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高齡教育政策推動成效 

報告單位: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標誌 
•蓬勃的葉子表示老人成長教

育、健康營造與多元學習。 

•心形指關懷照顧長者、活化
身心靈與永保環保快樂心。 

•英文e字表示終身學習、經驗
傳承、永續發展。 

•阿公阿嬤開心的笑顏指銀髮
族快樂學習樂而忘齡 

•也彰顯中心提供樂齡長輩一
個歡樂、健康、活力、交流
樂學習的好所在。  



我國高齡教育政策發展契機 

高齡人口擴增 

少子女化問題嚴重 

平均壽命延長 
退休年齡創新低 老年人口在100年已達

2,52,8249 人占總人口
10.89%,預計在114年,
毎5人有1位老年人,達
20.3% 149年達到
41.6%約784萬人 

99年新生兒為19萬餘

人。依據經建會最新

中推估，149年出生

數預估下降至10.8萬
人,人口減少相對入學

學生亦將逐年減少 

99年兩性的平均壽命
約為79.2歲 
99年退休年齡為
55.16歲 



推動高齡教育，建構樂齡學習體系 
重要性 

高齡人口逐年增加： 
  1.101年1月底，我國65歲以上國民有253萬3,426人（占 
    10.91％）。 

  2.55歲以上則高達531萬1,684人(占22.87%)；據經建會推 
    估，我國106年65歲以上高齡人口更將達到328.2萬人（占 
    14％），成為「高齡社會」。 

退休年齡逐年下降：99年國人兩性平均壽命約79.24歲，
平均退休年齡約55.16歲，估計退休後尚有20多年必須度過。 

列入重大政策： 
  1.95年12月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2.100年3月「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未來高齡人口結構 
年別 

（西元） 
 

65歲以上人口 
 

65-74歲人口 
 

75歲以上人口 
 

人數 
以萬
估計 

 

占總人口﹪ 
 

〈推估值〉 
 

人數 
以萬
估計 

 

占65
歲以
上人
口﹪ 

 

人數 
以萬
估計 

 

占65歲
以上人
口（﹪） 

 
高 
 

中 
 

低 
 

2006年 226 9.9 9.9 9.9 132 58.1 95 41.9 

2016年 302 
 

12.8 13 13.1 175 
 

58.1 126 41.9 

2026年 475 
 

19.8 20.6 21.2 296 62.3 179 37.7 

2051年 686 32.3 37 40.2 317 46.2 369 53.8 
 

  

 

資料來源: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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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高齡少子女化趨勢圖(中推計結果) 
     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99年11%，106年增加為14%，達到國際慣例所

稱的高齡社會，114年再增加為20%，邁入超高齡社會，149年65歲以上人口所
占比率將高達42%。 

資料來源:經建會 



未來國小、國中及大專入學人口 (依中推計) 

• 進入國小、國中及大學入學之6歲、12歲及18歲人數，未來10年較目前
將分別減少16%、36%及9%，未來20年內亦將較目前分別減少22%、
37%及38%。 單位：萬人 

年別 
(民國) 

 6歲-國小入學年齡 12歲-國中入學年齡 18歲-大學入學年齡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97 24.6 24.6 24.6 32.1 32.1 32.1 33.3 33.3 33.3 

107 21.0 20.5 20.1 20.5 20.5 20.5 30.4 30.4 30.4 

117 20.6 19.3 17.6 21.1 20.2 19.1 20.9 20.5 20.1 

145 16.6 13.8 10.1 16.3 14.0 11.0 16.6 14.7 12.5 

資料來源:經建會 



我國高齡教育發展軌跡 
80年4月24日頒布「發展與改進成人教育五
年計畫綱要」 
83年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提出推展終身
教育議題，建議對銀髮族教育應詳加規劃 
 87年3月教育部公布「邁向學習社會白皮
書」  
91年公布「終身學習法」之第4條明訂各級
主管機關應整體規劃終身學習政策、計畫 

    及活動，確保弱勢族群終身學習資源  



※民國93年委託國立中正大學進行「我國老人教育
政策專案研究計畫」 建議： 

  1.研訂我國老人教育政策具有迫切性及必要性。 

  2.發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3.老人教育政策目標宜明確。 

  4.研訂老人教育政策時應把握研訂的原則。 

  5.老人教育政策的實施內涵應具周延性與前瞻性    
學費優惠措施，退休前教育，人力再運用，推廣
志願服務，訂定評鑑機制，到宅或遠距服務，培
訓專業講師,活動應該多樣化，宣示保障經費，設
置高齡學研究中心等。 



※ 94年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行研擬「老人教育 
政策白皮書（草案）」，邀請民間組織、政府機
關等單位，歷經多次公聽會及修正，於95年4月在
教育部561次部務會議專案報告  

