛能，開始扭轉社會服務的課程

取向（黃富順，1991）。該會議更在 1978 年代提出聲明： 

1.教育是所有年會團體的基本權利； 

2.教育使老年人能享受到完美、有意義生活的方式； 

3.教育可促進老人發揮潛力貢獻社會的途徑。 

1981 年代，該協會更進一步指出，老人生活的主要問題，包括經濟安全、

生理和心理健康、老人資源等，大部分皆可由學習來處理（邱天助，1993）。該

會議呼籲各方重視老人問題，培育專業人才，並為老人福利的立法進行催行，

可謂影響深遠。 

（五）國內志願服務法（Domestic Volunteers Service Act.） 

1973 年代頒訂國內志願服務法，規定對五十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可以優先

輔導其擔任志願工作或有酬工作（江亮演，1989）。 



 
 

31

（六）綜合就業訓練法 

1975 年代通過綜合就業訓練法，對於參與者訓練期間的生活及就業來往交

通費，均予以津貼，老人人口接受職業訓練及就業輔導時，亦可以分享其利（江

亮演，1989）。 

（七）禁止歧視老人法（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Age） 

1975 年代頒訂禁止歧視老人法，加強和老人福利互相配合，規定凡動用政

府公款的各種活動與服務，均不得因老年人年齡老邁，而有任何的歧視，以確

保老人的權益（江亮演，1989）。 

四、美國聯邦與州政府的老人教育政策 

由於高齡人口的激增，美國老化的現象日益明顯，美國對老人福利的重視起源

相當早，但是老人人口的激增，長期照護的需求也日漸成為各州政府財政上嚴厲的

挑戰，且預計全國三分之二的醫療基金將被用在老人的長期照護上，為了因應老化

人口的需求，白宮於 1995 年的白宮老化協會中，對於人口金字塔現象的改變，不僅

希望能夠更聚焦於改善老人的福利，更希望在老人政策的訂定方面，能夠整合各世

代的意見與想法。 

美國的教育政策是地方分權制，教育最高的權力在州，學制會因為州而有所不

同，沒有全國統一的學校制度，美國的老人教育政策也是如此，沒有統一的老人教

育政策，而呈現多元化的老人教育政策，以下就美國在老人相關政策制訂上的努力，

具體說明其內涵，將從聯邦的老人教育政策、州的老人教育政策分別作說明。 

（一）聯邦的老人教育政策 

高等教育法在 1965 年通過後，聯邦與州政府在機構與經費支援成人及老人

教育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Knowles, 1977），聯邦政府在 1961 年開始，每隔約

十年左右舉辦白宮老人會議，探討有關老年教育及其相關問題。白宮老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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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了支援老人教育的公共政策，鼓勵公私部門發展或擴展幫助老人準備退休

的方案，其教育目標是在協助老人成功的老化（吳宗雄，2002）。在 1971 年的

白宮老人會議，Mc Clusky（1971）提出背景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提出七項目標，

第一項：幫助老人在實現終生的潛能中成長；第二項：協助老人發展在晚年生

活的獨特能力；第三項：幫助老人是為了競爭而終生實現的模式；第四項：創

造接受老人的社會環境；第五項：幫助社會了解各個年齡層的需求，並提供有

品質的教育機會；第六項：老人是綜合性繼續教育方案一部份；第七項：特別

提供教育方案給隱藏性的老人人口（吳宗雄，2002）。 

（二）白宮老化協會的國家老化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Aging） 

委員們認為政策的改變應該建基於健全完整的資料，並加強成功方案的執

行；此外，最新的全國老化政策必須確實瞭解老人的需求與貢獻。雖然白宮老

化協會相當有遠見，但並非每個委員都能參與十年來的變遷。美國老人法案於

2000 年修訂後，提供一份報告給白宮老化協會，具體提出一套綜合且具有連貫

性的全國老化政策—「美國社區發展：一個有願景的未來」。這一個新的政策是

由白宮老化協會的委員們共同發展，並獲得諮詢委員會的支持與認同。因此該

年的會議認為以社區為單位，有助於老化政策的制訂，並且能關注到全國社區

中不同年齡層的族群。型塑社區政策的基本原則包括：1.重視個別化；2.促進人

身的安全；3.鼓勵負責任的態度；4.促進彼此間的相互依賴；5.為志工提供一個

安全服務網絡；6.回應日益加大的差距；7.保障每個人的生活品質（Flemming, 

1995）。換句話說，此份國家老化政策的目標在於關注生活在社區中的所有人，

並同時注意社區居民的生活與工作結構。 

經由上述的政策訂定原則可知，訂定一個國家性的社區政策，必須注意到

經濟上、健康上及社會福利等等的問題，因此，政策必須要能：1.確保經濟上的

安全無虞、提供機會及維持尊嚴與彼此相互依賴的關係；2.建立一個健康照護系

統、促進社區居民的幸福感、迎合老人、殘障者、貧窮者，甚至各年齡層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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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3.提供有品質、整合且易取得的服務措施、鼓勵社區成員參與並尊重各世代

的差異性。 

1995 年柯林頓總統針對老化政策的指示及其針對老化政策做了以下的指示

「老化是一種終身的過程，老化在每一個年齡層的人身上發生（Flemming, 

1995）。根據估計，現今仍有數百萬的高齡者仍在職場中，持續地奉獻於工作或

社區中。為了希望美國人能夠活得更久更好，決策是相當重要的，但因為決策

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故其風險性是相當高。」，此一指示強調對高齡者在職場、

社區中職業、生活及健康的重視，並強調相關政策擬定的周延性。 

（三）全國各州老化聯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ts on Aging，簡稱

NASUA） 

延續美國老人法案的精神與宗旨，聯邦政府針對老化議題的政策包括以家

庭與社區為基礎的服務、醫療照護及醫療補助、老人權、居住環境、交通運輸、

雇用、收入安全感及相關研究等。在老人權的部分，此老化聯盟是承襲老人法

令，以提升全國人民的公共意識，其中包括：1.給予決定性服務措施及經費上的

支持；2.協調聯邦、州及地方政府之間，共同保障脆弱的高齡者，免於遺棄及忽

視；3.支持聯邦政府帶頭發展並促進人類生活的品質，實際內容包括改善社區及

機構所提供生活上、健康上的照護；4.鼓勵聯邦疾病管制中心及對避免遺棄老人

之相關議題的重視（NASUA, 2004）。 

（四）州的老人教育政策 

美國各州有關老人的政策可分為：維持收入、健康與長期照顧、法定的保

障及社會服務等四類。老人的教育政策通常包含在第四類的政策之中，而州的

老人教育政策以免除老人學費的政策最重要，但各州會因為情況的不同，而有

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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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學費的政策：免學費的政策是美國各州影響老人教育推動的最重要政策，

根據 Long 與 Rossing 在 1979 年的研究中指出，1970 年代的免費老人教育方

案普及，反應高等教育機構對老人服務期望的提高，在 1964 年肯達基大學

首創提供免費的課程給老人，之後有許多州跟隨制訂此一政策，至 1993 年

美國共有 11 個州有老人免學費的政策，但是這些課程並不是沒有限制的，

有些州在年齡及財物上有條件限制。 

2.其它促進老人教育的措施：美國的每個州都有設置有關老人業務的辦公室，

可能是獨立部門或是安排在某個單位之下，目前紐約州、密西根州促進老人

教育的均採取相關措施，以實現此目標。 

（1）紐約州促進老人教育措施：紐約州採取多方面的策略滿足老人的需求，

並成為老人政策的一部分，此政策包括六大方向： 

○1 提供老人教育與訓練的機會； 

○2 加強服務老人的協調工作； 

○3 使老人涉入活動，成為社會中積極的參與者； 

○4 教育所有層級的老人； 

○5 提供專業訓練、準專業訓練以及資訊服務給老人； 

○6 增進後中等教育機構的潛能，提出老人的需求（引自吳宗雄，2002）。 

（2）密西根州：密西根州則是將老人服務部門併入教育部，以擴大老人終

生學習的機會，在合併此兩個部門希望能達成以下三項重要目標： 

○1 引起民眾對老人學習益處的察覺； 

○2 獲得並傳播有關方案與方法，以滿足終生學習的需求以及老年學習者

的偏好； 

○3 建立合作性的網路策略以便整合、協調與合作（Dekk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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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老人教育機構 

從美國聯邦及州的老人教育政策與內涵中，不難發現美國於二十世紀以後對老

人教育的重視。由於高齡人口的增長及為滿足高齡學習者的需求，美國老人教育的

實施機構頗為多樣化，從美國老人教育活動辦理方式來看，可分為機構式與非機構

式兩類，分述如下： 

（一）機構式的老人教育活動 

機構式的學習活動可以分為由大專院校辦理與非大專院校辦理的高齡者學

習活動兩種。大學院校辦理或支持高齡學習活動：1970 和 1980 年代，由於二次

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結束，大學面臨招生不足的困難，因此開始注意高齡人口

的就學可能，並招收高齡者，形成「灰色校園」（The graying of the campus）的

現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老人寄宿所及退休學會所辦理的高齡學習活動。 

1.大學院校所辦理的老人教育 

（1）一般大學院校：大學院校提供給五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者課程，大致可

分成三類：○1 特別為高齡者設計的課程；○2 一般正規或繼續教育課程，

可能是有學分或是旁聽性質的，主要是在彌補學費的流失；○3 透過繼續

教育，基於老人的特殊興趣而開設的課程。依據 1992 年，全國教育統

計中心（NCES）的調查，在大學校院就讀學分課程的六十五歲以上的

學生，共計有 63588 人，其中四年制大學院校為 19934 人，二年制學院

為 44172 人，占全部註冊學生的 0.04%，多數為部分時間學習者，其中

婦女佔了 61%（Lamdin & Fugate, 1997）。 

（2）老人寄宿所活動（Elderhostel）：美國的老人寄宿所（Elderhostel）是美

國第一個也是世界最大的，提供五十五歲以上高齡者的教育性旅行組

織，這是一個非營利的機構，每年在超過 90 個不同的地區設計一萬個

以上的終身學習方案，提供將近二十萬個高齡者特別的學習之旅。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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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構想是認為旅行就是一種終身學習的方式、而世界就是學習最佳的

教室，在生命歷程中，每個人可以透過意見的分享、挑戰及生活的經驗

交流共同學習與成長。在旅行過程中，引導者透過對高齡學習者的刺

激、深度的導覽、田野旅行及文化之旅，增廣參與者的視野、引發更多

更新的議題（Elderhostel）。寄宿所於第一年設立時，參與人數為 220 人，

透過口耳相傳，在 1980 年時參與人數達二萬人以上，並逐年增加，而

旅行的觸角亦擴及全世界各個國家；其經費來源多由社區捐獻。 

老人寄宿所（Elderhostel），此組織是 1974 年，美國社會學家 Martin

和 Bianco 從歐洲青年寄宿所得到的靈感。此研究目的是在發展老人興

趣，延伸其視野，有機會交換人生經驗，其理念是認為老年人的退休

並非是從世界退縮，而是要找尋參與和追求滿足的新途徑。第一個老

人寄宿所（Elderhostel）在新罕布夏州五個學院展開，此活動規定： 

○1 滿六十歲的老人才可以參加，無學分限制； 

○2 通常於暑假在大學院校舉行，活動為期一週，寄宿在辦理機構或學校

宿舍； 

○3 每週活動有三門課，兩門為學術課程，一門為課外讀物； 

○4 教學採小團體討論與分組座談； 

○5 經費由參與者自行繳交。 

（3）退休學習學會（Learning Retirement Institute, LRI）：退休學習學會是一

個由退休者所組成的組織，主要在提供成員的教育機會，可以分成機構

取向與成員取向兩大類。所謂「機構取向」是指課程的設計由專業人員

負責，由高等教育機構的人來負責教學；「成員取向」則由成員扮演積

極的角色，成員自己來掌管組織事宜，與高等教育機構成為合作伙伴的

關係。退休學習學會的特徵為： 

○1 此一組織是以社區內遠距教育學習來因應老人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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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多樣化，多數具有大學水準； 

○3 由大學院校、機構、組織來支持開設大學水準的課程； 

○4 屬於非營利組織的性質，只收會員費與合理的學費； 

○5 提供以需求為本位的獎學金課程； 

○6 教育活動的目標在給予參與者肯定； 

○7 多數學員擔任志願教師或課程領導者； 

○8 強調個人社會、文化及經驗的提供； 

○9 鼓勵參與者參加課程的計畫、評量、執行，並由成員自行擔任管理與

教學的責任。 

退休學習學會的課程，包括核心課程、博雅人文課程等，上課地

點不限於教室，包括過夜的行程，例如訪問博物館、探尋歷史遺跡、

文化古蹟等田野旅行學習。 

（4）高齡夏日學校─教育假期（Senior Summer School）：高齡夏日學校的

目標在於讓高齡者有機會親自感受大學上課的課程、活動及體會大學生

的生活。透過提供多元的課程選擇來滿足高齡者學習與成長的需求。以

下就高齡夏日學校的方案規劃、教師的來源及教師應具有的特質分別作

說明。 

○1 方案規劃：高齡夏日學校在課程規劃的方案所含括的課程主題相當廣

泛，包括政治議題、現今流行的議題、文學、音樂、藝術欣賞及哲學

等，並且根據地點的不同，會邀請不同的專家提供多元的課程，包括

國內的演說家、作家、旅行家、當地的慶典活動及歷史學家等。事實

上，幾乎所有夏日學校所舉辦的二至六週的學習方案都是屬於假期式

的學習方案，此外，所有針對高齡者所設計的課程，都是針對高齡者

對知識及發展的迫切需求所辦理的； 

○2 教師來源：參與夏日學校教授課程的老師來源相當多元，包括大學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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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某特定領域的專業人士； 

○3 教師應具有的特質：要擔任夏日學校教師的專業人士必須要具有的特

質，包括有智慧、幽默風趣、喜歡與學習者共同學習及善於雙向溝通

等（Senior Summer School, 2004）。 

2.非大學院校所辦理的老人教育：非由大學院校所支持的機構式高齡學習活

動，以高齡者學習忠心及高齡者資訊系統較普遍與系統化，參與人數較多。 

（1）高齡者中心（Senior Centers）：高齡者中心是一種提供老人服務與活動

的場所，它是由高齡者俱樂部發展而來的，是一個多元服務的老人組

織，服務的內容包括送餐服務、營養教育、健康教育、休閒、領導及提

供志工服務等。1970 年在全國老化委員會的支持之下成立全國高齡者中

心協會，將高齡者中心的服務項目區分為三大類：○1 個別的服務，包括

諮商、就業、健康維護；○2 團體的服務，包括娛樂、營養、教育、社會

團體工作；○3 社區的服務，主要是針對社區機構或組織提供志工的相關

服務。 

（2）高齡者服務資訊中心（Older Adult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ASIS）：高齡者服務資訊中心是一個介在營利與非營利之間的組織，

主要是充實五十五歲以上高齡者的生活為目的。該中心是由曼思

（Marylen Mann）於 1982 年在聖路易所建立，由五月百貨公司（The May 

Department Stores Company）在全美各地的據點提供會議與活動的場

所。其規定如下： 

○1 參與的會員免收會費，與需繳交少許的課程費用； 

○2 採白天上課，每週一次，課程長度一至十二週； 

○3 課程內容，包括藝術、音樂、戲劇、創造性寫作、當代問題、歷史、

科學、運動和健康等。 

（二）非機構式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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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機構式的學習活動，主要的型態包括圖書館、電腦、遠距學習、旅行等。 

1.圖書館：圖書館是社區中具有豐富學習資源的地方，高齡者對於使用圖書館

的反應相當積極。高齡者在圖書館中最常使用的資源是印刷資源。對他們而

言，「識字」的意思就是書本，而非電腦，閱讀是他們偏好的學習型態，閱

讀是自己的選擇。 

2.電腦的學習：電腦是當今社會獲取資訊不可缺少的工具，電腦已經在社會中

普及化，高齡者學習電腦的理由多為：（1）可與時俱增，避免落伍；（2）可

以瞭解孫子的生活世界；（3）嘗試新事務。高齡者學習電腦的場所，多在學

校、電腦公司、高齡者中心、圖書館、或透過他人的教學。為協助高齡者學

習電腦，美國在 1986 年成立高齡者網站（Senior Net），是一種非營利的組

織，學員成長速度快速，足見高齡者學習電腦已經越來越普遍。 

3.遠距學習：提供高齡者遠距學習的理由如下：（1）學習沒有壓力，可以依照

學習者的步調調整；（2）依個人的學習型態，選擇適當的管道；（3）適用於

殘障者；（4）能雙向互動，反應與否由學習者自行決定；（5）學習時間的長

短由學習者依照自己的步調進行；（6）沒有競爭，學習者不會有壓力；（7）

可與朋友一起學習或單獨學習。 

4.旅遊學習：旅遊學習幾乎是每一個高齡者所偏好，旅遊具有教育、娛樂等雙

重功能。旅遊學習是一種有組織的旅程，挑選有經驗的導遊，每天至少一場

演講，主題係有關歷史、地理、文化、動物、植物等領域。此一方式的學習，

越來越受高齡者的喜愛，越來越吸引高齡者參與。 

由上述可知，美國高等教育在辦理老人教育上，確實投入了相當多的心力

與貢獻，其中著名的機構或學會很多，而高等教育老人學會自然居於龍頭的角

色，以下就以美國高等教育老人學會成立的歷史、服務宗旨及發展方案來瞭解

其在推動老人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並進一步瞭解美國老人教育政策

發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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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高等教育老人學會 

1.美國高等教育老人學會的成立：1972 年 AOA 決定成立一個方案來補助大學

有關老人教育訓練方案的政策，這也成了劃時代的重要老人教育政策，因

此，美國於 1974 年從 GSA 內部決定成立一個美國高等教育老人學會，並且

成為一個獨立的組織（Douglass, 2004）。 

2.發展與服務宗旨：美國高等教育老人學會的政策者主要與聯邦政府對老人教

育訓練和研究的支持有關，其中也承襲自美國老人法案、老化行政部及全國

老化機構等對老人教育的提倡，本組織是致力於老人教育全國性的會員組

織。旨在發展及提倡老人的教育和訓練，並鼓勵學生、教育工作者、研究人

員及各州政府官員，提倡資源給老人及提供老人教育與服務者，並致力於為

老人謀福利。 

3.老人教育方案：老人教育學方案所提供的對象包括學士、碩士、或半正式層

級的服務老人者，教育方案的內容則相當多元且廣泛，但都是具有品質保證

的課程，每一個方案都會依照其本身的目標來評估，方案的內容包括行銷、

人才招募、老化相關知識等。學會更提供老人教育方案的資料的搜尋，範圍

擴及美國 500 個以上學校所舉辦超過 750 個有學分的課程，學術範圍則超過

30 個不同的領域，此外，資料會持續更新。  

六、美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特色 

美國教育政策會因各州不同，相關的老人教育政策亦呈現，以州為單位的不同

規劃，但整體而言，美國的教育特色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政策的多元性 

有關老人教育的公共政策，必須建立在老人本身的特性上，由於老人特異

性大，因此公共政策不僅是一種而已，而是應該要有許多多元的政策。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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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性大，因此對於老人的服務、方案及政策的制定應該考慮老人的多樣性，

而不是將老人的需求與興趣視為相同（Moody, 1985）。美國的教育政策與老人政

策都提出有關老人教育的議題，在此兩個因素結合的影響下，在地方、州、聯

邦產生與老人教育有關的公共政策，往往是多元紛陳的。  

（二）制訂相關法案做為推動老人教育政策的依據 

教育政策的推動如果缺乏法制的基礎，僅僅是依靠行政命令，往往會使得

政策推動缺乏延續性，同時也會隨著政黨的輪替，而使政策無法繼續下去，然

而，基於前述美國老人教育重要法案的制定，使得老人教育政策推動過程中，

取得合法性的基礎，雖各州的政策多元紛陳，卻不易產生教育政策搖擺不定的

情形，而能有效保障老人教育的權利。 

（三）以經濟為導向的老人教育政策 

整體而言，美國政府對於老人教育政策的考量觀點，往往偏重於經濟面向，

大部分是有關於工作的再訓練，或是提升學習者的能力與教育程度。這些方案

的制定目的無非是要提升人力資源，進一步運用老人的資源，以減輕社會的負

擔。 

七、小結 

從以上針對美國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歷史脈絡、美國老人教育政策、法案及內

涵、及從美國的聯邦及州政府的老人教育政策來看現行美國著名的老人教育機構、

種類及特色的探討，可以發現美國的老人教育政策在聯邦政府的部門設立九個行政

部門統籌全美國老人事務之相關事宜，其執掌工作多以高齡者的健康照護、福利措

施與研究人口老化對國家未來發展的影響等事務。與高齡者學習相關的事務反而由

民間非營利組織，熱心的推動各項高齡者學習方案課程等各項活動。 

美國高齡者教育的重要法案包括：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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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志願服務法、綜合就業訓練法、禁止歧視老人法等方案，現將其與高齡者相關的

教育政策，整理如下： 

（一）高等教育法案 

1.在教育部內建立老人行政單位，協助老人可不受年齡限制進入大專院校就

讀。 

2.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應鼓勵學校及非營利組織辦理各項公民、文化、教育、

訓練與休閒教育活動的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方案。 

3.開放美國高齡者老化與健康、就業與退休調適的相關課程，鼓勵高齡者學習。 

4.各大學研究所及社區學院依各州政府的預算提供部分高齡者全額或部分免

學分費課程，並訂定各項優惠措施。 

（二）成人教育法 

1.未完成十二年高中教育的高齡者，地方各級學校應開放相關的課程協助高齡

者完成。 

2.具體做法： 

（1）鼓勵地方社區學院開設高齡者修習十二年高中教育的相關課程。 

（2）結合大學生服務學習提供到宅的家教協助。 

（3）五十歲以上的高齡者免收學費。 

（三）職業教育法 

1.對於退休後仍有意願就業的高齡人口，提供職業教育與訓練的課程，並由各

主辦單位決定給予學費的優惠策略。 

2.對社經地位較低、貧戶、原住民及少數族群的獨居高齡者，提供到宅指導或

家政指導課程，協助其保持居家的健康與整潔；同時，進行消費教育，協助

其財務的應用與管理，減少對酒精、毒品的依賴，若有工作意願的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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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排接受相關工作技能訓練，並至社區企業所提供的工作場所就業。此項

課程無需繳交學費。 

（四）國內志願服務法 

對五十歲以上的高齡者提供各項志願工作所需的訓練課程，或對具有專業

能力者支付部份新酬的志工訓練課程，其學費全免，課程的提供者通常採用由

需志工服務的機構共同支付費用。 

（五）綜合就業訓練法 

提供五十歲以上高齡者接受職業訓練及就業輔導課程的機會，不論結業後

是否接受輔導進入職場工作，均可與五十歲以下人口同樣享有受訓期間生活津

貼，交通補助津貼，意外險保障及各項優惠福利。 

（六）禁止歧視老人法 

1.凡是由政府部門出資辦理的各項學習訓練與福利活動，均必須保障一定比例

的名額給六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者參與。 

2.凡是由政府部門輔助經費辦理的各項學習活動，在參與人員的篩選時，不得

以任何理由將五十歲以上的高齡者列為排除條件之內。 

（七）老人教育法案 

美國老人教育法案在 2000 年修訂時，特別強調將高齡者的學習權落實在各

州政府的社區政策上，並明確指示，應結合社區高齡者的健康、照護、福利與

教育學習需求，由社區及地方區域性建立的社區夥伴聯盟共同提供服務其具體

策略包括： 

1.社區學院規劃的課程中，部分如：家政、營養、健康等課程，對五十歲以上

的高齡學習者均免學費；其他課程則對五十歲至六十四歲的高齡學習者學費

減半，而六十五歲以上的高齡學習者則有部分課程亦可全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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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社區諮商員連結社區相關資源對六十五歲以上高齡者設計其所需的健康

與心理學習活動，由社區醫療體系或醫學院共同承擔此義務性活動。 

3.由社區夥伴組織，對各社區的五十歲以上高齡者進行個人相關資料，就業意

願與學習需求調查，統計後，規劃各項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方案，

整合各級學校與訓練機構共同提供課程，並依其意願為其安排各項繼續學

習、就業或志願工作。 

4.鼓勵社區夥伴組織，共同結合區域內的大專院校、工商企業及非營利組織，

共同位社區高齡者提供並規劃高齡者學位或學分課程、高齡者夏日學校、老

人寄宿所活動課程、遠距教學課程、e 化學習課程、社區高齡者學習講座系

列課程、及社區博物館、圖書館、老人中心、老人療養機構的相關學習活動，

以提供全額豐富而多元的免費或部分使用者付費的高齡者學習機會。 

5.各州應設立老人服務或教育部門，以辦理各項老人學習重要性的宣傳、社區

資源整合與協調，學習方案規劃，實施成效督導，考核與協助老人學習相關

策略的建議、修正事宜，擴大老人終生學習的機會。 

第三節  日本高齡教育政策 

一、前言 

由於高齡者人口的急劇增加，高齡議題備受關注。對於高齡者的教育如何實施，

關係到高齡生涯的發展與高齡生活滿意度的提升。故高齡者教育如何實施，才能發

揮功效，乃為高齡者教育極重要的一項議題。 

1950 年代初期，日本社會從福利觀點首創老人俱樂部揭開了日本高齡者教育的

序幕。由教育觀點，1965 年文部省（相當於教育部）首次推動高齡者教育，開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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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村（相當於市鄉鎮）」委設置「高齡者學級」。於 1970 年代進入高齡化社會之後，

高齡者教育才開始受到真正地重視，福利部門與教育部門同時進行高齡者教育的實

施。其後，經過終身教育理念的潮流，並且面對高齡社會的來臨，日本的高齡者教

育成為整個高齡社會政策的重要一環，不僅是行政部門，日本社會整個相關機構間

皆互相配合推動高齡者教育。 

二、日本高齡者教育之發展 

以下擬將日本高齡者教育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來探討，分別為從日本二次戰後

至 1969 年；1970-1979 年代；1980-1989 年代；1990 至今的四個發展階段，分述如

下。 

（一）日本二次戰後至 1969 年高齡者教育的發展 

日本在二次戰後老人喪失了以前的權威與地位，老人在家庭與社會中被排

斥的情況更加嚴重（小林文成，1963；木田徹郎，1963；松尾安雄，1963；森

幹郎，1963；塚本哲，1963；塚本哲人，1972；橘覺勝，1962；藤原英夫，1969）。

為了解決貧窮、疾病、孤獨及無為等老人問題，並使老人適應社會的改變，老

人教育被視為最佳的方法之一，因此，開始重視老人教育（森幹郎，1963；塚

本哲，1963；藤原英夫，1969）。 

1955 年厚生省在「社會保障五年計畫」中提出「老人年金制度」，「老人」

首次開始受到真正的關注。1959 年的「人口白皮書」指出，擴充社會高齡化對

策的必要性。接著 1960 年進行「高齡者調查」及「關於老人福利的民意調查」，

1961 年辦理「後期壯年層調查」，1963 年進行「高齡者現況調查」，1963 年根據

老人福利法的規定，在地方政府設立了唯一專管「老人事業」的「老人福利課」，

福利部門設置了「老人俱樂部」，教育部門也設立「高齡者學級」，老人教育被

視為老人福利的重要一環，為了促進老人福利，開始重視老人教育（森幹郎，

1963；橘覺勝，1962；藤原英夫，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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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70 年至 1979 年高齡者教育的發展 

到了 1970 年代一般人對老人的看法開始產生改變，也對高齡者教育產生新

的期待與期望。在社會福利行政方面，1970 年厚生省中央福利審議會提出「關

於老人問題的綜合性措施」的諮詢報告，可視為老人福利行政積極化的轉捩點

（野々村恵子，1996）。在教育行政方面，於 1971 年文部省社會教育審議會在

「因應急遽社會變遷之社會教育應有作法」的諮詢報告中，特別指出高齡者教

育的發展方向，以高齡者教育的支援做為社會教育行政的主要項目（大橋謙策，

1989）。1970 年代中期，對高齡化社會的關心逐漸增加，除了採取個人觀點來指

出高齡者教育的重要性外，包括使高齡者適應社會及找出生命意義等，更為了

維持社會的活力，亦從社會的觀點，指出在整個高齡化社會中，高齡者教育應

要扮演的角色（三浦文夫、副田義也、湯上二郎，1979）。 

（三）1980 年至 1989 年高齡者教育的發展 

1980 年代，受到終身教育與高齡者教育權的觀念之支持，日本高齡者教育

行政制度更蓬勃發展，厚生省與文部省的兩大部門更有系統的展開各種措施，

其皆以高齡者生命意義的發展為主要目標。另外，1981 年，文部省中央教育審

議會提出「關於終身教育」的建議，把高齡期從成年期的學習中獨立劃分出來，

並指出要擴充高齡者的學習和社會參與的機會（中央教育審議會，1981）。1982

年，聯合國在「國際老化行動計畫」中指出，高齡者接受教育是一種基本人權，

因此，日本社會也引進「高齡者教育權」的觀念，教育政策也重新考量高齡者

教育權的原則，提供高齡者充分的資源與適宜的教育方案（大橋謙策，1984；

大橋謙策，1989；佐藤正子、柳沼良太，1998）。準此，進入了 1980 年代，高

齡者的學習和社會參與受到相當的關注。 

 

（四）1990 年至今高齡者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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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將 1999 年定為國際老人年，首次正式顯示國際對高齡者的關懷與重

視（內閣府政策統括官，1999）。1995 年政府訂定「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其

後，日本整個高齡社會的相關措施都以此法為基礎。根據此法，1996 年政府訂

頒「高齡社會對策大綱」，提出因應高齡社會的相關措施。至 2000 年，日本高

齡人口比率達到世界最高水準。因此，2001 年政府重新修訂「高齡社會對策大

綱」，更明確地提出各種因應措施。 

三、日本高齡教育政策的發展 

進入 1970 年代，面對老人問題的複雜化，1973 年日本政府在總理府設置「老人

對策本部」，在內閣總理大臣官房內設置「老人對策室」，以長期性的角度來統籌

辦理各種老人問題的相關措施。到了 1985 年，為了因應從「高齡化社會」到「高齡

社會」的轉變，在總理府內設置「長壽社會對策關係閣僚會議」。接著 1986 年，政

府提出「長壽社會對策大綱」，擬定因應長壽社會的具體方針，且長壽社會對策大

綱其後亦成為整個高齡社會因應措施的主要基礎。面對高齡人口的快速增加，需要

重新擬定相關措施，以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 

（一）1990 年「終身學習振興法」 

日本高齡者教育，可以從高齡社會的改革及終身教育的改革中獲得了解。

在高齡社會政策中，主要的教育相關措施在「學習及社會參與」的項目內。其

中，「形成終身學習社會」視為落實「學習及社會參與」措施的主要途徑。進入

1990 年代，首先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了「擴充終身學習體制的基礎」之諮詢報

告。其中，主要提出三個措施：設置終身學習中心、促進高等教育機構的開放

與重新評估民間營利文教機構提供的學習活動等。將終身學習中心被視為推動

終身學習體系的據點，分別於都道府縣、市町村等地方政府，及高等教育機構

設立（中央教育審議會，1990）。 

（二）1995 年「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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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政府公布「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期望每個國民能安心地度過高齡

期的生活並享受「壽命八十年時代」的長壽社會。高齡社會對策包括針對高齡

者的措施、其他年齡層的人為高齡期的準備措施及所有國民對高齡社會的因應

措施等三種措施（内閣府政策統括官，1995）。 

（三）1996 年「高齡社會對策大綱」 

根據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1996 年政府訂定「高齡社會對策大綱」。此大綱

承繼長壽社會對策大綱的精神，將「創造高齡者的生命意義」作為支柱（伊原

正躬等人，1999）。在大綱中指出，為使高齡者能過健康、有意義的生活，應該

要重視高齡者本身主動地參與學習、志工與就業等社會活動，以便使他們維持

和社會的互動關係。因此，特別重視高齡者精神上的獨立、參與權和選擇權（内

閣府政策統括官，2004）。 

（四）2001 重新修訂「高齡社會對策大綱」 

聯合國將 1999 年定為國際老人年，首次正式顯示國際對高齡者的關懷與重

視（內閣府政策統括官，1999）。1995 年政府訂定「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其

後，日本整個高齡社會的相關措施都以此法為基礎。根據此法，1996 年政府訂

頒「高齡社會對策大綱」，提出因應高齡社會的相關措施。至 2000 年，日本高

齡人口比率達到世界最高水準。因此，2001 年政府重新修訂「高齡社會對策大

綱」，更明確地提出各種因應措施。 

四、日本高齡政策內涵 

從上述的日本高齡教育政策，終身學習振興法、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高齡社

會大綱，以下分別將其政策內涵加以說明。 

 

（一）「終身學習振興法」政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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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政府制定「終身學習振興法」，七月開始施行。此法規定為了擴充

終身學習體系，都道府縣政府必須執行的具體措施。在終身學習振興法中，首

次認可民間營利文教機構為推動終身學習的主要單位之一。並且指出政府單位

與民間營利文教機構間之上建立合作關係，以促進終身學習的發展。另外，此

法修正後，明確地指出，在終身學習體制的推動，不僅是文部科學省，而且現

有的内閣府、總務省、法務省、外務省、財務省、厚生勞動省、農林水產省、

經濟產業省、國土交通省和環境省等整個行政部門皆要參與終身學習政策，推

動終身學習（瀨沼克彰，2001）。其主要途徑包括建立終身學習體系的基礎、學

校教育的開放及提供多元的學習機會等三項，以下分述之（内閣府政策統括官，

2003）。 

1.擴充終身學習體系：根據終身學習振興法，政府要促進社會教育設施、高等

教育機構和民間組織等相關機構間的聯繫。1998 年政府所提出的邁向終身

學習社會的措施圖中，提出四項具體措施，包括擴充終身學習體系、普及、

啟發與提供資訊、提供多元的學習機會、學習成果的多元評鑑等四項。 

2.學校教育的開放：此類措施，包括在學校教育中擴大成人參與學習活動的機

會及促進學校設施的開放。中小學校方面，積極地進行代間交流活動。高等

教育機構方面，則透過辦理公開講座、旁聽生與科目選修制度、社會人士入

學制度及函授教育等參與學習活動的途徑實施。在函授教育中，特別著重放

送大學的普及。 

3.提供多元學習機會：此種措施包括擴充社會教育、推動文教活動、振興運動

體育及營利民間文教機構的學習活動等。多元學習機會的提供，有助於提高

高齡者的生命意義，同時也成為促進代間交流及理解高齡社會的途徑。為因

應學習需求的多樣化，並加強行政部門、營利民間文教機構、非營利民間組

織及社區居民等橫向聯繫，以便提供更多元的學習機會。另外，以就業者的

學習活動而言，透過帶薪學習制度的擴充，支持工作者參與學習活動，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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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專業知能。 

（二）「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政策內涵 

1995 年政府公布「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茲將高齡社會對策分成就業及所

得、健康及福利、學習及社會參與、生活環境以及關於高齡社會的調查與研究

等五大類，分述之（内閣府政策統括官，1995）： 

1.就業及所得：包括擴充高齡者的就業機會以期在高齡期亦能發揮其能力與專

長，以促成社會的活躍化；改善與調整年金制度，以促進更為穩定的高齡期

經濟生活；為充實高齡期生活，政府提供支援措施，以確保國民退休後仍有

收入（第九條）。 

2.健康及福利：包括透過增進健康的相關措施，實現高齡期的健全且安樂的生

活；為因應高齡者對保健、醫療與福利等需求的多樣化，建立適當的服務體

系；為使需要照顧的高齡者也能過獨立的生活，實施高齡者照護保險制度等

擴充高齡者的照護服務（第十條）。 

3.學習及社會參與：包括提高生命意義並使生活更為充實，確保國民終身學習

的機會；促使社區社會的活躍化，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並擴充志工活動的

推動體系（第十一條）。 

4.生活環境：包括鼓勵高齡者獨立生活，開發適合高齡者的住宅環境、公共場

所與交通工具其設計均應考慮高齡者的生理特徵；避免高齡者在交通事故、

犯罪與災害中受到傷害，減除高齡者對生活的不安（第十二條）。 

5.高齡社會的調查與研究：為解決高齡社會所面臨的問題，進行調查與研究，

調查主題，如高齡者特有的疾病、福利用品的開發等（第十三條）。政府在

制定「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之後，日本整個高齡社會的相關措施都以此法

為基礎。此外，此法明確地指出，高齡社會措施的落實，除需要國家與地方

政府的推動外，更需要每一個國民的自助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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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齡社會對策大綱」政策內涵 

1996 年日本政府訂定「高齡社會對策大綱」，面對社會的變遷，於 2001 年

加以修訂。由於「團塊世代」（係指從 1947 年到 1949 年出生的人口稠密的世代）

將進入高齡期，使日本社會真正地邁入高齡社會。因此，政府要更將各種措施

明確化，為將來做準備。新大綱中指出，推動高齡社會政策的基本態度，有以

下五項（内閣府政策統括官，2001）： 

1.重新評估對高齡者的刻板印象：以整體來看，健康具經濟力的高齡者將愈來

愈增加。因此，需要重新評估傳統上將高齡者視為社會弱者的刻板印象。同

時也要重視高齡者的個別差異。 

2.重視預防與準備措施：在健康、經濟及社會參與等問題方面，除了推動高齡

期的因應措施外，更要呼籲民眾從青年期就開始為高齡期做準備。 

3.促進社區活動的發展：促進高齡者積極地參與社區活動，並在社區中建立互

相扶助的系統與體制。 

4.重視兩性的觀點：關注高齡期的經濟狀況、健康等性別差異。尤其要因應女

性獨居高齡者的增加，從兩性的觀點展開各項相關措施。 

5.鼓勵應用科技在醫療、福利及提供資訊等方面：在醫療、福利及提供資訊等

方面，能利用科技的發展，為高齡者進行研究與開發。 

此外，除了就業及所得、健康及福利、學習及社會參與、生活環境、關於

高齡社會的調查與研究等五種領域的基本措施外，也有設定跨越此五種領域要

達到的共同目標，以期進一步推動整體性的措施。四項共同目標如下（内閣府

政策統括官，2001）： 

1.支持高齡期的多元生活方式和高齡者的獨立：未來，一方面增加健康而希望

能過多元生活方式的高齡者，但另一方面，需要照顧的高齡者也增多。因此，

為因應這些高齡者的異質性，需要建立高齡期多元及獨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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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評估只依年齡來劃分的制度與習慣：要解決就業的年齡限制等高齡者社

會參與的障礙。同時對只依年齡作為優待措施的依據，要重新評估，並儘量

減少對高齡者人權的傷害。 

3.加強代間的聯繫：就社會保障制度而言，政府要協調收支間的平衡，在付出

方面不分年齡依其能力來負擔。此外，在就業與社會參與方面，要促進代間

的共同參與。 

4.促進參與社區活動：在社區中擴充非營利組織的活動並支持與社區密切聯繫

的企業，促進參與率較低的中年男性勞動人口參與。在生活環境中，考慮高

齡者或身體殘障者的生理特徵，提供關懷措施。如道路上儘量減少高低平面

的差異，在建築物裡儘量減少樓梯等。 

為促成四項共同目標的落實，政府對於每個項目的現況進行調查與研究，

以作為建立政策體系與具體目標的依據。例如：2002 年至 2003 年，政府首先針

對第一項與第二項進行調查與研究。就第一項：「支持高齡期的多元生活方式和

高齡者的獨立」而言，政府將高齡者分為「健康的高齡者」、「獨居高齡者」和

「需要照顧的高齡者」等三種類型。根據此三種類型的高齡者的特性，從提高

生活品質的觀點提出不同的支援策略與政策目標，以便促進所有高齡者皆能過

獨立與平安的生活。關於第二項：「重新評估只依年齡來劃分的制度與習慣」，

針對高齡者與老化的刻板印象進行全國性的意識調查。依據調查的結果，提出

有關高齡者社會參與的障礙，及只依年齡為高齡者的優待措施的改進策略（内

閣府政策統括官，2004）。 

 

以上得知，為因應高齡人口比率的快速增加與社會的急遽變遷，日本 2001 年政

府修訂了「高齡社會對策大綱」，進一步發展應有的相關措施。面對高齡社會，除

了加強現況的因應外，更加強為將來作準備。並且，重新評估對高齡者的刻板印象，

特別重視高齡者的獨立、參與權和選擇權等高齡者的人權。透過高齡社會措施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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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以建立每個國民能安心地度過高齡期的生活並享受「壽命 80 年時代」的長

壽社會。 

五、日本高齡教育的實施 

日本高齡者教育的實施。從 1960 年代，由福利與教育觀點為高齡者提供的學習

活動，成為日本高齡者教育的兩大支柱。過去，福利部門比教育部門較早開始為高

齡者提供學習活動，當時高齡者教育被視為社會福利的一環。1970 年代，對老人的

看法改變與終身教育概念的引進，對高齡者教育的看法也開始漸漸地改變。1980 年

代後期，隨著終身學習體系的推動，除了教育行政部門外，現有的各種行政部門都

被視為是推動終身學習的主要單位之一。高齡者教育也由整個行政部門共同合作推

動。其中，福利與教育部門還是推動高齡者教育的兩大陣營，領導日本高齡者教育

的發展。 

（一）提供高齡者教育的機構 

1.福利行政部門推動的高齡者教育之辦理現況：1989 年厚生省提出「黃金計

畫」，開始推動關於高齡者保健福利的十年策略。1994 年政府將「黃金計畫」

修正為「新黃金計畫」，以展開為增進高齡者的生命意義與健康的相關措施

（伊原正躬等人，1999）。2000 年厚生省重新提出「黃金計畫 21」，作為其

後五年間高齡者保健福利措施的基礎。在高齡人口比率遽增的趨勢下，高齡

者的社會參與和人力資源的運用成為維持社會力量的主要關鍵。因此，政府

在「黃金計畫 21」中，強調打破「高齡者＝社會弱者」的刻板印象，以改

善負面的社會觀念，因而，提出「增加健康高齡者策略」。透過高齡者的社

會參與、與預防老化等措施，使高齡者能夠維持健康與提高生命的意義，並

積極地參與社會的活動。在具體目標中，指出在日本整個高齡人口中，目前

大約有八成的健康高齡者比率，未來預計提高到九成以上（厚生省，1999）。 

2.教育行政部門推動的高齡者教育之辦理現況：進入 1990 年代，文部省以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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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高齡者的學習機會及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為目標，推動各種相關措

施。1994 年文部省重組既有的高齡者教育事業，開始推動「促進高齡者社

會參與綜合事業」。此項事業中，將活動的重點放在高齡者的社會參與。文

部省除了直接從事有關高齡者社會參與的調查與研究外，並以都道府縣與市

町村政府為對象，提供經費的補助。依推動單位可分成三種。以下分述之： 

（1）中央政府：1995 年起，政府一年舉辦一次「全國高齡者社會參與研討

會」（内閣府政策統括官，2003）。在此研討會中，來自於全國各地的實

際教育工作者，對於高齡者的社會參與、活動執行上的問題與推動的方

法等議題交換意見，以期更加擴充市町村與都道府縣等地方政府所推動

的高齡者教育措施（生涯学習局，1999；生涯学習局社会教育課，1994）。 

（2）都道府縣政府：由都道府縣政府所推動的措施，統稱為「支援高齡者

的社會參與事業」。此類活動包括，在都道府縣內高齡者教育相關機構

間的聯繫與協調、高齡領導者的培訓、提供相關高齡者社會參與的資訊

與諮商服務等（生涯学習局，1999；長谷川裕恭，1996）。 

（3）市町村政府：市町村政府所推動的措施，統稱為「促進高齡者的學習

與社會參與事業」。此種事業內容包括：專門為高齡者提供學習活動、

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促進代間交流和高齡期準備講座等四項（生涯

学習局，1999）。 

3.高等教育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之辦理現況：高等教育機構的開放是較晚被

開發的領域，過去在成人的學習活動上，學校教育可說是功能不彰（瀨沼克

彰，2001）。大專院校等高等教育機構全被年輕人獨占，在學者絕大部分都

是由高中直接入學，並且，入學制度、授課形態及教學內容，也是專為青少

年學生所規劃的。1980 年代之後，隨著終身教育概念的普及，面對生育率

的降低所引起的學生人數減少等問題，開始促進將大學開放給一般民眾。換

言之，不只有年輕人享有在高等教育機構受教育機會，一般成人亦開始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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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權利。尤其，進入 1990 年代之後，在推動終身學習的措施中，政府也

指出大學院校、短期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應行開放（文部省，1993）。現在，

成人在高等教育機構中，參與學習活動的主要途徑可分成公開講座；旁聽

生、科目選修制度；社會人士入學制度；函授教育等四種： 

（1）公開講座：公開講座係指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利用其人力與物質方面

的資源，對一般民眾提供講座的學習機會。研習期間大概可分成兩大

類：第一為舉辦研討會與演講等短期性課程；第二為半年到一年連續開

課，深入探討一個主題。就學費方面，大部分的國公立大學都有收費，

但在私立大學中卻約有四成不收費。由學費標準可知，高等教育機構將

公開講座視為社會服務的一環。 

（2）旁聽生、科目選修制度：旁聽生制度是高等教育機構為成人開放的途

徑中最傳統的方式。旁聽生制度有兩種：第一是只認定獲取職業證照相

關課程的學分，如當教師、圖書管理員、博物館管理員、社會教育指導

員等；第二是只參與課程，不發學分 

（3）社會人士入學制度：擴大成人學習者進入正規課程的機會，但目前高

齡學習者比率還甚低。目前，由於一般課程授課形態及教學內容都是專

為傳統學生所規劃，並沒有考慮到高齡學生的特性。因此，高齡學生在

學習上常感到體力、基本學力與英文能力的不足等一些困難。將來期待

能改善高齡者常遇到的學習問題，更為高齡學生開放門戶，提供學習的

機會。 

（4）函授教育課程：函授教育課程，具有減少到校上課的負擔、能按照自

己的步調來進行學習活動、免入學考試、學費比一般大學低價等吸引社

會人士來上課的特徵。2002 年全國二十八所大學已開設函授教育課程，

參與學習者達到二十二萬人（廣告社，2003）。由於過去函授教育課程

是以獲得與職業相關的證照為主要目的，所以高齡者的參與率並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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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隨著課程內容的多樣化與學習需求的提高，進入 1990 年代後高

