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為推動高齡學習、增進高齡者互動與連結、激發高齡者終身學習，培植高齡自主學
習團體帶領人，補助及輔導帶領人成立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高齡自主學習團體不但藉由多元
的自主學習主題、教材及教案增進學習效果，並自主、自助進行學習的運作。在本部的推動
下，高齡自主團體帶領人深耕偏鄉及離島地區，增擴更多元的高齡族群參與學習的機會，也
為高齡者的身心健康帶來正向影響。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終身學習活動試辦計畫推動至今已邁入3年，培植了多位優秀的
自主團體帶領人。為表揚及鼓勵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傑出帶領人，讓更多人看見他們足以成為
典範的豐碩成果，並激發對樂齡服務的熱忱，本部經過訪視後，特於第4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表揚傑出帶領人。從傑出帶領人的事蹟中，讓我們看見每位得獎者的積極認真以及創新的
作為，無私的奉獻嘉惠了多位高齡長輩，帶來許多感人的故事，更體現了樂齡學習的暖心價
值。
透過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我們期待將學習機會帶給更多的高齡者，並期待獲獎的
傑出帶領人成為標竿，吸引更多人加入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行列、引領更多高齡者參與樂齡
學習，帶來更加璀璨的未來，攜手共創豐富多彩的高齡社會。

教育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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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為社區感情加溫，
創造活躍社區大家庭
臺中市

李嵐潔

嵐潔女士目前就讀於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在職專
班，有著對需要幫助的人義不容
辭的正義感，也十分熱衷於志工服
務，現今擔任東海祥和志工隊長，曾
任龍井衛生所東海保健志工隊長，
並在民國106年接下台中市社區婦
女成長協會第15屆理事長的重任。

在辦理活動的初期，曾有一段意外的插曲。一次活動結束的午夜，嵐潔女士
家中的門鈴大響，應門發現是位年已70的女士，表示要來參加活動。後來打聽才
明白，這位女士有輕微的失智症，經常在深夜離開家門四處閒晃。經過嵐潔女士
力邀參與活動，並吩咐工作人員給予特別關懷，每次活動都讓這位女士感到十分
快活，經常第一個到場幫忙場佈，也結交許多好朋友。最令人安慰的是，她的失智
症情況改善許多。

民國104年，嵐潔女士參與高
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取得
證照開始辦理活動，並組織「健康
養身樂學團」。由於父親已經辭世，
母親過著孤家寡人的獨居生活，令
嵐潔女士感到非常心痛，希望能夠
為母親帶來生活的轉變。也是這樣
的經歷讓嵐潔女士對社區獨居的高
齡者有將心比心的情懷，希望能夠
帶領自己的母親與社區居民一同走
出家門參與學習。

嵐潔女士在辦理活動的初期並不受母親的認同，但透過幾次的活動體驗，母
親逐漸明白女兒是在做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也觀察到了學員們快樂的笑容，理
解社區居民愛來參加活動的理由。不久後，嵐潔女士的母親也開始愛上了這個團
體，從原本冷漠的態度，變得熱愛分享，也帶動整個團體的分享風氣。現在，母親
是嵐潔女士的頭號粉絲，也與女兒一起為團體努力，持續升溫的感情如同一個社
區熔爐一般，多元豐富又情感凝聚。

剛開始籌備活動時，由於碰上
場地難尋的問題，嵐潔女士不惜提
供家中空間作為活動場所，使得計
劃能夠順利執行。但為了讓學員有
更寬敞舒適的活動空間，嵐潔女
士持續努力爭取有成，現在的活動
地點位於東海活動中心，使得能一
起參與學習的人數增
加，造福更多長輩。

我得獎最主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黃富順教授，
因為在接受培訓時，記得教授曾經講一句話，他說：
「嵐潔，妳很有潛力」，雖然當下我覺得，我都已經這
把歲數了，會有甚麼潛力？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覺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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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習代替治療，引導高齡者參與學習者