 

※ 95年11月24日核定通過，並於同年年底臺灣65歲
以上老年人口即將占總人口數10﹪之前，公布具
有歷史意義的「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
書」。 

 

※ 99年8月「擴增高齡學習機會納入中華民國教育
報告書」(依全國教育第8次發展會議)第參拾伍項 

    方案。 



願景 
鼓勵老人社會參與、
世代參與（與不同年
齡層有交流分享的機
會），建立老人自信
心，肯定老人自我存
在價值及生命的意義。  

促進老人生理健康、
心理快樂，享受健
康快樂生活。 
 

尊重老人自主權、
維護其尊嚴，滿足
自我生活權利。 
 

在於保障老人終身
學習的權利，享有
終身學習的機會。  

95年教育部頒布 
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 



 

95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 
教育政策白皮書之七大目標 
1.倡導老人終身學習權益 

2.促進老人身心健康 

3.維護老人的自主與尊嚴 

4.鼓勵老人社會參與 

5.強化老人家庭人際關係  

6.營造世代間融合之社會 

7.提升老人教育人員專業素養 



 
教育單位能提供高齡者什麼? 

 
老人的議題中，社會福利及醫療衛生問題是比較
受到關注的，然而提供老人有意義的教育學習活
動，將有助於國民身體健康，並促進積極老化。  

優質的 
社會福利 

健全的 
醫療體系 

快樂的 
學習環境 

老人晚年 
快樂三寶 

教育單位 活耀老化 



 
 

高齡少子女化社會之教育對策 
建構在地化的老
人學習體系 

重視家庭倫理及祖
孫世代互動 

強化各級學校
老化教育功能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如萍副教授 



※96-99年公布設置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高齡學習及
玩具工坊) 

 

※ 97-100年公布設置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
(99年更名為「樂齡學習中心」) 

 

※ 97-98年推動全國祖孫週 
 

※ 97年試辦大學校院短期寄宿學習計畫 
 

※ 97年成立全國唯一老人教育網「樂齡學習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 並設有22縣市子
網站。 

我國高齡教育發展大事紀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 97-100年委託成立樂齡學習輔導團 

※ 97-100將代間教育納入全國家庭教育計畫 

※ 97-99年公布銀髮教育志工甄選計畫(每2年1次) 

※ 98年推動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學堂計畫 

※ 98-100年實施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訪視輔導機制 

※ 99年推動小學設置社區樂齡班 

※ 99年辦理父母心祖孫情 

   全國戲劇競賽實施計畫 

※ 99-100年推動試辦大學 

   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 

※ 100年宣布每年8月第4個 

   星期日為「祖父母節」 



教育部推動高齡教育 
近3年具體施政績效 



公益扶植
團隊 

 家庭 
教育 

 
 

  
       高齡 
       教育 終身 

學習 

  
 
 
 新移民
學習中心 
家庭教育
中心 
 
  

社區教育 

樂齡學習中心     
   樂齡大學 

  

 

社區大學,社教機構,圖書
館,補校，空中大學 

教育部目前終身學習管道 



終身學習習慣有助於減少醫療支出 

※行政院衛生署於96年進行的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統計結果
指出，平均每人個人醫療費用50-59歲達4萬2,650元， 
60歲以上者平均每人個人醫療費用約為7萬元至12萬元。
80歲以上則高達12萬1,626元。 

 

※老年人口是健保醫療支出主要族群，依據100年7月統計
全國50至59歲年齡組約為308萬2,768人，此族群之的健
保支出亦低於醫療費用平均值，如能在此時培養國人具
備終身學習觀念，將有助於個人之健康之維持，減少醫 

    療支出。 
資料來源:胡夢鯨教授 



樂齡學習，幸福人生— 
       臺灣的老人幸福嗎？ 
 
99年度委託玄奘大學調查結論 
1.我國高齡者生活幸福感良好 
2.參與學習會使高齡者生活變得更快樂 
3.擔任志工會使高齡者生活更加快樂 
4.與家人相處是高齡者生活快樂的泉源 
5.高齡者最喜歡的活動為：休閒旅遊、參與學習活動、從事各 
  類運動及參加文藝活動 
6.高齡者最喜歡相處的人為：家人及朋友  
7.女性高齡者在生活幸福感及參與學習的滿意度均高於男性，其 
  參與繼續學習的意願亦較強 
8.婚姻狀況與生活幸福感有關，離婚或分居者的生活幸福感較低 



一、建構在地化樂齡學習 
    體系-樂齡學習中心 
1. 97年起以鄉鎮市區為單位，
成立樂齡學習中心，研習對象
以55歲以上之國民為主，規劃
具教育與學習意涵之課程（基
礎生活課程、興趣特色課程、
貢獻影響課程、特色及創新課
程）。 