齡學生數也逐年增加。 

4.民間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1990 年代之後，受到高齡社會政策與終身學

習政策的支持，由民間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開始盛行。高齡者的學習活動

中，民間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已獲得高齡學習者的認同。茲就營利民間文

教機構與非營利民間組織的兩種高齡者教育，以下分述之： 

（1）營利民間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之辦理現況：營利民間文教機構係指

企業或個人以營利為目的而提供的學習活動。營利民間文教機構其名稱

大部分都採用「文化中心」或「文化學校」兩種。於 1998 年，文部省

所進行的社會教育調查結果顯示，在營利民間文教機構中，由専業者經

營的最多，其次是報社，第三是百貨公司，第四是廣播局。 

（2）非營利民間組織：面對經濟不景氣、國家財政的惡化，政府在整個政

策上，必須將經費補助縮減及公部門職員人數的精簡等行政改革。這些

情形，在學習活動上也迫使一般民眾拋棄全靠政府補助的想法，因此，

開始發展出以民眾為導向的學習活動。到了 1998 年，政府制定「NPO

法」，建立保障稅制優遇措施等支援制度，以推動民眾導向的各種活動。

其後，志工與社區活動等民間組織活動越來越盛行。2001 年政府所進行

的「市民活動團體基本調查」顯示，在 NPO 等組織的工作人員中，六

十歲以上者佔 39.8%，顯示高齡者對此種活動的參與率相當高（內閣府，

2001）。 

民眾導向的學習活動的蓬勃發展，不僅解決了政府經費的不足，也擴

充了許多學習機會，更符合大眾學習需求的多樣化及專業化的趨勢。非營

利民間組織提供的學習活動依其性質可分成三大類：第一是其他年齡層的

人專為高齡者提供學習活動，例如：日本老人寄宿所；第二是高齡者專為

高齡者提供學習活動，例如：北廣島實習學園；第三是高齡者為所有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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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人提供學習活動，例如：仙台高齡者網站俱樂部。 

（二）各機構辦理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 

1.福利行政部門推動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 

（1）都道府縣所舉辦的老人大學 

○1 主辦單位：兵庫縣委託「財團法人兵庫縣高齡者生命意義發展協會」

辦理。 

○2 設置目的：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為使高齡者的生活更充實，提供對

高齡者有系統與多元的學習機會，並且作為兵庫縣內高齡者終身學習

之雛形。還有培養健康、福利和社區營造的專業技能，以期當作社區

活動的領導者。 

○3 學制：修業時間：大學部四年、社區活動領導者培訓課程二年；上課

時間：每週一天。大學部一年總共有 120 節課（三十天）；社區活動領

導者培訓課程一年總共有 132 節課（三十三天）。一節課四十五分鐘。

課程時間分配如下：大學部上課時間，一年級在星期一，二年級在星

期二，三年級在星期三，四年級在星期四。上午為通識課程、下午為

專業課程；社區活動領導者培訓課程上課時間，一年級在星期二，二

年級在星期五。上午是專業課程、下午是通識課程。 

○4 學員資格：大學部：年滿六十三歲以上縣民；社區活動領導者培訓課

程：年滿五十八歲以上，社區活動單位會長（自治會、老人俱樂部和

婦女俱樂部等）或市、縣長推薦之縣民。 

○5 課程內容：具有通識課程與專業課程的二大類。 

○6 經費來源：以兵庫縣政府的補助為最主要的收入來源，其次為學員的

學費。 

（2）市町村政府舉辦的老人大學 

○1 主辦單位：世田谷區高齡對策部高齡者計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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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目的：培育高齡者的主體性、充實退休後的生活與提高生命的意

義、主動參與居住社區營造，貢獻社區的發展。 

○3 學制：修業時間二年、上課時間：通常一週一次，一年三十次。上午

九點半至下午三點半，上午上體育課（一個半小時）、下午上專業科目

（二小時）。每班人數（超過人數以抽籤決定）：共分社會系、福利系、

生活系、文化系A班和文化系B班等五個班，每班人數三十位。 

○4 學員資格：六十歲以上居住世田谷區者；或著由老人團體推薦之民眾。 

○5 課程內容：課程可分為健康體育課、專業課程及公開講座等三大類。 

○6 經費來源：世田谷區福利行政部門的補助與學員的學費。 

（3）老人俱樂部舉辦的老人大學 

○1 主辦單位：市政府委託「橫濱市老人俱樂部聯合會」辦理。 

○2 設置目的：為提供學習高齡期所需要的知識與技能的機會，並使高齡

者增進人際關係，以期提高生命的意義。 

○3 學制：一般講座、特別講座、專修講座。 

○4 學員資格：六十歲以上橫濱市市民皆有資格參與。 

○5 課程內容：一般講座-交通安全、犯罪防治等廣泛的領域；特別講座-

課程內容包括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日本歷史與鄉土史、時事問題解

說、犯罪防治和消費者教育等；專修講座：包括經濟、水質、環保、

個人財政管理。 

○6 經費來源：橫濱市的補助與學員的學費。 

2.教育行政部門推動的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 

（1）長壽學園 

○1 主辦單位：都道府縣政府教育委員會辦理。 

○2 設置目的：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為了使高齡者高齡期的生活更充實，

々以充分運用高齡者的人力資源（野 村恵子，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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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制：修業時間：基礎課程二年、專門課程二年。二年修得二十個學

分，修課時間三百個小時；修業證書：修業時間達兩年以上，修滿二

十個學分，發給修業證書，並認定其具地區終身學習的領導員資格，

可作為社區活動的領導者。 

○4 學員資格：基礎課程：年滿六十歲以上的縣民；專門課程：修業基礎

課程或相當於基礎課程的學習經驗。或者由市、縣長推薦之縣民。 

○5 課程內容：健康、生活、教育、科學、藝術、文化、福利、產業、經

濟、環保、國際社會、政治、宗教、思想、法律和職業等十六種（鷲

下清，1998）。 

○6 經費來源：本來依靠國庫補助。但 2000 年政府停止國庫補助之後，縣

政府的預算內辦理。 

（2）市町村政府提供的高齡者教育 

○1 主辦單位：明石市教育委員會。 

○2 設置目的：培養服務社區居民，創造豐富的社區。 

○3 學制：修業時間三年。 

○4 學員資格：年滿六十歲以上，有意願參與社區活動或當社區活動領導

者的市民。 

○5 課程內容：共通講座---社會參與和自我實現、增進健康、充實生活（包

括福利、環保和社區）、時事問題與國際社會、文化與歷史的五大類。

專業課程--與共通講座做結合，進一步學習社會參與所需要的專業能

力。透過團體學習、實習等參與型課程，培養解決問題的能力和應用

能力。專業課程分為景觀園藝、生活福利、故鄉社區、音樂交流和健

康運動交流的五門課程。 

○6 經費來源：主要來源為明石市教育委員會的補助與學員的學費。 

3.高等教育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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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稻田大學開放中心 

○1 主辦單位：早稻田大學附屬早稻田大學開放中心。 

○2 設置目的：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以期貢獻社會；透過合齡學習，提

高傳統學生與社會人士有互動的機會，促進彼此的理解與成長。 

○3 學制：修業時間計有一個月、一學期（十週）及一年（二十週）的三

種。上課一週一次，一節課九十分鐘；修業證書：修畢七十六個學分

者可發修業證書（一次上課九十分鐘，上課五次即可得一學分）。修畢

後成為永久會員，也可繼續學習。修習學分的方式有二：第一是上課

修完七十六個學分、第二是上課修得六十學分，另外十六學分則以提

出研究論文的方式修習。 

○4 學員資格：不限制（採會員制度）。 

○5 課程內容：主要提供講座方式的課程，另外，提供網路公開講座與國

內外旅遊式課程。 

○6 經費來源：以學員的學費與註冊費為主要來源。 

（2）放送大學 

○1 主辦單位：特別學校法人放送大學學園。 

○2 設置目的：作為推動終身學習的主要機構，善用廣播媒體，擴大民眾

受大學教育的機會。 

○3 學制：全科履修生：係指在學期間四年以上（在學期間以十年為限），

修畢 124 個學分者發給學士學位；選科履修生：係指在學期間一年，

只修學分；科目履修生：係指在學期間一學期，只修學分。 

○4 學員資格：全科履修生以十八歲以上擁有大學入學資格者為對象，不

需入學考試。選科履修生與科目履修生年滿十五歲以上者皆可進修。 

○5 課程內容：在教養學部中，設置生活科學、產業與社會和人文與自然

等三種科系，各種科系再分為六種專業課程。課程內容可分為共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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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專門課程的兩大類，計有三百種課程。每一位學習者可依照自己

的興趣選修一門專業課程和共通課程。 

○6 經費來源：放送大學在經費方面有一半以上需藉由國家補助（放送大

学，2002）。 

4.民間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 

（1）營利民間機構辦理的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 

○1 主辦單位：朝日報社。 

○2 設置目的：作為朝日報社所推動的文教活動之一環，建立朝日文化中

心，以提供學習機會，讓民眾可以提高個人能力與生命意義。 

○3 學制：修業時間有短期性課程（如一次、一個星期、一個月等）、中期

性課程（如三個月至半年等）、長期性課程（如一年、無限制等）等多

種，原則上每週上課一次。需要者結業後可發結業證書。 

○4 學員資格：原則上不限制（採會員制度）。 

○5 課程內容：主要提供講座方式的課程，另外也有提供旅遊式課程與函

授課程。課程內容可分為通識課程、外文、藝術、生活、社會參與、

健康、世界散步、商業與電腦、函授課程等九大類。 

○6 經費來源：朝日報社及學員的學費與註冊費等。 

（2）非營利民間組織辦理高齡者教育之實施方式─日本老人寄宿所：從 2004

年起，老人寄宿所協會另設「老人旅遊倶樂部」。其後，老人寄宿所協

會與老人旅遊倶樂部劃分工作內容，以提高活動內容的專業性。即老人

寄宿所協會以美國與加拿大的高齡者為對象而開設「日本學講座」；另

一方面，老人旅遊倶樂部以日本的高齡者為對象，提供「海外講座」與

「國內講座」等（エルダーホステル協会，2004；エルダー旅倶楽部，

2004）。茲就老人旅遊倶樂部以日本的高齡者為對象所提供的學習活動

為例，介紹其實施方式（エルダー旅倶楽部，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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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單位：老人旅遊倶樂部。 

○2 設置目的：以提高中高年齡者的生活品質與增權賦能為目的，提供旅

遊式的學習課程。與地方政府、觀光協會和企業等合作，透過老人寄

宿所的學習活動促進該地的社區營造。 

○3 學制：海外講座的修業時間，通常一星期至十天，但也有三個星期的

短期留學課程。國內講座則以四天三夜的課程最多。學員人數一班十

五至三十名。 

○4 學員資格：年滿五十歲以上者。 

○5 課程內容：主要有海外講座與國內講座的兩種。 

○6 經費來源：主要經費來源以講座收入居多。2003 年的收入狀況為：講

座收入 1,420 萬日圓、會員會費 770 萬日圓、捐款 260 萬日圓及其他收

入 110 萬日圓。 

六、日本高齡教育政策的特色 

日本邁入高齡化社會的時間已經相當久遠，政府當局對於高齡者的福利與教育

相關措施都相當積極，其中就上述的高齡教育政策、內涵及現況，可歸納出幾個日

本的高齡教育政策的特色。 

日本政府在 2001 年所訂頒的高齡社會對策大綱中指出，在高齡社會中應進行學

習活動的主要因素有二：第一是隨著價值觀的多樣化，希望能透過學習活動來尋求

精神上的充實與生命意義，此類的學習需求有日漸增高的趨勢；第二是為因應社會

結構的改變，需要不斷地提升知識和技能。因此，必須要建立個人一生中，都能夠

自由選擇學習機會，進行學習活動，並且適當評估其學習成果的學習社會。形成終

身學習社會的措施也涵蓋了高齡者教育，其主要途徑包括建立終身學習體系的基

礎、學校教育的開放及提供多元的學習機會等三項（内閣府政策統括官，2003）。

政策的目的主要是藉由政府的引導，使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地方營利或非營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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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甚至是全國國民共同的目標邁進。日本的高齡教育政策的發展是隨著時代變遷

而不斷地修正，高齡學習者本身為了因應時代的變遷，其學習的需求亦不斷地增長。

縱然隨著時代變遷，人類的想法、需求、價值觀念會隨著改變，而政策也會隨著社

會的問題、民眾的需求而有所修正，因此，從上述日本不同時代的高齡教育發展、

高齡教育政策及內涵、與現今日本的高齡教育現況，日本高齡者教育政策可歸結出

下列幾個特色： 

（一）符合時代背景及高齡者需求所制訂 

早在 1963 年日本政府制訂的老人福利法中明文鼓勵地方政府應該辦理老人

俱樂部等，以增進老人福利為目的，並提供適當的支援。引起社區老人俱樂部

的蓬勃發展，到後來的老人俱樂部補助事業要點，促成了老人俱樂部間的合併

與合作。擴展到 1986 年「長壽社會對策大綱」，作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所帶來的

問題、1995 年所公布的「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期望每個國民都能安心度過高

齡期生活等，一直到現今的終身學習政策，完全是配合時代的變遷、社會環境

的演變及國民的真正需求所訂立，因此，日本的高齡教育政策是針對當下的時

代背景及高齡者的需求而訂定的。 

（二）主張由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組織及高齡者共同努力發展，而政府更

扮演引航者的角色 

根據終身學習振興法，在中央政府設置中央教育審議會，作為負責教育政

策的審議及決策，發揮極大的功能；地方政府而言，在都道府縣政府的教育行

政組織中，所有的都道府縣（共有四十七個都道府縣）均已設置「終身學習局」

等，作為終身學習的推動單位；市町村方面，政府也踏踏實實地展開了行政組

織的建設。迄今為止，幾乎每個市町村已設置負責終身學習事業的單位。此外，

1999 年 11 月，政府為加強市町村之間的聯繫體系，認為需要建立資訊與人力的

資源網路，而成立了「全國終身學習市町村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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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齡教育方式多元且多樣化 

日本的高齡教育政策鼓勵各部門、組織及社區共同發展高齡教育，因此，

所辦理的高齡教育多元且多樣。近年來，文部科學省與地方政府合作，每年舉

辦一次「全國終身學習節」中可以見得。全國終身學習節是一種全國性的終身

學習資訊博覽會，中央和地方政府、學校、一般企業及民間團體等，共有一百

多個組織來提供學習資訊與展覽，嘗試多種學習活動，以激發提高國民的學習

活動。此外，終身學習振興法更主張擴充社會教育、推動文教活動、振興運動

體育及營利民間文教機構的學習活動等。因此，多元學習機會的提供，有助於

提高高齡者的生命意義，同時也成為促進代間交流及理解高齡社會的途徑。為

因應學習需求的多樣化，並加強行政部門、營利民間文教機構、非營利民間組

織及社區居民等橫向聯繫，以便提供更多元的學習機會。另外，以就業者的學

習活動而言，透過帶薪學習制度的擴充，支持工作者參與學習活動，進而提升

其專業知能。 

（四）強調與社區發展的結合 

日本高齡者教育的發韌可追溯到早期的社區老人俱樂部，日後高齡教育相

關政策，不僅給予政策性的鼓勵，亦給予經費的支持。此外，在行政部門方面，

都道府縣等所提供的學習活動中，如印野學園與長壽學園的主要目的，都在培

訓社區活動的領導者；在市町層級方面，許多老人大學所提供的學習活動，亦

重視與社區發展接軌，當高齡學習者修習期滿，就能於社區中發展長才。除此

之外，老人寄宿所透過地方政府、觀光協會和企業的通力合作，亦能促進當地

社區營造。事實上，高齡者若能積極參與社區活動，亦能在社區中建立相互扶

持的系統與體制，無形中，能創建出一個安全、和諧且健全的社區。 

綜上所述，進入 1990 年代之後，由於國際社會對高齡者的更加關注，日本

政府所推動的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的相關措施，皆能促進日本高齡者教育的發

展。尤其日本政府陸續擬定終身學習振興法、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等與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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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關的法律。這些法律皆成為實施日本高齡者教育的重要基礎。從日本具

體且實際的高齡教育發展過程，對我國在高齡教育政策的制訂及實施上，亦有

相當大的啟示作用。 

七、小結 

從上述對日本高齡者教育政策發展的歷史脈絡、政策內涵、及其實行高齡教育

的型態、現況及特色的探討，可以發現日本因為高齡化社會起源甚早，其對高齡者

福利與教育的重視也有相當的淵源。日本高齡者教育政策本是起源於老人福利相關

政策，但早在 1963 年代的老人福利法，即正式於教育部門設立「高齡者學級」。事

實上，日本的老人福利法同時帶動了地方政府、福利部門及教育部門對老人相關議

題的重視。以下就日本高齡者教育政策的發展、內涵、實施方式及可供我國借鏡的

部分，歸納整理並分述如下： 

（一）老人福利法 

1963 年，日本地方政府根據老人福利法，設立第一個專管老人事業的老人

福利課，並於福利部門設置「老人俱樂部」，主動由政府鼓勵並提供高齡者育樂

休閒的機會；更於教育部門設立「高齡者學級」，其對高齡者教育的重視，可見

一斑。日本一直視高齡者教育為推動高齡者福利相當重要的一環，並且從政策

的推動，高齡者教育得以發展。 

文部省社會教育審議會於「因應急遽社會變遷之社會教育應有作法」的諮

詢報告中，針對高齡者教育的發展方向，特別提出並說明，並視高齡者教育的

支援作為社會教育行政的主要項目。 

由此宣示，高齡者教育儼然成為社會教育的重要項目之一，並具體提出高

齡者教育的發展方向。因此，高齡者教育不僅受到重視，具體發展方向的提出

有助於政府、民間團體、企業、社會大眾、甚至是高齡者本身對高齡者觀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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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變及修正。 

（二）高齡學習權的重視 

文部省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關於終身教育」的建議於 1981 年，文部省中

央教育審議會所提出的關於終身教育的建議中，把高齡期從成年期的學習中獨

立出來，並且擴充高齡者學習及社會參與的機會。換句話說，日本政府早在二

十多年前，為了提供高齡者充分的學習資源及適當的教育方案與機會，及主張

將高齡者學習與教育的議題，由專屬機構來負責研議與執行。此外，日本高齡

者教育行政制度受到終身教育及高齡者教育權觀念的影響，厚生省及文部省更

有系統性地發展高齡者教育。 

（三）終身學習振興法 

日本政府於 1990 年受到終身學習思潮及高齡學習權的影響，為落實學習及

社會參與，以形成終身學習社會，頒訂了「終身學習振興法」，其指出政府單位

所有的行政部門都必須參與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與落實，其主要的途徑包括終

身學習體系的建立、學校教育的開放及多元學習機會的提供。 

（四）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日本政府於 1995 年公布「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期望每一個國民均能安

心地度過高齡期的生活，其中學習及社會參與一項，即在確保國民均能獲得終

身學習的機會，並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如中央政府於 1995 年起，舉辦一年

一次的「全國高齡者社會參與研討會」，作為高齡者社會參與情形、活動執行及

推動方法上的意見交流；而在地方政府方面，則強調高齡者教育機構間的聯繫

與協調、高齡領導者的培訓、提供相關高齡者社會參與的資訊與諮商服務等，

並且由市町村政府專門提供高齡者學習活動、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代間交

流及高齡期準備講座等。日本在制訂「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之後，整個高齡

社會的相關措施均以此法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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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齡社會對策大綱 

日本政府為了將各種措施明確化及為將來作準備，於 1996 年頒訂「高齡社

會對策大綱」，大綱中指出為使高齡者過健康、有意義的生活，應該重視高齡者

本身主動地參與學習活動、志工與就業等社會活動，並特別重視高齡者精神上

的獨立、參與權與選擇權。此外，政府為了能更瞭解每個活動的推行與政策的

落實，相當重視現況的調查與研究，以進一步作為政策制訂與推動的參考依據。 

事實上，日本於 1980 年代，因為終身教育思潮的影響，高等教育已經逐漸

開放給一般社會民眾，到了 1990 年代，隨著課程內容的多樣化及學習需求的提

高，高齡學生數亦隨之增加，因此，民間機構辦理高齡者教育亦隨之興起，換

句話說，到了 1990 年代，政府組織與民間營利或非營利機構在政策的推動下，

均致力於高齡者教育活動的辦理。日本高齡者教育的蓬勃發展可見一斑。 

第四節  我國老人教育政策 

一、前言 

內政部在民國 91 年公布，我國六十五歲以上總人口數已經從民國 79 年底的百

分之 6.22％增加到 8.81％，從統計數據得知，我國自八十二年底以達到高齡化的標

準，且呈現逐年增加的趨勢，依據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我國已經正式邁入

高齡化的社會結構（林麗惠，2000）。在高齡化的社會中，老人繼續學習已被先進

國家視為一項不可或缺的社會福利，而所謂的老人教育包括兩個概念，一是老人，

一是教育。老人是一種年齡上的區分，而教育是指有意義、有目的、有組織且持久

的活動。因為透過學習，有助於老人因應瞬息萬變的生活環境，在透過學習的過程，

有助於老人重新檢視個人的觀點與行為，可以幫助老人生活的更有自尊，且在過程

中得到自我的認同與肯定，因此老人的社會問題與教育需求更受到重視。以下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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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福利部門、教育部門的法令、實施現況作探討，分述如下。 

二、我國老人教育相關法規 

我國老人教育還未有一套完善的政策規劃，也未有專門的法令規定，因此將從

內政部的老人福利、教育部的相關法條做間接的瞭解，以下將從內政部的老人福利

法、教育部的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空中大學設置條例、終身學習法與非正規教育學

習成就認證辦法做說明，分述如下。 

（一）老人福利法 

我國在民國六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公佈實施老人福利法，但由於當時我國

老人總人口數未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離高齡化社會的標準尚遠，老人的問題

並不嚴重，學術的研究並不積極，社會未予以重視，以致立法的幅度狹窄而消

極，只能說是一部「老人福利服務法」，未涵蓋整個老人福利全貌與內涵。所以

在民國八十六年再將老人福利法做修改，以宏揚敬老美德、安定老人生活、維

護老人健康、增進老人福利為目的。 

我國老人福利法共有三十四條，主要的實施內容包括老人住宅服務、保健、

醫療、及老人志願服務、交通等優待措施，其中強調老人教育重要性的條文包

括第九條的第四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條文內容如下（內政部社會司

老人福利，2004）： 

第  九  條  規定各省市、縣市主管機關視需要設立並獎勵私人設立

扶養、療養、休養和服務機構，以辦理長期照護、養護

機構、安養機構、文康機構、服務機構等。 

第二十三條  規定老人志願以其知識、經驗貢獻於社會者，社會服務

機構應予以介紹或協助，並妥善照顧。 

第二十四條  規定有關機關、團體應鼓勵老人參與社會、教育、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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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等活動，以充實老人精神生活。 

由上述資料可以顯示老人福利法對我國老人教育的重要性，藉由老人福利

法的相關規定，鼓勵中央政府機關、縣市政府機關、民間相關機構、團體，開

始重視老人的教育權與生活品質的提升。如何讓老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是

一項挑戰，也是整個社會包括老人本身、家庭、民間部門和政府的責任。 

（二）老人教育實施計畫 

教育部依據第六次全國教育會議結論：「建立成人教育體系，以達全民教育

及終身教育目標」為理想，因此在民國八十年會計年度至民國八十四年，為期

五年的時間辦理「老人教育實施計畫」。以因應社會潮流的變遷與需要，因為在

西元 2000 年時，我國的老人人口將達到全人口數的百分之 8.4，所以如何落實

全民終身學習、終身教育，乃是此計畫的主要重點所在。以下將從本計畫的目

標、實施方式、實施課程內容作說明，分述如下（教育部，1989；彭駕騂，1999；

許水德，1999）。 

1.老人教育實施計畫主要的目標：老人教育實施計畫主要目標包含下列三點： 

（1）協助老人經由再學習、再社會化的過程，達成良好的社會適應，完成

其自我實現的目標； 

（2）幫助有工作動機的老人，利用其豐富的人生體驗和專業智慧，再教育、

再工作、再出發； 

（3）培養老年人生活情趣、陶冶老人健康身心、擴充老人生活領域，以發

揚中國優良傳統敬老尊賢之美德。 

2.老人教育實施計畫主要的實施方式 

（1）利用電視台空中頻道及廣播電台，開闢有關老人教育的相關性節目； 

（2）加強社會教育機構、有關團體及各級學校辦理老人教育宣導及推廣活

動，並結合社會福利機構，推動老人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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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老人教育實施計畫實施課程內容：本計畫主要的課程內容包含以下範疇： 

（1）老人基本教育系列； 

（2）老人專業知能系列； 

（3）老人健康保健系列； 

（4）老人休閒生活系列； 

（5）世代生活倫理系列。 

（三）空中大學設置條例 

空中大學設置條例於民國七十四年公布，八十四年修正公布。空中大學以

電視、廣播教學、面授及書面輔導等多元方式進行隔空教學，另外，部份縣市

政府與普通大學合作辦理遠距教學，提供全民參與學習，實施成人進修教育，

以普遍提高國民教育文化水準、改進人力素質為目的。空中大學設置條例中有

以下幾點規定（教育部法令規章，1998；吳永銘，1998；林淑敏，2003）。 

1.第六條設置條例中規定選修生修滿四十學分成績及格者視為具有全修生資

格； 

2.第七條規定選修生不限學歷，年滿 18 歲可登記選修； 

3.第十四條規定選修生修必所習科目成績及格者，發給學分證明書，經公開招

生錄取為全修生時，以取得學分之科目免以修習。 

（四）終身學習法與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 

終身學習法在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六日公布，全文共有二十三條。又依

據終身學習法第十六條第二項的規定，在民國九十二年十月二十日公布「非正

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以下將針對終身學習法與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

辦法做說明（全國法規資料庫，2004）。 

1.終身學習法 

（1）終身學習法第一條及開宗明義規定為鼓勵終身學習，推動終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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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習機會，提高國民素質，特制訂本法。並說明所謂的終身教育是

指「個人在生命全程中所從事之各類學習活動」。 

（2）第五條規定為促進終身學習，各級地方政府應結合民間非營利機構、

組織及團體，並依該地區既有各類終身學習活動，研擬終身學習整體計

畫，送各主管機關之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3）第十條規定各級政府應結合各級各類社會教育及文化機構，並利用民

間非營利機構、組織及團體資源，建構學習網路體系，開拓國民終身學

習機會。 

（4）第十二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建立各級各類回流教育制度，提供學習

機會，以滿足國民終身學習需求。 

（5）第十五條規定終身學習機構得視需要採用遠距教學、網路教學或結合

傳播媒體進行教學，並輔以面授、書面輔導及其他適當之教學方式施

教，以增進多元學習機會。 

（6）第十六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激勵國民參與終身學習意願，對非正規

教育之學習活動，應建立學習成就認證制度，並作為入學採認或升遷考

核之參據。學習成就認證制度之建立，應包括課程之認可、學習成就之

採認、學分之有效期間、入學採認之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7）第十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針對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參

與依第十六條第二項所訂辦法規定之認可課程，酌予補助其所繳納之學

費。 

2.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依據終身學習法第十六條第二項的規定，在

民國九十二年十月二十日公布「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此辦法有

針對開課相關規定、學分認證、學費收費等做一說明。 

（1）開課相關規定：第三條規定終身學習機構申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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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開設課程六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檢具課程實施計畫，向認可機構

提出申請。前項課程實施計畫內容，應包括目標、開班名稱、招生對象、

招生人數、師資、課程、上課地點、經費預算、學分給予、辦理單位等

事項。 

（2）學分認證：第五條規定終身學習機構申請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分

為學分課程及非學分課程二類。學分課程經認可者，發給學分證明；非

學分課程經認可者，發給修習證明。 

（3）學費規定：第十一條規定依本辦法辦理課程認可時，得依規費法規定

酌收費用；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以上即為我國目前有關老人教育相關法規的條文規定。 

（五）社會教育工作綱要 

民國七十九年教育部公布社會教育工作綱要，其中包含老人的實施要點有

以下幾點：1.協調有關機關辦理老人再就業之訓練；2.利用廣播電視開辦老人教

育課程；3.協調社教機構辦理老人退休前、後及生活調適系列講座；4.規劃老人

教育課程，編訂教材（教育部，1994）。 

三、老人教育相關法規內涵與特色 

我國老人教育相關法規的內涵與特色將針對老人福利法、老人教育實施計畫、

終身學習法作說明，分述如下。 

 

（一）老人福利法的特色 

老人福利法的相關作法、內容皆由內政部所管轄，而內政部也依據老人福

利法第五條的規定，發佈「內政部老人福利促進委員會組織規程」以協調、審

議、諮詢及推動老人福利服務，在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三十一日，內政部發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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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老人福利促進委員會組織規程」，希望由各地方政府成立老人福

利促進委員會，整合規劃相關的老人福利工作。而老人福利法的相關規定包含

老人的健康維護、經濟安全、教育休閒、安定生活、心理及社會適應等等，以

下只針對有關老人的教育與休閒做說明（老人福利，2004）。 

1.老人教育與休閒的內涵：台灣正式邁入老人國，不僅外在生活環境的改善，

內在的心裡需求也需要我們特別重視，因此老人福利法中有關老人教育的內

涵如下： 

（1）推廣屆齡退休研習活動：對於即將退休者提供研習活動，以增強民眾

規劃自身銀髮生涯的能力及相關法令、福利的了解，以協助心裡及社會

的適應。 

（2）參與社會服務活動：鼓勵老人參與社團活動或社會服務活動，以獲得

服務社區和社會的機會，增進社會互動關係及精神生活。 

（3）教育研習活動：鼓勵、規劃、安排老人參加各項教育活動，如衛生保

健、疾病預防、生涯規劃、心理健康、財務規劃、人際關係、年金保險、

志願服務等各項研討會或講座課程。 

（4）各項優待措施：鼓勵老人多方參加戶外活動，提供老人搭乘國內公、

民營水、陸、空公共交通工具，進入遊樂場所及參觀文教等設施，予以

半價優待，以落實弘揚敬老美德，充實老人精神生活。 

（5）辦理各項老人福利活動：包含老人人力銀行、屆齡退休研習活動、各

項研討會、觀摩會及敬老活動等項目，提供老人休閒、康樂、文藝、技

藝、進修及聯誼等需求，以增添老人生活情趣，提昇銀髮族身心靈快樂，

達到健身、防老的雙重效能。 

2.老人福利法中教育與休閒的特色：教育與休閒的特色將從長青學苑、屆齡研

習活動、老人福利服務、各項優待做說明，分述如下（內政部社會司老人福

利，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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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青學苑：我國老人教育始於民國七十一年十二月三日，高雄市社會

局首創長青學苑，由白秀雄先生協同高雄市女青年會合作辦理，充分運

用民間資源，由雙方共同規劃、推動，第一期參與的老人即高達七百多

人。民國七十二年六月一日，台北市長青學苑亦行成立，以後我國省各

縣市以及其他公私立機構紛紛開辦老人教育活動。十餘年間，各地所設

的班別涵蓋知識性、技藝性、生活化、趣味化及社區化不同取向的學習

活動，參與的人數也越來越多（彭駕騂，1999）。 

依內政部九十一年度補助規定：每班需收滿二十六位老人以上方

予以補助，且每班期至少需為時三個月以上；每班最高補助六萬元；

全國性單位每單位每年作高補助以不超過六十萬元為限。 

（2）屆齡退休研習活動：補助民間團體，對於即將退休者提供研習活動，

以增加民眾規劃自身銀髮生涯的能力及相關知識的了解。 

（3）興設老人福利服務（文康活動中心）：為充實老人精神生活、提倡正當

休閒聯誼、推動老人福利工作，內政部每年編列預算，鼓勵鄉鎮區公所

興設老人文康活動中心，並逐年補助以充實內部設備。目前共有二百九

十多所文康活動中心，文康中心也成為福利服務提供的重要據點，諸如

辦理日間照顧、營養餐飲、居家服務支援中心。 

（4）各類優待措施：老人搭乘國內交通工具，進入康樂場所及參觀文教設

施，予以半價優待，鼓勵老人多參與戶外活動，以利身心健康。 

（5）其他休閒育樂活動：各縣市政府為增添老人生活樂趣，不定期舉辦敬

老園遊會、長青運動會、槌球比賽、老人唱歌比賽等。 

（二）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的內涵與特色 

1.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的內涵：此計畫的主要內涵是希望可以發展老人空中教育

頻道、利用各大學推廣老人教育活動、結合社會福利機構推動社區老人教育

活動。給予老人基本教育、專業知能、健康保健、休閒生活、生活倫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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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知識與訊息。 

空中教育為結合各種科技媒體的創新教育方式，可配合老人身心特

質、學習能力、興趣等狀況實施，將發展為未來終身教育的主流。美國多

所大學也與電視台合作，開播選修課程，經由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相互配

合，結合社會福利機構推動老人教育活動，以開創良好的教育績效。 

2.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特色：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的實施特色主要是利用電視台空

中頻道及廣播電台開闢有關老人教育節目，並且加強社會教育機構、有關團

體及各級學校辦理老人教育宣導及推廣活動，並結合社會福利機構，推動社

區老人教育活動。以下將從中央與省市部分做說明，分述如下（教育部，

1989）。 

（1）中央部分 

○1 經由老人空中教育頻道，可以最便捷的方式，欣賞教育性節目及選修

有關課程，以改善老人生活品質。 

○2 經由大學推廣教育，可以提供有志進修之老人，選讀有關課程，以充

實其生活內涵。 

（2）省市部分 

○1 經由各學校利用夜間及週末假日安排各項教育課程，可使社區老人教

育普遍紮根。 

○2 經由社教機構辦理各項講座及研習活動，並提供各項有關教材，可達

多元化、多樣化老人教育的目的。 

○3 結合社會福利機構，辦理各項講座、研習活動，並提供實用教材，可

引起社會各界重視老人教育問題充分發揮老人教育功能。 

（三）終身學習法的內涵和特色 

1.終身學習法的內涵：終身學習包括正規的、非正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型態。

終身教育從時間 和空間的領域來統整貫穿所有的教育階段，在學習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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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空間、內容和技巧上皆具有彈性。因此，需要自我導向的學習，並採取

各種學習方式和策略。它具有四項涵義（黃富順，1994；黃富順，1996）： 

（1）從時間的層面來看，教育與個人的一生相始終，自出生開始至個體死

亡為止，不限於生命期的某一階段。 

（2）從型態來看，終身教育在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的教育情境中發生。

所謂正規教育，係指在正規學校系統內的教育活動；非正規的教育活動

係指正規學校系統外的各種 有組織、有系統的教育活動；非正式的教

育活動係指在日常生活或環境中所產生的行為或態度的改變，係一種非

經特殊安排的教育情境。可見任何單一的教育型態， 均無法獲致終身

教育的實現。它需要三種教育型態相互統整，協調合作才能完成。 

（3）從結果來看，終身教育可以導致個人獲得、更新和提升知識、技巧和

態度的改變，最終的目的在於促進個人的自我實現。 

（4）從實施的層面來看，終身教育的成功有賴於個體增進自我導向學習的

動機和能力。 

終身教育不是要每個人一生都在接受學校式的教育與課堂式的教學，

成人有其工作，有各種角色要扮演，有各種責任要履行，要在一生中都在

特定的場所接受教育是無法做到的，而且任何國家的財政，也是無法負荷

的。克羅伯里的這種終身教育概念，係將終身教育視為助長終身學習的一

種方法，他認為終身教育就是一種教育上的改變，用以促進、支持、改進

終生的學習。 

 

2.終身學習法的特色：終身教育的特性，依據克羅伯里和戴維（A. T. Cropley & 

R. H. Dave）二人的說法，它具有整體性、統整性、彈性、民主性和自我實

現等五個特質（黃富順，1994；黃富順，1996）。 

（1）整體性（totality）：在終身教育體系下，學習機會的提供貫穿在個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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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學校是多種教育管道之一，而非為主要的機構。同時，正規、

非正規及非正式的教育機會將更為擴展，更為分化，更為連貫。個體的

學習開始於正規教育機構，但終止於高度的非正式教育體系。 

（2）統整性（integration）：在終身教育體系下，各種教育方式與管道，並非

各自獨立，各不相干，分別運作，不相協調、連繫，而是在個人生活與

整體生命期中，在任何特定時間內均維持協調統整。 

（3）彈性（flexibility）：在終身教育的體系下，學習的方式不僅一種，學習

的地點也不限於某一個地方，學習的內容亦非事先確定的教材，其課

程、學習過程及學習目標均隨社會知識的更新、對能力的重新要求而不

斷地調適。因此，終身教育無論就學習目標、方式、地點、學習內容及

學習過程等而言，均極富彈性。 

（4）民主性（democratization）：終身教育的主要原則在於教育能為全體民

眾所共享，並且要能提供適應不同能力與背景者所需要的教育型態。終

身教育反對菁英主義，主張全體民眾都應有發展與學習的機會。 

（5）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克羅伯里和戴維（Cropley & Dave, 1978）

指出，終身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提升每個人的生活品質。馬斯洛（A. 

Maslow）的自我實現與此意義相近。要達成自我實現，社會僅能提供機

會與管道，必須要靠個人有自我成長的動機，並具備成長的技巧與能

力，始可達成。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的老人教育法規、計畫的特色與內涵，主要目的乃是增進

我國的國民素養、提升國民的競爭水準，期望藉由相關法案與政策的制訂，可以使

民眾接觸更多元化的學習型態與學習方式，使學習不再是遙不可及的夢想。 

四、我國老人教育機構 

我國老人教育機構將瞭解長青學苑、空中大學、松年大學、長青社團活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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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休閒活動中心做說明，瞭解我國目前老人教育機構的實施現況與相關修業規定，

分述如下。 

（一）長青學苑 

老人「再教育」是一種知識爆發時代為因應社會變遷所需要的產物，因人

類為適應社會環境生活，必須不斷的學習，長青學苑也是在這樣的理念下成立

的團體，以下將從長青學苑的特色與目前實施現況作說明（白秀雄，1984）： 

1.長青學苑的特色 

（1）受教育對象：接受老人教育的對象多是年齡成熟，識見練達，大多是

以增進生活樂趣，充實精神生活為目的，所以學員參與率高。 

（2）參與動機：學員皆在繼續參與社會活動，因其教育程度不一致，志趣

也不逕相同，故教學方式採多元化學習，盡量配合老人的經驗知識來教

授，以吸取新知。 

（3）教學內容：施教內容盡量與實際生活相連接，以陶冶性情，以有益身

心健康為主。例如：園藝講座、詩詞欣賞、旅遊等等。 

（4）教育方針：不限定學員資格，只要有興趣者皆可參與，課程的安排是

依照興趣而計畫，學員可主動選擇，在教學的過程中，力求雙方溝通，

俾使教師、學生瞭解此種教育的功能，振奮其生趣，提高學習精神。 

2.目前實施現況：繼七十一年、七十二年高雄市、台北市設立長青學苑之後，

我國於七十六年十月頒佈「我國省設置長青學苑實施要點」之後，各縣市紛

紛設立長青學苑，因此各縣市的老人教育實施皆以長青學苑為主軸，是國內

最具組織、規模的老人教育專責機構。依據內政部統計資料，至八十九年底

長青學苑共 303 所全年舉辦研習活動共 2818 班次，參加人數 93244 人次（林

淑敏，2003），顯示老人在參與社會的風氣倍增。以下將以高雄市、台北市

的辦理現況作一說明。 

（1）高雄市長青學苑：辦學宗旨是為發揚學到老的精神擴充老人學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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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身心，充實老人精神生活（吳永銘，1998；林亭玉，2000）。具體

作法如下： 

○1 學員資格：年滿 55 歲即可參與活動，不限定性別。 

○2 學制：每期 24 週，開設春季班（一月招生、三月上課）與秋季班（七

月招生、九月上課）。採小班制（每班 20-30 人），每學期每位學員最多

修兩門學科，每學科兩學分，不授予學位，只頒結業證書，修滿十六

學分發給金牌獎，學期中無缺席者發給全勤獎，服務熱誠者發給服務

獎。 

○3 課程內容：語文類、技藝類、文史類、法律常識、健康老人研習班。 

（2）台北長青學苑：辦學宗旨是希望透過教學相長的方式，培養老人生活

情趣，擴大生活領域，增進新知，陶冶身心，自我肯定，達到「活到老

學到老」的意境（吳永銘，1998；林亭玉，2000）。        具體作法

如下： 

○1 學員資格：年滿六十歲，不限定性別，設籍在台北的人士皆可參加。 

○2 學制：開設長期班、短期班與大專研習班。長期班每年招生兩次（八

月與一月報名），每期五個月；短期班每年招生三次（八月、十一月、

隔年二月報名），每期 12 週。長期班每期 20 週，每週上課三小時，每

學期每人限報兩班，每班招滿 20 人即可開課，凡修滿應上課時數的 75

％者，頒發「遐零碩學」證書。 

○3 課程內容：語文類、技藝類、文史類、衛生保健類。 

 

（二）空中大學 

隔空教育在國內實施十餘年，利用傳播媒體將教育訊息傳到家裡的教育模

式，對於高齡者而言是一種相當便利的再參與式教育的模式。雖說空大的教育

宗旨在普遍提升國民教育文化水準，改進人力素質，但是高齡者卻仍然是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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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的弱勢族群，因此空大有必要加強照顧高齡學習者，提供更寬廣的學習空

間給高齡者。以下將從空中大學實施現況作說明。 

1.空中大學實施現況 

（1）高齡者學生人數：空中大學自民國七十五年創校以來，有 167 人次的

高齡者學生註冊選課，隨後逐年成長，至八十五學年度共計有 583 人次

的高齡者學生註冊選課，成長倍數為 3.5 倍（吳文琴，1999）。依據空中

大學九十二學年度最新資料顯示六十歲以上的高齡學生共計 1267 人，

人數分佈以台北最多，其次是台中、高雄（空中大學統計資料，2004）。 

（2）相關規定： 

○1 教學方式：空中大學以電視、廣播教學、面授及書面輔導等多元方式

進行隔空教學。 

○2 設置的科系：目前空中大學設有人文學系、社會科學系、商學系、生

活科學系，公共行政系、管理與資訊學系等六個學系 

○3 相關鼓勵措施：為鼓勵國人終身學習，就讀空大、空專的六十五歲老

人自八十六學年度起免繳學分費（文教與休閒，2004）。 

（三）松年大學 

以下將從承辦單位、服務對象、修課規定作說明。 

1.承辦單位：老人福利服務中心。 

2.服務對象：設籍在各縣市，年滿五十五歲者。 

3.修課規定：松年大學的是每年八月報名，九月開課，至隔年的六月結業，一

年分上下兩學期。 

（四）文康休閒活動中心 

以下將從承辦單位、服務對象、服務項目作說明。 

1.承辦單位：各縣市鄉鎮之老人文康活動中心、或各老人服務中心。 



 
 

81

2.服務對象：年滿六十歲以上的老人。 

3.服務項目：（1）提供文康休閒設施、書籍期刊。（2）舉辦專題講座、藝文社

團活動。（3）有灣老人福利服務咨詢服務。 

（五）長青社團活動 

以下將從承辦單位、服務對象做說明。 

1.承辦單位：文康中心及老人社區長壽俱樂部。 

2.服務對象：以年滿六十歲以上者，皆可向老人服務中心報名，男女不拘。 

我國目前老人教育機構是以以上幾種方式呈現，希望為我國老人的退休生活或

是老年期添加更豐富的生活樂趣，從活動中認識更多不同領域的朋友，藉以增長見

聞。 

五、實施現況的困境與未來發展趨勢 

以下將討論我國目前所遭遇的困境與未來發展趨勢，分述如下。 

（一）我國老人教育實施現況的困境 

我國老人教育實施至今面臨以下的困境（林淑敏，2003）： 

1.缺乏老人教育相關法規：法規是一切措施的憑藉與工作推展的依據，我國僅

在社會福立法第二十四條提及：「有關機關團體應鼓勵老人參與社會、教育、

宗教、學術等活動，以充實老人精神生活。」對於老人教育的實施敘述不夠

明確，且屬於社會的範疇，要全面推動有其困難性，因此老人教育相關政策、

法規的制訂刻不容緩。 

2.老人福利多屬老人照護：對於老人福利大多關注在老人照護上，而老人教育

的提供多屬附帶性質。老人教育是以積極的作為來促進老人身心的健康，必

須在課程、教材、設備、師資、經費上互相配合並有妥善的配套措施，符合

老人的需求，才能發揮老人教育的功能，目前國內尚缺完善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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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為老人教育編製的課程、教材極為缺乏：我國除了成人補校有專為成人而

編製的教材之外，對於老人教育可以說沒有老人教育專屬的教材，這是我國

在推動老人教育上應注意的事項。 

4.老人教育機構尚未整合：目前空中大學、補習教育是由教育單位主導，而長

青學苑、文康中心、長壽俱樂部等則是由社政單位負責。我國老人教育應屬

終身教育之一環，教育行政單位應在老人教育的普及上、課程教材、資訊整

合以及相關法令的研訂，更加積極的規劃，並與社政單位相互合作。 

 （二）未來的發展趨勢 

老人教育是一種福利性、休閒性、適應性、模範性、創造性的事業，也是

我們今後應該努力的方向，應該依據我國國情擬定適合我國可行的辦法或措

施，以便推行老人教育及相關的老人教育政策。 

1.進行老人教育有關法規之研定與研修：有鑑於歐美先進國家老人教育發展的

過程，可以發現具體措施或重要機構的建立，有賴於法案的通過與實施，目

前老人教育有關之法規，主要為「老人福利法」。但老人教育也是社會教育

中的一環，因為老人教育也是成人教育的延伸，因此將來老人教育的設施與

管理，應該由相關的社政單位或教育單位管轄，或採取雙軌制，政府必須研

擬相關措施並妥善立法，在教育法及老人福利法中加以明確的規定，以作為

老人教育工作之依據（江亮演，1984、楊國賜，1991）。 

2.改變一般人對老人教育的觀念 

（1）願意為老人設立或開設課程：有一部份的機構或單位仍不願意開設有

關老化的課程，或為老人開設某一類的課程，他們認為老人不應該被隔

離，而應與各種不同年齡的人一起學習，所以開設了許多成人教育的課

程，但是單獨專為老人開設的課程卻很少，事實上，老人在這些課程中

實際上是被孤立的（黃富順，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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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老人教育活動需要更多的經費支持：老人一般不會對收費的課程感到

興趣，他們想參加的課程大多沒有學分或是收費低廉的課程，因此這些

課程的開設，就需要更多來自政府機關或基金會的支持。但是一般教育

機構往往以開設收費的學分課程為優先考慮的項目，要改正此種現象，

除了需要更多經費的支持外，也要在觀念上有所改進，能夠認識提供給

老人的教育活動也是有價值、適當的，方能改變相關機構對老人教育課

程提供的優先順序（黃富順，1991）。 

（3）進行老人有關的研究：對老人教育進行系統性、長期性的研究，至今

為止仍然很少。因此，教學品質與教學效率有待提升。有待解決的問題

包括：如何面對各種不同的團體？何種教學型態最為有效？老人參與傳

統課程的效果為何？班級中包含不同的人是否較能促進個人的發展？

博雅教育與生活技巧課程孰輕孰重？老人參與教育活動，對其生活的影

響如何？政治課程的開設對老人的選舉行為影響如何？以上均是值得

檢討的問題（黃富順，1991）。 

3.老人教育機構與型態日益多樣化：為適應不同階段、性別、教育程度或不同

需求的老人，教育主管機關應該使老人教育機構與型態多樣化。應該協調有

關機關學校、社教機構、公民企業機關等辦理老人教育，為求老人教育的普

及化、多樣化，加強辦理老人教育活動，以充分利用各種資源辦理老人教育。 

 