為冷漠的感情加溫，促成親密無間的社區熔爐

帶領家鄉居民活躍老化，創造一個社區大家庭
嵐潔女士在民國105年開始樂齡自主學習團體計畫，持續到民國107年共辦
理了五案十期，在自己的家鄉—東海社區起步，用體貼的態度和細緻的思緒籌備
各種活動，吸引了許多社區居民同來參與，每期人數都超過三十位，合計共嘉惠
了約326名社區居民，創造傑出的成果，也成功回饋鄉里。

的事，而這件事是對長輩有幫助的，我就默默的一直
做，感謝很多指導我的教授，因為有您們的指導，讓
我有機會學習，有機會服務長輩，讓我可以與我們的
團隊一起成長，一起開心慢慢變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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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玉琴女士畢業於國立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曾任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聘用推廣
員，現任屏東縣屏東市樂齡學習中
心主任，領有106年度教育部高齡
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合格證明
書、106年度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
劃師證書、101年度教育部樂齡教
育專業人員培訓證明書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與長輩樂活互動

玉琴女士有感於台灣人口老
化問題越來越嚴重，「下流老人」現
象並非日本獨有，步入高齡社會的
台灣，同樣面臨未婚者、非正職者增

落實「三長四短」安享晚年
玉琴女士為倡導終身學習、活躍老化的觀念，持續接受許多樂齡相關培訓，
其動機為希望透過習得規劃設計多樣性的學習活動，引導55歲以上的民眾重溫
學習夢，協助社區長者延長第三年齡，減緩第四年齡的長照資源負擔，讓臺灣健
康長者晚年生活更健康。
曾有學員因礙於行動不便而鮮少外出參與社交活動；另外一位學員則因家
中有位不良於行的另一半須照顧，因此夫妻倆整日四眼相望。三人後於106年加
入高齡學習活動，每到學習日他們總帶著愉悅的心情出現。玉琴女士認為在他們
生命的晚期裡，透過參與學習讓自己活得輕鬆自在，是一大福報。

「預見未來」樂活人生
玉琴女士透過推動社區樂齡教育服務老老者的機會，實施「學習、預防、準
備、貢獻、服務」成功老化的理念，每天與社區
的高齡長者互動，並透過專業知能的學習
與了解老化的實際現象，不但幫助學員，
更幫助未來的自己，期待老年能享有健
康、安全、活力、尊嚴的人生。

高雄市

沈玉琴

多，啃老族、少子化，兒女養不起父
母，加上經濟成長停滯、青年就業情
況不佳、醫療與照護成本提高等問
題，老後貧窮的「下流老人」一樣存
在於台灣。玉琴女士因而秉持著「
自助助人」信念，投入高齡自主學習
團體帶領人的行列，鼓勵社區長者
積極規劃老後生活，除了理財、重視
個人健康，也積極帶領高齡者參與
社區活動，避免人際疏離。
得獎是肯定！從事樂齡教育活動已超過10年之
久，這項目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喜歡的工作。在社區推
動高齡學習活動的過程，我總抱著「我為人人，人人為
我」信念，甚至常效法以「老萊子」取悅長者的心境，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傳統的美德，來與長者親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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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高齡者參與社區活動，嘉惠多位長輩
玉琴女士於106年度通過高齡自主團體帶領人培訓，自106年度申請1案2期
的活動計畫，在各社區關懷據點帶領學員學習，並持續於107年度申請2案1期的
活動計畫。玉琴女士鼓勵社區長者積極規劃老年生活，並帶領許多高齡者走出家
門，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至今合計共嘉惠了約83位高齡者。
相信「善良，是我們為自己留下的路標」!
感謝教育部不遺餘力的規畫培植「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帶領人」，讓我們這些退而不休的老人，還
能有繼續展現的舞台及終身學習活動之機會—「老
不休樂學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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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宗嵩先生於中國文化
大學地學研究所取得博士學
位，除了對環境有高度的責任心，
更擁有學術專業，宗嵩先生積極擔
任各種與環保相關的教育人員、志
工，現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
育人員、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志工、新北市環境低碳社區進階規
劃師等。

