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齡拾穗：2018 年樂齡學習成果暨國際研討會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tive Aging and Learning:
Optimizing the Way We Age
壹、 研討會背景
因應國內高齡人口逐年增加，教育部在 2006 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
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
等四大願景。為落實長者在地學習，教育部於 2008 年起逐年於全國各鄉鎮
市區成立樂齡學習中心，2018 年已達 368 所，各中心開辦多樣化的樂齡課
程，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機會，並在村里、社區開拓 2,858 個學習據點，參與
樂齡學習中心的人也從 2008 年的 59 萬 2,932 人次，成長到 2017 年的 236
萬 9,835 人次。
2017 年 1 月教育部發布「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提出四大目標為：
一、完善高齡教育體系，普及高齡學習機會；二、創新高齡學習內容，提
升活躍老化素養；三、培育專業教育人力，強化高齡教育品質；四、強化
跨域資源整合，營造友善高齡環境。教育體系以「預防教育」的觀點，整
合國內相關教育體系與各類老人服務活動，讓樂齡學習管道成為國民活躍
老化最佳的預防途徑。
為加強全國樂齡學習推動專業化，教育部委託國內 4 所大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立
5 個輔導團，配合樂齡學習政策推動 10 年，以「樂齡拾穗」為主軸，將 10
年在各地推動樂齡學習的收穫和成果，由各區輔導團串連推動與樂齡學習
議題有關的論壇、影片、書籍等，國立中正大學承辦「樂齡學習總輔導
團」工作，依據「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之目標「培育專業教育人力，
強化高齡教育品質」
，特規劃執行本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除有國內各中
央部會相關議題分享，並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巴西及紐西蘭的
學者進行分享，橫跨亞洲及美洲，期待透過本次國際研討會互相交流與學
習，提升國內相關機構專業，共同開創高齡社會的新紀元。
貳、 會議目標：
一、 探討各國對於高齡社會政策、研究與實踐方案，並研討未來國內推動
樂齡學習的實務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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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廣樂齡學習之創新實踐，匯聚臺灣與各國專家學者理念與建議，作
為後續推動之策略。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三、協辦單位：國家圖書館、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高齡教育
研究中心
肆、 參與對象：
一、 中央各相關部會。
二、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承辦樂齡（高齡）教育業務之單位。
三、 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含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四、 全國大學校院相關科、系、所，及承辦本部樂齡大學之單位。
五、 對於樂齡學習有興趣之民眾及相關民間團體。
六、 承辦教育部樂齡學習輔導團之大學。
伍、 會議場次：
1.會議日期：10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
2.會議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臺北場

3.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演講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4.報名網址：https://goo.gl/8q6jsQ
5.報名人數：500 人為限
1.論壇日期：107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2.論壇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嘉義場

3.論壇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演藝廳 (嘉義縣民雄
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4.報名網址：https://goo.gl/2RewQi
5.報名人數：500 人為限

陸、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以線上報名優先順序為準 。
柒、 報名期間：107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起至 107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一）下午 5 時截止，或該場次報名人數額滿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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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報名資訊：
一、 本計畫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最新消息。
二、 洽詢專線：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尤小姐 05-2720411 轉
15721。
玖、 其他事項：
一、參與人員請以公（差）假登記，各單位之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自行支
應；出席人員如代表樂齡學習中心或樂齡大學者 ，交通費得由教育部
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7 年度樂齡學習工作計畫或樂齡大學之補
助款項下支應，惟支付之交通費人數，每所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
不得超過 2 名 。
二、全程參與者由國立中正大學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計 7 小時。
三、因應環保，會議當天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拾、交通資訊：
一、

國家圖書館演講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出席人員得選擇以下

方式前往：相關網址 http://www.ncl.edu.tw/content_281.html
（一） 捷運：淡水／北投--象山線 (2 號紅線) ；中正紀念堂站 6 號出
口(國家圖書館)
（二） 聯營公車站：
1.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公車 3、18、227、648、849、中山幹線)
2. 景福門站 (公車 15、208)
3. 一女中站 （公車 18、204、227、235、236、241、251、295、
5、604、630、648、662、663、849、中山幹線)
二、

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演藝廳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