綜上所述，我國老人教育尚未有明確的法令政策，仍處於模糊地帶，雖有許多

教育機構已經開始注重成人的繼續教育，但專為老人開設的相關課程與法令制度，

尚未臻於成熟，目前仍未有明確的老人教育政策可供國人依法遵循，因此落實我國

老人教育政策乃是我國政府、成人教育推動者、實務工作者應更加關注的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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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小結 

從我國推動老人教育的組織機構、相關法令及老人教育機構的實施現況作探

討，可以發現我國沒有明確及一套完善的法令制度，多數的法令規定多以老人安養

福利、老人保健福利等為主，對老人教育的相關規定多較含糊籠統。目前推廣老人

教育活動也多以民間機構團體與非營利組織為主。 

我國推動老人教育的相關法令規定以老人福利法、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空中大

學實施條例、終身學習法為主。 

（一）老人福利法 

我國老人福利法的相關內容與規定，是由內政部管轄。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1.各縣市政府鼓勵私人設置文康機構。 

2.社會服務機構有責任對願意貢獻知識、經驗給社會的高齡者予以適當的協

助。 

3.相關團體、機關應舉辦多元化的活動，鼓勵老人走出戶外以充實精神生活。 

4.鼓勵民間機構團體（例如：長青學苑、長青大學、老人活動中心等）或政府

機關辦理各項文化、教育、保健與休閒教育的研討會與講習。 

5.我國老人可享半價優待參觀相關文教機關。 

（二）老人教育實施計畫 

1.主要是利用電視台空中頻道及廣播電台開闢有關老人教育節目，並且加強社

會教育機構、有關團體及各級學校辦理老人教育宣導及推廣活動，並結合社

會福利機構，推動社區老人教育活動。 

2.在中央是由大學來負責推廣教育活動；在縣市是由社教機構與社會福利機構

共同聯手合作，辦理各項相關研習會與座談會。 

（三）空中大學設置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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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中大學設置條例於民國七十四年公布，八十四年修正公布。空中大學以電

視、廣播教學、面授及書面輔導等多元方式進行隔空教學，另外，部份縣市

政府與普通大學合作辦理遠距教學，提供全民參與學習。 

2.其教學方法以電視、廣播、面授、及書面輔導為主；就讀空大與空專六十五

歲以上的老人可享免繳學費的優待。 

（四）終身學習法 

1.終身學習是指「個人在生命全程中所從事的各類學習活動」。此法規定各級

政府應結合民間非營利機構、組織、團體，研擬各項終身學習計畫與終身學

習活動，並予以實施。 

2.教學方法多採用遠距教學、網路教學等傳播媒體進行教學並輔以面授與書面

輔導。 

3.為激勵國民進行學習，建立學習成就認證制度；並對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

低收入者輔以經費部分的補助。 

4.終身學習相關機構可以申請學分課程與非學分課程兩類。學分課程經認可

者，可以發給學分證明；非學分課程經認可者，可發給修習證明。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的老人教育相關法規，多以鼓勵的性質，期望有更多的非

營利機構或是民間團體投入老人教育的行列，但仍須政府規劃一套明確可行的相關

法令規定，讓國人可以依法而行，為我國的老人教育提供更完善、周全的環境，讓

我國高齡者可享受美好、快樂、豐富的老年生活。 

第五節    綜合討論 

綜合前面幾節對英國、美國、日本及我國高齡教育政策及具體實施做法的探討，

本節綜合歸納各國辦理高齡者教育的政策及可供我國借鏡的實施辦法，以作為我國

制定高齡者教育政策及落實高齡者學習方案措施的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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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針對各國高齡者教育政策制定型態、並統整各國高齡者教育政策與實施

辦法來說明。 

一、各國老人教育政策制定的型態 

英國是當代民主代議制度的源起發展地之一，地方分權自法的意識濃郁，因此

其老人教育的政策並非由中央明確地訴諸法令條文，明文規定各種相關的辦理事

宜。從上述對英國老人教育政策的文獻探討可知，英國老人教育的政策是以著「聲

明書」、「宣言」、「憲章」和「手冊」等方式呈現，以揭示出老人教育政策發展

的大方向，至於細部的辦理辦法則由各地斟酌地方的情形來訂定之。因此，英國老

人教育政策主要是以聲明和宣言的方式呈現，而非以立法的方式呈現。 

在美國，老人教育政策是以聯邦政府制定法案，明定各項政策，由各州及地方

政府加以執行，同時，由民間非營利組織結合社區各公、私部門組成夥伴組織加以

推動落實。美國高齡者教育的重要法案包括：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職業教育

法、國內志願服務法、綜合就業訓練法、禁止歧視老人法及老人教育法等法案。 

另外，從日本高齡者教育的法令及現況中，發現日本高齡者教育的實施，來自

四個層面，包括福利行政部門的推動、教育行政部門的推動、及高等教育機構與民

間組織的推動與辦理。從日本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中，發現日本老人教育政策主要

是來自中央的立法與重視，逐步帶動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機構及民間團體組織對老

人教育的重視與方案的施行。 

二、各國高齡教育政策內涵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從各國辦理老人教育之政策與具體實施辦法中，找

到可供台灣借鏡與依循的政策制定方向，因此，本節經由上述對英國、美國及日本

等先進國家老人教育政策與具體實施方式的探討，歸納出以下幾點老人教育重要的

政策與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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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的補助政策 

英國提出經費預算公平分享政策，日本則著重在高齡者經費補助政策。其

中英國經費預算政策於「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老人教育憲章」內有提及，

其主要的措施是為了鼓勵老人教育的進一步發展，英國政府應該要撥出一百萬

英鎊於三年內發展老人教育方案及研究老人的學習態度及教育需求，並且積極

強硬地主張國家的教育經費預算必須要公平地分享之措施。 

日本亦相當重視高齡者教育對高齡社會的意義與重要性，因此在諸多社會

福利法及高齡教育政策中，都主張對高齡者教育的辦理與設置提供經費的補助

措施。其相關的法令包括： 

（1）1963 年老人福利法，第十三條「老人福利增進」所提出的「老人俱樂

部補助事業要點」，主張地方政府依據會員人數補助經費的措施。 

（2）1971 年文部省依照社會教育審議會「因應急劇社會變遷之社會教育應

有作法」之諮詢報告。具體措施為補助高齡者教室：經費補助條件為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每一班的學員人數為 50 位，學習時間每年 36 小時以

上，地點為公民館或學校。 

（3）文部省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高齡者人才活用事業」所需經費，其中包

括：○1 派遣高齡者到社會教育機構參與活動的交通費及酬金等；○2 補助

研習活動：每一次的研習活動參與人數為二十位，研習時間每年四個小

時以上。 

事實上，日本政府對於高齡者教育經費的補助由來已久，但是，隨著經濟

上所面臨的困境，補助的經費亦隨之縮減，因此，高齡學習者的學費亦是機構

經費的重要來源之一。 

（二）普及老人教育方案政策 

英國在普及老人教育方案政策於「盎格魯─法蘭西聲明」、「老人教育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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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宣言」、「老人教育憲章」、和「老人教育工作手冊」內皆有提及，其主要的

措施是為了協助老人的成長，主張提供相關的教育學習活動予老人是應該要普

及整個社會之中，對此政府應該要求地方政府及其他提供老人教育機會的機

構，提出具體的方案來發展適合老人學習的方案，以便讓老人有許多的機會與

管道參與學習。 

美國為了普及高齡者學習方案的推動，在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及老人

教育法案中，特別訂出具體的措施：1.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應鼓勵學校及非營利

組織辦理各項公民、文化、教育、訓練與休閒教育活動的正規、非正規與非正

式的學習方案。2.鼓勵地方社區學院開設高齡者修習十二年高中教育的相關課

程。3.整合社區高齡者的健康、照護、福利與教育學習需求，由社區及地方區域

性建立的社區夥伴聯盟共同提供各項高齡學習方案的服務。4.鼓勵社區夥伴組

織，共同為社區高齡者提供並規劃高齡者學位或學分課程、高齡者夏日學校、

老人寄宿所活動課程、遠距教學課程、e 化學習課程、社區高齡者學習講座系列

課程、及社區博物館、圖書館、老人中心、老人療養機構的相關學習活動。 

日本則訂有學習機會、地點及管道多元化的政策，在 1965 年由文部省正式

推動高齡者教育之前，日本的高齡者教育是屬於成人教育的一環，當時教育部

門即依據「社會教育法」，主張提供民眾各種學習活動，包括公民館定期講座、

學校開放講座及社會教育講座等。至 1971 年文部省的社會教育審議會的「因應

急劇社會變遷之社會教育應有作法」的諮詢報告中，主張透過調查與實證性的

研究來了解高齡者的生活環境、學習需求及從社區的角度，來深入了解高齡者

學習的需求與辦法，因此以促進地方政府積極辦理「高齡者教室」，其具體的措

施包括：依據高齡學習者的學習需求，規劃課程；學習方法多元多樣，包括團

體討論互動、野外活動、參觀活動、實習及視廳多媒體教材的運用等。 

日本政府於 2001 年所頒定的「高齡社會對策大綱」中亦指出學校教育應擴

大成人參與學習活動的機會、並開放學習的設施。其具體措施包括：中小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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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行代間交流活動，高等教育機構則透過辦理公開講座、旁聽生與科目選

修制度、函授教育及放送大學等，讓高齡者有更多元、多樣的學習機會與管道。 

（三）高齡者職業發展政策 

英國於「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內有提及，其主要的措施是為了協助高

齡者的再就業與促進高齡者的職業發展。因而在宣言中主張雇主、企業聯盟、

退休前組織及會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大學推廣中心及成人

及繼續教育部門等，應該要有為高齡者的職業發展多努力的措施。 

美國依據職業教育法、綜合就業訓練法及禁止歧視老人法的規定，對高齡

者的職業發展政策包括：1.對於退休後仍有意願就業的高齡人口，提供職業教育

與訓練的課程。2.提供五十歲以上高齡者接受職業訓練及就業輔導課程的機會，

受訓期間並享有生活津貼，交通補助津貼，意外險保障及各項優惠福利。3.凡是

由政府部門出資辦理的各項學習訓練活動，均必須保障一定比例的名額給六十

五歲以上的高齡者參與。4.對社經地位較低、貧戶、原住民及少數族群的獨居高

齡者，安排接受相關工作技能訓練，並至社區企業所提供的工作場所就業。 

日本在推動高齡者職業發展上亦不宜餘力。文部省於 1978 年對地方政府推

動「高齡人才活用事業」，目的在使高齡者成為社會教育的領導者，運用高齡者

的知識、技能與經驗，以便提高其生命的意義。具體措施：1.招募 60 歲以上的

高齡者。2.辦理研習活動，使其具有社會教育領導者所需的知識與技能。3.派遣

至社會教育活動及學習諮商活動中，派遣期限為 5 年。4.教育委員會負責所有交

通費及酬金等費用的支出。 

此外，日本政府於 1994 年修訂「高齡者雇用安定法」，主張改善高齡者的

就業環境、推動高齡者的繼續雇用及建立六十五歲退休制度，並結合「公共職

業安定所」、「銀髮族人資中心」、「高年齡者職業經驗活用中心」等機構，共同

推動高齡者就業機會，並提高六十歲以上，已經退休的高齡者，發展再就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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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與訓練。 

（四）學費減免政策 

提出學費減免政策的包括英國及美國。英國於「老人教育權利論壇」、「老

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內皆有提及，其主要的措施是為了鼓勵高齡者積極參與

教育學習活動。因而對六十歲以上的高齡者，且領有長期失業州政府退休養老

金者有學費上的減免措施。 

美國在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國內志願服務法、綜合就

業訓練法、禁止歧視老人法及老人教育法案中，均對高齡者參與學習活動的學

費減免訂出明確的規定，其具體措施如下：1.各大學研究所及社區學院依各州政

府的預算提供部分高齡者全額或部分免學分費課程。2.未完成十二年高中教育的

五十歲以上高齡者，免收學費。3.五十歲以上的高齡者參與各項志願工作、職業

訓練及就業輔導課程，享有學費全免的優惠措施。 

（五）促進高齡者參與學習政策 

明確提出鼓勵高齡者參與學習政策的國家，包括美國及日本。美國在高等

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國內志願服務法、老人教育法中，均明訂鼓勵高齡者參

與學習的策略，分別是：1.各州均設立老人服務或教育部門，以辦理各項老人學

習事宜，擴大老人終生學習的機會。2.由各州訂定高齡者參與學習活動的減免學

費及優惠方案，鼓勵高齡者參與學習。3.結合大學生服務學習，對參與十二年高

中教育的高齡者，提供到宅的家教協助。4.對社經地位較低、貧戶、原住民及少

數族群的獨居高齡者，提供到宅指導、家政指導課程或消費教育。 

日本在鼓勵高齡者參與學習的政策發展，如下說明：1.1981 年，中央教育

審議會在「關於終身教育」中，提出要擴充高齡者的學習與社會參與的機會，

不僅促進高齡者教室、高齡者人力活用等事業，亦積極增設「高齡者教育促進

會議」。具體措施為：由老人俱樂部代表、高齡者自助學習團體代表、高齡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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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行政工作者、學者、專家等共同設立高齡者教育促進會議。2.1995 年日本政

府公佈「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中，具體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措施之一：學習及

社會參與一項，指出確保國民終身學習的機會、及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並擴

充志工活動的推動體系。3.1996 年中央審議會提出「擴充社區終身學習的機會」

之諮議報告，主張在社區中擴充多元的學習機會。 

（六）重視老人教育權利政策 

英國於「盎格魯─法蘭西聲明」、「老人教育權利論壇」、「老人教育憲章」、

「老人教育工作手冊」內皆有提及重視老人教育權利的政策，其主要的措施是

老年人與年輕人一樣是可以同等地參與教育學習活動，因而在推展老人教育活

動時，應該要有民主平權的觀念，重視老人的教育權利，所以政府與社會各界

應該要持續固定地召開老人教育會議，以便能夠照顧到老人的教育權利。 

事實上，在美國及日本亦都主張保障老人的受教權及學習權，亦具體提出

確保老人學習機會與管道的政策。 

（七）重視老人生活經驗政策 

英國於「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老人教育憲章」、和「老人教育工作手

冊」內皆有提及，其主要的措施是為了提供老人發揮的舞台，以及文化的承傳，

應該要重視老人的生活經驗，給予高齡者表達其自我需求、發展自我教育方案

的機會，使高齡者豐富的生活經驗、知識與技能、生命史能夠傳遞給下一代，

也提供高齡者本身反思與進一步學習的機會。 

在日本，則特別提出重視高齡者生命意義發展的主張，自 1970 年代，邁向

高齡化社會時，由厚生省中央福利審議會提出「關於老人問題的綜合性措施」

的諮詢報告，主張老人福利行政應以「高齡者生命意義之發展」為目標，主張

高齡者本身應培養老年期的社會能力、維持獨立的生活及拉近世代間的差距、

實現有生命意義的生涯，並首次提出支援高齡者教育的必要性。其具體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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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透過高齡者教室及老人俱樂部等等高齡者教育活動的辦理，運用學習活動

培養高齡者人才，並進而促使高齡者人才被活用及發展其高齡者生命意義等。 

（八）以遠距教育提供高齡者學習之政策 

英國於「老人教育權利論壇」、「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老人教育憲章」

內皆有提及，其主要的措施是為了服務高齡者、家庭牽絆者、獨居者及居住較

為偏遠的老人，主張政府應該要擴展目前辦理遠距教育的機構，增設新的遠距

教育單位，將遠距學習的理念、學習方案與課程提供給行動不良或在醫院的老

人之措施。 

（九）帶薪教育假政策 

英國於「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內提及帶薪教育假政策，其主要的措施

是為了使準備退休的員工有更充足的時間與機會參與進修，為退休後的生活作

準備。因而在宣言中主張應該要對於準備退休的員工提供帶薪教育假的措施。 

（十）普及退休前教育活動政策 

英國除了主張帶薪教育假，對於推動退休前教育活動，特別於「老人教育

權利論壇」、「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內提及普及退休前教育活動政策，其主

要的措施是為了擴增退休前的教育管道與機會，主張政府應該要鼓勵雇主、企

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大學推廣中

心、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提供各種不同的退休前教育活動予即將退休的雇員，

以便讓準備退休的雇員們儘早準備其退休後的生活。 

（十一）設置統整老人對策之單位 

日本整合性行政部門的設置，一方面是為了統整各部、各單位間的協調與

資源的統整與運用，另一方面則是強調以長期性的角度來統籌辦理與發展終身

學習的業務，以達成民眾終身學習的目標。 

日本政府在解決老人問題，及推動老人相關政策與發展上，其具體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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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及措施包括： 

1.1973 年就由日本政府在總理府設置「老人對策本部」，並在內閣總理大臣官

房內設置「老人對策室」，即在運用長期性的角度來統籌辦理老人問題的相

關措施。 

2.1985 年，日本政府為建立整體性措施，在總理府內設置「長壽社會對策關

係閣僚會議」，建立「壽命八十年代」的新觀念。政府並提出「長壽社會對

策大綱」，針對長壽社會中，就業與所得、健康與福利、學習及社會參與、

住宅與生活環境的四大領域，以統籌辦理的方式來進行。 

3.高齡者教育促進會的創立與設置：促進辦理高齡者教育相關單位的聯繫與協

調，進行整體性的高齡者教育事業。 

4.1988 年文部省設置「終身學習局」，並於 1990 年由中央教育審議會提出「擴

充終身學習體制的基礎」之諮詢報告，其具體措施包括：設置終身學習中心，

其目標在於整合社會教育設施、高等教育機構及民間教育機構的資源與服

務，加以聯繫與協調，以提供高齡者最便利且符合需求的終身學習資訊與諮

商服務。  

三、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省思 

從上述針對英國、美國及日本辦理高齡者教育的政策及施行辦法，所歸納的十

一項具體政策及各國發展老人教育政策的方式，藉以反觀國內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 

我國現今老人教育政策及老人教育實施的方向僅能從「老人福利法」、「老人

教育實施計畫」、「空中大學設置條例」及「終身學習法」幾個法令中找到依循的

方向，仍缺乏一套完整、具體的老人教育政策或法案。此外，目前我國老人教育活

動的推廣，大多是以民間機構團體與非營利組織為主。 

事實上，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我國必須盡早訂定適合我國國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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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需求的老人教育政策，以保障高齡者學習權與受教權、透過適度政府經費的

補助政策促進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團體等共同擴展高齡者的學習機會、職業發展的

可能性。 

從上述十一個各國所提出的老人教育政策中，發現我國目前已發展的老人教育

相關政策仍顯不足，且資源未得以有效統整與利用，且對於高等教育機構的開放、

民間老人大學的辦理，亦缺乏明確的指引方向及輔導方針，以下分別藉由英、美、

日三個國家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經驗來反思我國老人教育政策制訂的方向。 

（一）普及老人教育權之觀念 

我國的老人教育仍停留在鼓勵階段，如老人福利法的條文規定，由各縣市

政府鼓勵私人設置老人文康機構；鼓勵民間機構團體（如長青學苑、長青大學、

老人活動中心等）或政府機關辦理各項文化、教育、保健與休閒教育的研討會

與講習。相較於英國政府積極提倡老年人與年輕人具有同等性參與教育學習活

動及民主平權的觀念，我國對老人教育權的概念及具體措施上，仍有相當大努

力的空間。 

（二）重視老人生活經驗的傳承 

英國與日本政府都相當重視高齡者生命意義的開展，並認為高齡者豐富的

生活經驗、知識與技能應受到重視與發揚。我國也有一句俗諺：「家有一老，如

有一寶。」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在政策法令上，高齡者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生

命故事仍找不到傳承的舞台，因此，政府在制訂相關老人教育政策的同時，必

須特別珍視老人生活經驗。 

（三）開創符合國情的老人教育型態，以普及老人教育方案 

英國為了協助其高齡長者的成長，積極主張應該要提供相關的教育學習活

動予老人，以使老人教育活動與方案能夠遍及整個社會之中。美國各州政府與

地方政府也鼓勵各項教育機構，多為老人辦理相關的教育學習活動。日本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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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有學習機會、地點及管道多元化的政策，以普及老人教育方案在日本的發

展。因此，我國亦應該針對我國的國情、我國高齡長者的需求、以及我國的行

政程序與制度，發展開創出符合我國國情的老人教育型態，以使老人教育方案

遍及我國的各鄉鎮地方之中，以協助我國高齡長者的心靈成長。 

（四）激發高齡者參與學習（尤其是鄉村地區） 

美國在各州均設有老人服務或教育部門，以辦理各項老人學習事宜；日本

則透過增設高齡者教育促進會議及積極辦理高齡者教室與高齡者人力活用等事

業，來擴充高齡者的學習與社會參與機會。我國雖然在「終身學習法」中，主

張各級主管機關應整體規劃終身學習政策、計畫與活動，以鼓勵全民在一生中

均有機會參與學習。但在促進高齡者參與學習的層面，仍缺乏具體的措施。 

（五）提倡帶薪教育假，普及退休前教育活動 

英國透過鼓勵雇主、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各相關教育推廣單位提供即

將退休的勞工退休前的教育機會，以幫助準備退休的雇員盡早準備退休生活的

安排。反觀我國對於即將退休的員工並未提出具體的教育訓練與諮詢服務措

施。我國在終身學習法，為鼓勵國民參與終身學習活動，主張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獎勵條件、對象、程序及辦法等積極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度，與英國所提

出的帶薪教育假雷同。但是，英國帶薪教育假的主要措施還特別強調對退休前

的員工提供更充足的進修機會與時間，為退休後的生活作準備，我國並未特別

強調為即將退休的員工作退休前準備的教育課程。因此，我國應該提倡帶薪教

育假，以普及即將退休前的員工參與退休前教育活動的比率。 

（六）提供高齡者再工作之知能，協助高齡者再就業 

因為醫療技術的進步及國人對養生觀念及生活品質的重視，國人的平均壽

命提高，因此，退休也可以是另一個職涯發展的開始，在英國、美國及日本都

相當重視高齡者職業發展的潛能及再就業能力的培養，因此，各國均以不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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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鼓勵高齡者參與職業教育訓練，包括交通經費的補貼、政府辦理職業教育訓

練活動及鼓勵企業機構雇用高齡者，提供高齡者再就業的訓練與機會。但是，

我國對於高齡者職業的發展，迄今仍無具體的措施及執行的方針。 

（七）服務行動不便的老人 

為了提供高齡者、家庭牽絆者、獨居者及居住偏遠的老人多元的學習機會，

英國政府主張擴展與增設遠距教育機構，並將遠距學習的理念、學習方案推廣

到行動不良或醫院的老人，如此，則可以更全方位地提供高齡者學習的機會與

管道。我國根據老人教育實施計畫、空中大學設置條例及終身學習法，目前仍

著重在利用電視台空中頻道及廣播電台開闢老人的教育節目、空中大學的電視

與廣播教學及多元媒體教學的運用層面。由此可知，我國遠距教育的普及性及

遠距教育功能尚未擴展。因此，為了開拓高齡者多元的學習管道與機會並提供

弱勢高齡者教育與學習的資源，增設遠距教育單位確實有其必要性。 

（八）經費補助老人教育機構政策 

英國提出經費預算公平分享政策，日本政府亦針對高齡者教育機構提供經

費的補助。我國對於六十五歲以上的老人，在參觀相關文教機關亦享有半價的

優待，但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發現，我國現今多數的老人教育機構大多由民間機

構所辦理，經費來源大多為自給自足或由財團法人、企業團體所支柱。在經費

不足的情況下，老人教育機構所能提供的服務受到限制、老人教育機會也僅限

於開放給有能力的老人，因此我國老人教育勢必無法有效地推展，終身學習社

會的願景更難以達成。因此，我國要促進老人教育的發展，必須提供老人教育

機構、研究單位經費的補助，以確實瞭解老人的學習與需求，進一步培訓老人

教育教師及發展老人教育方案。 

（九）提供高齡學習者學費減免政策 

英國政府對於六十歲以上高齡者及領有長期失業州政府退休養老金者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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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減免措施；美國各州政府亦依據州政府的預算提供部分高齡者全額或部分免

學分費的課程。我國則根據空中大學設置條例，對於就讀空大與空專的六十五

歲以上的老人得享有免繳學費的優待。老人福利法亦規定我國老人在參觀相關

文教機關得以享受半價優待。因此，我國為了鼓勵居於不利地位之高齡者參與

學習活動，亦可提供學費減免政策。 

（十）設置統整的老人教育專設行政部門 

日本政府為了統整與協調各部、各單位機關間的資源，並以長期性、整合

性的角度來統籌辦理與發展終身學習的業務，於各個老人教育發展階段，均設

有老人教育整合性的行政部門，藉由其統整、聯繫與協調，提供高齡者最便利

且符合需求的學習資源與諮商服務。事實上，我國目前掌理老人福利與教育的

政府單位，包括內政部社會司及教育部，民間組織、企業團體及其他社會團體

等，與日本發展老人教育的模式相當類似，日本藉由設置老人教育整合性行政

部門的經驗，可做為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發展與具體實施辦法的參考。 



 
 

98

第三章    焦點團體座談與實施 

為廣泛蒐集有關老人教育政策的意見，特以焦點團體座談進行之。本章分成二

節，第一節為焦點團體座談之規劃，第二節為焦點團體座談實施，分述如下。 

第一節  焦點團體座談之規劃 

焦點團體座談法，旨在藉由參與座談會的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與行政工作人

員，提出其看法與建議，最後再由研究小組作歸納和整理，以提出具體的結論與建

議。以下將從實施的目的與規劃、本計畫的座談大綱作說明，分述如下。 

一、實施目的與規劃 

（一）實施目的 

焦點團體實施的目的在於更廣泛而深入分析「研訂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

相關意見。焦點團體法，是一種以「團體」訪問為主的質性研究方法，又稱焦

點訪談法，可以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量的語言互動和對話，對於

探索式的研究而言是一項有力的研究方法，而受訪者所提供的建議是根據以往

所累積的經驗，所得到的解釋。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各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與

行政人員所提供的建議作歸納與整理，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 

 （二）實施之規劃 

焦點團體座談分北、中、南、東四區舉行。地點北區在國立編譯館舉行，

中區在台中圖書館舉行，南區在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舉行，東區在台東社教館舉

行。 

每區邀請參與焦點座談會的人士分別為教育行政及社福行政之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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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的專家學者，包括社福系、教育學系、社教系、家庭教育學系、特教系、

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成人繼續教育學系的教授與會參加，實務工作者、各

縣市的行政主管、民意代表等（名單見附錄一）。 

二、座談大綱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小組已經將主要國家面對高齡社會的來臨，在老人教育

政策的呈現上，做了所有文獻的閱讀，瞭解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在老人教育政策、

教育實施的相關作法。當然也對台灣目前社會在高齡教育的實施現況作了初步的探

索。依據二方面的分析，而擬定座談題綱。 

座談大綱分為七大議題，主要是討論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現階段適宜

採用何種方式呈現、中長程發展計畫重點為何、我國老人教育政策實施內涵應包含

哪些重點、我國目前辦理老人教育的優缺點與急需改進之處為何、我國在老人教育

的實施上，宜儘速規劃發展哪些學習方式、其他有關我國老人教育的政策及實務面

的意見。座談大綱如下。 

（一）為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我國應否及早訂定高齡教育方面的政策？ 

（二）在現階段狀況下，高齡者政策的呈現，以採取何種方式為宜（研定老人教

育法、白皮書、宣言、聲明書或訂定計畫）？其重點為何？ 

（三）為加強高齡教育之推展，政府是否宜訂定高齡教育的中、長程發展計畫？

其重點為何？ 

（四）不管以何種方式呈現，高齡教育的政策面，應包括哪些重要的內涵？如： 

1.明示高齡者對教育資源有同等共享的機會。 

2.設置統整老人教育專設單位。 

3.普及高齡者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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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老人參與教育活動的優惠措施（對高齡者參與各類教育的免費或優惠的措

施）。 

5.普及政府或機構、組織對退休前教育活動的提供？ 

6.以多種方式提供高齡教育的課程（如講演、座談、讀書會、網路學習、旅遊

學習、電視與廣播教學）。 

7.對行動不良或在安養院、醫院的老人，提供教育服務的機會。 

8.對老人教育經費的保障。 

9.對學校及各種民間組織辦理老人教育的補助與獎勵。 

10.有關對老人教育課程的研究、教材教法研發、實施方式創新等的獎勵補助。 

11.結合志工或大專學生提供到宅的教育服務措施。 

12.提供高齡者再工作所需知能的學習活動，協助其再就業。 

13.其他。 

（五）目前我國辦理老人教育活動的優點為何？急需改進之處為何？ 

（六）我國在老人教育的實施上，宜儘速規劃發展哪些學習方式？（如高齡者教

室、老人寄宿所、老人海外學習活動、旅遊學習、網路學習、開闢老人電

視教育節目。） 

（七）其他有關我國老人教育的政策及實務面的意見。 

第二節  焦點座談實施 

本研究分成北、中、南、東四區，分區邀請有關老人教育之專家學者、實務工

作者、教育及行政人員、老人教育團體代表等進行焦點團點座談，針對高齡者教育

政策的內涵進行深入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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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三年十月二十九日舉辦第一場北區團體焦點座談會，十一月一日舉辦第

二場中區團體焦點座談會，十一月九日舉辦第三場南區團體焦點座談會，十一月十

一日舉辦第四場東區團體焦點座談會。北區有二十八位參與團體焦點座談會，中區

有二十一位參與團體焦點座談會，南區有十六位參與團體焦點座談會，東區有三十

六位參與團體焦點座談會。 

每場焦點團體座談會時間皆為兩個半鐘頭，從下午兩點半開始到下午五點結

束。會議程序先由研究小組計畫主持人黃富順教授簡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現今台

灣的老人教育問題、國外的現況，讓與會人士瞭解整個研究概況，再由研究小組協

同主持人張菀珍助理教授、黃錦山助理教授做二十分鐘的投影片介紹，其內容主要

在說明目前各先進國家（包含英、美、日）的老人教育政策與實施現況，提供與會

人士參考。為求能更深入、廣泛的蒐集有關目前台灣老人教育實施現況，座談會現

場採取自由發言，與書面建議並行方式進行意見的蒐集。  

與會之老人教育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均一致表示擬定「老人教育政策」

之必要性及可行性，紛紛從政策的目標、內涵、實施策略等面向提出建議，並強烈

表達儘速擬定「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推動老人教育的短、中、長程計畫，同時

訂立老人教育法案進行立法，以期能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的腳步，因應我國高齡化社

會的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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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座談結果與討論 

本章將針對北、中、南、東四區焦點座談進行結果分析與討論，本章分成四節，

第一節是探討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必要性與呈現方式；第二節是探討我國老人

教育政策研訂的目標與原則；第三節是探討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最後，

第四節則是探討我國老人教育政策推動的方式與策略。茲分析說明如下。 

第一節  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與呈現方式 

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先進國家均有高齡教育相關政策的頒佈，引領高

齡教育的發展，藉以帶動地方政府、民間組織共同推動與落實高齡教育。我國已經

進入高齡化的社會，老人相關議題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與關切，在北中南東四

區的焦點座談會中，多數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皆認為我國在推動老人教育相關的

工作與活動上，有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與迫切性，以下茲分別從「行政工作

執行層面」與「實務工作執行層面」來說明我國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 

一、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 

（一）從行政工作執行層面而論 

與會的許多學者專家、地方行政工作人員、老人大學學員與社教機關人員

都共同認為，老人教育工作的推動，需要各部會與各相關機關團體的互相配合

與聯結，不管是預算的編列，或是行政工作的推廣方面，都急需有明確的法令

規定，以便讓行政單位可以依照法規執行各項相關業務，以減少行政工作上的

不便與困擾。因此，就行政工作層面與我國老人教育目前實際執行現況而言，

要想真正落實老人教育的理念，需要從政策面著手。因為惟有透過立法程序，

依法有據，有明確的方向與指示，才能真正落實老人教育到每一位老人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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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以下兩位與會人士即指出： 

高齡政策之呈現，宜以法規定訂為依據，因從政策合法性觀點

而言，唯有法規依據，才能落實老人政策。（A12.P35.6-7） 

個人對於高齡的老人教育政策，我認為很有必要訂立高齡教育

的政策，如果沒有法令的根據，就沒有法源，那就無法編預算

與推動，所以很有必要。（D5.P5.10-11） 

（二）從實務工作執行層面而論 

從實務工作執行層面來指陳我國有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主要是以

民間教育團體、社教館工作人員等為代表。因為他們依據其多年推動實務工作

的經驗，深刻發覺在沒有明確法令規定可以依循的情況之下，在推動老人教育

活動時，其效果會有打折扣的情形發生，因此推動老人教育政策有其必要性與

急迫性。然而，我國至今並沒有明確的老人教育相關法規，目前有關老人教育

活動的辦理，多仍依據內政部的老人福利法。可是，目前在老人福利法中對老

人教育的規定並不十分的明確，因而造成實務工作者在推動相關活動時，有著

許多無法源可以依據引用的困擾，而使得推動老人教育的效果受限。因此，這

些在第一線推動老人教育活動的實務工作人員，便從實務工作執行層面上，倡

言我國有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 

我覺得老人教育法應該設立，這樣才能落實。因為如果沒有法，

那麼在執行政策上就會打折扣。（C7.P13.3-4） 

十年前我們在為老人服務時，其實是很困擾我們的，在辦理老

人相關的教育活動時，發現自己本身並無法立案，因為沒有法

源根據，如果可以有政策，就會有幫助。（B3.P6.1-3） 

綜上所述，研訂高齡教育政策，在高齡化的社會中益顯的重要，在四場座談會

中可以得知多數與會人士對於研訂老人教育政策都抱持著肯定的態度，多數人皆認

為唯有透過立法的程序，促使老人教育政策的通過，才能使老人教育的推動於法有

據。如此一來，不管在「行政執行層面」或「實際執行層面」皆可以大力推動，這

樣才能真正落實老人教育的理念，因此我國有著儘速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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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切性。 

二、老人教育政策的呈現方式 

在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步驟上，多數與會學者皆認為運用白皮書及建立短、中、

長程計畫，有助於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因為白皮書具有宣示性的功能，先讓一般

社會大眾對推動老人教育達到共識後，再研訂短、中、長程計畫，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輔以經費編列與補助，讓老人教育的推動更穩固與持久。例如：與會人員即有

著這樣的看法： 

我是覺得短期應該是可以從白皮書的方向去思考，也就是說政

策的方向。（A6 P26 3-4） 

可先擬定老人教育白皮書與中長程計畫等著手，並成立老人教

育推展委員會，分成中央與地方積極推動。（A15.P37.17-18） 

在政策規劃部分，我認為教育部應該發佈一個老人教育政策的

白皮書，我想政策規劃方面教育部要訂高齡教育白皮書，及訂

定中、長程的發展計畫，因為我覺得中、長程計畫比白皮書更

重要，白皮書畢竟屬於宣示性的，中、長程計畫訂定以後如果

加上經費的編列，會是很有影響力的。（B12.P16.11-16） 

由上述可知，與會人士都相當認真地看待老人教育政策的制訂，為了審慎起見

及顧及所有相關層面，大都同意先從白皮書開始，以便展現教育部在高齡人口逐漸

增多的趨勢之中，十分重視高齡者的教育與學習之需求。然後，再透過詳實的短、

中、長程的老人教育發展計畫，一方面統合中央、地方及民間逐步推行，一方面則

有計劃可供依循，有助於各個階段、機構落實老人教育。最後，經由中長程計畫的

推動之後，逐漸凝聚大家對老人教育的共識，因而發展更長遠的老人教育政策。因

此，根據與會人士的看法，老人教育政策的研訂步驟是先宣布老人教育白皮書、再

實施老人教育短中長期計劃、最後則是老人教育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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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目標與原則 

誠如上一節所分析，許多與會的專家學者及老人教育實務工作者分別從行政執

行與實務推動的層面，指陳我國有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必要性與迫切性。與會的專

家學者及老人教育實務工作者除了倡言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必要性之外，更積極地

深入地指陳研訂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目標、原則。以下即進一步探討與會者對老人

教育政策目標、原則的意見： 

 一、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目標 

在四區的焦點座談裡，有些與會的學者專家深入地指陳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

必須要清楚地張顯出老人教育政策的研訂宗旨與目標。因為若盲目無目標地去研訂

老人教育政策，勢必將導致老人教育政策的走向失去焦點，更嚴重地將致使老人教

育在我國的發展失去方向。因此，在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必須慎重地思考老人教

育政策研訂的目標。例如：以下的與會學者即清楚地指出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目標的

重要性，及清楚地條列了六項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目標： 

老人教育政策的宗旨一定要突顯出來，否則我們研擬這個政策

跟沒有研擬是一樣，那我去思考到大概有六個宗旨希望能夠包

含出來：第一個宗旨是要提升老人再教育跟再社會參與的機

會，實踐老人的受教權跟社會參與權。第二個宗旨是要實踐老

人自主發展的社會承諾，保障他們的學習權。第三個是要減少

老人的社會排除跟社會隔離的社會處境，因為教育本身可以帶

動他，減少社會排除跟社會隔離的社會處境。第四個是要減少

老化速率跟提升老人成功老化的可能，我們大家都會老，但是

如何變成一個比較成功的老化，而教育是非常關鍵的一門。第

五個宗旨非常重要就是教育的過程是要提升老人生理、心理跟

社會調適能力，建立老人為社會資產，而不是社會依賴的社會

形象，我想這是我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最後，第六個

宗旨是我們希望建立一個反年齡跟反老歧視的社會環境，教育

不是只有教育老人家還教育整個社會大眾，因為我們對老人的

社會接納，在現階段來講其實相當的不好，所以我們覺得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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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教育政策，不是只有教育我們老人家，他們權利很重要，

更需要一些社會配套，那就是整體的老人反歧視的一個概念建

構。（A3.P11.8-24） 

依據上述學者深入的陳述意見，我國在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其研訂的目標宜

包含以下六項具體的目標： 

（一）提升老人再教育與再社會參與的機會。 

（二）保障老人的學習權。 

（三）降低老人被社會排除與社會隔離的社會處境。 

（四）減少老化速率與提升老人成功老化的可能。 

（五）提升老人生理、心理跟社會調適能力。 

（六）建立一個無年齡歧視的社會環境。 

二、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原則 

同樣地，在四區的焦點座談裡，亦有些與會的學者專家深入地指陳研訂老人教

育政策時，必須要包含有老人教育政策的落實原則。因為若不重視這些落實的原則，

則日後勢必導致老人教育政策在執行上有其困難，如此將致使老人教育在我國的發

展受到限制。因此，在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必須慎重地思考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

原則。例如：以下的與會學者即清楚地指出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原則有那些項目： 

希望將來在老人教育政策裡面有一些規劃原則應該去落實，第

一個是本土化跟倡導在地老化的原則，就是你這個政策一定要

看得出來有沒有本土化的特質，還有在地老化的原則，在政策

裡面能夠反應出這個原則出來，第二個我覺得非常關鍵就是，

我們要社區化，老人身體那麼不便，你如果不提供可行性高的

社區服務其實是錯的，多元服務更重要，就是說你不是只有學

這個課，你還有很多很多的課，他有更多更多的選擇，第三個

就是，注重身心，生理、心理跟社會調適的原則，教育本身不

是在他學多偉大的專長，而是他退休以後的調適，所以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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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跟社會調整這個目標原則的掌控，所以在教育裡面一定要

包含這些。第四個原則就是公私部門跟第三部門共同推動的一

個伙伴關係的原則，我希望將來政策裡面這些概念在裡頭，所

以說在公私部門裡面，還有第三部門，包括企業、民間組織一

起來做，絕對不是完全政府來承擔，也不太可能，我想這個概

念是我們現在公民社會的一個基本方向。第五個就是社會正義

跟性別正義的基本原則，社會正義就是資源的配置問題，不要

老人就永遠是被排擠的對象，還有性別正義就是，其實男性跟

女性的老人需求是不一樣的，將來在政策裡頭一定要把它納進

去，尤其很多老年婦女非常非常可憐，這是我覺得在我們的教

育 政 策 裡 面 至 少 要 有 這 五 個 原 則 去 落 實 。

（A3.P11-12.23-25/1-18） 

依據上述學者精辟的陳述意見，我國在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其研訂的原則宜

包含以下六項具體的原則： 

（一）老人教育政策要本土化的原則。 

（二）老人教育要社區化與多元化，以實踐在地老化的原則。 

（三）老人教育要注重老人心理，生理、與社會調適能力的原則。 

（四）老人教育的推動有賴公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共同協力合作的原則。 

（五）基於社會正義的原則，社會資源的配置應包含老人在內。 

（六）基於性別正義的原則，男性與女性老人的需求要被同等重視。 

第三節  老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 

以上已經從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必要性，與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目標、原則進

行探討。以下將深入地探討老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根據四區焦點座談的資料，

許多的與會人士都針對老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提出他們的看法與見解，對於豐

富本研究的結論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其中，由於涉獵的主題甚多，本研究團隊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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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數次會議的討論之後，決定區分為以下十一點的主題來依序分析與說明： 

一、老人教育的資源共享與整合 

有關於老人教育的資源共享與整合的議題，受到許多與會人士的重視。與會人

士紛紛認為目前有關老人教育的資源不足，宜透過「資源共享」與「資源整合」兩

個層面來改善，如此才能夠促進老人教育在我國的發展。因此，以下茲以「資源共

享」與「資源整合」兩個層面來論述分析與會人士的看法與見解： 

（一）資源的共享 

基於前述社會正義的原則之下，每個人都有共享教育資源的權利，不應依

年齡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所以，老人教育不可以居於次級或附屬的地位，而且

老人教育活動的辦理也必須兼顧所有的老人，以滿足所有男性與女性老人的學

習需求。尤其，現今我國社會人口結構面臨重大改變，從昔日的多青少年人口，

少高齡人口；轉變為目前的多高齡人口，少青少年人口。面對這種「少子化、

高齡化」的人口特徵，正規學校的資源，包括場地、師資、軟硬體設備都成為

推動老人教育的最佳場域之一。因此，與會者紛紛建議正規學校可以將閒置的

空間與人力貢獻出來，提供給有需要的機關單位，並與學校、社區、社教機構

作資源的分享，以利教育資源的流通，另外，亦有學者特別強調老人教育社區

化與在地化的特質，因此，社教站、社區活動中心及社區學院等都是推動老人

教育的好場所。例如：以下與會人士的即提出相關的見解： 

教育單位可以釋出的資源就是他的學校設備設施，這個部分是

可以做結合的，包括他的場地，包括他的師資部分……我相信在

資金的分配，資源的分配，我想從地方政府的考量來說，他的

落實性可能會比較高一點。（A5 P18 /p19 20-21） 

有關少子化，有關學校教室是否空出來，我們應該去思考如何

去提升教育品質，那我們如何做高齡者教育是很好的，可以轉

化成我們的資源，私立學校的招生有一些困難，如果他們人力

與場地可以納為我們規劃高齡者教育的資源也許是不錯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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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A13.P36.21-27） 

推展老人教育需「在地化」、「社區化」如運用社區學習中心、

社教站、社區活動中心、學校等等，一起共同推動，另採結合

社服單位一起實施。（A15.P37.19-20） 

事實上，教育資源不只單單集中在正規教育體系，如何將正規教育、非正

規教育及非正式的資源做共享的機制，將教育資源做靈活、彈性的運用，是老

人教育政策制訂的一大重點。 

（二）資源的整合 

為了讓教育與學習的資源能夠被每個老人所共享，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

教育資源的整合就是老人教育政策必須關注的議題之一，因為唯有資源被妥善

的整合，方能促使資源被有效的運用，在教育資源整合的議題，與會人士亦紛

紛指出老人教育資源整合的辦法與見解，其中有學者就指出老人教育政策的定

位，應是在建立一個多元體系的服務網路、必須是依整體規劃的概念來研訂。

例如： 

我們如何把老人教育政策不是只定位在教育體系，也不是只是

定位在福利體系，也不是定位在衛生體系，它是一個多元體系

的服務網路的建構所提供的服務，那這個概念應該是很重要

的，既使我們將來有了老人教育政策，我也不希望說那只是教

育部門的工作。（A3 P23 3-6） 

相關部會應該整體規劃，各部門（如衛生署、社福教育、勞委

會等）分工執行，建立多元推展體系。（A15.P37.14-16） 

更者，有與會的人士則直接指出，其實老人教育不一定是要歸屬於教育體

系，老人教育其實也可以歸屬於在老人福利中，以利經費的編列與資源的整合

與規劃，其看法陳述如下： 

老人教育與老人福利是牽涉在一起的，如果通通規在老人福利

法中，讓教育、福利等等，讓各部門去研討下面的工作，分權

負責，把各項措施政策放在老人福利法中，分層負責，運用經

費的編列，落實到老人的福利。（B2.P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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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綜合以上的看法與見解，老人教育的資源整合並不能只單單侷限在於教

育體系裡面，而是要有多元體系的推動概念，其範圍包含了教育、社會福利、衛生

單位等等，事實上，日本政府為了統整及協調各單位的資源，於各個老人教育發展

階段中，均設有整合老人教育的行政部門，藉以運用各部門間的資源，並形成多元

的服務網絡。 

二、普及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 

關於普及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的政策內涵，許多與會的人士分別就「設置高

齡教育服務中心」與「服務偏遠或不便的老人」等兩個層面提出精闢的見解，茲分

述如下： 

（一）設置高齡教育服務中心 

延續上述老人教育資源共享與整合的議題，與會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特

別根據其辦理高齡教育的經驗，指出要普及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必須由政

府部門比照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的方式，於各縣市政府內成立高齡教育服務中

心，或是以分北、中、南、東四區的方式來成立高齡教育服務中心，以建立一

個強而有力的機制，藉以統整政府部門、地方組織、非營利組織及民間團體等

的力量，來普及與推廣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如此，才能夠達到行政工作的

便利性與機動性，以利長期、就近的推動高齡教育工作。例如：以下兩位與會

人士所提出的看法與見解。 

我的建議是各縣市應成立高齡教育的服務中心，或者以分區

北、中、南、東方式來成立高齡教育服務中心，由政府補助和

設置，比照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每個縣市都成立，高齡教育服

務中心可以長期、就近的在地方推動高齡教育。（B12.P17.16-19） 

各縣市政府在某一個機制裡面要建構出來，來推動老人教育政

策，……還有一個就是第三部門組織，第三部門組織其實非常重

要，也是我們國家非常具有社會力的一個機制，我想應該在政

策裡面應該去包括。（A3 P14 2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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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偏遠或不便的老人 