樂活健康社
人老心不老
新北市

林宗嵩

此外，宗嵩先生現在亦於華夏
科技大學擔任兼任教授，曾為景文
科技大學創校校長、教授、系主任，
並且曾在中國文化大學夜間部擔任
總務主任及於景文高中擔任校長等
重要職位，在教育界不遺餘力，擁有
許多珍貴的經歷。
民國104年，宗嵩先生參加教
育部和交通部
辦理的「高齡自
主學習團體終
身學習活動試
辦計畫」，取得
帶領人證書，組織並成立「樂活健
康社」自主學習團體。宗嵩先生現
在也於新店崇光社區大學擔任顧問
暨樂齡精彩人生課程講師，持續推
廣「終身學習」的精神。

高齡者大多是退休人士，各個都學有專精，
以前在工作上從事各種不同的行業。退休後不必
再朝九晚五，忙碌地工作著。爭過了，拼過了；得
意過；失意過；當年的豪氣化作了寬容，把身上的
稜角磨得圓潤。想得開一些，心胸寬闊一些，處事
寬容一些，健康快樂就會多一些。

強調人老心不老，激勵樂齡者生命的熱情與潛力
宗嵩先生透過民國104年教育部和交通部辦理的計畫成立了「樂活健康社」
，其年齡高於65歲的學員佔了超過三分之二的比例，且大多數是退休老師。宗嵩
先生安排的課程由學員自行擔任講師，讓樂齡者能夠發揮自身原有的專業，享受
再為人師的成就感，也使得課程擁有各式各樣的學習主題，為課堂注入活力、激
勵樂齡者對生命的熱情。

知識與社交並重，消除學員與講師的隔閡
宗嵩先生在課程的安排上具有巧思，將
內容著重於樂齡者切身實際的知識，希望能
讓樂齡者透過學習這些新知，讓生活更加精
采。
此外，宗嵩先生認為：學習除了可以吸收
很多知識、活化大腦而感到快樂之外，在課程
當中與同儕互動，能夠滿足樂齡者對社交的
需求，當學員對課程感到滿意，經常會招伴同
來參與，使得課堂更加熱鬧，樂齡者也能交到
更多新朋友。宗嵩先生也強調學習的過程中，
講師和學員之間沒有隔閡，隨時都可以互相
提問，拉近彼此的距離，讓樂齡者能夠快樂學
習。

持續辦理計畫有成，兩年內嘉惠逾百位樂齡者
宗嵩先生於民國104年取得帶領人
證書後，不放棄任何機會，於隔年民國
105年5月至民國107年11月前後共辦理
了10期的計畫，在宗嵩先生的帶領下，計
畫參與人數持續上升中，幾年內參與人
數便累積至105人。
如與朋友遊山玩水、醫院看病、照顧孫子女或當志
工。所以，大家能聚在一起，來共同學習一個主題，
實是不容易。學習與分享，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我能獲獎，感到十分光榮。感謝教育部有此計
畫，黃富順等多位教授每一期的指導，以及參加樂
活健康社的全體學員的肯定。

高齡者「時間」很多，但是也已經有些安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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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翻轉銀寶自主團體
飛越終身學習
新北市

林雪紅

雪紅女士從民國105年
開始擔任「翻轉銀寶自主團
體」的帶領人。團體從新北市偏遠
的三芝區紮根，由於區內長輩們多
數務農，因此學歷偏低、有不少文
盲。為了讓長輩有學習的機會，雪紅
女士挨家挨戶遊說長者走出家門，
共同參與教育部推廣的自主學習課
程，至今仍在持續努力當中。雪紅女
士各方面的表現得到肯定，曾榮獲
教育部第3屆樂齡教育奉獻獎的教
學優良獎，可謂實至名歸。此外，雪
紅女士在民國106年受邀至台北市
士林、北投區繼續推廣自主學習課
程，廣受好評且經訪視獲得優等！
「翻轉銀寶自主團體」的講師
群各個教學生動、活潑、充滿活力，
雪紅女士更身懷多項帶領技能，全
力推廣課程，其中手語舞蹈課更是
樂齡者的最愛，原本不願參與活動
的長輩們，在雪紅女士的帶領下，也
逐漸爭相手舞足蹈地唱起歌來。
雪紅女士為精進充實自己，更
積極參與各項研習進修，如：衛福部
預防及延緩失能講師、路老師、消
保師、性平教育等培訓。並以自身為
樂齡者的心態，學習正確的運動保
健觀念及方法，以身作則實踐「終
身學習」，並將研習成果加入教學實
務中，獲得許多佳評。

