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重要政策宣導 

負責

單位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 

宣導

主題 
防止藥物濫用及反毒宣導 

宣導

資料 

孩子的學習從家庭延伸到學校，當他試著展翅遨翔之際，需要您時

時關心與呵護，陪伴他成長，如果發現孩子出現以下徵狀，請您儘

速與學校聯繫，讓我們一起守護孩子。 

身體出現異常表徵 

 眼圈發黑 

 未感冒但經常流鼻水、吸鼻水 

 常昏睡、很難叫醒 

 眼神不集中、精神恍惚、目光呆滯 

 異常體重變輕 

 常跑廁所 

房間出現異常現象 

 桌上、房間發現異常白色粉末 

 出現電線走火般燒塑膠的氣味 

 異常的白色粉末小夾鍊袋、錫鉑紙、吸食器（改裝的鋁鉑包） 

如有以上跡象 3 種以上，請您更進一步關心孩子的健康與交友情

形 !! 

～教育部推動「紫錐花運動」與您共同守護孩子的健康 

相關

宣導

網站 

1. 教育部「紫錐花運動」 

（1）官方網站 

http://refrain.moj.gov.tw 

（2）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enc.moe.edu.tw 

（3）網站內容簡介： 

推動訴求「健康」、「反毒」、「愛人愛己」意涵的紫錐花運動，

竭力提倡反毒總動員，由校園推向社會，由國內推向國際，全

球一起來！ 

2. 法務部無毒家園網 http://enc.moe.edu.tw 



網站內容簡介： 

以淺顯易懂方式從父母、師長及同學角度介紹各種毒品防制相關

常識，並提供各項戒治、求助資源。 

3. FDA(食品藥物管理局)反毒資源館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4 

(網站簡介：提供各類反毒宣導文宣、多媒體影片、遊戲、藥物

濫用統計數據、線上課程、管制藥品簡訊…等各類反毒資源。 

文 

宣 

品 

「戰毒紀」宣導影音光碟 

1.法務部、教育部及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聯合製作「戰毒

紀」反毒宣導影片光碟，光碟內容包括：反毒名人專訪影片、反

毒主題影片、反毒創意競賽、總決賽活動剪輯、反毒單機遊戲-

向魔鬼攤牌。 

2.活動網站 http://antidrugs.com.tw/  

 



教育部重要政策宣導 

負責

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宣導

主題 
打造運動島運動健身激勵專案之「銀髮運動指導班」 

宣導

資料 

一、老年人的生命不是只有養護和照顧，老年人需要的是機會和

空間，為鼓勵高齡者運動參與，建立規律的運動習慣並促進

其健康，本署自 99 年起推動打造運動島 6年計畫，其中「運

動健身激勵專案」提出以銀髮族群為主題之「樂齡運動指導

班」方案，目的是藉由結合社區資源，指導高齡者正確運動，

以促進高齡者規律運動之實踐，活躍其老年生活。 

二、本署 102 年賡續辦理打造運動島運動健身激勵專案之「銀髮

運動指導班」，由各縣市體育會依各縣市人口分布選擇老人中

心、樂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或社區大學辦理，主要以 65 歲

以上銀髮族（含失能者）為參與對象，教導適合從事的運動休

閒活動，引導自我健康管理，有效降低健保支出，以 2個月為

一期程，每週 3次每次 40 分鐘，計辦理 3期程，每一期程參

與人數至少 30 人，預計全國 22 縣市辦理逾 60 場次。 

相關

宣導

網站 

1.網站名稱：臺灣 i 運動資訊平臺 

2.網址：http://isports.sac.gov.tw/  

 