教育的普及乃是國家興盛的代表，因而老人受教育的機會是越多越好，受

教的範圍是越廣越好，因此各區學者都提到要有分眾的教育、小眾學習的觀念，

因地制宜，針對不同地域的文化特色，給予不同的教育；並主張偏遠地區的民

眾、行動不便的老人家、老人安養中心等，可以和附近的社教機構合作，甚至

於提供把教育送上門的服務，或是採用遠距教學等等方式。 

一般而言偏遠地區的老人比較不願意出來學習，如果可以辦教

育送上門，請附近的社區提供一些設備，讓學者專家可以去那

邊上課，我想是比較好的。（B1.P3.14-16） 

老人家行動不方便，社區方面能不能也有一些小型、或是遠程

的像空中大學也能開出一些課來，希望空中大學或是其他的大

學也多努力。（A2 P7 23-26） 

在教育政策方面，我們希望第一個強化老人會的功能與安養中

心的功能，安養中心應該稱為安養教中心，老人會應該有教育

的功能。（D1.P7.15-16） 

在思考老人教育時，應該有「分眾的教育」、「小眾的學習」，因

老施教，因地制宜，我覺得比較強調一個分眾的教育，小眾的

學習，要注意地方文化與社區因素。（D4.P4/P5.23-25/1-2） 

所以，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應該要普及到每一個老人身上，包含行動不便、

偏遠地區、安養院、或是殘障的老人，以達成服務偏遠或是行動不便的老人。 

三、老人教育活動的優惠措施 

關於如何對老人教育活動提出優惠的措施，以吸引和鼓勵更多的老人走出家門

來參與教育學習活動、從而充實自己的內在心靈，是許多與會人士，尤其是實務工

作者十分重視的議題，因而獲得豐富的意見與看法。根據針對四區座談的資料分析，

本研究發現關於優惠的措施，與會的人士的看法，大致可以區分為「被動減免學費」

和「主動鼓勵參與」兩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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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動減免學費 

就被動減免學費而言，即是指針對參與的老人，依據其年齡的高低，給予

不同程度的全額或是部份免學費的措施。例如以下的情形： 

我們目前社區大學的收費裡面對於低收入戶、殘障人士、原住

民是免費的，……另外有各種不同的優惠措施，依年齡我們會考

慮八十歲的民眾先免費，再來就是七十五歲，年齡層會往下降。

（A9 P33 16-20） 

對於設籍於台中市，年滿五十五歲的才能參加，只要滿六十五

歲，完全免學費，只要報名費五十元。（B8.P11.17-18） 

在收費的部分，七十歲以上的學員，則有折半收費。（C8.P15.3-4） 

（二） 主動鼓勵參與 

另外，就後者所謂的「主動鼓勵參與」而言，即是指運用不同的策略來主

動地鼓勵老人家走出家門來參與老人的教育學習活動。根據與會的學者專家與

實務工作者所提出的策略，可以區分為以下三種策略： 

1.推行老人學習護照：隨著老人參與學習的時數之增加，可以辦理表揚大會，

或是給予其它形式的優惠措施或是免稅等方法。例如以下兩位與會人士的見

解： 

我們是不是也可以發行老人學習護照，如果達到多少研習時

數，我們也給予表揚，用鼓勵的方式，讓老人願意走出來，靠

大家的智慧，把老人引出來。（B1.P3.8-9） 

建立高齡者參與各類教育及社教活動的鼓勵制度，包括終身學

習護照制、軍公教退休者免費制、一般人士優待制與免稅制。

（B16.P27.1-2） 

2.發放老人教育卷：此想法是從目前現行的幼兒教育卷的概念中所提出，認為

為了鼓勵老人多參與學習，可以辦理發放老人教育卷。然後，老人便會持該

卷前往經過認證的單位或是機構參與學習活動。例如以下兩位與會人士的意

見： 

我們的高齡者能夠像幼童一樣獲得幼教卷，讓他們憑此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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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認可機關去學習，可以抵免，我想這也開發出很多高齡者服

務的量。（A13.P36.7-10） 

該如何鼓勵更多的老人走出來，是否可以用像幼兒卷的方式，

來給予補助，鼓勵長輩走出來。（B3.P7.6-7） 

3.更改現行老人年金的發放制度：目前我國已有發放老人年金的制度，與會人

士認為是否可以更改現行的發放制度，以誘發鼓勵更多的老人來參與學習活

動。例如以下兩位的提議： 

發放老人年金應是鼓勵的性質，是否可以利用發放老人年金的

同時，鼓勵老人參與再教育。（A16.P38.14-15） 

需要教育的老人，他們都不出來，用什麼方法，可以幫助老人

走出來，事實上，現在都要發老人津貼，那他們要領津貼，我

們是不是可以規定他們要上幾個小時的課，才能來領這個津

貼。（B6.P9.17-18） 

因此，根據四區焦點座談的意見，在老人教育活動的優惠措施方面，有著許多

的辦法：減免學費、推行老人學習護照、發放老人教育卷、與更改現行老人年金的

發放制度等。 

四、退休前教育的提倡與辦理 

由於醫療科技的進步，人類的壽命都延長了許多年，因此從退休到死亡的距離

也相對的拉長，退休前的教育相對也突顯出它的重要性。各區學者也特別針對高齡

者退休前教育與準備提出具體的意見和看法。其中，根據與會人士的發言，可以區

分「辦理責任」與「辦理內容」等兩個層面。以下茲分別說明此兩個層面的意涵： 

（一）辦理責任 

就辦理責任而言，是指退休前教育的活動辦理責任不能完全交給政府。與

會人士主張各機關、團體、及公司行號的企業雇主們應該要負起照顧部屬員工

的責任，為即將退休的部屬員工提供帶薪教育假的機會，讓他們去接受退休前

教育活動，以便儘早因應其退休生活的來臨。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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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有他的社會責任，那就是要辦生涯規劃，不是丟給社會，

而企業他有責任，你使用一輩子，其實他退休前應該要給他一

些帶薪假，或者是去推動他所謂退休前的生涯規劃，這非常非

常的關鍵。（A3.P14.19-22） 

鼓勵機關、公司對接近六十歲的員工給予一些老人教育課程。

（D6.P6.7-8） 

（二）辦理內容 

就辦理內容而言，是指退休教育活動內容應該要包含什麼主題的課程。關

於此點，許多的與會人士紛紛提出其意見。根據資料的分析結果，發現與會人

士指出退休前教育活動應該要包含理財、健康保健、生涯規劃、休閒娛樂等。

因為透過這些主題與課程的學習，才能確保退休後的高齡者可以保持身、心、

靈的平靜與健康，並幫助其找到退休後的生活目標，進而培養其他興趣與專長，

或貢獻自己的能力，包括投入志工或第二職涯的規劃。例如以下與會人士的看

法： 

如何過退休生活…….就是要有身心健康方面，還有理財、規劃，

這些都要會；再來就是休閒、育樂、興趣。老人要快樂，心裡

面沒有什麼煩惱，才會活的很好，所以在教育的方向大概有這

幾個方面。（A2.P7.12-16） 

在先進國家，退休前，就開始準備退休後的一些生活，所以有

關老人部分，健康保健等。我們可以在企業機構上實施教育訓

練，有關未來理財的規劃之課程，我想這都是生涯規劃。

（C6.P12.6-8/13-14） 

所以，綜合以上的分析，退休前教育的活動辦理不能完全依靠政府，所有的機

關、團體、及公司行號的企業雇主們，也有其責任提供退休前教育活動給予其部屬

員工，或是提供帶薪教育假讓其部屬員工們去參與退休前教育活動，以為退休後的

生活做準備。另外，就辦理的內容而言，退休前教育活動應該要包含理財、健康保

健、生涯規劃、休閒娛樂等，以確保退休後的高齡者可以保持身、心、靈的平靜與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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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提供方式 

關於如何提供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方式，以吸引和鼓勵更多的老人參與教育

學習活動的動機，從而充實老人的內在心靈，是許多與會人士，尤其是實務的工作

者十分重視的議題，因而獲得豐富的意見與看法。根據四區座談的資料分析，本研

究發現關於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提供方式，與會人士的看法，大致可以區分為「旅

遊學習方式」和「遠距學習方式」兩個層面。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 旅遊學習方式 

在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發展措施上，在各區的與會者都異口同聲地認同

於日本所舉辦的高齡者旅遊學習的活動，並且紛紛地指陳高齡者是偏好於輕

鬆、休閒的戶外學習活動之方式，因而積極地主張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提供

方式應該要兼顧教育與休閒的融合型態，透過舉辦戶外參觀、戶外教學等方式

來達到教育學習的目的。例如以下四位與會人士的意見： 

這些老人學習住宿，開放老人住宿。那或許我們可以與旅館訂

定契約，讓老人有時間參與活動，可以住宿，大家可以在一起。

（C3.P9.10-12） 

如果可以把學習和休閒結合這樣才是好的。所以我想把學習放

在旅遊上是很重要的。（C8.P14.15-16） 

很多高齡者有提到健康促進跟旅遊，那我們如何把健康促進跟

旅遊做結合？其實老人家最高興就是可以出去玩又可以學習。

（A10.P34.16-18） 

高齡者會選擇沒有壓力的課程，老人也很喜歡郊遊活動，他們

會以自助的方式，自己辦國外旅遊等等。（B8.P12.12-16） 

（二） 遠距學習方式 

由於現代科技的發達與普及，以及考量到一些居住在偏遠鄉村或行動不便

的老人們，許多與會的人士也紛紛提出現代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提供方式，

可以多多運用現代科技技術，例如採用網路教學、電視教學或是廣播教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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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學習的理念。例如以下與會人士的意見： 

比較科技型的教育方式，遠距教學啊，因為他沒辦法離開家門

的話，遠距教學等等的或是 E 化教學取向的方式，我覺得都是

值得去發展的。（A3 P14 7-9） 

像客家電視台一樣，有這樣的老人教育性質的電視台，採取這

樣的行銷作法，如何透過生活化的節目，而非是硬梆梆的電視

教學來交給我們的高齡者。（A13.P36.19-21） 

再來就是線上學習的部分，應該提供高齡者一些網路上的學習

資源，及設計一些適合他們在線上學習的資源，以及空中大學

是不是應該廣開適合高齡者學習的一些課程，讓更多元的管道

提供他們。（DP.P9.14-17） 

所以，綜合以上的分析，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提供方式，除了傳統的課堂教

學之外，還應該要符合老人的學習特性與偏好，多提供辦理戶外參觀、戶外教學的

「旅遊學習方式」；再者，為了多運用現代科技技術，以及考量到一些居住在偏遠

鄉村或行動不便的老人們，現代的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之提供方式，宜多採用網路

教學、電視教學或是廣播教學等等「遠距學習方式」。 

六、老人教育的預算與補助 

 （一）老人教育的預算 

俗話常說：「巧婦苦於無米之炊」，所以有再好的政策法令，沒有經費的

靈活運作，常常會使許多非常好的計畫無法順利執行，因此經費的預算與補助

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對於老人教育經費的預算方面，與會人士都提到資源有限，

亦即經費的來源有限，因此，如何確保資源能夠有效地分配給每一位老人，立

法及政策的制定就成為關鍵。因為唯有法源的制定，經費的來源才能獲得保障，

以下是各區專家的意見：  

在政治意涵裡面應包括經費的來源，那經費來源地方、中央要

怎麼去分配他經費的來源，怎麼樣去保障政策落實的可能性，

還有一個就是人力的配置，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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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P15.1-10）第一個就是經費，教育政策的經費是有限的，

因此，應該透過立法的程序來作，這樣對老人教育比較有幫助。

（B6.P9.14-15） 

資源有限，所以不可能每一個需求都滿足，在此狀況下，我覺

得立法是必要的，在某一方面可以確保資源可以有效的分配在

每一個老人身上，我覺得立法的重性在資源的分配上就非常明

顯。（D6.P6.13-15） 

針對老人教育經費的預算，英國提出經費預算公平分享政策，日本政府對

高齡者教育機構亦提供經費的補助，我國各區專家學者多數亦認為還是要透過

立法的程序，中央和地方妥善規劃經費的編列，方能以確保教育資源可以有效

的分配運用，及保障老人受教育的權利。 

（二）老人教育經費的補助 

對於老人教育經費補助的議題，與會人士普遍認為政府教育經費的補助對

老人教育活動的辦理是相當重要的，並分別針對經費補助的重要性、補助的方

式及相關配套提出以下幾點看法建議： 

教育經費的問題，應該說有績效的人可以得到較多的資源，如

果說你可以服務更多的高齡者，就可以得到部裡面的經費就多

一點。（A13.P36.11-13） 

經費的補助，最重要教育部一定要編列一定比例的經費，來補

助各種高齡學習的活動，如果沒有經費以上所說那些活動是辦

不起來的。（B12.P18.8-9） 

如果考慮到教育經費的補助來源上目前沒有一些補助來源，我

們或許可以跟非營利組織作結合，讓非營利組織也可以將高齡

者納入為他們主要服務的目標與對像。（B14.P20.14-16） 

從上述與會者的觀點來看，老人教育經費可行的來源包括教育部或是非營利組

織，為了達到資源的共享與普及，教育經費的補助方式，可以比照日本針對高齡者

教育機構進行補助的方式，依照機構的性質、目標及實施成效來給予經費的補助。

因此，高齡者教育機構的經營者，只要有心經營為老人設計適當的學習活動，吸引



 
 

118

老人參與學習，則辦學有績效良好的單位就有資格獲得較多的經費補助。此外，亦

可鼓勵其他機構、大學院校、民間組織等等起而效法。 

七、老人教育相關事務的研發與補助 

老人教育所涉及的範疇相當廣泛，包括研究適合老人的相關課程、老人的學習

方式、老化的相關議題、及如何幫助老人等，同時，對於辦學有績效的團體機關也

要給予相關的獎勵與補助。因此，老人教育研究機構唯有對高齡者的特性、老化的

歷程、學習需求、學習障礙、學習的偏好及老人教育方案規劃有充分的瞭解，方能

提供適切的老人教育機會，建立適當的管道及合適的課程規劃。以下就與會者針對

老人教育的研發與經費補助該項，所提出的見解作說明： 

（一）老人教育的研發 

在研發部分，與會人士特別強調研發適合老人學習課程的設計及教材，但

其中有一位學者更提到設置「高齡社會研究中心」的必要性，以做為長期研討

高齡社會問題與對策的中心。以下是他們對於老人教育課程與實際需求的見解。 

適合老人的課程應該有 1.生涯的規劃，2.是自我心靈的改造與提

升，3.是休閒活動，現在很遺憾，老人的休閒活動舉辦得非常少。

4.是運用新知，因為趕不上時代潮流，沒辦法使用網際網路等

等。5.老人的困擾，健康疾病的困擾。（B2.p4.9-13） 

如何在社區中，整合教育、營造、福利、健康等等的資源，將

課程、教材等等再加以整合思考，在課程的規劃上，如何培養

老人成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他們的經驗與專業。（B4.P8.13-15） 

研發課程方案、課程設計、教材的研發，剛有很多先進提到，

我們希望所研發的課程是符合學習者所需要的，所以第一個我

們要考慮到他們實際生活上所必須應用到的課程，第二個就台

灣地區來說，城鄉差距相當的大，所以一套課程、教材不應該

適用在每一個地方，所以我們可以有每一個縣市的特色教材出

現。（B11.P16.4-8） 

我覺得教育部是不是應該委託各大學，來辦理高齡社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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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長期來研究高齡社會的問題與對策，我是建議可以成立

高齡社會的研究中心。（B12.P17.3-5） 

老人教育相關事務的研發，在我國面臨高齡化社會來臨的同時，即應同步

進行，可以在各大學成立研發中心，或者由政府直接成立一個高齡社會或高齡

教育的研究中心，以進行老化相關議題的研究、高齡者教育的研究及高齡者人

力資源再運用等等相關研究，研究成果可做為課程方案、設計、規劃與教材研

發的依據。與會學者同時提出最適合高齡者的課程有：健康醫療、生涯規劃、

休閒活動、心靈課程與社會新知等教育。 

（二）老人教育相關事務的補助與獎勵 

我國過去辦理老人教育在沒有法令政策的支持下，一路走來是篳路藍縷、

倍感艱辛，與會的實務工作者紛紛提出他們在辦學過程中的心路歷程、經驗與

看法。  

我想辦一個社區大學，我把這個願望告訴社會局，社會局告訴

我說，可以喔！很希望你能夠這樣辦，可是我一把計畫提出去

的時候，他才看到原來他們有的經費是老人的經費，那我就辦

第一期，第一期的時候他給了我七十萬。（A3 P31 7-11） 

高齡者在參與很多的社會活動上他的自主性是他很重要的一個

特性，我們如何在這個特性的前提之下，協助他們可以自組社

團，由我們的政府來補助一些或多或少的經費，能夠提出一些

鼓勵的辦法。（B14.P20.5-7） 

許多民間的團體組織，因創辦人本身可能就是高齡者，深知高齡者的需求與特

性，進而從事規劃老人教育的工作，一開始往往充滿了熱忱和期待，但是，因為經

費籌措的困難，又加上軟硬體設備的費用支出龐大，往往在經費上捉衿見肘，懂得

透過申請計畫來獲得補助的堪稱少數。因此，若能由政府訂定政策與補助辦法，提

供有意願辦理老人教育的機構，申請經費的補助，將更有利於老人教育政策的推動

與落實。此外，對於辦學績優的團體，政府也應在經費上給予補助和獎勵，方能激

發機構辦理老人教育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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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老人教育志願服務的措施 

人力資源的妥善運用，可以使政策的實際執行更加靈活，不管是年輕志工的運

用或是高齡志工的運用，都可使老人教育整體的運作更為完善，以下將以年輕志工

與高齡志工對高齡者教育的服務內涵措施作說明。 

（一）年輕志工的培訓 

目前各大專院校皆有社會福利性的社團體或以社區服務為對像的社團成

立，可以借重年輕人的力量與活力，為偏遠地區或是行動不便的老人家提供在

宅的學習服務。 

志工的運用，現在館內有三千多個志工，運用志工為社教服務。

（B1.P3.17） 

學習不一定要到學校，也可以在社區、到宅服務的措施，哪裡

需要我們去服務，我們就去哪裡服務。（B5.P9.1） 

現在大學生有很多有熱心願意服務老人，因此，建議教育部補

助大學成立高齡服務社團，讓大學生可以深入到長者的家中，

提供各種服務，來幫助高齡者學習。（B12.P17/P18.19/1-2） 

我們推動在宅教育服務模式之前，先提供代間學習的觀念，作

為提供在宅措施的前導。（B14.P21.11-13） 

代間的學習也是目前現行社會需要注意的一環，透過服務學習，讓年輕人

有跟長輩接觸的機會，彼此可以分享不同的生活經驗與觀念，同時，可以對高

齡者有更深入的瞭解，減輕彼此之間的代溝問題。 

（二）高齡志工的培訓 

高齡人力的再運用，是現今社會重要的議題之一，如何善加運用高齡者的

能力，讓高齡者可以有機會再服務社會、回饋社會，是高齡志工培訓的重點之

一，也讓高齡者有機會服務其他高齡者的機會。因此，與會者亦提到設置高齡

志工人力銀行的議題，針對此議題，國內學者持贊成與反對兩種不同的意見，

但大都肯定高齡人力資源再運用的可行性，持反對意見者，主張志工是不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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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高齡志工的培訓目標應該在於讓老人的力量與智慧可以再加以發揮，不

再只是居於依賴的角色，可以讓所有願意當志工的高齡者可以「老有所用」，

活出燦爛的後半生。以下是就高齡志工的議題，與會者所提出的見解：  

不但政府要思考一件事，就是很多有用的人才一退休以後就行

滯起來，看能不能把這些願意做志工的人，派遣他們去做志工。

（A2 P8 3-4） 

另外可以推動老人參與志工服務學習，我知道社會服務有所謂

的人力銀行，以後也可以受到機構的安排有免費的服務人員，

彼此是互惠的。（B13.P19.17-19）  是否可以建立所謂高齡志工

的服務銀行，把他們服務的過程建立以來，可以優先安排相關

服務，建立所謂你自助、我自助的良性循環，這是未來可以加

以推動的。（B15.P23.2-4） 

我覺得要成立老人志工銀行，志工是不求回饋的，老年人可以

用自己的能力來服務社區，這樣他受到的 feedback 是一種愛，

我想這也是老年人需要的。（C4.P10.13-15） 

我們可以訓練老年人成為志工，而不是讓老人只是依賴政府，

這就是老有所用，也就是志工教育的部分。（C6.P12.19-21） 

六十五歲的老人，會去作義工，希望政策中可以規劃將當志工

的時數納入人力銀行儲存，當自己年記大時可跟相關單位申請

服務，把我以前服務的時數還給我。（D1.P7.25-26） 

上述與會者雖然對高齡志工人力銀行的議題有不同的見解，但是，普遍都認同

高齡人力再運用的價值與可行性，因此，為了使老人教育的服務普及化、全面化，

結合年輕志工及高齡志工提供老人教育的機會與服務是老人教育政策可以納入考量

的重要實施內涵之一。 

九、老人職業發展與訓練的措施 

隨著醫療的進步及普遍對養生觀念的重視，很多屆退休或已退休的高齡者身體

狀況仍相當良好，且累積數十年的知識、才能與智慧正是達到顛峰的時刻，退休等

於是人才的一種浪費，因此，為了協助高齡者的再就業與促進高齡者的職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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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來說，是勢在必行。但是，與會者針對老人職業發展與

訓練的議題中，提到成人的差異性相當大，除了肯定老人職業發展教育的重要性外，

更提出在辦理老人職業發展與訓練的措施之前，機構必須先瞭解高齡者再就業的意

願，對於退休後仍有意願再就業的高齡人口，再提供相關的職業訓練課程。 

當然教育的內容要分幾樣來，第一點就是要瞭解，有無再就業

的新興趣，可以去儲備他的經濟。（A2 P7 7-8） 

建立在終身學習機制，使學習護照成為轉業、待業、就業重要

的參考，並與退休後繼續參與高齡學習活動機制相銜接。

（B16.P27.10-11） 

對於即將退休的人，給予他們人力再開發的機會。（C1.P7.8-9） 

事實上，在英國、美國及日本對於高齡者職業發展都訂定相關的政策及施行辦

法，如英國主張雇主、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

大學推廣中心及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都應該要提出發展高齡者職業教育的具體措

施；美國分別針對不同年齡階層、不同社經背景的高齡者或退休前的工作人員，由

政府、企業或相關機構提供其職業教育訓練的活動，並有適度的津貼補助；日本則

不僅立法保障高齡者就業環境與繼續雇用的雇用安定法，更主張結合各高齡人力資

源培訓機構來推動高齡者職業教育及提供高齡者就業機會等。 

由上述國外的經驗與國內專家學者的意見，可知，高齡者人力資源的再運用具

有可行性及必要性，因此，高齡者職業教育的發展亦是老人教育政策實施的重要內

涵。瞭解高齡者再就業的需求，為他們規劃相關活動、研習課程，運用退休高齡者

的知識、技能與經驗服務社會，可以提高其生命的意義感。 

十、老人教育政策的評鑑機制 

任何政策執行後均需要在執行一段時間之後，進行檢核的工作，以確定是否有

缺點或是待改進之處，老人教育政策是否應該設立評鑑機制，是很值得關注的議題。

就老人教育政策評鑑機制的內涵，提出見解的與會人士較少，對於政策評鑑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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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多持肯定的態度，其原因是：為了保障老人受教育的權利所設定的政策，必須

要能確實保障與提供老人受教育的機會，並確實達成老人教育的目的，方能算是好

的政策；而實施評鑑的內涵部分則必須是針對我國國情、我國高齡者的需求及社會

的需求來訂定出具體可行的方案。 

政策裡面當然有一個就是所謂評估的機制，譬如說兩年評估一

下這個政策作的好不好，有一個批判的過程，那比較好的當然

我們就給他鼓勵，比較差的我們也是希望要透過評估的機制，

能夠建立較好的老人權利的保障。（A3 P15 11-16） 

第三就是評估：Which，哪一個，有哪一個需要改進的。Wether：

就是關於要不要去評量的問題。（C5.P11.14-15） 

由以上學者的論述可以發現，評鑑機制的訂定是希望可以為老人教育的實施品

質作把關的工作，透過評估的機制擇優汰劣，以確保建立良好的老人權利，並落實

老人教育政策的施行。 

十一、老人教育專業與半專業工作者的培訓 

所謂老人教育的專業、半專業的工作者，包含擔任老人教育的師資、社工人員、

老人教育機構之行政人員及各社教機構的導覽人員等。目前國內推行老人識字教育

的任課老師，多由國中小的老師兼任，不僅令人擔憂，我國目前的成人教師是否具

備足夠的專業知能？是否懂得成人或是高齡者的心理與學習需求？此外，國內各社

教機構的服務人員或是志工，是否受過相關的培訓課程？因此，如果要提供高齡者

更完整與專業的服務與教育活動，對於從事老人教育之專業者與半專業者實施培

訓，是刻不容緩的事情。以下是與會專家學者對於老人教育工作者培訓的看法： 

 社工人員的訓練，我們希望教育部可以加以著力，包括對老人

的瞭解及老人教育部分的加強，另外就是社教機構，有關博物

館的導覽人員、工作人員的教育訓練可以加強。（A10.P34.8-11） 

我們需要跟很多的學校和機構一起來努力的，我們可以和機

構、學校共同合作，因此，需要更多的培訓，可以透過專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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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的部分，加入老人教育課程的安排，讓教育的功能益能發揮。

（B13.P19.11-14） 

擔任教學的工作人員，可以給予更多的專業訓練，讓他們瞭解

老人身心特質，不適用教兒童的那一套方法來教老人，這些都

是高齡教師應有的素養，我希望未來有計畫的去培訓所謂高齡

者教師的部分。（B15.P22.15-17） 

建立高齡教育教師專業體制，特別是社會教育教師體制與學校

教師體制並行。（B16.P26.17-18） 

目前老人師資是需要要培養的。（C3.P9.2-3） 

其實我把它分成為九個 W，來做一個統整性的思考，who:還有

誰為這些專業講師人才來培訓。（C5.P11.5） 

老人教育師資的培育的部分也是很重要。（C6.P12.12-13） 

第一個是師資培育的部分，需要對高齡者教師有固定課程的培

訓，對於高齡者施以教育會比較適切。（D9.P9.5-8） 

由上述可知，與會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都一再強調高齡教育工作者必須具有

高齡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證照，並具備高齡教師應有的專業素養，因為不同年齡層的

受教者，具有不同的學習特性與學習型態，必須採用不同的教學方式及課程設計，

因此，高齡教育專業教師的培訓工作亦是老人教育政策重要的一環。此外，有學者

提出應建立高齡教育教師專業體制，經由瞭解高齡學習者的學習心理需求、學習目

的、偏好的學習型態及教學方式等培訓課程，培養出從事老人教育的專業及半專業

工作者，以提供完善的高齡教育服務。 

第四節  老人教育政策推動的方式與策略 

上述分別就老人教育政策制訂的必要性、老人教育政策研訂的目標、原則及老

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逐項以焦點群體座談所蒐集的資料進行統整與分析，第一節

分析的結果發現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認同老人教育政策有制訂的必要性，在第二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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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四區與會人士都對政策研訂的方向與目標提出具體建議

與看法，並針對實施內涵的部分有豐富的說明。本節擬就所蒐集的資料，針對老人

教育政策推動的方式與策略進行分析。 

一、老人教育政策的推動方式 

對於推動老人教育政策，與會的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大多數持贊同的看法，

但是亦審慎地考慮到法令的制訂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探索與努力，因此，多數與會

人士認為老人教育政策的推動必須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其中包括先發表老人教育

白皮書，宣示政府對老人教育的重視，並鼓勵地方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學校及

個人積極辦理老人教育及參與老人教育，或者以建立短、中、長期的計畫開始，逐

步地建立老人教育的機制。如下所述： 

在推動上應該分成短、中、長程計畫，內容……（B16.P26.4-11） 

我是覺得我們在訂定教育政策時應該要循序漸進，我們不應該

一下太著急，如果夠清楚的時候我們再來擬定整套的政策。應

該要從整體上來考量，地方和中央的政策，政策整體的搭配很

重要。（D10.P10.12-20）。 

1.近程：徹底遵照「終身學習法」條文與精神，摒除各級政府保

守本位態度及措施（如恣意攀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視社區

大學為補習班而勒令停辦），全面開放並輔導合法非營利組織經

營社區大學，使中高齡公民有更多就近學習機會供其選擇，學

習型社會得以及時呈現。2.中程：建立社會教育與正規教育並存

並榮的高齡教育體制。社會教育以社區大學為主軸，配合其他

型態社教活動，形成高齡社會教育網。正規教育自國民補習教

育、大學及研究所教育，建立管道銜接而靈活暢通的高齡教育

體制。3.長程：各級各類高齡教育專業化、義務化、免營化、常

態化。（B16.P26.4-11） 

訂定中長程計畫，然後形成一個共識，在政策上讓它合法化。

（C1.P6/P7.2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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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與會人士對於老人教育政策有相當大的期待，亦能從宏觀的角度，

從中央、地方、社會整體及老人本身的角度來看政策執行的必要性與可行性，並一

致認為政策的推動以建立短中長程的政策與計畫為優先。在實際執行層面，短程可

以開放各社區大學、非營利組織，藉此推動學習型組織，使學習社會得以實現；中

程可以建立非正規、正規教育並行的教育體系；長程要使老人教育邁向常態化、專

業化、義務化的型態。 

二、老人教育政策推動的策略 

針對推動老人教育政策的議題，與會學者分別從老人教育的目標與宗旨、社會

環境及老人本身的權利來探討推動老人教育的核心理念，學者亦指出在推動老人教

育過程中，必須確實以老人為主體，以協助其生活的適應，順利老化，找到生命的

意義與價值為標的，而教育的對象必須包含高齡者本身、普遍社會大眾及高齡者教

育工作者對老人教育權觀念的轉化。換句話說，推動老人教育政策的具體策略，必

須從老人教育的核心概念出發，落實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方能有效推動與落實老

人教育政策。 

老人教育的政策裡面一定要寫的就是服務的推動機制，政策有

了、內容有了，我們的方法有了，但是到底誰來推阿，那我第

一個覺得中央要有一個機制出來，中央大概教育部要做主要

的，地方是很重要的角色要出來，譬如說各縣市政府在某一個

機制裡面要建構出來，來推動老人教育政策，那再來這個推動

機制裡面還包括非常重要的就是企業的角色，我們上班族這麼

多要退休的，企業有他的社會責任，那就是要辦生涯規劃，還

有一個就是第三部門組織，第三部門組織其實非常重要，也是

我們國家非常具有社會力的一個機制，我想應該在政策裡面應

該要去包括。第四個在政治意涵裡面應包括經費的來源，還有

一個就是人力的配置。（A3 P11-12 3-26\1-3） 

那如果是要政策大綱的話，那麼當然就要政策目標嘛，那這個

政策目標的時候，可能要牽涉到核心理念在哪裡，所以這個核

心理念要給他出來。1. 去改變他的生活嘛，還有就要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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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那這社會環境的改變是牽涉到認知的面，也就是說除

了老人要自己有尊嚴，要提升他的生活品質、素質，2.另外一個

層面就是說要教育一般社會大眾，要告訴他們正確的對待老人

層面的這個部分，我們要去教育他，教育社會大眾不要去歧視

老人，3.還有一個專業方面，也就是說，你要去教育老人，那你

要懂得老人的心理阿，你要懂得怎麼去規劃老人的學習，那這

個呢就是說在對象上、層面上要包括。（A6 P26/P27 10-20/3-6） 

推動方法裡面，第一個就是學習型組織的建構，教育部很早很

早就推動學習型組織，那老人團體都清楚這個建構，嘉惠很多

老人家，第二就是所謂的課外學習或是在宅學習，第三個譬如

比較科技型的教育方式，遠距教學啊。（A3 P14 1-4）。 

由上述與會人士對老人教育政策的推動策略來看，老人教育政策的制訂與施行

所牽涉的層面甚廣，老人教育的執行範圍相當廣泛、適合辦理老人教育的機構組織

亦相當多元、多樣。因此，我國對老人教育政策的策略，可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

首先，以各種政令宣導管道確認老人的社會權與學習權，建立正確的老人社會形象：

其具體內涵包括為體現老人的受教權和再參與社會權、協助老人進行成功的老化、

建立一個反歧視老人的社會；其次，以社區為老人教育的推動場域，實現「在地老

化」的策略，並建立多元化的老人教育社區服務網絡；同時，推動各類型的老人學

習型組織，協助老人進行各項在宅學習或自主學習。此外，在中央由教育部統籌規

劃各項政策、經費、人力培訓及評估機制等相關事宜，在地方由縣市政府結合企業、

社政機構、非營利組織共同推動老人教育政策。 

根據上述對老人教育政策訂定與具體實施內涵的探究與分析，發現老人教育在

政策的制訂上，宜從短、中、長程的計畫著手，或輔以白皮書做為對老人教育政策

的重要宣示，並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擬出具體的老人教育實施策略與辦法，在於法有

據的情況下，方能由政府提撥適當的經費，鼓勵並協助各機構、組織辦理老人教育

的相關活動，真正落實老人教育權與社會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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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旨在透過探討先進國家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經驗，運用焦點座談結合

成人及高齡教育的行政者、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共同探討我國老人教育政策

的發展方向及可行的方針。本章係根據北中南東四區焦點座談分析結果進行歸納，

並根據文獻探討與焦點座談的分析結果，提出本研究對研訂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建

議，本章共分成兩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則針對研究的發現與結論提出研訂我

國老人教育政策的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方向及可行方針，茲依據文獻探討

與座談會結論，歸結我國老人教育的結論如下： 

一、研訂我國老人教育政策具有迫切性及必要性 

經由主要國家老人教育政策的分析可知，這些國家均有訂頒不同形式的老人教

育政策，例如英國由於地方分權自治的意識濃郁，因此其老人教育的政策並非由中

央明確地訴諸法令條文，明文規定各種相關的辦理事宜，而是以著「聲明書」、「宣

言」、「憲章」和「手冊」等方式呈現，以揭示出老人教育政策發展的大方向，至

於細部的辦理辦法則由各地斟酌地方的情形來訂定之。美國，老人教育政策則是以

聯邦政府制定法案，明定各項政策，由各州及地方政府加以執行，同時，由民間非

營利組織結合社區各公、私部門組成夥伴組織加以推動落實。日本在老人教育政策

研訂方面則與美國較為相似；從日本老人教育政策係納入「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或「高齡社會對策基本大綱」中，成為整體對策中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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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個國家根據其不同的國情背景，而有不同的老人教育政策研訂方式。縱

然因為國情的不同，而有著不同的老人教育政策的呈現方式。另本研究在北中南東

四區的焦點座談之中，這些在行政單位的行政工作人員與在實務機構的第一線工作

人員，亦皆極力倡言我國的老人教育政策必須學習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研訂相關法

令或政策，以推動高齡者的教育權，因此，面對高齡社會的來臨，研訂我國老人教

育政策的確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 

二、我國老人教育政策的訂定，近期可採發佈「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的方式宣示政策所在，並研訂實施計劃以落實之，而後再以訂定「老

人教育法案」為終極目標  

在政策呈現的方式上。根據四區焦點座談的意見，多數與會人士均認為宜擬定

老人教育政策白皮書，及建立短、中、長程計畫，以促進老人教育政策的發展，因

為，白皮書具有宣示性的功能，首先宜讓一般社會大眾對推動老人教育達到共識後，

並研訂實施計畫以落實之，然後逐漸凝聚大家對老人教育的共識，進而發展更長遠

的老人教育政策。 

因此，老人教育政策的推動可採以下方式辦理，包括：先發表老人教育政策白

皮書，宣示政府對老人教育的重視，並鼓勵地方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學校及個

人積極參與和辦理老人教育；並擬定發展計畫，以實現老人教育政策的相關理念與

行動。 

三、老人教育政策目標宜明確 

根據四區座談會的反應，與會者提出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均表示擬定我國老

人教育政策的目標應明確，才能夠把握政策的方向與重點。與會者均建議政策目標

應明確的歸納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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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老人再教育與再社會參與的機會； 

2.保障老人的學習權； 

3.降低老人被社會排除與社會隔離的社會處境； 

4.減少老化速率與提升老人成功老化的可能； 

5.提升老人生理、心理跟社會調適能力； 

6.建立一個無年齡歧視的社會環境。  

以上六項目標均反映出高齡社會老人教育的實際需求，實有其迫切性與必要

性，故而，可做為我國未來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具體目標。 

四、研訂老人教育政策實應把握研訂的原則 

根據四區座談會的反應，與會者提出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時，應把握以下原則： 

1.老人教育政策要本土化的原則。 

2.老人教育要社區化與多元化，以實踐在地老化的原則。 

3.老人教育要注重老人心理，生理、與社會調適能力的原則。 

4.老人教育的推動有賴公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共同協力合作的原則。 

5.基於社會正義的原則，社會資源的配置應包含老人在內。 

6.基於性別正義的原則，男性與女性老人的需求要被同等重視。 

目前英、美、日等國的老人教育政策已臻於成熟，雖部份可做為我國參考，然

而，根據我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發展現況，仍應取他國之長，加以修正後，建立

符合我國國情的老人教育原則，以本土化、社區化及多元化為基礎，方能研訂出最

適切的老人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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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老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應具周延性與前瞻性  

有關老人教育政策的內涵，依據本研究對英、美、日等國的探討及四區焦點座

談的結論，其主要的政策內涵歸結如下： 

（一）明示老人教育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依據對英、美、日等國老人教育政策的相關內涵，可知有關資源的整合與

共享是相當重要，例如日本政府為了統整與協調各部門、各單位與各機關間的

資源，並以長期性、整合性的角度來統籌辦理與發展終身學習的業務，於各個

老人教育發展階段，均設有老人教育整合性的行政部門，藉由其統整、聯繫與

協調，提供高齡者最便利且符合需求的學習資源與諮商服務，日本政府很早就

針對其高齡社會的來臨，提出跨部會跨單位的政策，以利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歸結四區焦點座談結論，許多與會的人士亦從「資源共享」與「資源整合」

的層面，強烈陳述我國老人教育政策實施的內涵宜重視老人教育的資源共享與

整合。 

（二）普及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擴充老人學習與社會參與機會 

教育機會的普及與擴充，為先進國家老人教育政策內涵的重點之一。例如

美國政府為了普及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以促進高齡者參與學習，各州均普

遍設置老人服務或教育部門，以辦理各項老人學習事宜，擴大老人終生學習的

機會；此外，對於社經地位較低、貧戶、原住民及少數族群的獨居高齡者，提

供到宅指導、家政指導課程或消費教育，以求能夠擴大老人教育的機會與範圍。

日本政府則透過增設「高齡者教育促進會議」及積極辦理「高齡者教室」與高

齡者人力活用等事業，來擴充高齡者的學習與社會參與機會。另外，英國政府

為了服務高齡者、家庭牽絆者、獨居者及居住較為偏遠的老人，主張政府應該

要擴展目前辦理遠距教育的機構，增設新的遠距教育單位，將遠距學習的理念、

學習方案與課程提供給行動不良或在醫院的老人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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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老人教育機會的提供，於四區的分區座談中，獲得熱烈的討論。與會

人士們分別就「設置高齡教育服務中心」與「服務偏遠或不便的老人」等兩個

層面提出精闢的看法。根據焦點座談資料的分析，發現與會專家學者和實務工

作人員所提出的意見與看法，和英美日三國的老人教育政策內涵所提出的相關

措施大致雷同。 

（三）實施學費優惠措施，積極鼓勵老人參與教育活動 

對老人參與學習的鼓勵亦為各主要國家老人教育政策的重點。鼓勵措施最

主要的方式為學費的減免。例如英國政府為了鼓勵高齡者積極參與教育學習活

動。因而對六十歲以上的高齡者，且領有長期失業或政府退休養老金者有學費

上的減免措施。美國政府則在高等教育法、成人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國內志

願服務法、綜合就業訓練法、禁止歧視老人法及老人教育法案中，均對高齡者

參與學習活動的學費減免訂出明確的規定，譬如各州政府依據州政府的預算提

供部分高齡者全額或部分免學分費課程。 

我國為了鼓勵高齡者參與學習活動，亦如同歐美先進國家有採取學費減免

優惠的措施，十分值得肯定與持續延續此項老人教育政策。另外，根據四區焦

點座談的分析，與會人士除了指陳「被動減免學費」策略之外，還有提出三個

「主動鼓勵參與」的策略，例如：推行老人學習護照、發放老人教育券、與更

改現行老人年金的發放制度。 

（四）主張實施退休前教育，為退休生活作準備 

本研究對相關國家老人教育的分析中，發現退休前教育的辦理為其主要項

目之一，例如英國政府為了使準備退休的員工有更充足的時間與機會參與進

修，為退休後的生活作準備。因而在宣言中主張應該要對於準備退休的員工提

供帶薪教育假的措施。而英國政府除了主張帶薪教育假之外，為了擴增退休前

的教育管道與機會，還主張政府應該要鼓勵雇主、企業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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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大學推廣中心、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

提供各種不同的退休前教育活動給予即將退休的雇員，以便讓準備退休的雇員

們儘早準備其退休後的生活。 

於四區座談中，與會人士的意見與看法頗多，分別從「辦理責任」與「辦

理內容」兩個層面指陳我國在退休前教育活動的不足。就辦理責任而言，退休

前教育活動的辦理不能完全依靠政府，所有的機關、團體、及公司行號的企業

雇主們，也有其責任提供退休前教育活動給予其部屬員工，或是提供帶薪教育

假讓其部屬員工們去參與退休前教育活動，以為退休後的生活做準備。就辦理

的內容而言，退休前教育活動應該要包含理財、健康保健、生涯規劃、休閒娛

樂等，以確保退休後的高齡者可以保持身、心、靈的平靜與健康。故退休前教

育的實施，宜列入研訂老人教育政策的內涵中。 

（五）對老人教育活動的多元、多樣化原則的確定，以符合老人的學習特性與偏

好 

根據北中南東四區焦點座談結論，發現與會的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對於

老人教育課程與活動的提供方式之議題，有深入的見解，其主張老人教育課程

與活動的提供方式，除了傳統的課堂教學之外，還應該要符合老人的學習特性

與偏好，多提供辦理戶外參觀、戶外教學的「旅遊學習方式」；再者，為了考量

到一些居住在偏遠鄉村或行動不便的老人之學習權，現代的老人教育課程與活

動之提供方式，宜多採用網路教學、電視教學或是廣播教學等「遠距學習方式」。 

（六）對老人教育經費預算保障的宣示 

就主要國家老人教育經費的了解，均有對經費預算的宣示。例如英國在老

人教育經費的預算上，提出經費預算公平分享政策，並明列於「老人教育權利

論壇宣言」、「老人教育憲章」內。美國則由聯邦老人教育法，明定各州政府應

有一定比例的老人教育經費，並由各州的老人教育辦公室做州政府相關經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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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比例與應用項目之研議。 

我國專家學者認為目前缺乏明確的老人教育經費來源，與會參與座談者反

應宜透過立法的程序確保經費的來源和資源分配的落實，而中央及地方亦須妥

善規劃經費的編列、保障政策落實，方能以確保教育資源可以有效的分配運用，

及保障老人受教育的權利。故對老人教育政策的明確規範，宜列入政策內涵中。 

（七）對辦理老人教育單位經費的補助 

根據本研究對相關國家老人教育政策內涵的分析，發現政府對辦理老人教

育的單位均給予經費的補助政策。例如英國政府每年撥出一百萬英鎊於三年內

發展老人教育方案及研究老人的學習態度及教育需求，並且積極強硬地主張國

家的教育經費預算必須要公平地分享之措施。美國的經費補助政策，分散在社

區學院對高齡者的減免學費政策；提供接受職業訓練及就業輔導課程的各項生

活津貼，交通補助津貼，意外險保障及各項優惠福利；及協助社經地位較低、

貧戶、原住民及少數族群的獨居高齡者，安排接受相關工作技能訓練上。日本

老人教育經費的的補助政策包括：對辦理高齡者教室的經費補助，其條件為招

收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且學習時間每年達 36 小時以上，則予以補助。 

在四區焦點座談者亦反應政府應對老人教育活動的辦理單位做經費的補

助。老人教育經費補助可依據辦理老人教育的績效向教育部申請或尋求非營利

組織的贊助，並鼓勵其他機構、大學院校及民間組織拿出經費來辦理老人教育

活動，以平衡經費不足的問題。 

（八）設置高齡社會研究中心，進行老人教育相關事務的研發 

在四區座談會中，與會者亦對老人教育相關事務的研發工作有所建議，按

目前我國尚無此類機構進行相關的研究發展，尤其是有關老人學習課程的設計

及教材的研發部分，如生涯的規劃、自我心靈的改造與提升、休閒活動舉辦、

運用網際網路求取新知、健康疾病的困擾與因應等，均相當欠缺。因此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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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委託大專院校相關係所設置「高齡社會研究中心」，進行研發課程方案、課

程設計、教材的研發，必能平衡高齡者教育城鄉資源的差距，並成為長期研討

高齡社會問題與對策的中心。 

（九）推廣老人教育志願服務 

本研究在分析各國相關老人教育政策的內涵中，對高齡志工均相當重視，

積極鼓勵高齡者投入。例如美國在「國內志願服務法」中為鼓勵高齡人力投入

志願服務工作，一方面對五十歲以上的高齡者參與各項志願工作訓練及輔導課

程，提供學費全免的優惠措施，並安排其到社區內的相關機構及學校進行志工

服務。1995 年日本政府公佈「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中，在「學習及社會參與」

項目，亦指出促進高齡者的社會參與並擴充志工活動為其主要措施。因此，如

何使高齡者有意願加入志工的行列，並提供訓練活動，亦為重要的政策內涵。 

（十）提供老人職業發展與訓練的措施，促使老人人力資源再運用 

本研究在探討相關國家的老人教育政策時，發現對老人職業的訓練，皆為

至關重要的一環。例如英國在「老人教育權利論壇宣言」中，主張雇主、企業

聯盟、退休前組織及會議、地方政府教育機構、勞工教育協會、大學推廣中心

及成人及繼續教育部門等，應該訂定協助高齡者的再就業與促進高齡者的職業

發展相關的措施。美國依據職業教育法、綜合就業訓練法的規定，對高齡者的

職業發展政策包括：1.對於退休後仍有意願就業的高齡人口，提供職業教育與訓

練的課程；2.提供五十歲以上高齡者接受職業訓練及就業輔導課程的機會，受訓

期間並享有生活津貼，交通補助津貼，意外險保障及各項優惠福利；3.對社經地

位較低、貧戶、原住民及少數族群的獨居高齡者，安排接受相關工作技能訓練，

並至社區企業所提供的工作場所就業。 

日本在推動高齡者職業發展的措施，顯示在 1994 年修訂「高齡者雇用安定

法」，主張改善高齡者的就業環境、推動高齡者的繼續雇用及建立六十五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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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並結合「公共職業安定所」、「銀髮族人資中心」、「高齡者職業經驗活用