出席人員得選擇以下方式前往：相關網址
http://www.ccu.edu.tw/traffic_info.php
（一） 大眾運輸：
1. 火車：搭乘火車至民雄站，會議當日備有接駁車，於民雄火車站東
出口(後站)，發車時間為上午 8 時 5 分；回程發車時間為下午 5 時
15 分，由國立中正大學送往民雄火車站(車程約需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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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鐵：會議當日備有接駁車，於嘉義高鐵站 2 號出口，發車時間為
上午 8 時 5 分；回程發車時間為下午 5 時 15 分，由國立中正大學
送往嘉義高鐵站(車程約需 40 分鐘)。
（二） 自行前往：
1. 國道一號：由民雄交流道下，往民雄方向沿著民雄外環道(民新路)
前行約 1.9 公里，過民雄陸橋後左轉進入省道臺一線，前行約 600
公尺，右轉入大學路三段後，沿著大學路往前行駛約 4.2 公里即可
抵達。
2. 國道三號：
（1） 南下：梅山交流道下→縣道 162 (經過大林鎮公所)→左轉往民生
路→往前行駛左轉大民北路→左轉到縣道 106(大學路一段)→再行
駛五分鐘即抵達。
（2） 北上：竹崎交流道下→縣道 166→民雄方向→再依照沿路之指示
牌，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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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拾穗：2018 年樂齡學習成果暨國際研討會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tive Aging and Learning: Optimizing the Way We Age
【2018.12.5（三）臺北場】
註：會議內容以當天議程為主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報到
08:30~09:00
09:00~09:15
開幕表演
【開幕致詞】
09:15~09:30 教育部葉俊榮部長
國立中正大學郝鳳鳴副校長
講 題：高齡社會政策與實踐新方向跨部會對話
主講人：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主持人：郝鳳鳴副校長
09:30~10:00
王英偉署長（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
施貞仰副署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大團拍、休息
10:00-10:15
講 題：對於下半場人生學習的國際視角：概念，
案例和議題
Topic：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in later
主持人：朱楠賢主任秘書
10:15-11:05 life: concepts, exemplars and issues
單 位：教育部
主講人： Prof. Brian Findsen
單 位：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aland
【紐西蘭懷卡托大學】
休息
11:05-11:15
講 題：新加坡幸福樂齡計畫
Topic：Action Plan for Successful Aging in Singapore 主持人：林振春教授
單 位：國立臺灣師範大
11:15-12:05 主講人：凌展輝理事長
單 位：Fei Yue Family Service Center
學社會教育學系
【新加坡飛躍家庭服務中心】
用餐
12:05-13:00
講 題：活躍老化和參與
Topic：Active Ageing and Participation
13:00-13:50 主講人：Prof. Mitsuru Takahashi
主持人：張德永教授
單 位：Tohoku University, Japan
單 位：國立臺灣師範大
【日本東北大學】
學社會教育學系
講 題：臺灣樂齡學習的回顧與前瞻:從 1.0 到 2.0
13:50-14:20 主講人：胡夢鯨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茶敘
14:20-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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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4:35-15:25

15:25-15:35

15:35-16:25

16:25-16:50

16:50-17:00

議程
講 題：高齡者醫療保健創新模式—第三年齡大學
實踐經驗
Topic：Health Care Models for the Elderly
主講人：Prof. Renato P. Veras
單 位：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
茶敘
講 題：利用學習理論活化高齡者的生活
Topic：How to use your life in the elderly: What
learning theories tell us
主講人：Prof. Dae Joong Kang
單 位：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韓國首爾大學】

主持人
主持人：林麗惠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成
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持人：李藹慈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成
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講 題：活躍老化人生設計：啟動 45+藍圖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閉幕式
主持人：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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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拾穗：2018 年樂齡學習成果暨國際研討會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tive Aging and Learning: Optimizing the Way We Age
【2018.12.7（五）嘉義場】
註：會議內容以當天議程為主
時間
議程
主持人
報到
08:30~09:00
09:00~09:15
開幕表演
【開幕致詞】
09:15~09:30 教育部林騰蛟常務次長
國立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
講 題：高齡社會政策與實踐新方向
主講人：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
09:30~10:00 黃月麗司長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郝鳳鳴副校長（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心）
大團拍、休息
10:00-10:15
講題：對於下半場人生學習的國際視角：概念，案
例和議題
Topic：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in later
主持人：邀請中
10:15-11:05 life: concepts, exemplars and issues
主講人： Prof. Brian Findsen
單 位： University of Waikato, New Zealand
【紐西蘭懷卡托大學】
休息
11:05-11:15
講 題：新加坡幸福樂齡計畫
Topic：Action Plan for Successful Aging in Singapore 主持人：張菀珍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
11:15-12:05 主講人：凌展輝理事長
單 位：Fei Yue Family Service Center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新加坡飛躍家庭服務中心】
用餐
12:05-13:00
講 題：活躍老化和參與
Topic：Active Ageing and Participation
主持人：賴弘基副教授
13:00-13:50
主講人：Prof. Mitsuru Takahashi
單 位：國立暨南國際
單 位：Tohoku University, Japan【日本東北大學】
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
講 題：臺灣樂齡學習的回顧與前瞻:從 1.0 到 2.0
源發展學系
13:50-14:20 主講人：胡夢鯨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茶敘
14:20-14:35
講題：高齡者醫療保健創新模式—第三年齡大學實
踐經驗
主持人：王維旎副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
14:35-15:25 Topic：Health Care Models for the Elderly
主講人：Prof. Renato P. Veras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單 位：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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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5:25-15:35

15:35-16:25

16:25-16:50

16:50-17:00

議程
【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
茶敘
講題：利用學習理論活化高齡者的生活
Topic：How to use your life in the elderly: What
learning theories tell us
主講人：Prof. Dae Joong Kang
單 位：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韓國首爾大學】
講題：活躍老化人生設計：啟動 45+藍圖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閉幕式
主持人：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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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主持人：李藹慈教授
單 位：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