2.97年度成立104所樂齡中心、
98年成立202所、99-100年於
205個鄉鎮市區成立209所，以
增進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及終身
學習機會。 100年辦理3萬
8,495場次活動，計有93萬
3,432人次參與。 

  97-100年累計已
辦理9萬2,242場
次，計218萬
0,745人參加各項
高齡學習活動。 



 

98-100年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辦理高齡學習活動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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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年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計招

募6,225位志工，其中50歲以
上的占3,766位，培訓全國樂
齡學習中心近60位「路老
師」，宣導老人交通安全，
帶起樂齡學習風潮。 

 
  4.目前尚有159個鄉鎮市區未成

立樂齡學習中心，本部預定
於101年將擴展於225個鄉鎮
市區成立樂齡學習中心。 

擴展樂齡學習中心，建構完善樂齡學習體系  



1.本計畫課程特色仿大學校院
每學期18週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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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級、代間、混齡
及參訪為主。 

 

2.100年度補助全國85所大學校
院辦理96班，提供2,900位國
民學習。  

二、推動亞洲首創「樂齡大學」計畫  



   1.修訂「教育部補助全國大
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
畫」，建議鼓勵機制，讓
大學樂於接受高齡者。 

 
  2.目前全國有85所大學校院

辦理樂齡大學計畫，預定
於101年4月起辦理訪視，
101學年度賡續辦理。 

       提供高齡者多元學習管道， 
擴大推動樂齡大學計畫  



1.成立專業輔導團：為強化全國
樂齡學習中心專業化，成立
「樂齡輔導團」，辦理教材研
發、研習、會議及訪視，以建
立督導及評核機制。 

 
2.強化專業講師培訓：辦理樂齡
學習團體、自主學習團體領導
人培訓，以落實老人帶領老人
機制。 

三、強化國內高齡教育專業化  



3.截至100年底已累積研編完成23種樂
齡學習系列教材，完成我國屆齡退
休及高齡者參與學習需求意向調查
研究等，12項全國性的高齡與祖孫
之間的調查。 

 
4.強化建立全國樂齡講師制度：100年

度合計培訓各類講師訓練6場次，計
900人參與；101年度為強化樂齡學
習專業師資，已積極研擬專業師資
培訓計畫，預計辦理10梯次培訓。 

三、強化國內高齡教育專業化  



四、強化督導及輔導各縣市政府
推動高齡教育工作 

※100年度 
（1）辦理6區「樂齡學習中心聯繫研習會議」、3區「樂齡 
     講師領導人培訓」及「自主學習團體培訓」，計1,560   
     人參與 
（2）與交通部合作辦理6區「老人交通安全教育研習」，計 
     約300餘人次與會。 
（3）辦理全國5區「100年度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性別平等分 
     區研習活動」，共計培訓約552人。 
（4）2場次觀摩會，計1000人出席 
（5）抽訪全國105所樂齡學習中心，計4所中心獲得特優 
     獎、34所中心獲得優等獎。 



四、強化督導及輔導各縣市政府
推動高齡教育工作 

 

 ※101年度將辦理「樂齡學習奉獻獎」 
  各類研習活動及訪視輔導 
  以建立輔導與督導制度 



 
  1.補助各單位辦理300項代間

教育計畫。另101年度將研
編「生命故事」，於學校及
社區推動代間教育。 

 
  2.辦理「父母心、祖孫情」全

國家庭教育戲劇：100年辦
理全國首次以祖孫情為題材
之戲劇競賽，全國計有21所
學校優勝，本部於101年4月
起，規劃由國小組優勝隊伍，
巡迴全國演出30場次。 

五、促進代間共融互動 



 
  1.為發展國內本土化之樂齡學

習模式，100年於全國209所
樂齡學習中心擇7所優質之
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為示範中
心，協助發展本土化教材及
培訓等工作。 

六、成立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2.包括： 
    臺北市大安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臺中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嘉義縣水上鄉樂齡學習中心 
    臺南市麻豆區樂齡學習中心、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高齡教育未來努力方向及願景  



  

  

未來推動方向 
1.訂定「樂齡教育

專業人員培訓要
點」  

2.辦理各項培訓工
作、 研編教材，
充實社區化的高
齡講師  

強化代間 
教育 

建立樂齡
學習中心
典範 

逐步完成設
置樂齡學習
中心 

培植高齡
教育專業
師資 

培訓講師或志工，
進入校園與學生分
享長者生命經驗。 

推動不同樣貌樂齡
學習示範中心,提
供未來國內運作高
齡學習典範 

逐年於全國368個
鄉鎮市區設置樂齡
學習中心。  



期待大家共同努力 

在高齡社會來臨之同時 

建立一個  親老  友善 

世代融合  樂齡學習 

健康有活力 

無年齡歧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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