中心」等機構，共同推動高齡者就業機會，並提高六十歲以上已經退休的高齡

者，發展再就業的職能與訓練。 

本研究四區座談與會者的反應，認為隨著醫療的進步及對養生觀念的重

視，很多年屆退休或已退休的高齡者身體狀況仍相當良好，且累積數十年的知

識，其才能與智慧正是達到顛峰的時刻，退休等於是人才的一種浪費，因此，

可以依據高齡退休者的職業發展需求，提供相關的學習活動，或是發行學習護

照，提供配套的免費及優惠措施，使學習護照成為轉業、待業、就業重要的參

考，並與退休後繼續參與高齡學習活動機制相銜接。 

（十一）訂定老人教育政策的評鑑機制，為老人教育實施品質把關 

根據參與四區座談會者的看法，認為在政策研訂時，不宜忽視評鑑機制的

建立，因為，評鑑機制的訂定，可以為老人教育的實施品質作把關的工作，透

過評估的機制擇優汰劣，方能確實保障老人接受教育的權益，並促進老人教育

政策的落實。 

（十二）提供到宅或遠距的教育服務措施 

依據本研究對相關國家老人教育政策內涵的分析，發現對行動不便或在醫

院就醫的高齡者，有提供到宅或遠距離的教育措施。例如美國依據成人教育法

的規定，結合大學生服務學習，為行動不便者提供到宅的家教協助。英國政府

為了服務高齡者、獨居者及居住較為偏遠的老人，擴展目前辦理遠距教育的機

構，增設新的遠距教育單位，將遠距學習的理念、學習方案與課程提供給行動

不良或在醫院的老人相關的教育服務。 

（十三）培訓老人教育專業與半專業工作者，以提供老人更專業、更完整的服務 

所謂老人教育的專業、半專業的工作者，包含擔任老人教育的師資、社工

人員、老人教育機構之行政人員及各社教機構的導覽人員等。英國、美國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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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於已經具備完善的老人教育政策，與老人教育相關的各項健康、照護、福

利與教育所需的專業工作者，均有相關大學院校的系所及專業團體進行養成與

培訓。 

目前國內負責老人教育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普遍缺乏老人教育的專業培訓，

部分參與過成人教育課程培訓的工作者，或累積老人教育實務經驗而自學者，

人數亦十分有限，主要的原因在於國內缺乏老人教育專業工作者的養成系所及

培訓老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團體，因此，從事老人教育的實務工作者其知能令

人擔憂，此種現象包括：（1）推行老人識字教育的任課老師，多由國中小的老

師兼任，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是否懂得成人或是高齡者的心理與學習需

求？（2）國內各社教機構的服務人員或是志工，是否受過相關的培訓課程？因

此，如要提供給高齡者更完整與專業的服務與教育活動，在專業者與半專業者

的培訓工作，是刻不容緩的事情。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論，研究小組擬提出以下四點建議，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在研

擬老人教育相關政策，與推展老人教育相關實務工作時參考： 

一、儘速訂頒老人教育政策 

依據結論一，可知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有其必要性與迫切性，因此我國宜儘速訂

頒老人教育政策。至於政策的呈現方式，建議先以發佈白皮書的方式進行，並配合

研擬中長程發展計劃，以落實之，其後進行老人教育法之研擬工作，以為最終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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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訂「我國老人教育五年發展計畫」，以落實老人教育各項政策 

為落實老人教育政策的各項內涵，本研究建議教育部宜儘速研訂「我國老人教

育五年發展計畫」，作為我國迎接高齡社會挑戰的重要對策。五年發展計畫的實施，

宜包括機構設置、經費編列、活動推展、人員及師資的訓練、到宅的教育服務、遠

距教育的實施及評鑑的機制等，如能落實將可為我國老人教育的發展帶來新的面貌。 

三、研訂高齡社會的對策，以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 

為了因應我國高齡化社會的來臨，以謀求對老人相關問題的整合性解決策略，

政府部門宜儘速採取整合性的觀點研擬高齡社會的對策、立法或政策大綱。蓋高齡

化社會所帶來的問題，牽涉的層面甚廣，非單一行政部門所能完成。因此，研訂整

合型的高齡社會對策，在高齡社會快速來臨之際，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而此項

對策究竟應採取基本法的方式進行，或以政策大綱的形式進行，則可再作進一步的

研議。 

四、老人教育政策或實施計劃的訂頒，宜儘速成立「研訂小組」。 

為了落實研訂老人教育相關的政策或實施計畫，建議教育部儘速進行，其進行

方式，可以部內成立「研訂小組」為之，或委託相關的學術團體進行均可。研訂小

組成員宜涵蓋教育行政機關、社會行政部門、老人教育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及民

意代表等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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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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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社會福利系副教授 吳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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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課長 范淑媚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所 高淑清 

高雄縣長青學苑 康芳君 

台南社教館組長 張良鏗 

中正大學成教系助理教授 張菀珍 

嘉義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課長 張翠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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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成教系教授 黃富順 

教育部社教司（小姐） 黃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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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江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老師 楊天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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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關山鎮學習中心老師 朱淑梅 

台東社會教育館組長 江愚 

立委 江綺雯 

台東社會教育館館長 吳坤良 

教育部社教司科長 吳明玨 

中正大學成教系碩士生 吳昭瑩 

中正大學成教系博士生 吳淑娟 

花蓮長青學苑老師 呂俊雄 

花蓮長青學苑老師 林秀春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台東市學習中心老師 林佩瑾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卑南鄉學習中心老師 林貴美 

國立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副校長 侯松茂 

國立花蓮師院教授 洪清一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花蓮縣長青大學副主任 胡美慧 

花蓮縣長青大學理事長 胡毓恩 

花蓮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課長 夏春明 

國立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黎明 

花蓮縣老人會理事長 高明宗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台東市學習中心老師 高美菊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台東市學習中心老師 張孝仁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鳳林鎮學習中心主任 張清傳 

慈濟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張淑英 

中正大學成教系助理教授 張菀珍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梁忠銘 

台東社會教育館辦事員 莊道揚 

慈濟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郭登聰 

台東縣老人會理事長 陳  允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玉里鎮學習中心老師 陳卻生 

台東社會教育館辦事員 陳建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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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社教站召集人 陳思儒 

慈濟大學家教系主任、教授 陳昭儀 

台東社教館顧問團執行長 陳清美 

教育部社教司副司長 陳雪玉 

台東社會教育館組長 陳勝興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關山鎮學習中心總幹事 陳溫山 

中正大學成教系教授 黃富順 

馬偕醫院長期示範中心護理主任 黃瑞蘭 

教育部社教司小姐 黃慧芬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黃毅志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副校長 黃憲亭 

中正大學成教系助理教授 黃錦山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玉里鎮學習中心主任 楊奇峰 

慈濟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萬育維 

教育部社教司司長 劉奕權 

台東社會教育館辦事員 鍾立君 

台東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課長 鍾肇騰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魏俊華 

中正大學成教系教授 魏惠娟 

聯合報記者 羅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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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各區焦點座談記錄 

一、北區焦點座談逐字稿 

黃富順教授： 

教育部在面對一波新的老人朝的浪潮之下，我們的高齡教育要掌握的政策、內

涵是哪些？政策應該是第一道，教育部為了要瞭解這樣的狀況，所以特別做一個專

案研究，交給我們中正大學的高齡教育研究所，中正大學現在設了一個高齡教育研

究所，所以把這個案子交給我們做專案研究。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把主要國家面對

高齡社會的來臨，在老人教育的政策上他們是如何呈現的，他們目前做出的老人教

育的重要內涵到底有哪些，我們已經做了所有文獻的閱讀，去瞭解主要先進國家，

包括英國、美國、日本這幾個，當然也對台灣目前社會在高齡教育我們已經做了哪

些政策作了一些瞭解，所以根據我們的瞭解，我們就把教育部要擬定高齡教育的政

策應該有哪些內涵，我們把得到的先化成我們討論的題綱，做為大家等一下提供寶

貴意見的參考。最重要的是先進國家的經驗是給我們借鏡而已，台灣的社會最重要

還是要植根在我們自己的本土，所以我們台灣社會如果要制訂高齡教育的政策應該

用在什麼的層面上？應該含哪些內容？我相信如果政策定了以後陸陸續續教育部可

能會在執行上還會有計畫，所以要有計畫不可，會有長程、中程、短程計畫，要陸

陸續續的推出，所以我們的座談會涵蓋全台灣地區，會辦四場，第一場今天在北區

辦的，中區在台中市再辦一場，南區在高雄市會辦一場，東區在台東市會再辦一場，

我們邀請的對象包括我們的老人學或老人教育的專家、實務工作人員、行政主管、

還有一些關心我們老人教育的民意代表、包括立委、市議員，各區我們邀請的大致

都還有我們地方縣市政府的主管，老人教育這一塊的主管今天大致都到了，所以將

來很多的落實都需要他們來做，我們也邀請他們來，每一區邀請的層面大概都是一

樣的，這是我把背景作一個簡要的說明，等一下我們就請部裡的劉司長來給我們指

導，指導以後我們研究的小組就會先就各國我們分析的政策內涵，提出我們已經探

討出來的一些結果，來給各位參考，接下去我們就會請各位關心老人教育的各位提

供你們寶貴的智慧，踴躍的提供出來，我們彙整之後提給教育部來做政策擬定的參

考，這大概就是我們的程序，現在我們請劉司長來給我們指導，劉司長請。 

劉奕權司長： 

謝謝主持人，我想沒什麼指導，只是我有這個機會，我要代表教育部向中正大

學高齡研究所，特別是黃教授所主持的研究團隊表示謝意，同時對各位願意積極參

與今天的這樣的座談提供意見表示謝意，確實剛才如主持人所講，我們的社會在十

年前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根據我們的推估，六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在未來的二十年

會增加 1.26 倍，老年人的人口佔總人口的比例去年是百分之九點四，到一百九十三

年的時候會增加一倍，會變成十八點八，各位在報紙上看到一些數據，讓大家比較

震撼，我們現在生產者與退休者的比例，就是所謂的撫養比，今年大概是 7.6 個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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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一個老人，到一百一十五年的時候大概是三點三個人就要扶養一個老人，一百

四十年的時候，大概一點六個人就要扶養一個老人，所以這樣的一個趨勢可以看出，

我們的社會確實已經快速進入高齡化社會這樣的一個狀態，高齡者大家在過去生活

的過程中已經累積許多經驗，其實也有很多高齡者智慧，在進入高齡的階段之後其

實有很多發展的空間，在社會上也應該提供應該有的支持系統，讓老年人在晚年的

時候生活可以過得非常愉快，可以過得非常充實，最近的研究是希望老人人力的再

利用，應該是更重要的一個課題，所以未來教育一定會在高齡者的輔導或協助的部

分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高齡者教育政策的擬定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情，當然我們也知道高齡者的智慧特別高，經驗特別豐富，但是獨立性也特別強，

但是相對的給他接受一些教育，或是學習的時候可能記憶力或是體力這些會有一些

限制，所以我們在考量所謂高齡者的教育的時候可能也很難跟一般的學校教育或是

青少年的教育相提並論，他具有極大的差異性，所以教育部在擬定所謂高齡者教育

政策的時候其實非常慎重，所以才會有專案計畫的產生，那我們很希望透過這樣的

專案研究能夠進行學術的比較研究，能夠按照大家提供的意見作一些彙整，最後我

們能夠找到一個比較適合我們國情的，能對我們老人發展更有幫助的一些方向，那

這些方向將來要用什麼方式去呈現，像剛才說的用立法來保障、或發表白皮書來做

一些宣示我們的政策，我想只要研究案有一個比較具體的建議，我們都可以做一個

參考的依據，我們想未來一定會有一個中、長程的計畫來支持這樣的政策，這是一

個必然的一件事情，那我們基本的態度就想說高齡化的社會是一個不可避免的趨

勢，那我們提早的去做一些因應，可能對我們更多的長者有一個實質的幫助，所以

我們很願意在短時間之內就對高齡者的教育政策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作法，那我還

是非常感謝研究單位給我們的一個協助與指示，我真的很盼望在座各位先進能夠針

對這個區塊提供自己的一個看法與建言，將來我們很希望所提出來的政策真的是符

合大家的期望，也真的對高齡提供一些協助，我就做這樣的一個說明。 

黃富順教授： 

謝謝司長的指導，接下來我們就請張老師來做一個其他國家我們的瞭解以後會

前的引言，給各未來作一個參考，好，請。 

張菀珍助理教授：ppt 說明。 

黃富順教授： 

上面是我們把美國、英國、日本的有關老人教育政策作一個扼要的簡介，這幾

個國家都是高齡化相當高的國家，在高齡化的設施與進程事實上都比台灣還要早，

而且早的相當大的一個距離，尤其像日本大家都非常的瞭解，在 1995 年訂定一個高

齡社會基本法，在 1996 年根據此法還訂了高齡社會對策大綱，在 2001 年還加以修

正，有法也有大綱，也有實施的計畫，而且在裡面非常強調社會的參與，包括教育

的部分；美國訂了一個老人教育法，直接訂了一個法令來執行；英國有很多種方式，

訂了老人教育憲章、老人教育的權力宣言、還有法藍西的聲明、老人教育的工作手

冊，有很多種方式，展現他們政府對老人教育的宣示，各有不同。內涵可以歸成剛

剛說的那幾大類，因為時間的關係，講的比較充忙，沒有辦法逐一詳細的介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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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只是一個引言，所以最重要當然還是要聽我們各位關心老人教育的先進，想聽

各位的建議，對於台灣參酌先進國家的立法或政策的內涵，我們台灣應該怎麼做，

所以以下有一些大綱。第一個大綱就是「我國是否應及早來訂定老人教育的政策？」

在台灣現階段的情況下，我們高齡教育的政策應該用什麼樣的方式比較好？因為剛

剛我們介紹三個國家都各有不同的呈現方式；再來是「高齡教育的推展，政府是否

應該訂定中、長程發展的計畫？」不管是用哪一種方式來呈現，重要的是我們高齡

教育的政策內涵應該包括什麼？下面我們舉例了幾點，就是剛剛我們剛才歸結其他

國家作法的內容；接下去就是說我們目前辦理老人教育的優點是什麼？急需改進的

是什麼？還有哪些是要儘速發展老人學習的方式？從各國的介紹，每一個國家在高

齡教育的過程中，都會依據他們國家的社會、文化、歷史背景，發展出比較有特色

的高齡教育的型態，像日本的高齡者教室、健康學園、老人大學，都是非常有名的；

美國的技術所活動、退休者學習方案；英國的第三年齡大學、法國的第三年齡大學，

都是非常有特色的，像日本的海外學習俱樂部都非常的盛行，組織老人到各地，他

們還想到台灣來，所以都是老人出來學習的，像這樣的旅遊學習、海外學習、網路

學習，像剛剛我們介紹的為了失能或是行動不便的老人，都可以用遠距的方式，把

它送到病床、他的家裡，都滿有特色的。在台灣社會來說，我們老人教育是目前教

育部辦的一些老人大學、長青學苑，這樣而已，就是說還有什麼是我們還可以開創

的？可以符合台灣目前的教育現況？好，以上就是我們的引言，接下去我們要請各

位來對我們今天要研討的提出各位寶貴意見，最後會彙整起來，最後報告完整的呈

獻給教育部。你要對那個內容發言都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有紀錄，都會記錄下來，

最後都會做歸整，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為了尊重我們的高齡者，我們要知無不言、

言無不盡，我們今天來要貢獻智慧給他們，那一位要先來？ 

袁凌雲副校長：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剛剛張教授報告的只有是其他的國家，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可以對大陸的老年大學，他們的老年教育情況作一個報告，如果沒有人願意報告，

我願意對我所知的情況作一個報告。首先我要先謝謝司長、副司長，這個會議可以

說是我逼黃教授、司長、副司長開的，今天更感激我們白副市長，他在三、四十年

剛回國時就提倡老人福利、老人教育、老人教育權，很多的學者專家都說白秀雄有

神經病，台灣有什麼老人福利、老人教育，台灣根本沒有這個問題，不要談。也許

在四十年以前，我記得有一次教育部委託某一位教授做一個老人受教育的問卷，結

果報告出來說是零，老人不會再接受教育，所以我感覺非常遺憾，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不便提出來，我曾經當面跟他辯論過。台灣是樣樣都比大陸好，這是不可否認的，

但是老人的福利，老人受教育權的情況，我們跟大陸差了一萬萬倍，我們跟不上他

們。大陸的老人，他們叫老年大學、老年人大學，剛剛主席也報告了，說是第三年

齡大學，他們目前正在九號到十七號在上海開世界的老年大學的研討會，可惜我們

台灣沒有人出席，他們特別約我們教授出席，但是大家都有課，我也是身體不行，

所以也沒有去，所以非常遺憾，我打電話去問他們的成果如何？他們說最大的遺憾

是台灣沒有派人來，有 126 個國家出席，所以全世界對老人教育是非常的重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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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感激黃富順老師今天約請的大部分是我建議參加這個會議的，尤其是我們的

沙老師，她十幾年前一直跟我講老人教育很重要，老人教育很重要，她退休了，她

現在是中華高齡學會的理事長，也是遐齡大學的校長，可惜今天我們徐立宗教授沒

有來，我沒有看到他，姚榮凌教授也沒有來，我們也非常遺憾魏惠娟教授沒有來，

她現在是中正大學高齡研究所的所長，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黃錦山教授他一直跟我要

名單，但是最近老人的活動非常的多，我還寄限時信到他台北的府上，大概應該收

了。我知道目前大陸老人受教育的機構，到今年的二月份為止有四萬八千多所這個

數字是非常嚇人的，我舉一個簡單的例子，譬如上海有老年大學、老齡大學、上海

市政府退休職工幹部大學，單單上海的老年大學就有 23 個分校，一個總校我在上海

拜訪他們，寶山鋼鐵廠有寶山鋼鐵廠退休的老年大學，還有部隊的老年大學，在新

疆有一個「新疆生產兵團老年大學」有四千多人在那裡上課，所以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台灣目前所謂老人大學，是在十四年前我們叫一個「老人社會大學」，有人叫我

們改，叫我們改成「學苑」，但是我們與志工都不願意改，所以一直都沿用到現在，

可以說老年人的大學，我們可以說是第一個。楊專員也在這裡，她是我們創辦人之

一，我非常感謝她，白秀雄老師現在也在這裡，你頭髮也白了，多為老人謀些福利，

現在沒有人說你是神經病了，以後你也退休了，希望你高呼一下，現在你也是中華

高齡學會的名譽董事長。說起來我們老人社會大學非常可憐，我們有十三位志工，

平均年齡有 76 歲多，也有年輕的，就是後面這幾位，我今天特別約他們來，讓他們

見識見識，也讓他們發言，他們非常的不平，在我們老人社會大學，在台北市活動

有兩千多人次，多數是志工團隊，大概有十三位平均年齡是 76 歲，就是我太大了所

以把平均年齡拉高了，但是我的經費非常非常的困難，前幾年很容易募款，近幾年

因為九二一大地震、水災、經濟不景氣，所以募款非常困難，幾乎快要辦不下去了，

所以我今天非常感激黃老師、司長、副司長，我逼你們開這會，也可以說我非常感

激你們，我們今天來的人多，也是為了像你們致最大的敬意，非常的謝謝，我們不

希望落在大陸之後，我們致少要跟上他們，他們不管是老年大學或是老人大學、高

齡大學都是政府出錢。並且我前天接到電話，是天津老年大學打來的，他們蓋了一

棟新的大樓，希望我十一月去剪綵，原來大樓很漂亮啊，他說是天津市政府給他們

七千多萬人民幣接近三億台幣，所以要蓋一棟新大樓，反正政府給錢，我就再蓋一

棟，所以等一下坐在後面的這三位也要發言，希望各位原諒，謝謝，再謝謝黃老師、

司長、副司長，謝謝各位。 

沙依仁教授： 

我是台灣大學的教授，退休之後退而不休，現在作實務工作，第一個是台大退

休人員臨蒞會的服務組長、第二個是接了中華高齡學會的理事長，我想告訴各位一

件事，我接了台大退休人員臨蒞會之後，馬上就展開非正式的調查，就是台大的退

休教職員工，假如退休以後，躲在家裡不動，不但身體壞的快，而且的失智症非常

多，於是從前是名教授，我跟他打電話，說我是沙依仁，他居然不認識，所以失智

的一塌糊塗，但是那些做志工的，即使是八十多歲，還很好，所以這一點的優點是

可以寫出來，就是說受教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當然教育的內容也不是說一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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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興趣，要分幾樣來。第一點就是要瞭解，有無再就業的新興趣，可以去儲備他的

經濟，因為將來只靠退休金的話一定不夠用，尤其是到最後的階段，病病痛痛要住

院很長的一段時間，一定是不夠用，所以他在六十五歲退休到七十五歲可以做一些

事，但是不搶年輕人的飯碗，政府安排一些工作讓老人家去做，這是一件重要的是；

第二件是就是如何過退休生活，有些人是一退休後就完蛋了，我們是身體方面學氣

功，所以七十幾歲還能保持一下，就是說身心健康方面，還有理財、規劃，有些人

不善理財，也很吃虧，還有家人的關係，這些都要會；第三樣就是休閒、育樂、興

趣，老人要快樂，心裡面沒有什麼煩惱，才會活的很好。所以在教育的方向大概有

這幾個方面，目前台灣的教育有沒有到大學在學習的，之前在台大有一位老先生比

校長年紀還大，他的孫子比老先生早一年畢業，老先生晚畢業一年，所以是很稀有

的例子，而且他是大專聯招考進來的，那麼這種我希望將來可以開放一點。還有空

中大學他是由老先生花了二十幾年，辦了幾個學位，等到偷偷唸完都八十三歲了，

有這些例子，但是不是最多，再來就是社區大學、老人大學，也辦的不錯，那麼社

區大學老人去學的，娛樂的性質比較重要，其他學習功課的話都開不出課來，關於

這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如何誘導老人對新時代的資質例如像電腦啊！所以看看這些

專業是否也能開出課來，老人家行動不方便，叫他走遠路也很麻煩，看看社區方面

能不能也有一些小型、或是遠程的像空中大學也能開出一些課來，希望空中大學或

是其他的大學也多努力。至於說大陸，我聽到一樣的事，是退休的中小學老師，退

了修以後去交一些文盲的老先生、老太太，他們不拿薪水，但是每一次上課，就發

一包出席費或是鐘點費啊，老人家也歡天喜地啊，不但政府要思考一件事，就是很

多有用的人才一退休以後就行滯起來，看能不能把這些願意做志工的人，派遣他們

去做志工，給他們一些車馬費、交通費，至少不賠本，這樣的話或許會好一點，希

望政策可以早一點落實。像袁副校長面臨的困境，現在的老人機構都面臨經費不足

的問題，人員找不到，他也不願意再請，關於這方面，可能需要社會多多推動，有

關這方面可能要社會方面多多的推動，謝謝各位。 

黃富順教授： 

謝謝沙老師提了很多的老人教育的方向、應有的作法，非常感謝，接下去我們

請司長先給我們指導。 

劉奕權司長： 

黃教授、沈司長、各位前輩，剛剛聆聽了幾位前輩的高見，實在非常敬佩，我

想剛剛張教授也做了非常精彩的簡報，真的是收穫蠻多的，那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把我個人的一些看法提出來，那我是覺得因應剛才提到的，當前這麼快速的高

齡化的狀況，我們都清楚，我們立法訂了，但因為一個是沒有比例，那經費重寬來

列的話就是變成沒有下文了，從寬就是到處都沒有，那要訂比例又很難，然後有很

多規定要設置的機關，也因為沒有訂時限，在有些國家的立法是規定說，幾年之內

你要設置什麼，甚至有很多其他的機關，在我們的立法有明確的規定，但是人事部

門他會說他這個沒有時間規定，所以我拖了十年、二十年我仍然是沒有違法，所以

有一些立法的技巧我們這邊就不去談，不過我覺得，在我們國內來講沒有立法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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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更難啦，所以一定要立法，不過立法不是那麼容易馬上就可以來訂定，所以在沒

有立法前，我們覺得還是可以透過像聲明、宣言或是其他的方式，但是還是要立法，

立法才能夠很明確來規定，包括有一個很明確的政治目標，做為大家努力的一個方

向、一個依據，同時我覺得政策裡面也應該要很明確的包括他的對象，到底是多少

歲以上的？剛剛有談到好像五十歲，那是不是五十歲以上呢？因為這牽涉到經費的

分配啦，六十五歲恐怕目前就只有兩百多萬，有這個權力嘛，那不一定有拿那麼多

出來使用啦，但是他有這個權力，那如果說我把它降到六十、五十的話，那到底有

多少的對象，我們要先有一些估計，不然都來的話，到時候我們僧多粥少，你這個

經費少，但是使用的人多的話，因為涉及到我們服務的對象所以可能要有一些評估。

另外就是包括其他的內容項目，剛剛也提了很多，那我們大家也可以集思廣益，參

考各國的經驗，看看內容項目怎麼訂定，當然更重要的是怎麼去提供，你假定說是

有了這些服務措施，他的可行性怎麼樣？他怎麼樣來提供，同時也應該包括很明確

的、很完整的組織跟系統，然後經費跟人力都需要，沒有這些規定的話，我們很多

的政策立法到後來都是空的，因為沒有這些要件嘛，所以我願意就經費這些部分再

來提一下，特別是教育的部門，應該是要妥為規劃、合理的分配而且有效的運用，

假定說沒有合理分配的話，那我們可能有些的經費就是集中在某些部分，目前我們

整個國家的預算也好，我們教育部也好，都集中在某些方面，過去連幼教都不受重

視，現在開始重視了，特教也開始重視了，或是高齡教育，剛剛有談到各國的…主

要就是，應該就是每一個人都有受教的權益啦，那麼假定是這樣的話，就應該要規

劃一個合理的分配，事實上今天，坦白講，我們從中央到地方，高齡的教育有沒有…

有沒有百分之一？佔整個教育的經費，不要說整個政府的預算啦，何況現在，剛剛

我們會前早點來，我們請教張教授，大家談了之後發現說，最近因為社區大學很重

要，我們絕對支持，也認為這個非常重要，不過因為社區大學大家非常的重視，結

果社教經費就有一半以上用到成人，就變成原來可以支持老人教育的那麼現在很多

單位就更難去爭取的到，同時，坦白說我們今天整個國家的預算，從中央到地方，

教育部門佔的比率非常高，那我不是很清楚各個地方政府，或許台北市來說的話，

超過百分之三十是用在教育部門，他們認為還不夠，還需要再增加，但是還有很多

的經費預算他是應該更有效運用的。我們有很多閒置的教室，我們從十幾年前就調

查發現，到今天我們在追的時候，教育部門說我們要把他規劃做為專業教室、專門

教室，那我現在講的專門教室是不是有充分的使用，這些班級是不是要那麼多的專

業教室？我們不能說本來閒置的，現在有壓力了，我們就把它都變成專業教室，那

同樣的，有很多班級…是不是有必要成為這麼多班級，人數在多少以上的可能…，

以下的就要併班級，後來已經在慢慢的執行，但是執行相當的不易啦，假定這個經

費預算沒有做有效應用的話，那就產生排擠作用，一定會發生排擠作用，要嘛就是

再擴充，擴充的話就影響到其他很多領域，不然你很多的教育部門裡邊，我們有很

多領域嘛從高教、特教、幼教比例，還有包括高齡要不要納進來，那麼假定今天某

些部門佔得太多的話，那當然其他人就會…，那等一下我很期盼說，有沒有這個資

料提供給我們與會人員，到底我們今天在整個教育的經費裡邊，或是我們社教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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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裡邊，高齡教育佔多少，我相信一定是很少，那假定說你經費那麼少的話，然後

其他部門又一直佔著這個部門的經費的話，那高教根本不可能，所以我們談了再多

的經費計畫項目與內容，什麼各國的經驗我們都可以參考，再好的計畫我們都把它…

我們國人是很習慣說把各國最好的都湊在一起，非常完美和善的這個計畫內容項

目，但是沒有人、沒有錢、沒有組織那都是空的，所以我們很希望說，將來在這方

面看看怎麼樣能夠…教育部門的經費能夠有效的、合理的來應用分配，那這樣子我

們才有這個能力、有這個資源，可以因應社會需要，像高齡的話，因應社會需要，

那麼來開創新的政策項目，假定說沒有經費的話你再怎麼談都是空的，謝謝各位指

教，謝謝。 

黃富順教授： 

好，感謝我們司長剛剛提了很多政策的方向，尤其最重要的是如何落實的問題

更重要，沒關係我們管政策的、管經費的都在這裡。 

王麗容教授： 

首先我想時間的關係，我直接就切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有關老人教育政策

的部分，原則上我非常支持國家有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政策本身可以影響我們

權利落實的方向，老人教育整個落實的方向，政策本身也可以讓我們去思考，我們

的推動方式會是什麼，那短、中、長計畫裡頭，如果說我們可以研擬出來，透過政

策更可以顯示我們對老人的一個承諾，那因此將來如果要研擬的話，我大概從三個

部分來談，第一個就是，能不能在教育政策裡面顯示出我們老人教育的宗旨，那這

個教育的宗旨其實剛剛在報告裡面都有提到，非常佩服我們研究小組，那我自己覺

得，我們老人教育政策的宗旨一定要突顯出來，否則我們研擬這個政策跟沒有研擬

是一樣，那我去思考到大概有六個宗旨希望能夠包含出來，第一個是提升老人再教

育跟再社會參與的機會，實踐老人的受教權跟社會參與權，這個剛剛有提到，第二

個就是要實踐老人自主發展的社會承諾，保障他們的學習權，剛剛也有提到，這個

我剛剛來的時候才寫的，所以可能文字上有些問題請包涵，第三個就是減少老人的

社會排除跟社會隔離的社會處境，因為教育本身可以帶動他的減少他社會排除跟社

會隔離的社會處境，第四個是減少老化速率跟提升老人成功老化的可能，我們現在

非常重視的事。我們希望老化的過程，大家都會老，但是如何變成一個比較成功的

老化，而教育是非常關鍵的一門，第五個非常重要就是教育的過程是要提升老人生

理、心理跟社會調適能力，建立老人為社會資產，而不是社會依賴的社會形象，我

想這是我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第六個就是我們希望建立一個反年齡跟反老

歧視的社會環境，教育不是只有教育老人家還教育整個社會大眾，因為我們對老人

的社會接納，在現階段來講其實相當的不好，所以我們覺得透過老人教育政策，不

是只有教育我們老人家，他們權利很重要，更需要一些社會配套，那就是整體的老

人反歧視的一個概念建構。第二部分我覺得我們希望將來在老人教育政策裡面有一

些規劃原則應該去落實，因為其實我非常贊成剛剛老師有提到，就是本土化跟倡導

在地老化的原則，就是你這個政策一定要看得出來有沒有本土化的特質，還有在地

老化的原則，在政策裡面能夠反映出這個原則出來，第二個我覺得非常關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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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社區化，其實老師們都有提到，第二個非常掌握高齡教育的過程裡面一定要

社區化跟多元服務網絡的原則，等一下我會再談怎麼樣去落實，但這個原則一定要

去掌控，社區化就是說，老人身體那麼不便，你如果不提供可行性高的社區服務其

實是錯的，多元服務更重要，就是說你不是只有學這個課，你還有很多很多的課，

他有更多更多的選擇，第三個就是，注重身心，生理、心理跟社會調適的原則，教

育本身不是在他學多偉大的專長，而是他退休以後的調適，所以生理、心理跟社會

調整這個目標原則的掌控，所以在教育裡面一定要包含這些，那第四個其實剛剛黃

老師有提到就是，公私部門跟第三部門共同推動的一個伙伴關係的原則，我希望將

來政策裡面這些概念在裡頭，所以說你在公私部門裡面，你還有第三部門，包括企

業、民間組織一起來做，絕對不是完全政府來承擔，也不太可能，我想這個概念是

我們現在公民社會的一個基本方向，第五個就是社會正義跟性別正義的基本原則，

社會正義就是剛剛白副市長有提到資源的配置問題，不要老人就永遠是被排擠的對

象，還有性別正義就是，其實男性跟女性的老人需求是不一樣的，將來在政策裡頭

一定要把它納進去，尤其很多老年婦女非常非常可憐，我想這個等一下我們有機會

再談，那這是我覺得在我們的教育政策裡面至少這基本概念的五個原則要去落實，

所以隱隱約約如果我們看不到在地化也看不到什麼多元服務網絡，我們也看不到公

私部門的合作，那這個政策大概是有一點偏差，這個原則我們一定要掌控，那怎麼

落實這些原則就是第三部分我要談的，就是這個意涵裡面應該包含哪些，我非常敬

佩我們的小組裡頭，其實很不錯，有很多觀念借重於國外的思考邏輯，那我只是做

一個統整，將來擬定政策不管短程、中程、長程也好，我的建議是，第一個一定要

寫出政策本身，非常強調老人教育的內容是什麼，我們究竟要把台灣的老人家，在

老人教育政策裡面他的內容要呈現什麼，那剛剛沙老師也好，袁伯伯或者是白市副

長也提得非常多，那我臨時想到，我大概歸納一下教育政策至少有十種，有非常非

常多的老人教育政策，這只是我剛剛寫的，我們可以再加加減減，第一個是社會參

與取向的教育內容，我們要鼓勵老人不是天天坐在家裡，不是讓他在家裡看藍天白

雲就是最好的，應該鼓勵他社會參與，所以內容裡面一定要包含社會參與取向的內

容，第二個是健康取向的內容，老人們其實最大的工作就是學習如何更健康，第三

個非常重要就是休閒取向的內容，我想這個在教育的內容裡面非常重要的，第四個

薪資取向的內容，，其實追求薪資是一輩子的工作，老人家也是，第五個適應用社

會資源，包括福利的資源、教育的資源，等等內容，我們應該要去上這個課，因為

老人家不是不願意去使用資源，是不知道資源在哪裡，我們應該要告訴他們，第六

個是提供義務服務取向的教育內容，很多老人家其實不是不願意，他是不知道怎麼

提供自己自願服務的工作，這個對他生命的延續、生命的豐富性是非常關鍵的，所

以內容裡面一定要有這個，第七個就是社會人權取向的教育，其實我們要告訴老人

家這個是你的權力，你不要客氣，你要接受教育等等，還有就是重視整體社會人權

等等的，他們其實在最後的階段我們可以稱之為是統整期的人生發展階段，所以人

權取向的教育對他們來講是非常重要的，第八個是家庭生活取向的教育，老人家培

養家庭生活取向的教育，有時候面對家人會被認為是不被重視的，有時候被建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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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關係，最親密關係的家人生活我想這部分很重要，第九就是退休準備的教育，

退休準備不是退休以後才來做，退休前可能十年、可能十五年就要開始做，甚至大

概退休前五年之內一定要做，這是退休準備的教育，第十個就是有關於統整老人自

我意象的相關教育，我想這個比較更深層次的，最主要是心理取向的教育，我想這

個教育內容一定要在政策裡頭去顯示出來，我剛才大概想了一下就大概至少十個

啦，我是粗糙的想，因為剛剛的報告裡面我就一直在思考我應該要講什麼東西。第

二部分我想到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推動的方法，老人教育的政策裡面要是沒有談到推

動的方法，其實也是空的，推動的方法其實在國外也是非常多元，那在推動方法裡

面，我想到了大概有幾個非常好的，其實剛剛的報告也有，第一個就是學習型組織

的建構，各位都知道教育部很早很早就推動學習型組織，那老人團體都清楚這個建

構，嘉惠很多老人家，第二就是所謂的課外學習或是在宅學習等等，那我想這個大

家可以再討論怎麼來落實，甚至剛剛提到旅遊學習，這是比較非正式學習方式的建

構，我覺得這個蠻重要，因為老人家你去學術性的殿堂裡面去建構他的再教育，我

覺得可以更活潑一點，所以我想這個蠻可以考慮的，第三個譬如比較科技型的教育

方式，遠距教學阿，因為他沒辦法離開家門的話，遠距教學等等的或是 E 化教學取

向的方式，我覺得都是值得去發展的，所以在服務的方法、推動方法裡面大概是這

些，我一下子臨時就想到這些。第三部分一定要寫的就是服務的推動機制，政策有

了、內容有了，我們的方法有了，但是到底誰來推阿，那我第一個覺得中央要有一

個機制出來，中央大概教育部要做主要的，那教育部的角色是什麼一定要在裡面寫

得很清楚，政策的規劃者啦，或者是說全國資源的統合啦，類似這樣子，或者是考

評地方的角色等等，這就是所謂教育部的角色，那剛剛有提到什麼高齡者教育政策

推動小組，我覺得也沒有關係，就是你中央要有一個角色在，地方是很重要的角色

要出來，譬如說各縣市政府在某一個機制裡面要建構出來，來推動老人教育政策，

那這一定要，那他們的角色是什麼，一條一條的寫出來，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明細化，

那再來這個推動機制裡面還包括非常重要的就是企業的角色，我們上班族這麼多要

退休的，企業有他的社會責任，那就是要辦生涯規劃，不是丟給社會，而企業他有

責任，你使用一輩子，其實他退休前應該要給他一些帶薪假，或者是去推動他所謂

退休前的生涯規劃，這非常非常的關鍵。第四個就是民間的部門組織，我們給他一

些角色，就是這個機制裡面至少有中央、地方，還有企業，地方可以包括學校啦，

地方有很多，有社政機構啦、學校，這都是地方，那我想這些都是在裡面要規劃，

還有一個就是第三部門組織，第三部門組織其實非常重要，也是我們國家非常具有

社會力的一個機制，我想應該在政策裡面應該要去包括。第四個在政治意涵裡面應

包括經費的來源，剛剛部長講的非常的清楚，其實政策裡面最後一定要有推動政策

的經費來源，那經費來源地方、中央要怎麼去分配他經費的來源，怎麼樣去保障政

策落實的可能性，還有一個就是人力的配置，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那人力

的背景，像我們很多單位都朝向專業化，不是所有人都可以來推動老人政策，我們

希望能夠專業化，譬如說具有心理師資格、社工師資格等等，那這個可能將來能夠

帶動推動有他專業的想法及看法，否則的話將來還是會失焦的，而且政策擬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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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會不當的配置，不正義的配置，所以我想這一部份大概我們要有一些考慮的地

方，所以經費的來源及人力的配置，也應該放在政策裡面去說明。那最後就是一個，

假設我們不是立法啦，我現在是政策啦，政策裡面當然有一個就是所謂評估的機制，

譬如說兩年評估一下這個政策作的好不好，那哪個單位來負責這個評估的機制，有

點就是一個概念的，就是我們政策要做檢視，不斷的去更新，最後再提出新的政策，

有一個批判的過程，那比較好的當然我們就給他鼓勵，比較差的我們也是希望要透

過評估的機制，能夠建立較好的老人權利的保障，這是我初步想到說，我們真的是

很好有建立這樣的政策，那我們內容上大概包括哪些，那抱歉因為我是臨時做的，

不是很統整，大概有一點 missing 的地方，或文字有一點上不太妥適的地方請指教，

那最後我要說真的很好，也覺得很 timing，是有點晚啦，因為我們實在是太老了，但

是我覺得還是很值得鼓勵。 

黃富順教授： 

謝謝王老師為這個政策思考的非常周延，而且提供很具體詳細的建言，我們請

您在走之前一定要把你剛剛寫的那個留下來，因為你講那麼快我們記錄怕記不下

來，等一下講得那麼多，最後給你寫一點，這樣就對不起你，所以務必要把你的留

下來，各位發言完可以把你發言的主要內容交給我們記錄，這樣才不會 miss 掉重要

的內容。我們非常謝謝王老師，接下來換哪一位？ 

葉于正科長： 

首先我覺得我們要講老人教育的問題，可能要先談一談上位概念，就是我們台

灣政府，就是我們的國家，對老人的政策是什麼，那講到老人的政策，因為我要提

一提我們新竹縣的作法，我們新竹縣的做法不一定是最好，可是我們大概已經花了

大概有好幾億在老人年金上面，那我們就不要評論說他的好壞，我們新竹縣是最幸

福的縣，因為老人，最近是公教人員退休也有，本來是一個月有五千塊，現在好像

是加了一千塊，大家都很 happy 在領錢，所以說我們現在國家在落實面，到底對於

老人做了什麼，我是建議說是不是可以研究單位去研究一下，各縣市政府他對於老

人到底老人做了什麼，那當然我們現在如果要討論教育的問題，老人政策先跟他釐

清一下，他可能不是教育面的問題，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說我們要找回我們

老人的正義，那我們要訂政策、要訂計畫、要訂法，這是一定要做的，可是我們要

講一下，老人的正義到底在哪裡，這些老人他曾經是非常年輕的，很帥、很美，那

目前他可能因為身體，退休之後，各方面已經老化了，要界定那個年齡在哪裡的時

候，會發現其實他在目前的制度上面是在家庭教育裡面，我們家庭教育法其實針對

老人有顧及到了，可是沒有做，第二個就是針對社會教育裡面，我們新竹縣其實也

有做，像我們夜補校、社區大學都可以看到很多老人，可是通常是女性的老人比較

積極主動，男性老人就是開電視、開冰箱，就是不會學習，所以我們提供很多的機

制給他，我很擔心他們會不會再學習，這個地方要思考一下，目前的落實面在哪裡，

有沒有應用到。第三個就是說，我是覺得這個老人教育的部分，可能剛剛我聽到很

多高見，還是要落實到軟體跟硬體，那軟體好多喔，剛剛有聽到很多教授所講的，

我也在做筆記，我把我的落點寫一下，第一個老人最注意的就是他的健康問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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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慢慢已經…因為人總會從出生到…（死亡），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所以他現

在目前學習到的，從以前開始學，學到老的，其實他已經不是側重在學習了，而是

他要釋放，因為他各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所以我覺得身體一定要健康管理。第二

個就是他的經濟管理，資金的部分，不要說變成別人的遺產，要把自己的資金管理

好，這個在家庭教育法都有規定，第三個就是生命尊嚴要延續，所以說要尋找他的

正義，所以要發展老人權，因為這個是從來沒有見過的，已經有動物權，但是沒有

老人權，這是很諷刺的，所以我們希望說把老人的正義找出來，那再來，我做的筆

記，其實在健康管理下面，其實我們目前最好的健康管理就是他當志工、他參與，

其實我們家庭教育法也有這方面樣的，很多是我們老人家來組成，像退休的校長、

主任，再來就是有關生命教育的部分，就是剛剛教授所提到的，不要再歧視，不要

以為老人就是退了，其實他還是有很多的力量、資源在裡面，試著把它的尊嚴找到，

最後就是，錢的問題，其實教育部可以跟其他部會再繼續合作，就是投入，其實社

區大學裡面，我們可以增加一些經費，然後要求各縣市一定要針對老人的部分開一

些課程，其實很多老人他願意來上，像我們成教班的，還有社區大學、部落大學，

還有就是夜補校，其實教育部一直在支持，我們其實很多再參與，只是我們都知道

說很多老人他要分享出來，這點要把它做一些像博覽會的方式，其實這次博覽會也

被放進去，其實他們都很快樂。最後一個就是設備的部分，因為針對身心障礙我們

有無障礙，那老人他要有這方面的設施，是不是請一些專家學者來想一下，老人他

需要什麼樣的設施，我在看很多電影裡面也想，一個老人他希望的就是一個公園，

公園裡面有花有草，環境很幽美，他在那邊可以回顧他的過去，有一個人可以一直

聽他講過去的種種，把他寫歷史下來，每一個老人都有他的歷史，這樣他覺得豐富

他的人生，設施的部分就是仿造無障礙設施，老人最希望什麼樣的設施，這一點是

不是可以想一下，各位可以腦力激盪一下，我們新竹縣的做法是有老人年金，歡迎

各位到我們新竹縣來，你本身很有錢也可以領。在這邊就謝謝，感謝！！ 

黃富順教授： 

好，謝謝葉科長從一個地方執行單位、執行主管的立場，提出很多地方執行實

務上的意見，謝謝，接下來由哪位來指導~ 

徐文濤科長： 

接到這個會議通知的時候，我在思考，我們自己台北市有沒有的老人教育政策，

思考了很久我發現我們還是有部分的關連性，第一個就是，我們補校一般都是為失

學民眾，那最近因為外籍配偶進來之後，慢慢退位，所以我們在思考，補校是不是

能慢慢變成一個老人終身學習另外的替代方案，另外就是所謂的社教站部分，我想

一般也在做所謂的成人教育，裡面也涵蓋了一些老人教育，第三個就是屬於社區大

學的部分，我想也大概有四成的人員接受所謂終身學習的概念，最後一個部分，比

較跟有實質關連，但又不是屬於我社教課業務的範圍，就是所謂的老人大學，這是

剛好是辦教育，但又不屬於教育單位的一個業務來說，反而是在屬於社會福利的部

分來看待，所以剛才我們司長提的重要觀念，不論今天我們制訂了終身學習法或是

家庭教育法，從上位的觀念來說其實都訂的非常的漂亮、完整，像是地方政府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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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面來說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執行面問題，不可否認我們在審視所有的問題裡面的時