教育部重要政策宣導 

負責

單位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家庭及高齡教育科） 

宣導

主題 
102 家庭教育年 

宣導

資料 

    為倡導家庭價值、行銷家庭教育理念，102年以「珍愛家庭價

值」、「親子良善互動」、「世代文化傳承」、「重視婚姻經營」為焦點，

依序以各主題分季方式辦理家庭教育活動。其４季主題如下： 

(1)第 1 季「珍愛家庭季」： 

  ①核心理念：尋找家人共同記憶、運用家庭教育中心資源，達到

人人看見家庭價值，進而珍愛家庭。 

  ②關鍵措施： 

    A.尋找家庭記憶：尋找家園、家人、家譜、家風、家訓等。 

    B.學習愛家行動：關機半小時、共學半小時、分享半小時、來

去家庭教育中心。 

    C.愛家行動 go：展現珍愛家庭的具體行動。 

(2)第 2 季「慈孝家庭季」： 

  ①核心理念：長輩與晚輩雙向溫馨互動，推動「父母慈、子女孝」

的慈孝家庭。 

  ②關鍵措施： 

    A.我家慈孝臉譜：發現親子間的慈愛與盡孝的行動。 

    B.親子天天連線：學習利用各種方式，做到親子間每天親密的

雙向互動。 

    C.愛家 515－讚：做到眼耳口手心 5 到愛家行動，讓家人之間

親近無距離。 

(3)第 3 季「代間傳承季」： 

  ①核心理念：擴大、普及、深化方式推動祖父母節，倡導世代傳

承，並進而關懷祖孫隔代家庭與失親家庭。 

  ②關鍵措施： 

    A.代代感恩心：透過祖父母節活動，展現祖孫間的溫馨互動、



彼此關懷與感恩，祖孫皆能感受到有您(你)真好。 

    B.代代學無涯：祖孫代間相互學習，享受祖孫共學樂趣，達到

祖輩「文化傳承」與孫輩「文化反哺」的世代傳承。 

    C.代代緣成圓：展現代間相互關愛，進而關懷祖孫隔代家庭、

失親家庭，讓愛圓滿人間。 

(4)第 4 季「幸福婚姻季」： 

  ①核心理念：加強推動婚姻教育，鞏固家庭功能。 

  ②關鍵措施： 

    A.預約幸福：透過婚前教育，鼓勵未婚男女預約幸福，勇於把

愛表達出來，讓愛情來敲門。 

    B.學習更相愛：學習瞭解幸福婚姻的真諦，促進新婚、中年、

老年夫妻更相愛。 

    C.hold 住幸福：展現擁抱幸福的行動，使有情人都能「執子

之手、與子偕老」。 

相關

宣導

網站 

教育部家庭教育專網「102 家庭教育年專區」 

http://moe.familyedu.moe.gov.tw/front/bin/home.phtml 

文 

宣 

品 

1.102 家庭教育年宣導「摺頁」 

2.第 1 季「珍愛家庭季」－珍愛我的家主題 MV 光碟 

3.第 3 季「代間傳承季」－代代傳真情【祖父母節主題 MV】光碟 

4.愛家 515 家人無距離之「愛家舞一舞」MV 光碟 

 



 

 

 



 



 



教育部重要政策宣導 

負責

單位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家庭及高齡教育科） 

宣導

主題 

祖父母節 

宣

導

資

料 

 一、教育部訂定「祖父母節」緣由： 

近年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的改變，讓祖孫世代缺乏接觸機 

會，形成隔閡與疏離。依據教育部 99 年調查三代同堂家庭中，有 44%的祖父

母與孫子女無互動，有 64%的孫子女不能說出祖父母的名字，顯示祖孫世代疏

離，形成「遙遠的祖父母，忙碌的孫子女」，傳統的孝道式微，為倡導家庭世

代共學，喚起各界對於親情、孝道及敬老尊賢倫理道德的重視，實有倡導「祖

父母節」之必要。 

二、祖父母節日期： 

每年 8月的第 4個星期日訂為「祖父母節」。 

三、相關活動實施： 

教育部推動祖父母節，除於學校中實施外，更擴大影響至社會大 

眾，如運用祖父母節優惠券、全國祖孫嘉年華會、祖孫攝影、圖文比賽等代間

教育活動，透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廣，產生擴大效應，影響全國民眾及學

生近千萬人，重視倫理及敬老、親老品德教育；激發國人關懷長者，增進祖孫

互動，有效促進國人重新重視家庭世代傳承，增進社會祥和。 

四、102 年祖父母節 

102 年「祖父母節」為 102 年 8 月 25 日（星期日），將假新北市新莊體育

場辦理相關活動，以擴大宣導該節日之理念與重要性，並配合 102 家庭教育年

「代間傳承季」主軸活動，將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部屬館所、全國家

庭教育中心即樂齡學習中心等關資源，共同辦理慶祝活動。 

相關

宣導

網站 

101 年祖父母節活動專網 http://826.tworg.net/ 

文 

宣 

品 

【祖父母節主題 MV】光碟 



教育部重要政策宣導 

負責

單位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家庭及高齡教育科） 

宣導

主題 
樂齡學習、活力人生－教育部推動樂齡學習政策說明 

宣導

資料 

一、推動緣起 

        國內高齡人口逐年增加且平均壽命逐年延長，依100年統

計國人平均壽命約79.15歲，如何在退休後維持社群活動以減

緩老化，以面對未來約20年的退休生活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面對人口老化議題，國內通常重視福利及醫療層面，普遍忽