感謝教育部培訓了許多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
人，也讓更多的高齡者有了人生的新舞台。能得到此
獎，要感謝很多人；從政府官員、教授、教師群、工作人
員等等，當然最該感佩的是：那一群可愛的高齡者。雖
然申請經費手續繁瑣，還好貼心的教授群及工作人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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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則發揮終身學習精神，提昇教學品質
雪紅女士自民國105年以來，為了讓翻轉銀寶自主團體的團員能夠有多元學習
的機會，特別聘請專業講師共同推廣「生活安全、健康保健、文學與美學新知、心靈
成長、活化記憶力」等課程，持續地充實課程、提昇教學品質，並廣受團員好評，參
與人數也持續增加中。

「需求性、知識性、持續性」三方兼顧的課程核心理念
雪紅女士致力推廣的創新手語舞蹈，將普通常見的手語課，融入耳熟能詳的老
歌，再加上優美的舞姿，提升高齡者的學習動機。在雪紅女士的帶領下，高齡者達到
活化大腦、強健身心、延緩失智失能等效果，讓團員真正體驗了「有效有用又有趣」
的課程。

有夢最美，為團員再創人生舞台
團員在孩子成長各自飛之後，頓時孤獨感湧入，生活也失去了重心。但是透過親
朋好友的引介，參加教育部推廣的自主學習活動，團員對食、衣、住、行、育、樂各方
面都有更多的認識，也因為參與活動及課程、融入了團體，生活有了很大的轉變，不
再憂鬱孤獨。此外，雪紅
女士為了提高團員學習的
動力，積極尋找區內表演
或展覽活動的機會，提供
團員表現的舞台，提升樂
齡者的自我肯定及價值！

班班客滿獲好評，
熱情感染六十餘名團員
雪紅女士於民國105年取得帶領人證書，隨即申辦
105年第二案第3、4期「翻轉銀寶自主團體」。經由雪紅女士熱情的帶領高齡者走出
家門，團員人數由14人逐步增加至50多人。雪紅女士的努力成果深受好評，於民國
106年受邀至台北士林、北投區辦理第二案第3、4期。至民國107年1月25日，團員成
長至60多人，班班客滿，成果斐然。
耐心的指導改正，最後總算知道如何申請經費了！
本「翻轉銀寶自主團體」的宗旨，是以高齡銀髮族能活躍老化、
延緩喪失智能為目標。獲獎絕非任務的結束，是一另階段的開始，更
是加強自信的催化劑。激勵我再接再厲，繼續精進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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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龐盞女士是台灣興儒
會員，也是崇德文教基金會
的志工老師，推廣讀經教育已持
續多年。在這些寶貴的經驗中，
龐盞女士實踐「教學相長」，在
課程中體會到身教的重要，透過
持續自省、反求諸己，除了讓學
員收穫良多，自己的身心也不斷
成長。