候，很多的人力經費都是最大的問題，以台北縣來說三百億的教育經費，大概八成

五是屬於人事費用，剩下那一成五大概屬於整個活動跟業務的費用，那我在思考一

個費用來說，這個部分社區大學佔了不到百分之一，大概千分之一的教育預算而已，

但預算完全被所謂社區大學所吸收，所以這個部分來說，不論是實行終身學習法或

是屬於家庭教育法，都面臨到同樣的問題，地方政府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我覺得很

大的關鍵就是說，地方政府在政策考量的時候，他的資源分配在哪裡，我現在在思

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剛才提出另外一個思考，為什麼社會局難辦，因為他們是社會

教育，地方教育的經費不斷在縮減，但是社會福利的經費不斷在提升，可是我們本

身的教育局，可能連辦一些基本的老人福利措施都沒辦法去處理，所以這部分我是

在定位說，老人教育在老人政策裡面是屬於哪個位置，他是屬於社會福利的一個部

門的時候，那時候的資源就會很多，因為畢竟我看我們這邊台北縣政府辦理松年大

學來說，他今年也開辦了，將近有有二十三個鄉鎮在辦，有兩百二十三個班，大概

有報名人數七千多人，那這是社會局辦的，這些屬於福利性的措施，這些課程內容

誠如剛才教育先進講的，都非常的廣泛、多元，包括上課時間等等，都非常有彈性，

包括他符合我們老人學習的需求，那事實上這些的標準，他所有的設備經費，幾乎

都是由政府內政部來執行，所以這部分從地方政府來說，今天如果說，上位的部分，

譬如老人教育政策來說，我不可否認一定訂的非常的嚴謹跟完善，但是地方政府在

面對國民教育階段經費不足的狀況下，我們又有多少能力去跟終身學習法、跟家庭

教育法一樣去落實他的教育政策，這種情形往往會被教育單位所忽略掉，那如果說

相對性，如果說變成一個家庭政策是屬於社會福利一個方面的時候，我相信社會局

他會非常廣泛能夠去做，而且現在到目前為止做得非常好，這個部分其實應該可以

思考說，不是說教育只有教育單位能做，如果社政單位能夠在社會福利的定位能夠

做的更好推廣的時候，我相信這個重視程度，總比我們現在在教育局推動的時候，

可能會更有成效，因為那是福利的部分，有福利當然會重視、會爭取，但是如果是

屬於教育單位的時候，義務的時候，不是那麼重視，但是教育單位可以釋出的資源

就是他的學校設備設施，這個部分是可以做結合的，包括他的場地，包括他的師資

部分，我想這是教育裡頭的看法，我想我建議是說，這個定位部分我想是不是教育

政策是不是涵蓋在所謂老人教育福利部分的時候，我相信在資金的分配，資源的分

配，我想從地方政府的考量來說，他的落實性可能會比較高一點，否則我們很怕，

同樣的機會發生在地方政府，在家庭教育法或者終身學習法的時候，往往會被我們

本身自己的預算不足上面我們會被忽略掉，這樣執行的成效我想會大打折扣，這是

以上簡單的報告，謝謝！！ 

黃富順教授： 

謝謝徐科長，他在執行上實際困難的層面，提供…，事實上，地方現在還有很

多層面可以做，我們在對先進國家的有關高齡教育的研究，我們發現少子化的影響

之後，有好幾個高齡化很先進的國家，他們去把小學改成地方的老人學習中心，或

綜合活動中心，台灣的少子化四十萬已經降到二十萬了，學校空出很多，事實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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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這個如果做得到，真的是對老人教育或老人綜合活動實在是…，我到大陸

也有看到，他們把有些小學的方向也改了。好，謝謝。 

袁凌雲副校長： 

今天到的好像是官員們，跟有關的都是教育單位的人、教育單位的長官們，社

福單位的人沒有（黃富順：都有請，都沒來），明天我會去請新的台北市社會局局長，

明天我會跟他問問為什麼不來，內政部社會司的也沒有人來，甚至於我們這個老人

科的科長也沒有來，我非常的遺憾。我到內政部去，內政部說，你這個老人社會大

學，應該是教育部管的，那時候還不是劉司長，那時候還是何進財司長的時候，他

說應該是教育部管的，教育部說，你老人福利，應該是內政部管的，所以是兩不管，

弄得我只有死路一條，我記得在五、六年以前，我們這個白秀雄老師，那個時候我

租的地方是啟蒙圖書館，在那邊主持個會議，那時候盲人要那個地方，原來我租那

個地方一個月只有兩萬塊錢，第一個我沒有辦法，我只有搬家，現在搬到這個萬華，

一個月要十萬，我這個錢就不曉得哪裡來，我只有自殺一條路，但是後來盲人他們

把那個地方要去了以後，我在報告我們主席白老師阿，我前沒有多久我到他們那邊

去看了一下，我說你們現在怎麼樣？到現在以前只有兩、三個人來，你們老人大學

的時候，每天不斷，現在你們四樓在養蚊子，在社區的店是我要來的，三百多萬，

那時候是他做司長的時候，結果現在沒人管，今天我來非常感觸，我這個地方阿，

本來我有二十四個地方在上課，目前我大概有十六個還十八個地方，我今天帶這份

是七月十五號聯合報登出來的，「南港大同公民會館，八個月來不到兩百人」，空在

那裡，因為公用會館是區公所管的，我到民政局去，民政局說：你，老人，是社會

局管的，你教育是教育局管的，我今天當著我們的創辦人楊專員，他是我們的老師，

也是我們老人社會大學創辦人之一，我很沒有禮貌，他現在這個社區大學辦得非常

好，一共有十二間，但是這個社區大學並不適於老人，我不知道楊專員你有沒有這

個感觸，我親身跟他們溝通過，為什麼呢？因為是禮拜六上課、晚上上課，老人禮

拜六要含飴弄孫，晚上他要看新聞、看大陸尋奇、他睡的比較早，所以這個社區大

學並不適於老人，我老人社會大學我們的課大部分都在早上，因為早上老人才有興

趣，才有精神，才不會打瞌睡，晚上要是出來摔一跤那不得了，楊專員為社區大學

可以說是花了很多很多的心思，最早的時候我也參與社區大學，但是社區大學並不

太適於老人，我好幾個地方，晚上我到他們那邊去，也有老人參加，我問他說，你

為什麼不到老人大學來，你到我們這裡來，他說我後悔了，這裡我不能來，這個社

區大學。社區大學呢，他英文要我們背，我老人社會大學我不點名，今天孫子不讓

你來，你可以不來，我也不點名，我又不要你背英文，也不要你站起來唸，我不給

他壓力。但是這個社區大學，初教教育局，我們楊老師，你不要怪我對你不禮貌，

我是你的學生，教育局給經費、給找地方，但是我這個老人大學呢，既不給經費，

又沒有地方，我自己找地方，我現在校本部一個月差不多要十萬塊，我哪裡去偷這

個錢，搶銀行犯法，我也不敢去搶銀行，但是我非常敬佩台北縣，台北縣目前有松

年大學，大概包括有二十三所，我記得目前好像有二十四所，包括了三芝等。這個

松年大學是縣政府給錢，教會還給錢，他們有幾位校長還跟我哭窮，他說我經費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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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好辛苦，我說你們向縣政府要阿，他說縣政府教育局不管，只有社會局給我補

助，所以我今天非常遺憾的，就是社政單位沒有人來，內政部社會司沒人來，好在

我們這個白老師，做過社會司司長，我希望白老師您已經退下來了，講什麼話也不

會給你打官腔了，因為你不是官了，非常遺憾的還有幾位教授沒有來，你們那個南

港大同公民會館，他八個月不到兩百個人，我不太接受，這個地方，我不能給你們，

所以我是希望以後白老師，我直接稱呼你白老師，我不敢說你白副市長，你頭髮也

白了，你也是老人了，假如當初三十年、四十年以前，大家聽你的，現在像我們這

種老人，有福享。為什麼現在沒有福享呢？就是因為四十年前白秀雄被罵成神經病

的時候，我們沒這種工作，在位的都是年輕人，你們不是為了我們，是為了你們未

來的老年，當然我們也感激你們，有這個座談會我非常的感激，也謝謝黃教授，你

讓我逼你來成立這個座談會，非常感激你們中正大學分四區來辦，四區，台中我也

會去，高雄我也會去，台東我也會去，因為什麼呢，我要找這個機會發牢騷，我不

禮貌的地方，請原諒我，尤其我們楊老師楊專員，請你原諒我，你的這個社區大學

不適於老人，他們晚上在那裡很辛苦，他們還要點名，還要站起來背英文，實在是

不太合適，我希望你教育局也重視一下老人，或者說是，白秀雄老師，你做過副司

長，是不是跟這個…回頭我在跟你私下溝通，把民政局，把這個南港或是大同公民

會館，給我老人大學，不要在那裡養蚊子，我非常感激你，我以後會跟你做一個密

切的…因為你是我最敬佩的一個老人教育、老人福利的老師，謝謝。 

王麗容教授： 

剛剛那個台北縣的還有伯伯發言以後我有很深的感觸，第一個就是從生命經驗

出發的很多政策的概念，相當值得我們尊重，我們也希望說，從生命經驗裡面去敘

說以後，才能夠形成國家的政策，這是我想給伯伯的一個回應。那換句話講說，我

們如何把老人教育政策不是只定位在教育體系，也不是只是訂在福利體系，也不是

訂位在衛生體系，它是一個多元體系的服務網路的建構所提供的服務，那這個概念

應該是很重要的，即使我們將來有了老人教育政策，我也不希望說那只是教育部門

的工作，那我覺得這個觀念非常的重要，否則的話，不要說老人大學，所有老人福

利的權益，缺乏跨科技的整合，其實受害的不是只是我們老人家，還包括我們服務

老人的所有人，還有家裡有老人的所有的社會人，想這是第一個我要回應的。第二

個就是，究竟社區大學適不適合老人，我自己也帶很多的存疑，但是社區大學應該

涵蓋，因為他應該是多元的提供，應該涵蓋具有老人教育取向的課程跟班別，如果

沒有的話，那其實是社區大學他相當大的缺失，而且是有年齡歧視的味道，因為既

然是社區大學，那他的概念就應該非常清楚，第一個它是比較區域型的發展，區域

型的發展就符合多元的需求，不同種、不同年齡層的需求，第二個我在想，社區大

學政府投入那麼大的力量，可是只要不利取向的都變成邊緣化的工作，像是老人大

學，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台北市政府工作的時候，局長就很辛苦，那時候我們局

長非常清楚，如果是政府來推的話，一定要有場地，那這個場地是什麼，就是說你

肯定教育這個硬體設施的重要性，所以那個配套應該要存在，如果將來我們推動這

個老人教育政策，其實要注意硬體設施的存在性，那當然不是用一條鞭，你成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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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老人教育中心，那是不可能的，可是我覺得那個概念要把它融入到我們整個政策

裡頭，就是說那個硬體應該如何來配搭，否則的話可能就會漏空，不管是民間也好、

或者是政府也好，這個硬體跟軟體之間的相互配套，應該在政策裡面做一些回應。

第三個，袁伯伯你不要一直奔波啦，我覺得這樣很辛苦，他們都會納入政策，我其

實很受激勵跟感動，雖然我…有機緣跟伯伯的辦事處那裡有一些接觸，可是只是幾

面之緣，但是我想想，不管是公民論壇也好，什麼機會也好，是不是有些小型的，

不像這麼大的，就是讓他們有些表達的機會，就是說不要像這麼大，因為這裡面其

實不同的成員講不同的話，有好處就是相互激盪，可是他們聲音可能有時候會出不

來，就是第一線工作的聲音他出不來，那你如果用一個小場次，讓他來主持，他找

相似的人，同樣辦這個，他們的問題在哪裡，集合以後再送給你，或你去主持一個

焦點團體，因為這種太大，甚至會大家講不到幾句話的，沒意義的，你那個深度會

出不來，也就是說當你在做政策決策的時候，你希望的是一個非常 local 的 voice，這

個 voice 是來自很多生命的經驗和生命的故事，然後形成同樣的決策，那個是最具有

實踐性的，否則訂了一大堆政策他其實到最後落實，就像剛剛我們課長提到的，我

們有終身學習法，又有家庭教育法，可是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落實，因為在政策形

成裡面缺乏由下而上的，那你可能只有由上而下，所以我也是覺得說，說不定我們

這份努力用一些比較小的，一些有焦點團體的方式來帶的會議，也讓他們聲音能夠

出來，我想這個太大的會議……我想，我要說伯伯你真的很偉大，謝謝伯伯，相信

他們會把你的意見融入政策裡頭，謝謝，我只做這樣的詮釋。 

袁凌雲副校長： 

我想發言。這個楊老師在這裡，楊專員在這裡，我認為這個社區大學阿，它是

十八歲，沒有上限，一百歲也可以，要一百歲的人跟十八歲的人同時上課，你想想

看，這個老師怎麼教？你一百歲的人怎麼樣來聽？我就希望藉著這個座談會，究竟

老人受的教育機構是屬於教育部還是內政部，我們要明確的規定，讓行政院去傷傷

腦筋，也讓我們劉司長，跟我們陳副司長你們傷傷腦筋，究竟是你們容納還是讓內

政部去傷腦筋，不要說兩邊推，謝謝！ 

林美和教授： 

因為今天這個研訂老人教育政策，基本上來講我不認為我自己是很專這一門，

只是因為長期在成教這一方面，因為講成人發展，講到最後會講到老化這個部分，

所以多多少少會觸及到。不過就是說，黃老師希望我們來，所以我就說不敢不來。

我現在進入正題，研訂老人教育政策，因為私底下曾經提過，黃老師跟我講說，需

要不需要訂政策，我是說，為什麼訂呢？原來就是他有專案要辦，所以……。不過

就是說這個名稱是不是改一下，因為我一直認為老人，是不是你要通俗化所以用老

人，能不能比較中性一點，既然你們的學校是高齡嘛，那為什麼不用成高齡者，因

為老人給人家的印象就是…，當然你可能因為要通俗的關係啦，讓人家看得懂，那

如果用高齡者是不是比較文雅一點，我是說這個名稱是不是可以稍微符合我們目前

的用詞，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說，有關於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大家剛剛有點在

爭論哪一個單位管，我就想起來，因為我不曉得在哪個文獻我看過喔，老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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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教育這塊，他是屬於第三年齡，可是現在出現了第四年齡，第四年齡是屬於

社會主義這一塊，那第三年齡還是屬於教育這一塊，那我想國外有這樣子的，因為

我是看過文獻，只是說他那個年齡限定怎麼去區隔，但是我認為用這種年齡去區隔、

發展，現在目前已經不採用了，因為年齡…有的人九十歲還很健康，可是有的人七

十歲就已經不行了阿，所以目前的發展是不用年齡來區隔，那這個就是表示說，我

們是不是要去刻板化，去刻板化就是說，個別差異很大，那在擬定政策的同時，可

能要出現不同族群的人有不同的教育政策，這個就是我瞭解到的，在認知上我們可

能需要考慮。第三就是科際整合，所以可能政府單位你不能說這個是屬於教育部，

這個是屬於社會局啊，他事實上還有醫療單位也是阿，這個就是牽涉到，高齡者的

話可能這個科際整合。還有剛剛因為提到社區大學，那一直到現在我感覺上他是一

個政治的因素比較多，因為社區大學他有票嘛，但事實上來講，老人他票也蠻多的

喔，所以我是覺得，雖然我們不喜歡有口號，但是去政治化我覺得是應該的，不管

是老人或是社區大學這個都是好的，這是有關正確的認知方面我提出一點自己的淺

見。第二個就針對擬定座談會的大綱，那我也看不出來到底是…這個政策…好像給

我有點像是要往「法」的方向去規範，但是一看又有一點像是政策的面，所以不管

怎麼樣我是覺得短期應該是可以從白皮書的方向去思考，也就是說政策的方向，因

為比較快，那中、長程才是法，因為擬定一個法，像我們一個法好像差不多弄了十

年才通過嘛，所以你要等到法成立可能是比較慢，所以我們講中、長程的時候才趨

向法的方向去發展，那麼如果說是政策的話，那我不太瞭解，部裡面要求你這個專

案是不是要擬出一個政策目標、政策大綱還是怎麼樣，我不太清楚，是不是要很仔

細？那如果是要政策大綱的話，那麼當然就要政策目標嘛，那這個政策目標的時候，

可能要牽涉到核心理念在哪裡，所以這個核心理念要給他出來，那核心理念出來的

時候，你才可以根據核心理念去研擬那個政策，那當然核心理念裡面，當然我們是

基於教育機會均等的理念跟終身學習，所以我剛剛一直覺得說，不急著立法是因為

你有家庭教育法又有終身學習法，那本身就已經涵蓋老人這個部分，只是說要再去

凸顯他，所以需要另外…所以我是認為不急的，可是這個理念就是說，你的目標在

哪裡，就是在於要去改變他的生活嘛，還有就是要社會環境的改變，那這社會環境

的改變是牽涉到認知的層面，也就是說除了老人要自己有尊嚴，要提升他的生活品

質、生活素質，另外一個層面就是說要教育一般社會大眾，因為我們常常，我記得

我在報紙看過，一個小學的老師他才五十歲，還是多少五十幾，他教一年級結果他

的一個學生說…唉阿我的老師好老，那個就是說…還有在高中高職喔，我的學生回

來，因為他去試教嘛，回來講說，他罵他的專任的老師罵他 ghost，那這個 ghost 是

罵他鬼，就因為說他年齡很大，他害怕，他來跟我講，那我說他到底有多老，他說

差兩年要退休，這差兩年要退休哪裡會老到這樣子？這些年輕人當然就是，他就是

一種表面上的、口語上的這樣子的污名化，可能得罪他。不管怎麼樣，年輕人要去

教育他嘛，要告訴他，你也是有老的一天嘛，他喜歡年輕的老師，那當然現在的小

孩子這樣，我意思是說，可能我們在擬定這個認知層面不是只有去教育老人，因為

在國外我們講老人家，事實上是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是老人本身他的生活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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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因為都講過了，那我就不再重複，第二個，這教育的對像是指一般的社會大眾，

他要去推展說，要告訴他正確的對待老人層面的這個部分，我們要去教育他，教育

社會大眾不要去歧視老人，那第三還有一個專業方面，也就是說，你要去教育老人，

那你要懂得老人的心理阿，你要懂得怎麼去規劃老人的學習，那這個呢就是說在對

象上、層面上要包括。如果我們的政策目標在這裡的話，那我們就是希望我們高齡

的人是可以增權賦能，就是要給他們能力嘛，那這個能力的話，就牽涉到內涵層面，

那內涵層面我們可能要包括認知層面、心理層面跟社會政策、政治經濟這三個層面，

那這個層面呢，因為時間關係我不再去重複，我在裡面寫了，等會交給研究的小組

參考。那在這個部分就是說，實施的地方要加進去，也就是說相關的實施的哪些要

推動這個的話你教育行政單位跟社福跟醫療、民間團體你們要一起，因為剛剛專案

裡面都有報告這四個伙伴的關係，所以民間也可以參與，但是支持性的措施，剛剛

我是聽他們講喔，支持性的措施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可能基本上要維持他基本的生

活，因為我看過中國人權的一個報告，也就是說每年他有人權的一個指標嘛，最重

要他有基本生活維持，似乎老人好像這方面還不錯，他覺得目前我們給他的還是不

錯，但這個問題是公共設備跟設施、空間也就是剛剛講什麼花園、公園，這個確實

是公共設施這個部分要顧到，建築、交通這個部分是支持性的，這個不是教育部可

以管的，所以我剛剛一直講的是說，這個橫向的單位，尤其在老年人口的這個不是

很重要，所以為什麼今天很多是教育的來，可是社福的不太來，他認為那個教育不

是屬於他這一塊，所以他不要來，如果他很忙的話他會有選擇，所以今天都是教育

的單位來，然後法律的扶持部分也是一個支持性的措施，可能也蠻重要的，如果有

了這個以後，那我們方案的規劃才會出來，所以方案的規劃那就針對你的…剛剛我

講不同的族群的一個方案目標，你就針對那個方案目標就可以做得出來，然後再規

劃學習的領域跟學習的課題是哪些，那這些就是我們一般談到的…剛剛有幾位已經

談過的…在幫他們、教他們，你要增加他的哪一方面的能力，如果說今天是基本生

活能力的提升，第二個生活經營能力，剛剛我聽了以後把它做成規劃，第三個大概

社會政治經濟的參與，因為他這個部分，當然老人他…尤其是他要自我實現的話，

那他希望能夠去參與社區的建設啦、政策的擬定啦，像今天這個就可以請尹校長來，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參與，也就是這樣子很簡單的我提出一點淺見僅供參考指教。 

老人社會大學學員： 

首先我想我非常感謝中正大學黃教授這麼熱心，這個研究有高齡者教育研究

所，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那麼中正大學可以說如果有這一個高齡者教育研究所成立

了以後，再加上我們黃教授這麼熱心，今天特別來研討老人教育政策的方案研究座

談會，這是個了不起的事情，當然我們同時也要感謝這個教育部的社教司司長，今

天來參加這個座談會，我感覺看到我們這個今天這個研討會這個大綱阿，裡面其中

有一項，這個大綱裡面講的有一項，這個現況的狀況下，高齡者政策教育的情形，

應該採取哪一種方式為宜…研究老人教育法、白皮書、宣言、聲明書或者是訂定計

畫，我個人的看法因為我們現在是民主社會、政黨輪替，為求根本解決最好是訂定

老人教育法，我想這個老人教育法如果訂定出來以後，經過立法院立法了，假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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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教育單位，尤其是社教司方面，他就予法有據，他執行起來就沒有困難，現在

教育對老人的預算也會有相當的彈性，所以我個人的意見就是最好訂定老人教育

法，予法有據，因為將來…我們知道過去是國民黨一黨執政很多年，現在是民進黨

執政，這在我們台灣來講的話，這個民族非常好，政黨輪替嘛，但政黨輪替也有他

的缺點，有什麼缺點呢，這換句話說，這個黨執政以後，我的政策是這樣子，到另

外一個黨執政以後，他的政策可能有變更，但是我們立法以後阿，要變更就比較困

難，所以我第一個說明為什麼要訂定老人教育法，原因在這個地方。…….台北市政

府在每一個行政區…原來叫做長青學苑，現在改叫做老人服務中心，這個單位給老

人服務，但是他有一個重大的限制，第一個他教室很小，容納量最多一個班三十人，

但是報名的每一次都差不多超過一百人，那怎麼辦，用抽籤，抽不到就輪不到，如

果抽到籤呢，我很幸運的在那個地方抽過兩次籤抽到了，一次是學習中國的四書五

經，另一個就是易經，也就是研究八卦的事情，這項課程是比較難一點，我不行我

老早知道，我很幸運，但是以後再抽籤也就抽不到，我也感覺奇怪，不知道怎麼辦，

正好看到報紙上有登了，有一個什麼老人社會大學，於是我就到老人社會大學報名，

那我就碰到我們嚴副校長，我覺得很好阿，於是我進了老人社會大學了，上了兩年

課，我感覺到我受他的感動，他替老人服務，我本來老想說我應該要付出，所以因

此我現在也在老人社會大學擔任志工，但老人社會大學現在阿我們有十二個校區，

有六十幾種課程，將近有兩千人次，就是剛才我們袁副校長講，最早我們在市立圖

書館，在那裡上課，但曾幾何時被人家趕出來了，那這是公家機構，我原來以為在

那個地方會長治久安，應該可以好好的在那裡學習，不讓我們老人大學在那個地方，

以後我們就搬到現在這個地方…，但是這剛才所講的阿，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

經費不夠，經費不夠是抓襟見肘阿，慢慢慢慢就支撐不下去了，所以因此我在這個

地方誠懇的呼籲我們這個教育部社教司司長，是不是在困難的狀況之下，給我們老

人社會大學有一點補助，希望我們這個老人社會大學能夠生存下去，給我們更多的

老人有所服務，說到這個很多人就覺得奇怪，你們老人阿老了以後應該在家享享清

福阿、看看電視阿，做做別的休閒活動，怎麼還來受教育、還來聽課，不然，我個

人的體會要想不要得老人癡呆症，一定要多多學、唱唱歌，就像我現在我舉個例子，

我是十二年次的，我的腦筋很好，為什麼呢，我是不斷用腦筋，我現在在平常我這

個運動方面，……那麼最後阿我長話短說，我也很感謝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年輕朋

友，他們這樣熱情的參與我們的座談會，來重視我們這個老人的教育，這是我非常

感激，好，謝謝各位，謝謝！ 

鄭碧娥校長： 

我以我們在最基層辦過老人大學的這種感覺、這種經驗，我來提出來，也許對

今天各位要討論的會有所參考。我覺得我辦老人大學這一期已經是第十二期，桃園

縣是這樣辦的，社會局辦的是老人大學的部分、長青學苑的部分，在縣政府我們有

南區北區，我辦的是北區，我自己把它取名叫做松柏大學，南區另外有一個，因為

社區大學最先辦的是從老人大學先辦，是南區有了老人大學，但是我還沒有退休，

我退休我是女童軍會的理事長，因為我的辦公室在縣政府，我一生做的教育，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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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什麼都把教育聯想在一起，所以當時退休的時候，正好社會一直在談，很多青

年人找不到工作，我就在這裡思考，為什麼找不到工作做，我有一個姪兒還普考及

格，然後找到他的人…差不多有二十幾個機關來找，我就覺得很奇怪，為什麼社會

上很多人找不到工作，而他只有普考及格，就有二十幾個機關來找，讓他去選擇，

在這裡我就發現應該是學無所用，學無能致用，所以才會找不到工作，所以那個時

候我有一個志願，我想辦一個社區大學，當時是想辦一個社區班來幫助這些青年人，

因為我是一直做著教育過來的，所以有這個願望，我把這個願望告訴社會局，社會

局告訴我說，可以喔！很希望你能夠這樣辦，可是我一把計畫提出去的時候，他才

看到原來他們有的經費是老人的經費，所以我當時也是想，好，試試看，那我就辦

第一期，第一期的時候他給了我七十萬，那我全部都免費，然後就辦了，辦了一期，

第一期將近開了十班左右，真的是一期完了以後，第二期我再辦的時候就…真的是

下雨天，全部都把雨傘排在我的辦公室前面，我八點半要報名，七點鐘已經一直把

雨傘排在辦公室前面，我才發現原來我這個工作是很值得去做的，但是因為景氣不

好，之後就縮小了，可是儘管縮小，但是每一期我都要增加班級，到現在我們有二

十一個班級，那麼當時我辦老人大學的時候，我有一個願望，我的目的是要改善社

會風氣，這個是我的職志。我常常跟我的學員講，如果說我辦了松柏大學不能改善

社會風氣，對你們的精神改善一點都沒有，我乾脆不要辦，為什麼？通通都是犧牲。

經費沒有了，第二期、第三期經費就沒有了，剩下三十萬，但是人數是增加，由四

百人增加到六百人，怎麼辦下去呢？沒有辦法，後來我就稍微收一點報名費，來補

不足的部分。我把我們松柏大學的目標丟在這裡，第一個是終身學習，提高生活品

質、提高生活能力真是很重要，松柏大學有各種人物，但是他們受的教育都不一樣，

為什麼可以共同生存下去？因為他們各取所需，像英文、電腦也是，他們可以從中

學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技能，第二個是提升益水準，因為我們社會大學裡面，我設

一個「美滿人生」講座，第一個是心靈、醫療健康、新知部分、這個完全都是演講

的，都是請很多專家來演講，給他們相當多的知識，屬於公民水準的部分，有更健

康的生活，第三個藝文、康樂等等。吸收新知是很重要的，之前英文、電腦都不懂

的，現在都會簡單的會話與繪圖製作，只要取他們所需的就可以了，所以我覺得在

教育很重要，在老人大學中學習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東西，還有很多人在家庭沒有講

話的對像，不可以只管自己，心中有別人才可以有資格在這裡唸書，我們是這樣推

動心靈修身的教育，舉一個簡單例子，像手機不只有打出去、與接收，還有很多 DIY

方法，我們請專家來講，他們很滿意，給他們新知，還有現在電腦可以跟外國的孩

子馬上立即通的接觸。那高齡者有沒有貢獻？有貢獻，向我們舞蹈班的學員很活潑，

還有一個女童軍，但是很缺服務員，我們就訓練這些學員為服務員，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討論的那幾項我們都在實現。我覺得老人大學如果可以這樣推動可以受益很多

人，對社會也有幫助，所以現在我們的志工組織可以輔導同伴，所以我就組成志工

隊。最近也想辦校外教學，可以把各大社教機構參觀，像天文館、美術館等等，他

們會覺得因為我上了社會大學所以我可以知道社會在做什麼。教育真的很重要，就

是老人也是我們教育的重點，在今天的討論裡面我會覺得，很重要的是國家政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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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了，終身學習政策已經有了，怎麼樣訂目標？要拉到什麼方向？還有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經費成為一個問題，我一直說我還能撐下去的動力就是我一直認為這是一

個很值得做的工作，可以奉獻社會的工作，我只要撐的下去，我願意做到最後，但

是如果我稱不下去只好收攤，我現在是這樣的想法，不能停止但只好收攤，希望今

天的研討應該聽到我們基層的問題，然後可以考量如何訂方向與政策。  

楊碧雲專員： 

日本是高齡化社會，真的到處是老人在學習，像在放送大學有多位高齡老人在

學游泳，可以感受到他們學習的豐富的經歷，而且他們有一個口號，就是「如何迎

接八十歲的人生」，那當然迎接八十歲包括教他們在生活上的自立、精神上的自立，

還有經濟上的自立，教他們如何迎接八十歲的人生，對一個晚年來做。我們台灣目

前也是一直做，我們進入一個高齡化社會，所以老人、高齡者教育是很重要的，那

我自己本身在社教課服務十四年，也一直擔任終身教育的課程，近幾年我們負責社

區大學業務，剛剛林美和老師認為社區大學是政治的籌碼，我個人是不認同她的說

法，我們在台北社區大學定位是終身學習機構，現在我們的年齡層都集中在四十歲

到六十歲，六十歲以上的民眾佔百分之十，目前有十三所的社區大學，一學期的學

員人數佔三萬人，所以六十歲的人約三千人，現在就是說我們社區大學適不適合當

老人教育機構，我個人是認為是適合的，因為課程是多元性的，我們的老人教育學

會或是松年大學、長青學苑的課程比較偏重休閒養生，我們社區大學的課程是非常

多元化，而且有很多機會可以和社區互動，很多機會可以做社區關懷，很多機會可

以做志工服務，所以對老人而言是非常適合。當然在時間的安排上，我們目前是協

辦學校，十二所社區大學都在學校裡面，但是現在其中有一所學校有提供白天的教

室，現在也有幾百人在白天班上課，當然目前我們是跟國高中共享學校資源，所以

平常的晚上、禮拜天的晚上或是星期六的早上或下午，平常的時候，我們也會努力

開白天班，在未來如果許可的話我們也希望有獨立的空間，可以希望爭取到萬華社

區大學在那邊有白天的空間，我們社區大學是全民的終身學習機構，我覺得是很適

合老年人的，有多跟社區互動的機會。目前我有一個思考是如何幫助老年人，我們

目前社區大學的收費裡面對於低收入戶、殘障人士、原住民的免費，不是全部免費，

但是有各種不同的優惠措施，我就在思考在今年我們曾辦了八十歲老人生命大學學

員的經驗分享，那時候教授還出來四五十位，假設未來的話，年齡層我們會考慮八

十歲的民眾先免費，再來就是七十五歲，年齡層會往下降，在我們許可的範圍，如

果社區大學有盈餘的範圍我們教育局願意來促成這樣的事情，我們無法說六十歲以

上的全部免費，但是我們可以說八十歲以上免費、七十五歲上免費，這個可能我們

教育局可以做到的部分。我們教育局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所有的社區大學

有一個台北市社區大學連網，那個台北市社區大學連網我們的網站上有廣播節目，

有幾百個廣播節目可以點選收聽，因為我們現在社區大學和台北廣播電台合作，每

個禮拜一到禮拜五有社大開講的節目，我們把所有的已經開播都在那個網站上，所

以我們年長的可以在裡面點選。未來我還有一個構想，我們線上的也會有課程在網

路上，另一個我還思考一個問題，現在對年長的來講最普及的是什麼？是電視，那



 
 

173

現在電視、線上機上有很多課程都做成網路，希望可以說線上機上政府補助年長者

去買線上機上，透過線上機上來做學習，或是透過學習。 

黃明月教授： 

    從教育的觀點來講，我也跟教育結合，剛剛有提到社區化這部分，這部分我是

認為應該將來加強把教育放在社區照顧的一部份，就是社區照顧要包括教育層面，

就是社工人員的訓練，我們希望教育部可以加以著力，包括對老人的瞭解及老人教

育部分的加強，這方面我是覺得是教育部可以做的，另外就是社教機構，有關博物

館的功能，其實博物館的年齡層是高齡者，有關博物館的導覽人員、工作人員的教

育訓練可以加強，因為我們發現很多導覽人員的聲調、講話的速度、方法，就像在

帶小孩一樣，那我是覺得這部分是可以加強的部分，就是說社教機構可以加強的部

分，尤其是無障礙空間，那無障礙空間可以從教育得觀點去看，就是高齡者在博物

館跟展示中心的互動或是軟硬體的擺設，我想這是社教司可以跟博物館做要求，我

們高齡者可以在博物館可以有很愉快的學習經驗。那剛剛有提到很多高齡者有提到

健康促進跟旅遊，那我們如何把健康促進跟旅遊做結合？在萬華地區在週末就有很

多遊覽車一車一車載出去玩，其實老人家最高興就是可以出去玩又可以學習，向基

金會在辦理相關的活動時，可以申請經費的補助與人員的培訓。 

黃秀銘秘書長： 

    我們現在老人家最喜歡觀光應與、觀光日語，現在的課老人家來的很多，但是

只要老師教完了以後要他們站起來說一點，下一次老人家就不來了，因為老人家怕

說的不好怕人家笑，我們還有國畫、說話、平劇、旅遊，旅遊是每一個月辦一次，

旅遊大家都喜歡去，可以說我們老人學會最困難就是缺乏經費，有句話說：「有錢萬

事通、沒有錢事事不通」，所以我們辦了很多教學的活動，就是缺乏經費，我們是民

間的社團，所以我們的範圍不大，只有五、六十坪，房子是一位老將軍捐的，所以

沒有租金壓力。所以我們為了要改善社會風氣，我們辦了一個「模範老人敬老楷模」

活動，有各縣市推薦的，在市政府辦的，大約有五十位參加，但是沒有經費所以沒

有其他人員可以統一協調工作事項。其實老人家是要他們多走出來，不要老是在家

裡，所以希望各社區可以多設協會，所以希望社區多設立社區協會。 

劉金山課員： 

一、政策需要宣導，所以老人教育應該要在他們退休之前要宣導，讓他們知道

退休之後要去哪裡做學習活動。所以高齡政策之呈現，宜以法規定訂為依據，因從

政策合法性觀點而言，唯有法規依據，才能落實老人政策。二、就是經費的問題，

還有各機構橫向聯絡的問題，如果公文上面寫「老人」所以會把公文發到社會局去，

如果看到「教育」就分到教育局，這有很大的問題，橫向單位很難去做互動，必須

有整合單位才可以確定職權作幫忙，所以袁校長的部分我們在地方而言可能是社政

單位來做幫忙，如果要我們在教育局做協助時，我們可能只能把他們納入社區大學

的領域，因為以社區大學而言，我們可以從人、事、時、地來看，人，可以說社區

大學發展這幾年來已經走到一個成熟的階段；再來就是地方而言，老人家的學習地

方是否適合他們，設置的地方是很適合老人家的，再來就是如何配合老人教育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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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學，配合老人家的時間，如果以後少子化的情形，造成空間閒置，以後就可

以配合老人家的時間與學習。第三個就是政策與調查，調查的話應該重視老人家的

課程需要，因為老人家才可以學到生活上實用的課程；另外的就是他們的學習空間、

生活空間應該如何做規劃？他們需要怎麼要的生活空間？政策的專案在配合這兩項

的調查，我想應該會更有說服力。 

郭慧龍專員： 

今年部裡面給我們社教館一個任務，就是要成立七個社教站，我們已經達成目

標要成立九個社教站，目前在基隆這邊有三個社教站在做揭牌開站的事情，所以館

長要我跟黃教授、司長報告請假，那我剛聽了很多也學習很多，我想我第一個要報

告的就是目前我們館內的狀況，目前辦理藝文研習班之外還有針對老人的長青研習

班，在我們所轄的包含連江現有八個縣市，有九十八個社教站，工作重點工作之一

也包含老人教育，但是有可能是新有餘而力不足，就是經費的問題。在此有一些想

法提供給大家參考，第一個：我想教育政治學是以後我們很需要去理解的學門，我

們看到幼教卷、老人年金、客家電視台等等，讓我認為政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老年的教育，如何獲得比較充沛的資源，我覺得應該要去探討教育政治學。第二個

有關人和錢的問題，如果說我們的高齡者能夠像幼童一樣或得幼教卷，就可以讓我

們開發一些黑樹，因為他們不曉得自己要學習，如果今天我們將通知寄給他們，讓

他們憑此張通知到認可機關去學習，可以抵免，我想這也開發出很多高齡者服務的

量；我們剛提到教育經費的問題，應該說有績效的人可以得到較多的資源，如果說

你可以服務更多的高齡者，就可以得到部裡面的經費就多一點。那第三個就是司長

來主持這個工作，是非常適合的事情，因為司長之前在國教司，所以我感覺我們現

在要做的是「福教合一」，就是有關福利與教育，如何在高齡者的族群上面作合一的

工作。第四個就是社教站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剛與會的學者有提到，如何提供

一個可行性的，他們可以接觸到的，因為每個鄉鎮市區都希望要設置社教站，但是

我們沒有給他們經費，他們如何去推老人教育的部分，主要的是因為重點經費都拿

去社區大學，我們社教站可以取得的資源就很少。第五個是能夠像客家電視台一樣，

有這樣的老人教育性質的電視台，採取這樣的行銷作法，如何透過生活化的節目，

而非是硬梆梆的電視教學來交給我們的高齡者。第六個有關少子化，有關學校教室

是否空出來，我個人有一些看法是認為，如果國中小有教室空出來，我們應該去思

考如何去提升教育品質，尤其是偏遠地區教室空出是無法避免的，那我們如何做高

齡者教育是很好的，可以轉化成我們的資源，但是我覺得更重要的是應該重視的是

我們的中等教育，我們的量很多，但是變成說高職的學生去讀高中，高職去收私立

的學生，私立學校的招生有一些困難，如果他們人力與場地可以納為我們規劃高齡

者教育的資源也許是不錯的想法。 

伍強生執委： 

    老人一般而言就是錢少、身體弱，所以直接對他們有益的當然就是離家近，然

後又不需要付出費用，這是他們最希望的，也就是所謂的「什麼都不要有，但是要

有收穫」，這是他們最喜歡的，那根據現況老人家有兩種，一種就是喜歡往戶外走的，



 
 

175

另一種就是常待在家裡的，常往戶外走的身體較好，常待在家裡的身體病痛就比較

多。那訪視的結果為什麼會這樣，因為他們可能會認為被社會所遺棄，因為生活和

現在的進步的腳步跟不上，所以如何再教育老人是非常重要，他們用什麼方式可以

取得社會現在的資訊，有關老人也好、有關社會年輕人想法也好，他們非常的缺乏，

因為他們一直封閉在他們的想法中，不願意走出去，第一種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資

訊，因為不知道要往哪裡走，所以沒有方向就不願意出門，身體就一天比一天弱，

包括癡呆症。如果常出去走，就會接受到資訊，他們會往自己喜歡的場所去走，所

以我們研究的結果，從事最基層的工作，我覺得絕對需要再教育，也就是「離家近、

不需要繳費、還有收穫」的就是他們最喜歡的。 

陳雪玉副司長（書面資料）： 

一、政府部門之推動組織如內政部老人福利促進委員會、行政院社會福利小組等，

目前均著重在老人長期照顧輔導措施，所佔資源與經費偏多，相關部會應該整

體規劃，各部門（如衛生署、社福教育、勞委會等）分工執行，建立多元推展

體系。 

二、可先擬定老人教育白皮書與中長程計畫等著手，並成立老人教育推展委員會，

分成中央與地方積極推動。 

三、推展老人教育需「在地化」、「社區化」如運用社區學習中心、社教站、社區活

動中心、學校等等，一起共同推動，另採結合社服單位一起實施。 

四、老人教育需專業化與國際化，如對老人生心理、社會等領域深入探討，也能與

國際交流觀摩，如新加坡、民間團體、社區關懷中心，提供便利的社區多元服

務，重視關懷高齡人士。 

五、配合未來教育部組織法修正，社教司將朝終身教育司規劃調整設科，其中高齡

教育將是重要的一環，正可大力推展，另外在地方成立終身教育課，全面推動。 

劉奕權司長： 

    將來不管再推動任何計畫或政策時，我們都會把握這樣的精神。人口老化是一

種挑戰也是一種機會，因為老化所產生的產業及政策推動，也是讓我們每一個人有

更好發揮的機會，尤其是對老年人而言，他如果有一個很好的政策去支持他們的時

候，他們後半輩子的生活會更多采多姿，當然可以參與學校的學習，我們政策的規

劃裡面一定會讓學校參與這部分的工作，他們也可以到社區去學習或是讀書會、社

大學習、網路學習等等，也包含代間學習，或是很多讀書館有可以在高齡者的學習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是旅遊學習，面向很廣、可行之道還是非常非常多，不過現

在還是再收集資訊的階段，所以四區座談完之後可以形成更具體的方案。謝謝。 

林麗華執行長（書面資料）： 

一、加強高齡教育推廣，但在確實立法立法之前要有短、中、長期發展計畫，在短

期間之內需要做整合，不管民間或是政府部門，應做整合。 

二、發放老人年金應是鼓勵的性質，是否可以利用發放老人年金的同時，鼓勵老人

參與再教育。 

三、老人教育也該有鼓勵方案，可利用老人資源再就業或提供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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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老人教育方面可以分成：再就業訓練、休閒、興趣、健康、理財、法律（遺囑）、

如何運用資源等等。 

二、中區焦點座談逐字稿 

黃富順教授： 

感謝大家撥空來參加這個研討會，首先我先將這個研討會的背景作個說明。主

要是教育部認為高齡化社會，台灣來得非常快，雖然台灣不是世界上老化人數最多

的國家，但是卻是老化速度最快的國家，所以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是台灣最明顯的現

象，台灣高齡者人口已經達到 9.45﹪，跟日本的 19.5﹪雖然還無法相提並論，但是

速度非常的快，數據非常的驚人，教育部為了因應台灣社會高齡化的社會現象，也

非常重視老人教育的層面，事實上老人教育在整個高齡化社會對策中式非常重要的

一環，因為高齡化對策不管是老人的身體保健、老人能力的再利用、老人各種學習

活動的參與、老人生活意義的極限，這是日本高齡化對策的層面，每一步都離不開

教育的管道，所以整個高齡化對策裡面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老人教育的實施。老人

教育要往那個方向走？因應高齡社會的來臨？所以教育部認為應該研擬一項老人教

育的政策，台灣在過去是由社政機關辦了一些長青學苑，教育機關也辦了一些老人

教育的活動，很多都是採取補助的方式來進行，老人教育到底要何去何從？應該先

從政策來釐清，所以教育部就做了一個專案研究，交給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所，

來進行這樣的研究，我們先去研討先進國家高齡教育政策，是如何表現的？ 接下來

有教育部的長官前來指導，我們請教育部長官致詞。 

黃慧芬專員： 

謝謝大家，今天應該是由司長、副司長、科長前來指導，但是因為部裡還有要

事，所以由我代表。希望今天可以將各位的寶貴意見帶回教育部，剛剛黃老師也將

我們教育部作此專案計畫的用意作說明的非常清楚，所以在此我就不再多說，謝謝

大家。 

魏惠娟主任： 

有教育部的支持及黃教授來推動老人教育，所以這場的座談會非常重要，謝謝

教育部的支持與黃教授的指導。台灣的高齡化社會越來越嚴重，也產生了一些問題，

希望各位在今天多提供你們寶貴的意見，謝謝大家前來指導。 

張菀珍助理教授：ppt 報告 

黃富順教授： 

謝謝張老師的報告，我們擬了一個初步的座談大綱，第一個就是台灣是否要成

立一個高齡社會政策？教育政策應該採取什麼方式？在美國有老人教育法案、英國

有老人教育憲章、宣言，日本有一個法，叫做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事後又制訂了

高齡者教育對策大綱，這個大綱在一九九六年訂了，在二 000 年又修正，裡面有高

齡教育與終身教育。不管我們用什麼方式、應該包括哪些內涵，這些內涵是剛剛我

們歸納的內容，包括：免學費政策、退休前教育活動、普及老人教育方案等，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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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了遠距教育方案、旅遊學習、日本老人教育部有發展境內、境外的旅遊學習、老

人教育經費的保障，因為經費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各國有各種民間組織學

校有關補助老人教育的獎勵、實施方法的創新。目前各國都在發展各種老人教育活

動，例如法國的第三年齡大學、日本的健康學園、高齡者教室、台灣的長青學院。

還有老人人力的再利用，例如如何結合老人志工發展、高齡者工作所需的知能，目

前台灣產生少子化的現象，人力的不足，高齡者可以提供他們的經驗和知能，運用

部分時間的志工工作來奉獻心力。目前台灣政策應該如何實施？實施的原則、實施

的步驟、措施、內涵及方式應該包括什麼？請各位踴躍的發言，我們將請紀錄記錄

下來，也請你將您的發言，盡量寫下來，一方面保障您發言的內容，一方面可以直

接將您的意見送到教育部。  

洪華長館長： 

你們看起來這麼年輕，就要為老人訂定教育政策，也是為他們的將來作準備，

可能是預留後路，一方面則是為現在的老人貢獻。在內涵方面我有點提出大家做參

考。第一點：因為我個人在社教館服務，發現很多的老人不願意出來，所以，我們

是不是也可以發行老人學習護照，如果達到多少研習時數，我們也給予表揚，用鼓

勵的方式，讓老人願意走出來，靠大家的智慧，把老人引出來。第二點：如果反過

來說，如果我們把教育送上門，想出很好的點子來幫助老人參與學習，把教育主動

送給老人。像王永慶在北部開了的「養生村」，主動出擊的方式，也不用老人村的方

式，運用創新的名詞，發揮創意，鼓勵老人參與學習將幼稚園改成老人學習中心，

老人、小孩一起學習，集結老人和小孩的學習，這樣年輕人也很高興，可以全力以

赴到外面工作。一般而言偏遠地區的老人比較不願意出來學習，如果可以辦教育送

上門，請附近的社區提供一些設備，讓學者專家可以去那邊上課，我想是比較好的。

第三點：志工的運用，現在館內有三千多個志工，運用志工為社教服務，因為現在

館內要增加名額是相當難的，因此，增加業務費，鼓勵更多的志工參與，提供志工

便當費、車馬費，如彰化到台中，花的不多，但是意願會增加。如此，教師也願意

把自己的知識和智慧提供給社區的人員，因為老了如果不學習，我們發現會造成很

大的困擾，會增加社會成本，利用鼓勵性的方式會比較好。 

鄭教民副秘書長： 

我是中華老人協會，退休後和老人在一起好幾十年，所以我覺得對老人的狀況

會比較瞭解。我認為老人教育政策的訂定，必須和實際的狀況切合，現在的老人和

將來五十年後的老人會不一樣，我們現在的老人是傳統的老人，觀念和現代的孩子

們格格不入，所以需要教育，運用教育的方法，幫助老人學習。第二個是生涯的規

劃，如電腦的使用，要用教育的方法，來幫助其使用。第三個是自我心靈的改造與

提升，現在的老人趕不上時代潮流，感到非常的寂寞，躲在家裡不願意出來，因此，

老人心靈上非常的苦悶。第四個是休閒活動，現在很遺憾，老人的休閒活動舉辦得

非常少。第五個是運用新知 ：因為趕不上時代潮流，沒辦法使用網際網路等等。第

六個是老人的困擾，健康疾病的困擾，生、老、病、死，當他老的時候，他還會想

他年輕的時候，所以要依靠教育的方式，教他們有病看病，不要在心靈上增加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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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有幫助；再來就是退休後會覺得人家看不起他了，覺得沒有用了，不受尊重、