略退休後「第三年齡」族群學習需求，導致此族群因為退休

後社群活動縮減，自尊及自信心降低，晚年得憂鬱症的比例

較高，而65歲以上高齡者自殺比率與其他年齡層相比亦有偏

高（100年為32.2％）之趨勢。 

二、實施對象 

為培養中高齡者具備終身學習習慣，強化其退休後學習

動機，以維持身心健康，教育部自 97 年起，以 55 歲以上國

民為主要學習族群（101 年 12 月止，國內 55 歲以上的中高

齡人口合計 552 萬 0,909 人，占總人口 23.7％），建構在地

化的中高齡體系，並以「快樂學習、樂而忘齡」之「樂齡」，

為全國推動高齡教育之目標。 

三、建構高齡者多元學習管道 

（一）成立各鄉鎮市區樂齡學習中心 

為落實在地學習機制，教育部自 97 年起逐步在全國 368 個鄉

鎮市區設置 1 所「樂齡學習中心」，並以「一鄉鎮一特色」的方

式規劃。其課程內涵有：中心特色課程、政策宣導課程、基礎生

活課程、興趣休閒課程、貢獻服務課程，各類課程採多元模式辦

理，各鄉鎮市區樂齡學習中心則鼓勵學員於學習階段完畢後，轉

型成為「樂齡自主學習社團」，以利永續經營。 

全國樂齡學習中心的數量，逐年成長，97 年成立 104 個中心、

98 年成立 202 個中心、99 至 100 年成立 209 個中心、101 年成立



225 個中心，充分顯示在地化的特質。近 4年來提供的高齡學習

課程及活動，已達 14 萬 2,436 場次，超過 347 萬人次參與相關活

動。 

（二）運用高齡人力資源，發覺其生命價值 

為將高齡人力變成有價值及貢獻的服務資源，教育部鼓勵全

國樂齡學習中心召募志工，101 年全國 225 所樂齡學習中心共召

募 7,154 位志工，其中 55 歲以上者占 4,475 位（占 62.6％），協

助推動社區樂齡學習工作。 

為促進世代之間的交流，輔導樂齡學習中心培訓「樂齡生命

故事志工」，如新北市萬里區由高齡者協助學童教導製作童玩；臺

南市麻豆區發展「麻婆柚子劇團」、新市區發展「白蓮霧劇團」；

花蓮縣壽豐鄉結合大學將高齡者的生命故事製作繪本，讓阿公阿

媽到中小學為孩子講故事，傳承經驗、深化社區文化及促進世代

互動。 

（三）結合大學校院推動樂齡學習管道 

教育部於 97 年起結合國內 13 所大學辦理老人短期（5天）學

習活動，提供國內高齡者多元優質的學習管道，因成效良好，於

98 年更名為「樂齡學堂（2週）」，每校辦理 3 梯次短期學習。

99 年與 56 所大學試辦學期制，首創以 18 週學制之學習方式，

並正式更名為「樂齡大學」，採上、下學期，讓 55 歲以上國民有

機會進入校園和大學生學習，活動課程以老化及高齡化、健康休

閒、學校特色、生活新知等課程為主軸。 

100 學年度持續補助 84 所大學校院辦理，計開設 96 個班，提

供 2,900 名中高齡者學習。101 學年度補助全國 98 所大學，計開

設 110 班，共有 3,310 名 55 歲以上中高齡長者參與。 

（四）培植高齡教育專業人員 

基於國內高齡人口日趨增加，為鼓勵高齡者於退休後，

仍可將智慧及經驗傳承及貢獻於社會，除召募樂齡學習志工，

教育部於 101 年發布「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要點」，培

訓樂齡教育講師、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樂齡教育導覽解



說員、樂齡教育專案計畫管理人等四大類，各類人員並進行 3

階段培訓（初階、進階及實作），以培植高齡者以「老人帶領老

人」之自主學習精神為目標。 

四、研發高齡教育系列教材 

教導老人並不同於正規教育之學習方式，教育部近年積極研

發有關代間教育、退休生涯規劃、樂齡學習、祖孫關係、樂齡學

習中心工作手冊、志工手冊及樂齡學習中心創意教材、樂齡自主

學習團體等議題之教材；並拍攝「阿公阿嬤上學趣」、「樂齡大學」

等宣導片，讓學習內容更豐富，累計至 101 年已研發出版 24 種

教材，2種有聲光碟。102 年預定出版「高齡休閒運動健康手冊」、

「跨世代零距離－代間學習教案手冊」、「五五樂讀」及「樂齡 ING」

等書籍，提供高齡者多元學習教材，及全國樂齡學習中心與相關

單位運用，上述教材全部上傳於「教育部樂齡學習網」研究與出

版品區。 

五、建置「教育部樂齡學習網」 

為友善高齡者可運用多元管道取得學習資訊，資訊學習教育

部於 97 年開發「樂齡學習網」，網站匯聚全國樂齡學習中心、樂

齡大學、高齡教育委託研究案之調查與報告、樂齡學習系列教材

及各部會相關高齡者服務資訊，提供國民便利及快速的學習管道。

 

相關

宣導

網站 

1.網站名稱：教育部樂齡學習網 

2.網址：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