被孩子看不起、受到年紀的影響，在價值上和生涯上不受尊重，覺得受到貶抑；再

來是經濟的因素，因為被騙、過去養兒防老的觀念、孝順的觀念已經慢慢淡薄。再

來是老人有三個需求：第一個是認知衰老的保健；第二個是認識人際關係的相處，

如何與人相處，因為老了以後會固執，和人家格格不入；第三個是如何量入為出，

讓自己的經濟可以維持，不必仰賴兒女，生活有保障。老人也有三個方向，我們在

老人會中特別強調的，第一個是一定要鼓勵老人走出家庭，不要留在家裡悶悶的；

第二個走入群眾，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使自己不再孤獨；第三個邁向大自然，在大

自然中陶冶老人的心情，讓他更快樂。 

以下我有幾個問題，因為兒童有兒童福利法、殘障有殘障福利法，但是我認為教

育政策應該包含在老人福利法裡面，用老人的母法來發展教育部門，我認為教育政

策應包含在老人福利法中，社會局管社會福利的部分，老人教育與老人福利是牽涉

在一起的，如果通通規在老人福利法中，讓教育、福利等等，讓各部門去研討下面

的工作，分權負責，把各項措施政策放在老人福利法中，分層負責，運用經費的編

列，落實到老人的福利。我跟各位講一個很不好的例子，台中市老人坐公車是免費

的，但是，公車司機看到老人就會故意不停，因此，他們到老人會來哭訴。所以，

如何教育司機，如何尊重老人，那以後也才會受人尊重，因此，請求市政府開設尊

重老人的課，來改善司機對老人的尊重與服務，要落實老人福利法，決不要講口號，

讓老人福利法能夠確實被執行。 

朱南子董事長： 

我想我們都還在摸索中，我們的長青學苑已經十年，一直跟著市政府的長青學

苑來學習。其實在社政部門，已經開始將老人稱為「資深公民」，老人頗喜歡這個名

詞的，在高雄所辦的一個活動，即是以資深公民來推動，很深受喜愛。在十年前我

們在為老人服務時，其實是很困擾我們的，在辦理老人相關的教育活動時，發現自

己本身並無法立案，因為沒有法源根據，如果可以有政策，就會有幫助。事實上，

不同時代的長者，其需求是不一樣的，過去因為戰爭的關係，所以需求是不一樣的，

當初訂定的只要是滿五十五歲、行動方便，就能參加，也開設相當多元的課程，他

們都相當的開心，因為還能戴上方帽子。事實上這幾年來，我們發現這些高齡學習

者的組成成員教育程度差距相當大，有的大學畢業，有的還在學認識字。但是都有

一個共同的希望，現在的長輩都希望比較沒有壓力的學習，比較年輕一點的長輩，

會在長青學苑與社區大學之間兩邊走，另外他們比較喜歡休閒方面、人際互動方面

的學習，喜歡沒有壓力、輕鬆自在的學習，希望最好都沒有考試。另外提到有關高

齡者職業發展，我們那邊的情況是沒有發現這個，在我們那邊比較沒有這樣的情形，

但事，也有許多長輩也參加研究所的學習。因為咬鼓勵長輩走出來是一件困難的事

情，所以我們除了鼓勵他們走出來，也會鼓勵其他朋友來參與，多多嘗試。有些長

輩，是受到自己的子女的鼓勵來參與學習的，對於長者的學習來說，不僅對自己是

一種肯定，也對孩子來說更是一大鼓勵，雖然在經費上有困難，但是我們還是要繼

續鼓勵他們走出來，因為這樣對他們的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助，很多人覺得這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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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走出來後，他們的晚輩不再抱怨阿公、阿嬤只會重複說以前的故事，因為他們有

新的故事，尤其是有些老人學了電腦之後，可以透過傳真、電子郵件和國外的孫子

女聯繫，因此，家人間的互動也愈來愈好。另外，我們也會辦一些義診、健康講座，

那他們的家屬在瞭解之後，有更容易放心地去上班。因為參與課程，老人的身心也

會比較健康、比較快樂、較能成功地老化，因此，無形中，也減少了很多的社會成

本。也辦過許多郊遊、戶外踏青、賞鳥、甚至出國的旅遊等，這些長者相當的開心，

但是，相對陪伴的人員要增加，也要依照老人的身體健康狀況來照顧他們，我是覺

的很值得辦。現在也討論老人年金，老人年金的發放是不是很理想？除了一些身體

失能的老人，真的無法出來之外，需要發放之外，其他的長者該如何鼓勵更多的老

人走出來，是否可以用像幼兒卷的方式，來給予補助，鼓勵長輩走出來。現在台中

市要辦老人長青學院，不知近況如何？我覺得長輩就近學習是很好的。在這裡我講

一個經驗，如果他們覺得有幫助，他們就會去學習，在我們機構裡，有一對夫妻每

週從馬公坐飛機來，機票前就很可觀了，但是他們覺得很值得，因為他們換來了健

康，他們相當的開心。再來我希望可以做的事是口述歷史的工作，把他們生活的經

驗說出來，把他們的生命的意義、價值、成就說出來，都是很寶貴的經驗，現在還

在思考中，主要是缺乏經費。我們曾經也幫助一些機構辦理退休前的生涯規劃，這

點也很重要，但是就是礙於經費，以上是我一點的分享，謝謝大家。 

劉麗雯副教授： 

我在社會工作、社會福利領域從事研究，但是教育也是其中的一塊，過去一直

是在社會福利一環，現在從執行層面來看，剛剛朱董事長的看法，因為對象是老人

家，因此在名詞的使用上，第一點是一定要用教育這麼沈重的語詞嗎？我是認為是

一種生涯上的轉換，因此在名詞的使用上可以再思考。第二點是剛剛有提到不同的

時代有不同的老人模式，現在有這種狀況，未來更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老人家會

有很多元，會有傳統老人、現代老人，各種不同的老人，因此需求也會很不同，因

此，不只是代間的不同來思考、規劃，事實上，應該用動態的觀點來看。第三點是

我在思考教育部在研訂這種政策時，有沒有要同時考慮到成人教育、代間教育，剛

好是一環，如何一起融入？與其另外劃分老人教育的一環，不如在正規教育的體制

內，我們如何去接受？美國的方式很活潑的方式，我是認為可以設置社區大學，但

是在正規大學之內如何也可以看到他的彈性？以前我在外面兼課，我的學生還七十

歲，當中是很好的部分，如何做好不同代間在職教育，而不是將老人教育隔開，用

整體性的思考方式來考量高齡者教育的部分。另一個思考方向，如何整合教育政策？

我想如何像跨科系的不同實務、專家學者，另外，如何運用跨學科領域的方式來幫

助老人學習如何透過運動的方式，我是覺得不要設限啊！過去在談在談社區總體營

造的時候，如何在社區中，整合教育、營造、福利、健康等等的資源，課程、教材

等等的整合思考，如何培養老人成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他們的經驗與專業。 

劉由貴課長： 

有請教在社教班上課的老人，他們早上和孫子一起出門，早上先去運動，然後

到學校上課，上完課回家睡覺，睡完覺，去接孫子下課，晚上就去跟兒子、媳婦講



 
 

180

一些有關學校的上課經驗。事實上，學習不一定要到學校，也可以在社區、到宅服

務的措施，哪裡需要我們去服務，我們就去哪裡服務，如果可以成立這樣的機構也

是很好的，那人數可以以初階、進階的方式，以十個人為單位，多開設實用性的課

程，每班人數大約十人。像教老人家上網學習，他們覺得很開心，也覺得很踏實，

他也會去教其他的朋友。講到課程的部分，可以結合地方的特色，像苗栗縣很多客

家鄉親，可以由老人家來教小朋友如何講客家話，這也很好。再來就是識字的部分，

像成教班大都是以識字課程為主，他們會覺得不一定這麼需要，因為不知道何時要

走，因此他們會覺得不如以實際、好玩的活動比較好，他們彼此會教學相長，他們

比較喜歡參觀旅遊，由去參觀美術館、921 重建學校舞蹈活動、卡拉 OK 大賽等等，

以縣長名義鼓勵老人來參加活動，他們熱衷的程度比白天的學生更好，他們會很認

真的去學習跳舞，這個都是一些誘因，另外透過比賽，他們會呼朋引伴來參加，而

且得名的還有獎金、獎狀，這對老人家而言都是非常好的鼓勵，另外，也發現老人

的參與以女性佔七八成，男性參與者少，這也是我們想要改進的部分。 

蔡志文課長： 

第一個就是經費，教育政策的經費是有限的，因此，應該透過立法的程序來作，

這樣對老人教育比較有幫助。另外，有關老人教育、福利照顧方面，個人覺得目前

有一些政策，可以讓老人教育搭上便車。那些需要照顧的老人、需要教育的老人，

他們都不出來，用什麼方法，可以幫助老人走出來，事實上，現在都要發老人津貼，

那他們要領津貼，我們是不是可以規定他們要上幾個小時的課，才能來領這個津貼。

當然，如果這個老人之前都有來拿津貼，突然之間沒有來拿津貼，我們就會想說這

個老人是不是病了，那社政課就有機會去關心這個老人的狀況等等，如果可以搭這

個順風車的話，效果一定會非常好，以上提出這兩點。 

徐美麗專員： 

最近市議會時間，課長派我來參加，現在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黃教授，因為成

人教育的年齡是四十五歲以上至往生，課程內容是以識字為主，現在談老人教育的

年齡是起自五十五歲左右，老人教育是不是成人教育的一環？我們在辦理終身學習

和成人教育，學員都會跟我們一直強調不要一直只給學員識字，應該要多一點的變

化，如讓學員聽聽生活上的點滴，我們一年之中，要辦裡什麼活動，都需要事先提

出，需要一個誘因，並辦理說明會，因為學員很喜歡唱歌，因此，一定要辦裡學員

喜歡的課程，如與以縣長的名義辦理和縣長有約、朗讀比賽、說故事比賽，我們都

會每一年事先把活動列出來，一年下來活動都辦的有聲有色，相關活動內容我們會

轉發給學校，再由學校轉發給學員，讓學員可以事前準備。那就是說老人教育和成

人教育在年齡上應該如何區分？這個問題我再請教一下黃教授。 

黃富順教授： 

成人必然包括老人，因為老人必然是成人，所以老人不是非成人，成人如果相

對的名詞不是成人，不是成人就是幼兒、青少年那類的，人生的後段只要是達到成

年期的就是成人，理論上來說，成人一定包括老人。如果講成人教育與老人教育，

理論上來說，成人教育是包括老人教育的。但是，實務上或是研究上，對於課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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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內容、施教的方式等兩者是不同的，成人教育談到五十五歲為止，重點不是指

單單識字教育，但是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其中很大的一塊是和職業有關的，還包含

生涯規劃等等。對於成人來說，很多方面是與職業發展有關的，另外，政府現在比

較多推動成人識字的部分，但是，其他很多民間機構所辦的課程是相當多元的，主

要是以他的工作為主。但是，如果把成人教育方法、目標、課程放在老人身上，則

不一定是適合老人的，老人是不能給他壓力的，老人不要職業的東西，他要生活意

義的體現，那是人生的同整，成人教育不探討這個，因為才三、四十歲談這個太早，

所以老人這裡有他特殊的目標，有他特殊的內容，老人教育一定是以身體保健為主，

成人教育取向較多元化，不太一樣，像剛剛說的，老人不能給他壓力，因為一給他

壓力，老人就不來了，完全不一樣的，只有把老人教育從成人教育在劃出來，所以

實務工作、研究工作上是包含在一起的，但是到五十五歲，而後段很特殊，所以劃

分到高齡學習的部分，這兩個是這樣分的。 

陳素雲專員： 

我是台中市政府老人福利課的長青學苑，74 年就已經開始辦理了，已經快二十

年，剛開始的時候台中市都沒有長青學苑，所以當初我們都要鼓勵學員出來上課，

當初整個台中縣市都沒有相關的單位，當初要辦的時候，相當的辛苦，第一年只有

一百多位，現在已經有四千多位，所以成長率滿高的。對於設籍於台中市，年滿五

十五歲的才能參加，只要滿六十五歲，完全免學費，只要報名費五十元，我們的環

境相當幽美，古色古香，所以我們的地點、老師都有注意。我們的老師大都是已經

退休的人員，因為退休的老師年齡和他們比較相近，比較容易拉近與學員間的距離，

他們比較瞭解學員的心理與需求，比較可以得到心靈的鼓勵，可以當學員的心理治

療師，一開始的時候真的滿辛苦的。我們剛開始就分成初級、中級、高級，但是有

學員反應時間太短，沒學到什麼就要畢業了，所以我們從八十四年，將其分成四年

來學，這樣比較能學到東西，學滿四年的人就要將學習的機會讓給其他人。那時候

市長很關心我們的辦學情況，所以我們在北囤、西囤、南囤、西區、東區各設一個

分院，雖然很好，但是還是有學員堅持要到本院上課，這是學員可愛的地方。我們

以前英文課都要排隊，因為教室和名額有限，所以，都很早就來排隊，能排到上課

的機會就很高興，完全不在意排隊的辛苦。現在有很多機構都會到我們老人學苑參

觀。我們的學員一直換班在讀，過去他們喜歡選擇英文課，現在有愈來愈多的高齡

者會選擇沒有壓力的課程，如民謠班，班班爆滿，滿班大約二百人。此外，老人也

很喜歡郊遊活動，可是市政府較不願意辦這樣的活動，因為有安全的問題，但是，

學員們會以班為單位自己辦理，或者他們會以自助的方式，自己辦國外旅遊等等。

另外，我們每一年還設有全勤獎，雖然只是一張獎狀，但是對老人家而言也是一種

鼓勵，家人子女的鼓勵，也是學員積極參與的動機之一。我們的研習課不設限，所

以，他們很喜歡參與課程，希望一個禮拜五天都可以來，因為學員很多，我們現在

有很多的志工，大約有八十位，大都是退休的教師、郵務人員等，都是相當優秀的，

所以很感激有志工。有很多的老人會覺得我們寧願不領老人年金，也要有機會來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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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富順教授： 

長青學苑大概是我國辦理歷史最久、人數最多的一個。都有很多值得我們參考、

應用的部分，從報告中可以得知老人寧願不要年金，也要來學習，這才是政府來制

訂政策時偏哪一個方向，這是蠻重要的。 

鄭重先生： 

各位學者專家，我在軍中二十幾年，到社會後感覺非常溫暖，向官員講的長青

學苑，我常去，我覺得也不錯，但是由於經費的限制，會覺得內容不夠充實，剛剛

看到美國、英國、日本他們比我們先進好幾百年，先進國家比我們在經費、經驗等

都有更好、更多的經驗，因為我們國家現在動亂不安，所以我們教育方面也很欠缺，

第一點我感覺希望可以給老人關懷、同情、尊嚴，可是現在的教育都不尊重老人，

我家還好，因為我家是因為我受到傳統的教育，也比較嚴謹，但是其他的新聞或是

電視會發現有很多的老人，都非常的無奈，有兒子打父親，所以我建議要從教育孩

子開始，在啟蒙的時候，就要教導他們忠孝、仁愛，懂禮義廉恥，對未來的遠景也

很好，所以我們一代過一代也很好。第二點是我們社區，由社區發展委員會，來招

募每個社區的退休人員，奉獻心力，共同為社區的老人謀福利、教育老人，像教我

們衛生教育、氣功、唱歌啊，這都是很好的。第三個就是英文啊，英文一定要教，

像會話一定要教，出國才會和人家溝通，要適應時代的需求。再來就是宗教的需求，

因為老人家的兒女一早就出門工作，但是老人是一天坐到晚，一直在看電視，坐到

坐骨神經痛，所以現在宗教方面也要注意，不管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

可以請他們到社區演講，使老人在精神上可以鼓舞，就是我的建議，謝謝大家。 

劉鴻恩主任： 

我第一次參加這樣的會議，我是有不同的看法，我是覺得老人教育並不是那麼

重要。因為要從老人的需求來著手，因為需求不同，所以會各取所需，因為是有關

老人教育的政策，所以參與的人是否應該是更多符合老人資格的人來與會參與， 

瞭解他們的心聲、想法，往後老人家會更適合。等一下我會講成人教育，辦成人教

育之所以會被誤認為識字教育，要把不識字率降低，花了很多經費，但是成效非常

的差，監察院也在彈劾，主要是因為我們要降低不識字率，我們要把他們引出來上

課，但是這是我們的想法，但是老人真的想出來識字嗎？是他們真的需求嗎？這點

是一大的疑問啊！事實上，成人教育並不是只用在降低識字率，他們是不是真的要

來識字，是我們這些年輕人逼著他們來識字，以降低國家的不識字率，真正該出來

念的是非常的少，所以應該不是我們這些年輕人想要什麼就要逼他們做什麼，可能

花很多錢，效果也不是很好。有些老人會一直來唸書，但是他們不是一定要來識字，

其實會一直出來上課，是為了要離開家庭，希望能多結交朋友，當然回去也會有新

話題，因為他們能講話的人不多，又沒有其他的活動，家人久了會厭煩，彼此也會

增加很多摩擦，所以老人教育的內容應該不是那麼重要，如果一定放重點的話，內

容的方向就很重要，他們有需要才去開，不然開了也沒有人要來上，像很多大學開

課了，沒有人去選修，那只是浪費那個經費而已，向開一些宗教、休閒的課會比較

好一點。像現在考慮經費花下去，是不是要全部的老人都來上，要他們都來上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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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強制性或是其他獎勵誘因，是否為了其他的需求，可能他們的重點不是在這裡

喔！所以我覺得志願性比較好，但是相對參加的人就必較少，另外，他們比較需要

的是親子的活動，所以能多辦這些親子活動，像去孤兒院或是其他一些需要照顧的

地方當志工，可以發揮他們的所長經驗，是相當的好，以上是我的想法，提供大家

參考，謝謝大家。 

張月芬課員： 

我剛聽過很多實務者的報告，我發現若以社會階層來看，會出來接受教育的老

人，是退休的教師或公務員，但是，仍有很多教育程度較低的老人希望能夠參與學

習，因此，如何鼓勵老人來參與，獎勵的辦法就相當重要。獎勵的誘因、地點的設

置、支持性團體、研發課程方案、課程設計、教材的研發，剛有很多先進提到，我

們希望所研發的課程是符合學習者所需要的，所以第一個我們要考慮到他們實際生

活上所必須應用到的課程，第二個就台灣地區來說，城鄉差距相當的大，所以一套

課課程、教材不應該適用在每一個地方，因為苗栗縣的課長提過，因為每一個縣市

的特色不同，所以我們可以有每一個縣市的特色教材出現，那我先報告到這裡。 

胡夢鯨教授： 

我覺得把大綱直接轉成政策，又都能做到，那我國的老人教育就算非常成功了。

剛剛大家在發言時都提到很多重點，我覺得非常可貴，我總共分成六點跟大家分享

一下，第一個在政策規劃方面在政策規劃部分，我認為教育部應該發佈一個老人教

育政策的白皮書，至於名稱的問題，可以等會討論，要叫什麼名稱，要叫老人啊、

高齡啊、資深公民啊、銀髮啊，我是覺得可以再辦一個座談會再來討論名稱方面，

因為要訂白皮書或是中、長程計畫也是蠻重要的，藉此機會或許可以把他定下來，

我想政策規劃方面教育部要訂高齡教育白皮書，及訂定中、長程的發展計畫，因為

我覺得中、長程計畫比白皮書更重要，白皮書畢竟屬於宣示性的，中、長程計畫訂

定以後如果加上經費的編列，會是很有影響力的，這是政策規劃方面；第二個是研

究方面，我們知道我們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事實上很多先進國家，比我們更早進

入高齡化社會，所以我覺得教育部是不是應該委託各大學，來辦理高齡社會的研究

中心，長期來研究高齡社會的問題與對策，我是建議可以成立高齡社會的研究中心；

第三點在對像方面，我贊成各位先進的意見，我們的政策推動應該有市場區隔的觀

念，市場區隔在高齡地區的確適合開班型態來辦，但是鄉村地幅遼闊應該以居家的

型態來辦比較適合，像有年輕的長者他們的需要和真正高齡的長者也許是不同的，

所以如何做區隔也是非常重要的，居住狀況也是不一樣的，社經背景也不同，所以

在不同對象的老人，在政策規劃上應該也要不同策略；第四個在策略方面，整個策

略方面在未來應該採取合作策略、資源整合，整合民間組織、老人安養、老人福利、

及醫療院所各方面的機構，一起來推動高齡的學習活動，尤其是現在一起既存的一

些老人服務、老人機構，我們不可以忽略他們，因為他們對老人來說是非常重要的

生活重心，因為他們已經做的非常有成效了，應該做一個整合喔！第五個在執行方

面，我建議一些作法，1.我覺得過去好的政策、好的法，沒有機關、機構、有人去

推動是不行的，所以政策會打折、變形了，所以我的建議是各縣市應成立高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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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中心，或者以分區北、中、南、東方式來成立高齡教育服務中心，由政府補

助和設置，比照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每個縣市都成立，高齡教育服務中心可以長期、

就近的在地方推動高齡教育；2.現在大學生有很多有熱心願意服務老人，因此，建

議教育部補助大學成立高齡服務社團，讓大學生可以深入到長者的家中，提供各種

服務，來幫助高齡者學習；3.補助長青學苑、高零安養機構辦理高齡者學習活動；

4.應該由高齡者來幫助高齡者，如果從這樣的觀點來看的話，應該輔導地方成立高

齡教育協會，政府補助經費，由高齡者來幫助高齡者，由高齡者自己來規劃、設計、

安排各種高齡教育活動，運用高齡者的資源，成立俱樂部或協會，由他們再去服務

老人；5.選拔高齡學習的楷模：年紀大的人需要尊重、需要獎勵；6.整體開發高齡

者的教材，所謂整體是針對不同的對像，包括識字的、不識字的、退休的等等；7.

經費的補助，最重要教育部一定要編列一定比例的經費，來補助各種高齡學習的活

動，如果沒有經費以上所說那些活動是辦不起來的。我提到這裡，謝謝大家。 

蔡秀美副教授： 

從教育部辦理老人教育的活動，會讓人誤以為我們是要找很多的老人來接受終

身教育，這不是站在老人學習的立場。事實上我們辦的出發點是這樣子，所以我們

一定會把政策放在協助弱勢的老人，這部分我是覺得有很多地方可以著力，不是就

近照顧那些有錢、有資源的那些。所以等一下我會分成兩部分，一部份真的是 

依賴人口，教育程度比較低、經濟收入比較低，對教育比較不重視的，我們如何教

他們出來，裡面也有很多老人其實是教育程度很好，教育資源很多，自己可以自立

成立團體，可以自己提供老人很多活動，我叫做「資源人口」，他們是只要政府給他

一個方向，自己就會往前，那如果「資源人口」還沒出來的話，我們才輔助一些誘

因，刺激他們出來；在依賴人口的部分，我們在很多偏僻地方的國小補校他的年齡

層大概在五十歲以上，大概佔了八、九成，以目前來說我們的不識字人口，我覺得

五十歲以上佔了大部分，未來還有五、六年到十年的時間需要做國小補校的整合，

我們是以學習的角度來幫助所有高齡者，讓他們不再是倚賴的人口。事實上，有很

多老人是有很多的資源、可以主動提供資源和服務其他人的。現在的國小補校，大

都是五十歲以上的人口，如果補校的部分，能夠活化課程內容，讓學習者學到更多

實用的課程，這是現在成教或社教司現在就可以作的。在經費的部分，生活津貼的

部分和教育的補助是不重複的，但是教育津貼是指民眾能夠透過教育津貼的補助，

有更多的機會參與機構化、有系統的教育活動；第三個在倚賴人口中，我們需要跟

很多的學校和機構一起來努力的，我們可以和機構、學校共同合作，因此，需要更

多的培訓，如醫院承接的日間醫療照顧的方式，我們可以透過專業培訓的部分，加

入老人教育課程的安排，讓教育的功能益能發揮，我想在座的長青學苑也不會排斥

參加這樣的培訓，這就是一種老人教育跨科際整合的部分；在生命史的計畫，可以

讓一個人找到不同的價值，如果老人教育能夠有計畫地推動生命史的計畫，應該會

有很大的成效自主學習的社團，是一種自主性的、非強迫性的，由老人自己充實地

安排自我的生活，服務學習；另外可以推動老人參與志工服務學習，我知道社會服

務有所謂的人力銀行，以後也可以受到機構的安排有免費的服務人員，彼次是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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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覺得學習的部分也可以朝向這部分來做一些規劃，以上是我的想法，提供給

大家參考。 

林麗惠助理教授： 

今天跟大家學習很多，以上提供我一些小小的淺見，以提供我們的專案可以或

多或少的參考，我分成兩個方面，第一個我們關注的事如何促使高齡者走出家，走

入群眾，還包含強制性的，我這邊想提出是一個比較自主性的，如何誘導他來參與，

我首先提一個觀念，就是高齡者在參與很多的社會活動上他的自主性是他很重要的

一個特性，我們如何在這個特性的前提之下，協助他們可以自組社團，在由我們的

政府來補助一些或多或少的經費，能夠提出一些鼓勵的辦法，在國內外都有一些成

功的案例，在國內我常提的是新竹的長青社，是一個三十多人自組的社團，一個禮

拜聚會一次，一次兩個鐘頭，高齡者可以從中找到他們自己生活的意義，從解答到

學習的效果，還有社交的功能。在國外我想提的是美國的柏拉圖學會，他們的方式

是由一群退休教師所組成的，我想我們在擬定教育政策時，如果也可以考慮到這種

方法，鼓勵高齡者多參與學習，然後引發他們的自主性為主，提供一些補助經費上

來做，就不會像剛才所談的高齡者教育很沈重，但是自發性這樣的角度來出發，是

不是我們可以界定使歷，如果考慮到教育經費的補助來源上目前沒有一些補助來

源，我們或許可以跟非營利組織作結合，我們是否可以藉由此政策的宣導，讓非營

利組織也可以將高齡者納入為他們主要服務的目標與對像，在來就是說美國有所謂

的老人中心，目前有兩種模式，像國內的長青學苑的模式，另一個就是自願組織的

模式，從很多的文獻中發現，已經很多從社會機構的模式走向自願組織的模式，所

以以上三個理由我建議是不是可以在高齡教育政策的擬定上，可以誘導我們的高齡

者真正的走出家庭，走入群眾。第二個在老人教育的實施方式上，我們的專案小組

作了很好的規劃，我想提供一個小小的補充意見，是不是可以將高齡者服務中心跟

資訊中心這樣的想法納進來，根據我們目前的作法是這樣的，找一個鄰近、交通方

便的百貨公司，我們知道百貨公司有文化教室，現在把文化教室的功能擴大了，把

他擴大成服務高齡者，或是把服務高齡者也納入他的功能之一，如何吸引高齡者來

參與，這也是建議可以把老人教育的實施方式加入這個，包含休閒、育樂、社會性

的功能。再來就是代間學習，剛剛我們有提到在宅的教育服務，如果我們在推動在

宅教育服務模式之前，先提供代間學習的觀念，在宅服務的品質會有方向及遵循的

一個模式來做參考，所以我是希望說可不可以做以推動代間學習作為提供在宅措施

的前導。提供以上意見，謝謝大家。 

林勤敏主任： 

我針對老人的學習需求，提供老人學習的訪談內容過程中，我發現高齡者在學

習的過程中出現很多的問題、障礙，我們是不是在鼓勵他進入學習場域後，他面對

的有關學習的問題、老師教學、教學設備的問題，那過程的身心障礙應該如何改變。

舉個例子來說，有個銀髮族學電腦的研習班的訪談，短短的一段時間，那是一個六

十歲的老先生，雖然只有短短的一句話，但是我發現這段話有許多問題，他說：「他

有好幾次想學電腦，卻找不到哪裡有適合像我這樣年紀，又是初學者的課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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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透過兒子幫我找到圖書館辦的銀髮族的電腦研習班。在學習過程中，起初非常

的辛苦，總覺得自己一雙拿鋤頭的手敲起鍵盤的手很不靈活，老師說話的速度太快，

遇到問題我也不敢舉手發問，老師提問的時候我也不好意思回答，電腦、網路的專

有名詞一大堆，老師說明的時候常是中、英夾在一起，我聽不懂，也記不起來，課

堂上安排的上機時間不夠，我回家又沒有電腦可以學習，我真是擔心我是全班學習

情況最糟的一位，因為我家住的比較鄉下，交通部方便，坐久了會腰酸背痛，也常

想上廁所，眼睛也不舒服，真想放棄算了，但是心裡又覺得不想半途而廢。」從短

短的一段話中，可以發現他身心的問題或是手腳不靈活、身心靈的問題或是心裡的

焦慮，或是老師的教學方法、設備的不足，都造成他在學習過程中的困難和障礙，

我比較擔心的是說，可以把老人的各種課程中是不是可以擔任教學的工作人員，可

以給予更多的專業訓練，讓他們瞭解老人身心特質，不適用教兒童的那一套方法來

教老人，這些都是高齡教師應有的素養，我希望未來有計畫的去培訓所謂高齡者教

師的部分。剛剛我也聽到胡老師、蔡老師提到「運用老人、服務老人」的構想，我

也是另一個研究在做老人志工的訪談，我第一個問題會問他們說，他們當志工的動

機何在？他們說：「我希望我現在身體好的時候可以做服務，當我老到無法動的時

候，我希望可以有另一批人可以來為我做服務。」我在想是否可以建立所謂高齡志

工的服務銀行，把他們服務的過程建立以來，可以優先安排相關服務，建立所謂你

自助、我自助的良性循環，這是未來可以加以推動的。 

劉麗雯副教授： 

教育與社會工作的部分有很緊密的連結，過去我們一直覺得很孤軍奮鬥，現在

我發現我們有一群更專業的人也關心高齡者，像剛剛的在宅服務、居家服務功能，

應該帶給弱勢族群。那有很多社會工作、社會福利領域，現在正在進行，也有很多

預算放在老人的領域，那我一個建議是比較及時的，希望教育所可以來做，你們也

做滿多的，也瞭解國外的狀況，也希望國內可以瞭解有哪些社會福利領域是關注在

老人教育層面的，有哪些具體的方案在做，剛剛都有提到了。高齡者教育所很有心，

是不是也要注意那一批流浪老人，他們不是遊民，只是他們的生活型態必須常常轉

換，他們不在他們的戶籍地，所以他們無法享受到一些福利，像剛剛說一定要在戶

籍地設籍才可以參與學習，因此他們沒辦法參與學習課程的情況，如何為他們提供

便利性的課程。我們常說走出去家庭，有滿多弱勢族群，像剛剛說講弱勢工作者，

如何打開家門、走近彼此，因為很多人是無法跨出去的，那我一直在想，我們現在

在推的社區福利化、福利社區化，教育也包含在其中的一環，一直有一個理念就是，

也可以是用在老人家的生活領域，例如客廳也可以是講堂、榕樹下也可以是講堂，

不一定是特定講堂，所以我在想說是不是在這個法令有這個保障預算，但是要有彈

性，因為我們在這個社會福利裡面，有很多被一些法令限制住了，原本是良成美意，

但最後卻被限制住了。大概是這樣的補充。 

洪華長館長： 

有屆齡兒童，為何沒有屆齡老人？我們有定了幾個法令，如終身學習法，是不

是可以涵蓋今天所探討高齡的教育政策，因為定太多法，如果不能執行，是不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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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淪為形式，而且修法比較容易，是不是可以運用修法的方式，或怎樣？我提出

這樣的建議。 

黃慧芬專員： 

我發現北區與中區的發言是相當不太一樣的。事實上，老人教育在教育部已經

推行多年，老人福利法中也有明文規定。但是，因為經費有限，而有一些排擠的效

應，導致老人教育相關的經費相當有限。教育部有補助辦理老人教育、婦女教育、

家庭教育的實施要點，但是，因為老人教育的辦理仍然是比較被動。現在，因少子

化、高齡化的現象，老人教育確實要受到更多的重視。我們會再做一些修正，例如

在地點的便利性、活動的多元化來做發展，朝社區化來規劃，活動朝向活潑化來規

劃，我們會再做一些修整。老人教育會有一個普及化的方式，這個部分我們會視研

究報告結果並在明年舉辦公聽會來決定，預計在明年會提出一個中、長程的實施計

畫，因為老人教育的議題，不管是資深公民或是高齡者教育的議題，我們都認為應

該讓社會大眾認識這個部分，所以明年我們有編列這樣的經費做宣導工作，部裡面

已經在中小學的課程中編列進去，但是這是屬於國教司在負責，所以我覺得還是融

入不太夠，所以這部分如果可以，往後我們會做一個重視。因為老人受限於身心的

困難，要走出家庭、走入群眾確實有其困難度，都市型的老人會比較願意走出戶外，

但是鄉下型的老人無法做這樣的配合，所以我是想說其實我們未來還是要宣導老人

重視學習的觀念，不管但時候提供什麼型態的學習，我們都希望他們會很樂意接受

這樣的服務，謝謝大家提供這些寶貴的意見。我會帶回去提供給長官參考，謝謝。 

熊智銳負責人（書面報告）： 

一、研訂高齡教育政策的積極態度與思維方向： 

1.實現安和樂利、小康社會，邁向老有所終大同社會總體規劃的一部份。 

2.以中華傳統文化反哺報恩、敬老尊賢為訂定高齡教育政策規劃的一部份。 

3.是政府的基本職責而非恩賜。 

4.是現代國家的具體象徵，應持之以恆、永續經營，而非政府符號，由不宜短

線操作、淺嚐輒止。 

5.是促使高齡者與全體社會雙贏的積極作法之起步，而非旨在抒解社會壓力的

消極手法。 

二、研訂高齡教育政策短、中、長程發展計畫重點： 

1.近程：徹底遵照「終身學習法」條文與精神，摒除各級政府保守本位態度及

措施（如恣意攀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視社區大學為補習班而勒令停辦），

全面開放並輔導合法非營利組織經營社區大學，使中高齡公民有更多就近學

習機會供其選擇，學習型社會得以及時呈現。 

2.中程：建立社會教育與正規教育並存並榮的高齡教育體制。社會教育以社區

大學為主軸，配合其他型態社教活動，形成高齡社會教育網。正規教育自國

民補習教育、大學及研究所教育，建立管道銜接而靈活暢通的高齡教育體制。 

3.長程：各級各類高齡教育專業化、義務化、免營化、常態化。 

三、研訂高齡教育政策的重要實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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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置專責機構，統籌規劃高齡教育事務及運用高齡教育資源。 

2.設置高齡教育研究機構。廣泛深入研訂高齡教育走向、內涵、資源運用等，

並將高齡教育觀念及設施納入各級各類學校課程中，是謂：「高齡預備教育」，

以為全國人民共之共行準據。 

3.建立高齡教育教師專業體制，特別是社會教育教師體制與學校教師體制並行。 

4.建立高齡者參與各類教育及社教活動的鼓勵制度，包括終身學習護照制、軍

公教退休者免費制、一般人士優待至與免稅制。 

5.強制公辦民營老人安養機構普遍開辦各種類型學習活動，充實高齡者精神生

活。 

6.改革社教館體制成為社區學院，負責規劃並推動終身學習活動。改革社教站

型態、體質與功能，使成為社區學院分支機構，負責推動終身學習活動。 

7.統籌規劃設置高齡人才銀行，使有用的高齡人才有繼續為社會效力的機會。 

8.建立各級學校高齡教育學分及社區學分制，形成學生關心高齡社群、關懷社

區、從事生涯規劃，參與社區活動的觀念、習性與能力。 

9.建立在終身學習機制，使學習護照成為轉業、待業、就業重要的參考，並與

退休後繼續參與高齡學習活動機制相銜接。 

三、南區焦點座談逐字稿 

黃富順教授： 

非常感謝各位學者專家參加這樣的座談，那現在我就先將這個座談的議程先說

明一下。事實上，這是面對高齡化社會，國內的老人人口現在也已經達到 9.4％，雖

然不能跟日本的 19.5％來比，還有一段距離，但是我們的老化速度是最快速的國家

之一，追趕的幅度是相當的快。台灣現在已經達到高齡化社會的標準，以目前來講，

我國的老人有兩百多萬。那面對高齡化社會的來臨，老人人口急速的增加，對於高

齡者的教育應該要怎麼去做，教育部為了因應未來高齡化社會的現象，我們馬上根

據先進國家的作法來制訂我國老人教育的政策。老人教育政策，就是說一個政策一

定要先立定之後，所以執行才能按照政策來做。老人教育政策究竟要包括哪些內容，

以什麼方式呈現，這樣的一個問題，中正大學為了因應這樣的高齡化社會，成立高

齡者教育研究所，且教育部委託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來進行這樣的專案研

究，這個專案研究由中正大學相關老師的組成來研究，首先瞭解先進的國家他們在

高齡教育的政策上，大概會有哪些的內涵，有什麼樣的方式來呈現，會有哪些的配

套措施，那麼我們經過文獻的探討，包括美國、英國、日本這些國家在高齡者教育

的政策上，關於他們的方式、實質內涵作一瞭解。，那等一下會由我們的老師來針

對這一部份提出報告。那我們會針對先進國家已經做的，那台灣邁向高齡化社會的

過程之中，迎接高齡化社會挑戰，老人教育法、老人教育白皮書、訂定老人教育的

憲章、聲明等各種方式，對於老人學費的減免等內涵，這些都是先進國家已經做的，

對於台灣，我們一定要從台灣角度出發，先進國家所做的可以做為我們的參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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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在研擬這樣的活動，對高齡者的教育政策，要怎樣進行、會包括哪些內涵，

我們要擬定高齡者教育政策，同時，我們也在全省辦了四場座談，聽聽各地專家學

者的意見，行政機關的經驗分享。所以我們在各地辦四場北中南東，我們已經辦過

兩場，一個是在台北，一個是在台中，現在轉到南部，在高雄這裡辦，還有一場在

台東。那每一場，我們都邀民意代表、有關老人教育的學者、專家、老人教育的實

務工作者、行政主管等，然後聽聽他們寶貴的意見，然後我們根據四場公聽會結果，

會把有關四場的結論彙整，之後和根據我們之前對先進國家文獻的探討，對於台灣

目前老人社會、高齡化教育的政策狀況做一仔細分析，最後對教育部提出相關研究

的報告。各位來就是針對台灣為來高齡教育的政策應該如何研訂，到底要不要訂，

用什麼方式來訂，因為我們把最後報告呈給教育部，教育部覺得需不需要這樣做，

可能還需要擬定長、中、短程的計畫，這對於台灣高齡者教育未來的走向、發展都

有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希望今天與會的專家學者、行政主管等可以提供我們寶貴

的意見，那麼今天感謝各位可以來提供我們這樣寶貴的意見。那我們今天的程序會

有老師報告有關先進國家高齡者教育的文獻，分析，做一彙整的報告，然後各位提

出寶貴意見。以下先請教育部黃專員，是老人教育主辦的人員來為我們指導。 

黃慧芬專員： 

黃老師、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午安，謝謝大家撥冗參加此會議。我們教育部委

託中正大學辦理老人教育的研討，那成效都非常的良好，那為了因應高齡化社會的

來臨，我們改變了作法就是我們過去老人教育經費都撥給民間團體，讓相關單位辦

理這類的活動。那現在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我們改變了方式就是現在我們先探

討現在國內的對策和方針，然後根據專家學者給予的意見，那這部分未來中正大學

提供我們這些資訊之後，我們訂定中長程計畫，讓老人教育政策在我們國內有一個

好的發展。 

黃富順教授： 

好，謝謝我們黃專員的指導，接下來我們邀請我們所內的黃錦山老師來做一個

引言。 

黃錦山助理教授：ppt 報告。 

黃富順教授： 

謝謝剛剛黃錦山老師的報告。主要提供先進國家的政策之外，那以下為了要進

行座談，我們擬定了一份座談的大綱，包括高齡者教育方面的政策啦！其他像美國

有老人教育法，日本有高齡者教育政策基本法來訂定高齡者社會的對策大綱。一九

九六訂了之後，其中包括學習和參與的部分，那英國訂有老人教育專案、宣言啦！

有聲明等。那我們訂定高齡者教育中長程有沒有必要，重點應該在哪裡，用什麼方

式來呈現高齡者教育活動，高齡者教育政策包括哪些內涵，例如說對於教育資源的

共享阿，對於先進國家的實施之狀況，普及高齡者教育機會，有些國家對於幾歲以

上就免費、半價啦！那這些教育活動，他們主張要非常的普及，再來用很多種方式

來普及高齡者教育活動，例如演講、座談也有。現在有高齡者俱樂部的旅遊學習，

像日本有海外的學習，做得相當多，成效也相當好。像這些國家，對於行動不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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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提供教育機會，像這些國家對於行動不良的、在醫院的這些老人，也採用遠距

教學的提供，對於民間機構辦理老人的補助的獎勵，對於老人教育的研究補助獎勵，

再來志工結合大專學生服務教育的措施，再來協助他們就業。那老人教育規劃的方

式，事實上，不同的國家，根據自己國家社會、本土的狀況來擬定高齡者教育，像

日本的健康學園、高齡者教育的實施、長青學苑等，美國有老人技術學會的活動，

老人的海外旅遊學習，像法國、英國第三年齡大學，像法國現在改為自由時間大學

啦！蠻多的，像瑞典有老人讀書會，台灣目前有長青學苑和老人大學，那有沒有開

展出符合台灣社會現況的老人教育的方式等，再來有關老人教育政策的意見，那政

策的目標、實施的要領，實施的原則啦！政策實施的步驟，在研訂政策上，希望各

位提供寶貴的意見。那我們現在先請楊所長先為我們老人教育政策提供他寶貴的意

見 

楊國德所長： 

主席、各位與會人員大家好，我們都知道現在趨勢是少子化和高齡化。現在有

一群「新新」人類，而這一群新新是老年人。這對於高齡教育是很重要的。我們應

該讓整合各種方面，訂定中長程計畫，然後形成一個共識，在政策上讓它合法化，

這是我的一個看法。目前有關高齡者教育政策的計畫過程中，要把它做為一個未來

的長程計畫。那要怎麼做呢？首先，現在對於老年人有所謂「歧視」的問題。那是

因為我們對於年輕人，強調他們要生育，這就是對老年人的歧視，因為我們會認為

老年人就是依賴。不過，面臨高齡化社會的到來，我們現在也都開始在推動零散的

老人教育。事實上，在歐美都有推廣高齡者教育的經驗，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先進國

家的作法，然後整合一下，推動台灣本土的高齡者教育政策。那在推動該項政策上，

籌措資源也是很重要的。另外，老人教育，對於老人教育比較制式化，應該好好開

發高齡者，可以推動一些相關課程讓他們參與，接受教育。再來是目前，要讓高齡

者教育機構組織化和機構化，因為現在的負責高齡者教育單位都是活動式的，好像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所以我們為了要保障老人教育經費，所以我們要用立法的制

訂來加以保障。除此之外，有關自學教材的發展，對於老人上課的教材和教材內的

字體都可以去改變，還有，對於即將退休的人，給予他們人力再開發的機會。那各

個地方所做的，都可以將他們的經驗彙整，之後可以研訂老人教育政策，最後我要

提到實施方面：目前台灣有長青學苑等，我們可以透過立法，然後行政整合、活動

個別辦理。像日本和歐洲也都有這樣的活動。第三，利用無障礙科技，對於聽力、

眼力有問題的老年人，我們都可以透過科技來改進，因為要透過好的工具才可以改

進，然後慢慢法治化後，所以老人教育就可以獲得保障。 

黃富順教授： 

從楊所長的建議當中，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要先瞭解政策的內涵，然後實施，還

有利用科技和組織來幫助老人教育的發展。那接下來我們請課長來跟我們提供一些

意見。 

李勢利課長： 

現在在高齡者教育上有政策的問題和實務的問題，現在有社區大學、有成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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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可以整合的。就成教的話，成教幾乎也是會探討到有關高齡者教育這一塊。

一方面，現在在社區大學的高齡學員，這些高齡者都有六、七十歲，甚至八十歲，

他們幾乎都是務農。每到快六點，就要停掉工作，準備上課。那我們在準備識字課

程上，至少要讓他們在ㄅㄆㄇㄈ上都可以認識。那還有現在國小學生都有上英語課，

那老人家也會要求老師教他們英語。比如說，當他們學會之後，他們就會回家跟他

們的孫子用英語單字來溝通，像我知道有一位老學員回家之後，就跟他的孫子說：「你

把 key 拿給我讓我開 door。」，你看，他們從用英語單字的對話中，他們全家就可以

和樂融融。另外，現在社區大學，公辦委託民營，那在這一期中的結果成長我們非

常驚訝，現在將近有 2500 人的學員，這數字讓我們覺得非常驚訝。而且現在社區大

學也有八十歲以上的高齡學習者，所以我們若可以整合的話，我們高齡教育一定可

以非常成功。而且，現在還有網路大學，我們課程也可以以相關課程讓老人來學習。

還有，高齡者也非常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所以開設一些和他們身體健康的相關課

程。此外，我們可以也有戶外教學的課程，其實就是以前的遠足，我想他們一定會

很高興，所以我們可以著重生活方面的教育課程。 

黃富順教授： 

剛剛從地方主管的觀點，我們可以從老人他們的實際需要來整合提供老人教

育，依他們的生活經驗為本來發展高齡者教育的相關課程。那接下來我請台南社教

館的張組長為我們說一下。 

張良鏗組長： 

主席，各位學者大家好。目前本館有長青大學。目前共有二十二個班級，我們

從九月份開學，已經到九百多人，所以，其實老人教育市場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我

覺得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有：政府把老人教育當成福利政策來辦理。事實上，我們

現在的長青學苑都是由內政部來辦理，當然，很多經費就都由內政部和本館來補助，

但是從教育部來的部分就相對變得比較少。目前老人教育方面的問題，就是只有給

他「補充性」的教育，只是福利的一種，所以我們要在制訂政策方面，要讓老人教

育有基本的教育人權。不過，我現在擔心的是明年可能會面臨的是老人大學可能關

門的地步。因為有一部份費用是跟老人來收取費用，另一方面由預算編列。可是明

年度以後，中央無法編列。因為本來有多少餅，那吃完就沒有了，也不能再申請補

助。然而，現在，社會需求面這麼大，可是我們政策面竟然無法因應，所以我們需

要有一個法案來擬定，這樣才能符合社會需求。教育部的業務方面，不是一個專責

單位。其實，目前老人師資是需要要培養的。成人教育不等於高齡教育，因為老人

差異比成人還要大，所以還有高齡教育的培訓，我認為他們（指目前的教師）有部

分技能就可來教，事實上，這樣的師資是受到質疑的。有關我們在五年老人教育計

畫方面，我認為先行試辦，若馬上做白皮書，那麼會因宣導不足而難以推行。我想

我們應該先讓大家對於高齡者教育形成共識之後，在訂定白皮書，這樣才能學到很

多經驗，並且在試辦過程中發現問題，然後修正。另外，對於長青大學（學苑）的

老人學習者，我們要這些老人學習住宿，開放老人住宿，讓老人家在五天時間，重

溫大學的氣氛。那或許我們可以與旅館訂定契約，讓老人有時間參與活動，可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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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大家可以在一起。事實上，有住宿老人，他們彼此間的情感會比較好，相對地，

這會增加他們學習興趣。因為有這樣誘因，就比較不會有缺課的情形發生。所以我

認為教育不是只有福利，另外，在發展老人高齡教育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師資人才

的培育。 

黃富順教授： 

從張館長的談話中，張館長認為老人教育要有法源、專責單位。那在老人教育

師資上，師資的培訓是很重要的。那接下來我們就請江委員來說一說，聽一聽她給

我們的寶貴意見。因為江委員現在選舉很忙，但是她今天抽空特地跑來，因為她在

教育方面，特別是老人教育方面是非常關注。事實上，現在成人教育、老人教育有

現在的成果，都是在她任內推動的結果。如果有人在立法院 push 的話，政策制訂、

推動是可以比較快速的。例如長青學苑是在她任內完成的，所以長青學苑跟她的淵

源也是非常深的。那我們現在就請江委員為我們提供她寶貴的意見。 

江綺雯立委： 

謝謝主席，黃教授。事實上，是因為黃教授他有整套完整的觀念，所以現在的

政策才可以推動著這麼好。那黃教授想做什麼，我一定會配合。我覺得老人教育一

定是要快一點動才行。雖然台灣現在有好的健保制度，可是現在健保快破產了，所

以用福利系統來處理高齡者教育是下下策。那讓老人家有權利享受人生，所以我們

要讓老人家自己說他們要享受的是什麼，他們希望的人生是什麼，如果還只是用金

錢來處老年人的生活的話，這應該屬於過去是了，如果人有機會學習，我想老人希

望他們有伴，然後可以一起學習。那麼對於社經地位比較低的老年人，那我們如何

讓這些老人學習，是我們要去思考的。還有，現在沒有老人圖書館，我那時候我跟

高青苑講，我們台灣現在 7-11 到處都是，所以我們都可以利用 7-11 的點來設置老

人專用區。在交通方面，我們可以提供免費公共汽車讓老年人來搭乘。還有，我們

必須要設計安全的人行道來供老年人行走。此外，我們都設有老人活動中心，不過，

這些設施都是只有點阿，周邊設備並沒有。所以我們在老人設備的設計上，除了要

有點的提供外，為老人設計的周邊設備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我覺得要成立老

人志工銀行，因為志工服務法是我推的，而且志工是不求回饋的，那我想用老年人

可以用自己的能力來服務社區，這樣他受到的 feedback 是一種愛，我想這也是老年

人需要的。而且我個人認為早點有這個法，這些作法就會比較快實施，那這方面我

一定要想辦法。 

黃富順教授： 

那我們謝謝江委員，也提供一些寶貴的意見。現在目前主要迫切的就是要立法。

很多江委員所推動的法都沒有利益糾葛，像她嘉惠高雄地區老人活動中心和孤兒院

等。不過現在就不耽誤江委員的行程，因為她現在還要再去握手了。好，那我們現

在就繼續請高淑清來給我們指導一下。 

高淑清副教授： 

黃老師，各位與會的先進好，很高興今天能夠來跟大家一起來談老人教育政策

的議題。我是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的高淑清。對於家庭教育而言，老人教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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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環。從初生到老死，大家都必須經歷家庭這一個階段。因為家庭教育範圍非常

寬廣，又比如說現在台灣少子化現象，就會提到高齡化社會。我想，這對我而言，

我可以提供一些意見，不過我只能從家庭教育面向來提供一些意見。究竟我們可以

提供什麼樣的多元思維，其實我把它分成為九個 W，來做一個統整性的思考： 

一、Why：是不是瞭解了老人教育政策。 

二、Who：誰提供專責機構，還有誰為這些專業講師人才來培訓。 

三、Whom：推到老人方面，那我們要先瞭解誰是受益者，這是本質面向。 

四、When：這是從實務面來看，例如配合老人的作息。 

五、Where：對於老人教育活動要有多元場所的安排。 

六、How：有關如何招生、如何採取策略啦！怎樣的管道可是讓老人家接受這個方

案。例如我們可以辦理演講、座談、戶外教學等，建立成長團體，以小

團體的方式進行，透過這些團體學習來幫助銀髮族來成長。 

七、What：那有關於老人教育的內容應該要定些什麼，其實這是可以很有彈性的，

我們推動的對象是什麼等等我們要去思考的。 

八、第三就是評估：Which，哪一個，有哪一個需要改進的。 

九、Wether：就是關於要不要去評量的問題。 

這九個 W 是非常有系統，如果這九個 W 都可以回答，那麼我們政策的擬定就會

非常有方向。 

黃富順教授： 

我們非常謝謝高老師提供這九個 W 讓我們可以很有系統地去思考老人教育政策

應該如何規劃、執行，我想這對於我們未來推動政策上提供了一個相當不錯的思考

方向。那我們接來下就請中正大學社會福利學系的吳明儒老師來為我們提供一些寶

貴的意見。 

吳明儒副教授： 

我是學社會福利的，我原以為老人教育跟福利的關係不大，不過，聽完前面幾

位學者的意見，我想老人教育和社會福利仍然是可以互為一體，相互切磋的。我過

去是比較研究年金方面的，所以我的感覺是好像有錢就可以解決，但是，那現在聽

完之前先進的說法，我覺得有時候還是可以透過教育來解決的。我看到先進國家的

作法，我想我們台灣可以去思考這些先進國家的作法，然後可以再配合台灣的社會

結構和家庭來制訂老人教育政策。另一方面，我覺得可以把長青學苑當成福利方式

來運作，例如社教館都在辦一些老人課程，所以有必要在老人教育的做法上，讓教

育部來做。像剛剛我聽到黃老師的簡報，其實在老人教育政策上不是只有教育方面。

在先進國家，退休前，就開始在準備退休後的一些生活，所以有關老人部分，有給

付的部分，如帶薪教育假，健康保健等。還有，我們可以要求在地方政府層級部分

要建構一個平台，如教育、法案等。也許這些作法和現在資源重疊的部分，所以我

想這部分還是可以稍微區隔。另外，老人娛樂性的教育活動，對於老人也是非常重

要。例如在嘉義縣就有日間照顧中心，就會利用中午用餐，讓老人聚集在一起吃飯、

聊天，我想這也是一種學習，雖然我們表面看起來像福利。那還有老人教育師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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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因為過去我的研究是在退休金部分，所以我們可以在企業

機構上實施教育訓練，有關未來理財的規劃之課程，我想這都是生涯規劃。當然，

我們在立法要有補助的方式。第一，老有所終。現在的銀髮族自殺率也很高，所以

我們可以融入生命教育，要有善終。那老人的學習是不太一樣，我們要公平對待，

開設一些適合他們的課程，所以第二所要做的事情是老有所學。第三是老有所養。

教育資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善盡義務，利用各項資源。除此之外，我們現在在社區

中要有很多志工，所以我們可以訓練老年人成為志工，而不是讓老人只是依賴政府，

這就是第四個要做的老有所用，也就是志工教育的部分。所以我想從這四個面向著

手進行，那在作法上可以妥善利用。那麼對於基金會的經費，我們可以透過立法，

對於老人教育有功的團體給予補助。我想未來是多元的學習管道，而不是只有要教

育系統裡頭，所以是要有一個多元的實施方式。 

黃富順教授： 

非常謝謝吳老師所提供寶貴的意見。事實上，是哪一個部分是分不清楚，那個

部分要釐清的，是要從多方層面來著手進行。其實，這是綜合性的層面。那我們接

下去請台南社教館林案倱館長來說說他的看法。 

林案倱館長： 

教授、黃官員，還有學者專家各位好，我是第一次發言。我覺得老人教育法應

該設立，這樣才能落實。因為如果沒有法，那麼在執行政策上就會打折扣。第二點，

我從實務面角度切入。何謂高齡者，那現在報名社區大學的是以什麼人為主，界定

年齡多少才是老，退休前就開始嗎？我們在年齡層界定之後，那收的對象應該如何

收。第二層面，我提到老人大學，其實都以都會區為主，為何沒有考量偏遠地區，

這些地區的教育資源本來就都是不利。那如果他們要學習，那如何補助他們，是不

是幾個人就可以開班授課，那阿里山又有幾個人參與學習課程就可以開班授課？再

來就是經費問題。現在經費籌措，我們會發現我們要有教育優先區的概念，愈偏遠

地區愈需要經費。另外，假如七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在學習上是比較傾向體驗的

課程，六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則要注意到生命教育，重拾老人的生活品質，這個

都是我們要去考量的。所以我想經費明訂來源，補助是要很明確才行。還有使用者

付費的問題。現在的環境不是說都是免費的啦！其實，免繳錢的都不見得會來。所

以，我想推行一些付費課程，然後請老人來學習可能是會比較好。另外，我們也要

培養成人教育的研究所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讓我們的學弟妹也來參加應徵，也可

以來當老師，到底老人教育、成人教育和學校教育是不一樣的。另外，就是有關志

工服務的工作，可以請老年人自己來做。例如，我們長青社會大學裡，有一個七十

三歲的學員，我們就請他來當副校長，那他也很高興，因為他很樂意要來開門來服

務學生。還有課程設計和人才的培育對老人需求也是非常需要的，讓我們教育政策

可以更周延。以上是我的看法，謝謝。 

黃富順教授： 

從剛剛林館長的建議，我們可以歸納出第一，老人教育法要進早完成；第二，

對於老人的界定要清楚，還有偏遠地區的老人的需求我們也是要有所考量；第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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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老人教育的師資培訓也是需要的。 

周萬生總幹事： 

現在我們長青學苑招生總共有七十幾班，我現在面臨的就是志工的問題。例如

現在有很多在長青學苑授課的老師都是需要退休了，那，我去年就去拜託一個老師

繼續留下來教，那是因為學員不讓他退休，因為他教的不錯。對我來說，這些老師

退休應該如何處理。還有，我也面臨到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上完課，有時候教室的

東西會不見，所以我很希望說，學員在學習之後，學員應該要有素養，那這麼多人

來，其實我也不知道那個學員拿的。所以我想好的師資是很重要的，因為除了要教

他們知識之外，道德方面的教導也是很重要的。我原本在真理大學請了一位老師來

上課，一開始八十多個學員，現在只有四十多個。那還有一班原本預計收四百人，

可是報名有七百多位。其實我覺得老人是很喜歡戶外運動。那像我剛剛說的跟市政

府有說有關道德教育方面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還有，我想他們（高雄市）是老人

教育學員最多的，最早也是從高雄開始，然後各縣市才去學。所以，他們（高雄市）

累積的經驗非常豐富。其實，就我的看法，老人還是要教育，那老人應該扮演什麼

樣的角色，如何互動，這也都是透過教育的。如果可以把學習和休閒結合這樣才是

好的。所以我想把旅遊放在學習上是很重要的。像日本是世界最高齡化的國家，所

以現在有四種行業是沒落的，第一是小兒科、玩具、正規教育、賣年輕人族群的行

業也沒落。因為現在的年輕人害怕結婚，生得也少。那相對的，現在興起的有：防

老美容、醫療興起，休閒旅遊非常盛行，百分之七十五是都是老人。現在也提倡終

身學習，像高等教育的老人課程以吸引老人參與學習活動、有關個人服務行業也逐

漸盛行。因為孩子不在，所以修家具等的服務也很盛行。雖然現在台灣尚未意會到，

但是老化快速，是值得借鏡的。所以說，老人要教育是沒有錯。不過有一個問題是

老人人口愈多，可是經費卻愈少，所以我覺得老人教育要納為教育的一部份，這樣

在教育上才會愈統合。現在屏東長青學苑有九百多位學員，而屏東現有三十一個鄉

鎮，所以要普及到各鄉鎮去，這樣對老人家參與學習才會非常方便的。那長青學苑

現在有講座啦！有成果展示啦！戶外活動啦！在其他休閒活動方面，我建議要讓老

人家看電視，有老人教育的節目可以收看。現在我們也有八十幾歲的老年人，在收

費的部分，七十歲以上的學員，則有折半收費，八十歲以上每個學員可以讓他們修

兩個學科。另外，政府可以播放適合老人家的節目。老人家也可以學習怎樣利用電

腦來學習，所以我是覺得這部分的資源利用，可以發揮效果，最後，我想就是老人

需要尊重和關懷。還有，老人課程方面要以生活化教育為主，在教學時，不要強調

進度，畢竟在學習也是一種休閒活動，等於消磨一點時間，所以我想這在老人學習

上是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像現在教室的設備，將來能夠去加強，這對老人學習也

是很有效果，還有老人大學等都值得去設置的，能夠普及化的。 

黃富順教授： 

謝謝總幹事，他也是長期辦長青學苑的實務工作者，所以對老人教育經驗也是

非常豐富。那要製作老人教育節目，同樣也是可以讓老年人就吸收到知識了。再來

就是資源的整合。其實，義大利也是高齡化很高的國家。歐洲、日本都是這樣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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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台灣就只有變成擴充專科教室而已。那像經費，原本四十幾萬，現在變成二十

幾萬，而且現在缺乏老人對策法，從服務、教育等，還有生命意義的體現，當然我

們距離國外還是差很遠。 

黃富順教授： 

我們今天都發言，提供很多意見，我們會將這些意見整合起來，然後提供給教

育部。事實上，老人教育的預算也不是很多。我們基本上有制訂一些要點來辦理老

人教育，不過，各位學者專家的相關的意見，我會一再思考。還有我們台灣的老人

人口，佔總人口數的 9.4％，所以目前台灣傾向高齡化社會。雖然我們不是視老人為

依賴人口，他們其實是需要教育的。所以未來在高齡者教育政策上還是有比較整合

性的作法，是需要多方向的進行，整合公私部門。未來會朝向社區化來發展。人才

種子培訓方面，可以製作老人適合閱讀的教材，增加社會、學校對老年人的尊重。

對於老人要有平等對待的想法。在此謝謝大家給我們這些意見，那我想我會把意見

整理回去，我希望高齡者教育政策在未來發展會更好。 

于紫微課員： 

謝謝黃老師給我這個機會。我嘉義縣承辦人，我來參加之前。我有一些小小的

心得。我們有老人教育經費，不過我們老人教育經費是全部教育經費中最劣勢的一

環。在老人高齡教育部分，以我們嘉義縣為例，我們佔了 13％，其中有一個鄉是佔

了 13％中的 19％。在課程方面，我覺得軟硬體設施都是需要的，實施成果最好的就

是戶外教學、健康講座、還有環保、隔代教養方面。不過，我們地方政府最困擾的

就是水電費方面的支出，所以希望教育部給予我們這方面的經費。還有，社經地位

較低的老人也很難出來學習，所以我想說我們可以讓地下電台合法化，可以培訓他

們訂定一些有關老人節目的製播，交給他們播放節目。那在城鄉差距部分我想可以

有所改善。另外，對於要有付費的課程，老年人是否會因為免費或繳費來學習，其

實，我是覺得學習一定課程後，就會有優惠給予他們，然後嘉惠於家人，也就是說，

對於他們家人參與有關相關課程活動時，有可以比照辦理，給予他們一些優惠補助。

最後，黃老師真的很辛苦，這項政策也是為我們自己來制訂的，讓大家以後都可以

同享這些福利。 

黃富順教授： 

現在社會基層在推動有關這方面的政策，對於什麼樣的內容，在經費上，不要

緊，要鬆綁，這都是我們迫切需要的。在電台方面，政府可以讓一些地下電台合法

化，然後政府可以輔導他們統一製作一些給予老人收聽的節目，將教育內容放置在

裡面。事實上，電台也是我們電子媒體之一，所以我們要善加利用。另外，還有城

鄉差距方面阿，也都是我們值得去思考的問題，非常謝謝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我

們已經過了兩個多小時，謝謝各位提供很多寶貴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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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區焦點座談逐字稿 

黃富順教授： 

目前我國老人已經達到百分之九點四，所以，依照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準，

我們人口如果高達百分之七，就算是高齡化社會，我國在民國八十三年正式進入高

齡化社會，到現在達到九點四，雖然此比例跟先進國家比還有一段距離，像日本來

說目前已經高達十九點五，平均五個人裡面就有一個六十五歲的老人，台灣跟日本

還有一段的差距，不過我們的老人成長速度卻是最快速的國家，老人人口是急速的

在上升，所以高齡化社會的腳步是如此快速，帶來的各項問題與挑戰，不得不及早

去因應，其中一項就是教育，是我們因應高齡化社會非常關鍵的一環，所以教育部

認為在高齡化如此快速的情況之下，我們的老人教育要何去何從？所以我們要訂一

個老人教育政策，作為將來國家在做為老人教育政策的一個引領 ，一個方向的指

引，所以過去來說我們對老人教育幾乎沒有政策，所以老人教育幾乎是以福利的觀

點，辦一些活動讓老人來參與而已，像日本現在很積極的在扭轉國人對高齡者的印

象，希望大家不要認為高齡者都是弱勢的一群，不管社會是否少子化後，我們的人

力一定不夠，所以如何從老人的福利、老人的醫藥照顧、老人的教育學習、老人社

會參與、老人如何體現生命意義，這是日本在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方法，像日本在一

九九五年就訂一個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九六年訂一個高齡化社會對策大綱，做為

國家施政的依據，接著在二 oo 一年修訂高齡化對策大綱，這是國家再加以修訂的。

我剛剛所說的那五個部分，就是日本在實施高齡化社會時所著重的五個部分，其中

認為教育、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一環，不管是在當志工、自我成長、體驗生命意義等

等，都需要教育。像英、美兩國都有很多的政策。台灣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

是不是也要訂一個高齡化的教育政策？政策要如何呈現？日本、美國都以法案的方

式呈現，英國是以憲章呈現，而內容所包含的原則，實施步驟、政策內涵，應該如

何做？而本計畫案就是在講如何以先進國家為一個研究的對象，以做為我國參考的

依據，今天希望大家為我國老人教育政策提供建言，一共辦的四場，包含台北、台

中、高雄、台東等，我們會依照四區的最談會內容作一個彙整，融入專案報告中，

最後呈給教育部，教育部依照我們的結果，打算明年訂一個老人教育的中、長程教

育計畫，所以大家的發言對我們很重要，所以把背景加以說明。 

吳坤良館長： 

我們的社會也是步著日本的社會來做，我記得前一個月舉辦研討會的時候，日

本的學者就說他們日本的社會是三高一低，台灣也漸漸是這樣，就是高齡化的社會、

高失業率、高自殺率的社會、低出生率的社會，台灣也是三高的情形，一低就是比

較危險，而且外籍配偶也很多，那我們的情形有又跟他們不太一樣，第二點是今天

高齡社會確定已經來臨，很多總總的問題都會浮現出來，本館推動老人社會大學已

經有十年的時間，我們推動高齡學習是很快樂的事情，我們可以提供給五十五歲的

老人家來做學習，看他們背著書包來學習，臉上那種快樂的表情，我也很高興，我

們也囑咐老師要給他們一種激勵，給他們快樂的參與過程，比他們的學習成果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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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那我們這幾年我感覺到我們還會繼續推動，落實到各鄉鎮去，而且還有許多學

習中心在幫助我們一起推動，有一千多人次來參加，所以很高興今天有一個老人教

育政策在這裡開座談會，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把想說的說出來，對以後的老人教育政

策，一定有很大的幫助；第三點是我想提我的心得，人家常說「家有一老，如有一

寶」，人家常說老身、老伴、老本、老友、老居，我就再加以詮釋，老身就是要強健，

老身強健是很重要的；老伴要互相扶持；老本一定要享用；老友一定結交，而且老、

中、輕一定要結交；要回饋老居，回饋在社區中，將你的經驗加以在社區中傳承。

我相信，對我們花東地區與老人社會大學一定有大的幫助，謝謝各位。 

魏俊華教授： 

第一個就是說如果一個政策可以在法令制訂後，我想受惠的都是在座的各位，

今天就是在討論一個跟我們切身相關的問題，我們都會碰到，而且很快就會碰到，

我們特教法在民國七十五年頒佈，在九十三年第四次修訂，在裡面就把有關特殊成

人的議題加以納入，所以特教法就已經很重視成人的繼續教育，我們是否也可已有

這樣的教育法，讓我們未來的老人可以受惠。我覺得高齡教育或老人教育這兩個詞，

都不是很確切，我是覺得可以把這個名稱改成終身教育法或是繼續教育法？我是覺

得這個名稱還不錯，另外就是我們在制訂法令或是政策時有一個宗旨，承辦的機構、

方式是如何？課程內容是哪些？有哪些獎勵的方式？我覺得在各級的學術單位會得

到一些補助，就是說如果有些人在寫論文，可以得到一些補助，鼓勵這些人可以往

成人教育作一些研究。我還看到有關老人參與社會活動的優待措施喔，基本上老年

人退休有兩種情況，一種是認為我已經退休，這樣就可以了，這些人往往都會從事

一些比較靜態、被動的活動，不是很積極的工作，所以對這些比較被動的人，我們

是不是有什麼鼓勵措施可以鼓勵他們踴躍參與活動，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些誘因，

不只是課程而已，課程內容我們要讓他們感興趣，課程內容可以分成很多類，有關

休閒方面、知性方面、生活輔導方面，例如退休後的適應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給他

們一些心理上調適的相關輔助，除了學雜費的減免之外，我想這也不是很大重點，

但是課程方面是比較重要的，他們是不是可以從課程中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這是

有很大的差異，所以在課程上要做多元規劃；第三點就是優惠措施，他們在參加進

修課程，如果從中獲得一些成就感之後，需不需要有一些補助的誘因，讓他們可以

建立一些更積極的人生觀，所以在課程設計上要多加思考。 

梁忠銘副教授： 

其實剛剛我們提到的老人問題，不管是歐洲或是日本都很嚴重嚴重，那更嚴重

的原因第一個以日本來講，日本很早就有義務教育，日本老人的學歷都比台灣高了

好幾年，老人覺得智慧與終身企業都有訓練，所以覺得人力資源的素質上都比較高，

相對的台灣的國民義務教育在在民國五十七年才開始，所以我們的老人學歷上是比

較低的，我們從幾方面來看，第一是老人和高齡者的界定在哪裡？實際上在日本已

經不用老人兩個字了，對老人是很不尊重，日本的平均年齡很高，退休後還活的很

長。……在台灣的很多的政策資源上沒有整合，說到發放老人年金，發放之前應該

都集中在社教館來發放，如果要領老年年金，就要來義務的上課幾小時，上課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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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一定要有關健康的，我家兩老退休後都不注重健康，一個是中風，一個是營養不

良失調，因為我們是標準的「老外」，三餐在外，怎麼有時間去照顧老人家，所以他

們的精神與健康狀態都會產生很大的問題，所以第一個政策需要整合，才不會浪費，

我們花三千塊給老人家，可能在健保中回收六千塊，只要少跑幾間醫院，注意健康

就可以省很多了，其實我們花老人年金要換得一個政策，尤其是在健康的部分及生

活調適部分。台灣人在年輕時非常打拼，但是離開職場後又覺得若有所失，覺得辛

苦了大半輩子，我要好好清閒後半輩子，但是常常是一休息就完蛋的，所以要好好

的去思考，如何在健康、思考、質能方面作規劃，所以我們很期待中正大學成人及

繼續教育研究所可以好好的規劃，這是我想提出來的第一個部分。實際上我們學歷

斷層差很多，高齡者對電腦不懂的很多，可以說是電腦盲，有必要透過彌補，有必

要在健康知識上給更多正確的概念，可以透過政策實施，我們知道吃藥一定傷肝與

浪費健保，另外我覺得，台灣定了很多法，其實是沒有用的，但是我統計過，其實

很多都沒有去實施，所以我不贊成去定很多法，但是我們需要去規劃實際上可行的

政策、資源的整合，我覺得比光訂法更有用，提供以上的想法，給各位參考。 

夏黎明教授： 

我有兩點意見，第一點我想老人或是高齡者的異質性我想是很大的，我們在思

考老人教育時，這一點應該特別去留意，不管是年齡、身體狀況、學歷、經濟條件、

社會條件、婚姻狀況、在學習的意願與能力，其實都有很大的差別，所以老人教育

應該有「分眾的教育」、「小眾的學習」，因老施教，因地制宜，對於一個區域政治所

的老師來講，我覺得比較強調一個分眾的教育，小眾的學習，因老施教，因地制宜，

要注意地方文化與社區因素，例如可以在台北作的老人教育不一定在台南就做的

好，也不定在台東就做的好，所以我覺得「社區化的老人教育」的實施應該是老人

教育政策成敗的一個關鍵，要考慮社區的因素在裡面。第二個部分，我想談談台東，

我想台東的氣候與社區條件很適合當老人的居住地，可是我們在台東也知道老人的

一些服務不是很理想，像醫療的部分、學習資源、社區服務的部分、大眾運輸的部

分都可以再加以補強，未來可以作為高齡者退休後養老的首選之地，可以在台東規

劃老人學習資源，有助於台東銀髮族的事業，這是我個人的淺見就教於大家。 

黃憲亭副校長： 

個人對於高齡的老人教育政策，我認為很有必要訂立高齡教育的政策，如果沒

有法令的根據，就沒有法源，那就無法編預算與推動，所以很有必要。目前我們台

東老人社會大學，在民國八十六年成立，今年進入第八年，當初學生只有七百多個，

現在有六十班左右，學生一千多人……我們的學校辦學有兩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免

費招生、樂於參與；第二個是把教育送到家，台東、花蓮的意願很高，我們就在他

們的村莊辦學習中心，所以受到大家的肯定。至於訂定教育政策的時候，我希望可

以注意到環境、培養師資、希望各大學的老師可以支援各地方的老人教育，最重要

的還是要根據老人家的需求，開班設定。至於社會上的教育活動，社教館做得很好，

都是請各地方工作站的人與老人家一起來參與，我們國家進入高齡化的社會，希望

政府可以重視，訂定老人教育政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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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紹平記者： 

剛剛黃教授有提到我國的老人比率是百分之九點四，我沒有具體的調查，但是

我根據前幾天，衛生局要辦理老人接種流感疫苗的注射，他們採集的疫苗劑數是兩

萬八千劑，基本上台東縣光六十五歲的老人接近十點七六，我是用兩萬五千人來除

以兩萬八大約是十點七六，那這個比率而言，可以發現台東的老人比率相當高。基

本上從老人教育的問題而言，剛剛黃校長說花東地區的參與學習的老人大約是一千

六多人，如果以八百人來算的話，其比率不到百分之三，說實在的這幾年政府都很

用心在推啊，但是卻是非常的不足。現在會來參加的都是有能力與意願，但是有些

人或許有意願但是他沒能力來參加，如何將這些人鼓勵他們參與，可能從教育的科

技性與課程上著手，必須要多元化，就像剛剛夏教授說的要分眾、小眾教學。老人

社會大學是否需要結合社區、學校？甚至是鼓勵機關、公司對接近六十歲的員工給

予一些老人教育課程，那老人教育的課程應該給予一些減稅的優惠措施來鼓勵辦理

這些課程，可是基本上一定要立法程序與政策，比較好做誘因，所以我覺得老人教

育政策的制訂是有必要的。從 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而言，有五大需求，最基本的

需求就是吃飽飯，那最高層級的就是被肯定與被尊重。但是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

那五個需求就像是五個洞一樣，資源就像一個水，需要一個洞的水滿了，才可能往

下流，所以資源有限，所以不可能每一個需求都滿足，在此狀況下，我覺得立法是

必要的，在某一方面可以確保資源可以有效的分配在每一個老人身上，我覺得立法

的重性在資源的分配上就非常明顯。我覺得老人社會教育未來的重點應該是擺在老

人懂得去生活，懂得被人去尊重，像最近有兩個老夫妻跳樓的事情讓人感到震撼，

我舉我兩個同事的例子，他們兩人分別退休了，一個退休兩個月後就死了，另一個

是退休後到目前都還很快樂，所以原因可能是生活失去重心，另一個是每天都再重

組電腦，所以身體狀況都還不錯，所以我覺得未來老人教育的重點是放在如何讓老

人活的快樂，以上意見供大家參考。 

吳坤良館長： 

　  我分享我的心得與期許，當初我們在設立老人社會大學時就很小心，因為教育

廳時希望以「銀髮族」的教育班，教育廳有經費給我們，所以我們就把識字班改成

教育班，但八十六年時覺得這樣的組織還不夠，所以我們就覺得社會原本就是一所

大學，所以就成立老人社會大學，但很多人對老人這兩個字有意見，為什麼叫老人？

其實那是沒信心的人否定老人兩個字，其實老人就是有智慧的人，而高齡者是學術

上的用語，如果家有一健老，就是健康的老人。當初我們在訂老人社會大學時，也

在想要訂什麼目標？後來我們想到六個字，就是健康、快樂、尊嚴，我們希望我們

的老人活的很健康，有健康身體與想法，快樂的心情，去面對很多的事情，活的有

尊嚴。所以一開始對於收錢的事情非常反對，但是我是覺得那是給你尊嚴，讓你覺

得我是繳錢來唸書的，而且這些錢都當作班級活動費，目前剩下的錢都當成基金，

其實老人來學習真的都是免費，因為你繳的錢是三百五十塊，那是平安保險費，兩

百五十塊是班級活動費，政府免費提供，我們也比照大學與美國社區大學給予學生

證，平學生證可以在特約商店打折優待，結業的時候畢業證書印得很漂亮，而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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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館的獎狀老人家拿回家去掛在最高的位置，所以他們的學習影響所有的家人，另

外我們有辦戶外教學、社區服務，讓社區民眾肯定老人所接受的教育，我們也有開

研究所，但是辦的不太理想。我們在辦老人教育時最大的困擾就是該來的沒有來，

來的人都是會享受社會資源的人，所以我們想說以後把他分成雙軌制的，基本教育

免費，其他的退休人員是繳費。我下面有幾點是要回應的，在教育政策方面，我們

希望第一個強化老人會的功能與安養中心的功能，安養中心應該稱為安養教中心，

老人會應該有教育的功能，在老人會的組織中應該加一條，把老人會納入部會中，

來約束他，向我們的研究生就在老人會中成立讀書會，我們台東社教館就補助他，

如果加教育的功能在裡面，會受益良多；第二個就是說政策裡面應該說老人教育政

策的經費要保障，應該說達到門檻應該是多少；第三個在社教機構的推展上，要列

為一個重點工作，要社教館把老人教育當成是教育重點，我們很期待以後要將老人

教育落實在各個村里去，各個國小，像目前我們在推動外籍新娘識字教育也是以村

里為單位，否則是沒辦法的，如果以柔性的方式，可以先將外籍配偶的父母找過來

接受說明會，我也希望透過小朋友鼓勵老人家出來，希望以村里為單位，以國小為

單位來全面化執行；第四點就是很多六十五歲的老人，會去作義工，希望政策中可

以規劃將這些當志工的時數納入人力銀行的儲存，當自己年記大時可以跟相關單位

申請服務，把我以前服務的時數回給我，用這種方式可能在政策中式非常好；第五

點就是開闢老人電視節目，那一個單位願意開闢老人教育節目，在立法上也要注意；

第六點就是老人參與學習要有保障，還有旅遊學習等等。以上是我們分享，謝謝大

家。 

黃瑞蘭主任： 

我本身是長期照護協會的會員之一，在護理上我提供一些建議，第一個就是在

老人教育政策上要如何訂定？是不是可以在組織架構上拉的高一點，不知定位在哪

裡？依我所知的內政部與衛生署也即將合併，那我們也是從事醫療和社政部分有很

多重疊的地方，不知道老人福利法或是老人政策要訂在哪一地方？我知道未來名稱

應該要做「衛生安全福利部」，那這個架構是不是要拉高一點，會比較受到重視；在

從事老人教育時，我們的使命、願景應該如何訂定？本人在以前日本推行「老人戒

護保險制度」的實施，那是他們一個兩千年的一個黃金計畫，他們對老人的照顧定

了一個很清楚的概念架構，就是要高齡者健康、尊嚴、有活力的生活，在中心架構

中，要高齡者有愉快的身心，能參與社會活動，成為有用的人，高齡者可以有獨立

的生活，還有高齡者有健康的身體。我想我們的老人教育可以朝此架構來規劃，剛

剛提到醫療、照護、安養的部分，可以將教育、衛生做整合，目前各縣市都成立一

個「長期照護管理示範中心」，把衛生局、社會局的業務靠這個中心來當成一個出口，

包括在宅服務或是喘息中心，我們也稱為「長期照護機構」，所以我們的老人教育是

不是也可以落實在「長期照護機構」，這幾個字他的概念會廣一點；另一點我們在規

劃老人教育時，常以年輕人或是年人的眼光來提供照護，但是不一定適合老人家的

需要，所以我們的觀念應該是以老人為中心來訂定教育計畫；還有提到如何讓老人

成為有用之人，所以如何讓老人成為志工，是不是可以從教育中誘發他們出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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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的。 

林秀春老師： 

我們一開始在經營時很困難，沒有經費，我們也辦的有聲有色，我也介紹目前

日本方面如何處理。老人年紀大了不是靠孩子，而是兩老互相照顧，台灣目前也是

這樣，應該多學習。我覺得我們大學的教授寫論文可以拿到學位，但是神學院的教

授寫論文就拿不到學位，但是他們也辦得很好，我研究所是念政大，也念神學院的

碩士、博士，但是神學院的教授是由學生推薦，但是我們在那裡學習不輸一般大學，

所以希望政府重視。 

陳清美執行長： 

我想我們在訂定老人教育政策有三個重要的層面，第一個是師資培育的部分，

我們過去一直強調成人教育的專業化，也希望成人教師也有對成人這一塊瞭解的培

育，但是畢竟還是有點困難，沒有完全落實，需要對高齡者教師有固定課程的培訓，

對於高齡者施以教育會比較適切；在管道方面，大陸方面有很多民辦的學校在興起，

所以對於私人願意承辦高齡者教育給予一些獎勵的措施，對於現在人口減少後，對

於大學與技術學院會覺得學生招生不足的現象，是不是可以對高齡者提供一些有學

分或是沒有學分或是有學位的管道來進修，對於他們入學要給他們更寬廣的優待，

那其次，對於社會教育館要充分利用，我們看台南社會教育館儼然是一座很理想的

學習中心，但是在利用方面仍顯不足，但是台東社教館就是需要多開班次，但是實

在是教室有限、設備有限；再來就是線上學習的部分，應該提供高齡者一些網路上

的學習資源，及設計一些適合他們在線上學習的資源，以及空中大學是不是應該廣

開適合高齡者學習的一些課程，讓更多元的管道提供他們；第三個就是對於行銷、

媒體的部分，聯合報每一週都對於高齡者在醫療方面或是認知失調方面有很多專欄

報告，我們將來在做教育政策的時候，必然要做一個宣導，我們也希望說是不是說

可以有固定的頻道，及播出的時數，可以告訴所有的高齡者可以學習的必要性與可

能性，及對學習對於成功老化的重要性，我們不應該只是把這些東西都放在福利方

面，而是應該著重在讓他們有信心可以繼續學習，因為他瞭解到他必要學，有能力

學，那這樣我們在推動老人教育時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謝謝。 

鍾肇騰課長： 

我有三點提出來跟大家分享，第一點談到高齡教育政策現在提出來實在是有點

慢了，但是很高興還是有這個機會提出，我會思考說我們對高齡者的思考，是不是

要從整個國家的人口政策來看這個問題，因為我在想說對高齡者應該和對待他們？

像小孩子我們為他們規劃正規教育，成年人我們有終身學習的成人教育，但是我們

對高齡者我們的期待是什麼？第二個是對高齡者提出政策思考的時候，我們對高齡

者應該有更深入的瞭解，我覺得我們對高齡者好像不是那麼清楚，像羅記者提出的

例子，很多老人有憂鬱症，從這件事我發覺我們對長輩的瞭解不清楚；另外我們對

高齡者應該要做切割，包含剛退休時與到失能的階段，因為到失能的階段可能又是

另外一個層次了，如果在教育的領域中來看這個情形時，我們應該要切割出來，不

然我們會把後面的部分拉近來，後來會搞混的，只能從未失能之前來著墨，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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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失能階段來臨時，我們教育的功能可能是有限，所以我想說在政策制訂的時候，

應該投入更多的資源來瞭解，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從這個問題我就衍生到

第三點，我是覺得我們在訂定教育政策時應該要循序漸進，我們不應該一下太著急，

不用說明年就要有很普遍的高齡化教育，所以說我們的政策應該是循序漸進，我們

的政策應該是國際上對高齡者的人口偵測，再來是我們對高齡者的認識是不是夠清

楚，如果夠清楚的時候我們再來擬定整套的政策。再來就是我個人不在行政體系，

但是應該還是要從行政體系來考量，因為現在有終身學習法，但是不管是不是在立

一個高齡者教育法或是從終身學習法中在明確訂定高齡者學習也好，兩者都可以，

但是應該要從整體上來考量，地方和中央的政策，政策整體的搭配很重要，不管在

擬定政策或是立法也好，基本上是資源的整合與合理的分配，如果說兩個在思考上

可以做細膩的思考，在系統上有架構，可能在執行上會比較好，所以從行政的立場，

我們是建議應該把中央和地方的思考帶進去，因為資源他最重要不是說要做很多事

情，但是是要賦予一個功能，就是資源的統整與合理的分配，這樣讓我們的民間、

地方就可以很自然的建立一個平台，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完整的自由的開花結果，既

然是國家的政策，我想這樣應該比較有幫助，我個人的淺見，謝謝。 

陳思儒召集人： 

我代表台東社教站做一個扼要的發言，我先藉由各位剛剛發言的內容作一個感

想，剛剛台北的老人自殺問題，我個人的構想是這樣，當你進入老人的時候，應該

先和孩子溝通，我年齡大了之後就是要到安養院去，請你幫我這樣安排，要有心靈

上的溝通，不要當孩子安排你到養老院的時候，你在抱怨說我沒人要了，要怎麼辦？

所以我想這樣的是情形是可以預期也可以預防的，我在這邊提供這樣的意見，我自

己就是這樣的例子，當我要進入安養院的時候，請你幫我送到那邊，因為我有公教

人員的老本，請你幫我送到那邊，這是我引用前面的。再來我要提的是我們大綱前

面第四點第七項，我想我們目前的安養院、長春中心越來越多，剛剛馬偕醫院的護

理長講的很多，那這種情況是不是可以在這裡借用我們今天的研討會跟政府呼籲在

政策上可以有管道跟所以的安養院作一個老人教育服務的提供到該中心去，我個人

是認為說可以提供簡單的健康操，如何延續他們的生命，第二個如何給他們一個良

好的衛生教育，不要讓人家覺得老人家邋遢，要讓人家覺得舒服，提供良好的衛生

教育；第三點我想如果要預防自殺的例子，如何開闢心靈的講座，給安養中心的講

座，如何避免自殺的情形發生，可以透過各種宗教的心靈輔導，讓他們在中心有可

以聽到各種宗教的心靈輔導，以上是我個人的淺見。 

江愚組長： 

我剛看到幾個內涵都很好喔，就是我們政策裡面要討論的面向，我提出一個想

法，你們知道老人每天如何過生活？我想各位看到的老人家是如何過生活？他們每

天在忙什麼？有的人一早就做運動，接下來看電視的很多，有的照顧孫子，看電視

的很多，大部分都在看電視，這就是他們一天的生活，有的老人比較倒楣是在大醫

院看病，身體比較好的就去旅遊，生活的內容就是這些。我們希望他們多來參與讀

書會、休閒旅遊或是講座，就是剛才講的小眾教育或是分配面向要很廣。其實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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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情形很多，如果沒有去教育他，結果他們把教育結束了，子女也不管他們，

所以有關健康、休閒、心靈的都要學。我們館長以前就提到要健康、快樂、尊嚴等，

這也是大家提到的，我希望政策考慮面要廣一點，讓大家都可以接受教育，跟同學、

老師玩在一起，大家一起聚餐什麼的。 

陳勝興組長： 

有幾點想法提供給大家參考，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辦老人社會大學，會覺得說政

府單位沒有一個權責的單位，社教館有列為重點工作，但是教育局或是花蓮的長青

大學，他們的經費是從內政部下來，所以我們會覺得長青大學是從內政部，但是我

們社教館辦的活動是從教育部，我是建議如果要擬定老人教育政策，是不是應該先

把權責單位擬定清楚，在縣又有固定單位來負責，我是覺得比較好。在經費的部分

應該要有一個保障，應該有一些配套措施，像社教館目前學員有一千多人，這些都

是一些知道如何運用資源的人，假如只依靠社教館去推，可能會有一先部分無法顧

及到像每個鄉村裡面，得知資訊的機會與速度就會比較慢，所以我認為應該樣有權

責單位負責與輔導。 

陳建閣先生： 

在關於老人教育政策方面，我認為老人的政策應該包含老人福利、老人教育、

及老人林林總總的政策，都是我們政府目前所面臨百分之九點四的高齡化社會所必

須重視的問題，但是我們剛剛也提到為什麼要做雙軌制，從八十八年接辦老人社會

大學開始，教育部的長官就有跟我說是不是以後可以朝向規劃使用者付費與享受者

付費的原則，來執行這個工作計畫，當時我就在想如果我們老人教育政策可以受到

政府的重視應該早就有這樣的想法在推動，而不是在今天請我們的黃教授、館長在

大力推動，當我們在推動社會大學的時候，是非常艱辛的，在山上要開車兩個半小

時，而且常會有落石的問題，在山上開班如果不是那裡的人擔任老師，實在是沒有

人敢去，而且還要老師犧牲晚上的時間、陪家人的時間去上課，我想是沒幾個老師

願意，所以我想先請各位為我們這些辛苦的老師鼓掌感謝他們，在教學的情形融入

學生的生活，當他們半個家人的角色，黃教授和館長也非常大力支持和幫忙，但是

所有的社教館只有我們台東有而已，我八十八年接辦時，我希望鄉鄉都有學習中心，

我希望所有人共同來成長，但是在結合的同時，我也希望每一個鄉鎮都有社教工作

站，讓每一個社教工作站除了是社教站之外還有另外另外一面的學習中心，含有我

們終身學習的意義與功能在裡面，我們那時候每一年都跟教育部申請經費，但是今

年教育部跟我們說今年的經費較拮据，變成我們需要從雙軌制來發展，所以我才會

提出我的想法，從我們社會大學來看我們政府重視老人教育的程度到底到哪裡？如

果不是大家努力再推行的話，教育部可能也無法體會出老人教育的重要性，所以特

別感謝黃教授、館長與各位工作伙伴。 

黃富順教授： 

現在有四種行業大大興起，有關老人防止老化的保養化妝品、休閒旅遊、所以

將學習與旅遊結合在一起，第三就是高等教育要找這些老人家回學校再受教育，反

而正規教育是萎縮的；還有老人個人服務的工作室，可以當老人買便當、修理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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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所以台灣還沒想到，但是日本的老人市場潛力是很興盛的，所以弱勢會變強

勢。 

 



附錄三  四區焦點座談會議照片記錄 

一、北區焦點座談照片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月二十九日 

地點：國立編譯館九樓簡報室 

 

   

中正大學黃富順教授簡介計畫目的            教育部劉奕權司長發言 

   
中正大學張菀珍助理教授 ppt 報告       老人社會大學袁凌雲副校長發言 

   
中華高齡學會理事長沙依仁教授報告      台灣大學社工系白秀雄副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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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工系王麗容教授發言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徐文濤課長發言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林美和教授發言         老人社會大學學員發言 

   
 桃園縣北區松柏大學鄭碧娥校長發言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社教課楊碧雲專員發言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黃明月教授發言   中華民國老人福利協進會黃秀銘秘書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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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社教課劉金山課員發言              新竹社教館郭慧龍專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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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區焦點座談照片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一日 

地點：國立台中圖書館八樓第二會議室 

 

   
中正大學黃富順教授簡介本計畫目的        中正大學張菀珍教授 ppt 報告 

   
中正大學高齡所魏惠娟所長發言            彰化社教館洪華長館長發言 

   
台中曉明長青大學朱南子董事長發言       東海大學社工系劉麗雯副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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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劉由貴課長發言     台中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蔡志文課長發言 

   
彰化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徐美麗課員發言      台中市長青學苑本苑陳素雲小姐發言 

   
關心老人教育的台中市民鄭重先生發言       南投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劉鴻恩主任發言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社教課張月芬課員發言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胡夢鯨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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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蔡秀美副教授發言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系林麗惠助理教授發言 

 
台中圖書館林勤敏主任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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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焦點座談照片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九日 

地點：高雄高雄師範大學行政大樓六樓第三會議室 

 

   
中正大學黃富順教授簡介本研究計畫目的        教育部黃慧芬小姐發言 

   
中正大學黃錦山助理教授 ppt 報告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楊國德所長發言 

   
台南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李勢利課長發言      台南市社教館張良鏗組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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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綺雯立委發言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高淑清副教授發言 

   
中正大學社福系吳明儒副教授發言           台南社教館林案倱館長發言 

   
屏東縣長青學苑周萬生總幹事發言    嘉義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張翠瑤課長發言 

 
 

213



四、東區焦點座談照片 

時間：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十一日 

地點：國立台東社教館二樓視聽教室 

 

   
台東社教館江愚組長介紹與會來賓      中正大學黃富順教授簡介本計畫目的 

   
中正大學黃錦山助理教授 ppt 簡介           台東社教館吳坤良館長致詞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魏俊華副教授發言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梁忠銘副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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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國立社教館附設老人社會大學 

夏黎明教授發言                         黃憲亭副校長發言 

   
      聯合報羅紹平記者發言               台東社教館吳坤良館長發言 

   
馬偕醫院長期示範中心護理黃瑞蘭主任發言       花蓮長青學苑林秀春老師發言

   

台東社教館陳清美執行長發言        台東縣政府教育局社教課鍾肇騰課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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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社教站召集人陳思儒發言             台東社教館江愚組長發言 

   
台東社會教育館陳勝興組長發言           台東社教館陳建閣先生發言 

 
中正大學黃富順教授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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