投入偏鄉服務
讀經同樂預防失智
桃園市

邱龐盞

龐盞女士在民國104年參
與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
訓，在說明會中深受感動，找到
實現曾經夢想的機會，龐盞女士
下定決心為高齡者開辦讀經班
預防失智。
於民國105年取得帶領人
證書後，龐盞女士便毅然決然
將心血投入偏鄉，懷抱著最真誠
的心得到了當地學員的認同，不
但持續學習，也用
心做好活動的每一
個環節，逐漸突破
重重的障礙，造就
豐富的成果，為復
興區帶來福音。
首先要感謝教育部、交通部、楊專委和教授們
的指導，從我不知如何撰寫規劃書的有目標但無
方向，像是一艘航行在大海的船，想到達目地，卻
失去方向。由於教授的耐心指導，做滾動式修正，
像是大海中的燈塔，給了明確方向，協助指引直到
我看到了目標抵達目的。感謝您們的用心與耐心指
導，讓我學習如何自主如何帶領，過程雖然酸甜苦
辣都有，但卻是一種學習與成長。
因為愛，因為情，互尊互敬，成就夢想實現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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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有成，呼朋引伴同樂齡
龐盞女士帶領團隊來到復興區為樂齡盡一份心力，在路途上便已認清：正是偏
鄉所以才最需要資源與協助，因此抱著捨我其誰的決心，用心做好所有細節。正是
誠懇、負責的態度，讓龐盞女士的計畫漸入佳境，學員紛紛走出家門參與，而有些
人開始主動為龐盞女士宣傳，有些人則是因為身心的轉變讓親朋好友都想來加入。
人數逐步增加，課堂充斥著熱鬧的樂齡氣氛。

化「礙」為「愛」，轉悲觀為樂觀
由於偏鄉的交通較為不便，有對
身障夫婦雖然想參與學習，但遇上許
多困難。團隊主動幫助他們解決交通
問題，化解了障礙，這對夫婦也愛上了
學習。隔年更提供家中場地供課程進
行，可見對讀經班的熱情十足。
曾經有位學員對自己的生活非常
悲觀，令人欣慰的是：學員逐漸被歡樂
的班級氣氛感染，慢慢忘卻了煩惱，也在龐盞女士的帶領下，認識更多的朋友，心靈
越來越健康，也露出了愉悅的笑容。

常保生命的熱情，嘉惠百餘位偏鄉居民
龐盞女士自民國105年至民國107年，共辦理了五案十期的計畫，每一期都有約
15至20人的參與人數，其中民國106年的第一、二期更是達到40人，共嘉惠了約百餘
位高齡者，彰顯出不凡的成果。龐盞女士成功的秘訣便是對生命的熱情以及常保感
恩的心，正能量是她的動力來源，也使得高齡者感覺活力充沛，是學員願意走出家門
的重要因素之一。

好永恆畫面，得獎這份榮耀是屬於團隊的，因為在
團體運作中誰有不足，大家就互相勉勵，有困難就
互相提攜，有懈怠就互相砥礪，大家團結合作，活動
才能順利圓滿，也才有這份榮耀。
偏鄉拓點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一粒種子，能傳
播不少的生命；一句良言，能賜益無數的人群；一顆
愛心，能感化無盡的學員」，本團隊當繼續本著學而
時習之，不亦悅乎!人不知而不慍的心來學習並帶給
長者們喜悅健康，謝謝大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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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碧菁女士於國立中正大
學高齡者教育研究所研讀高
齡相關專業知識，畢業後即在「中
華民國成人及終身教育學會」擔
任秘書一職約三年。碧菁女士回
歸家庭後仍持續進修，利用時間
參與教育部的培訓，包括：樂齡講
師、路老師、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
等，不放過任何充實自己的機會。

初老服務老老
雙方一同樂齡學習
桃園市

翁碧菁

碧菁女士在民國104年向
教育部申請辦理高齡自主學習團
體，持續帶領了三年，地點從第
一次辦理的平
鎮區，到中壢
區的中正里，
課程主題也包
羅萬象，包括
了手機操作以
及英語會話等
等，至今仍在為
樂齡精神耕耘
著。

感謝教育部的肯定，還有我最尊敬、感謝的
老師─黃富順教授，對他的恩情沒齒難忘，他的
前瞻與遠見得以在高齡社會提出辦理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讓我有機會連續三年參與樂齡自主學
習團體。常言道：「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在帶領
這些長輩的期間，我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到很多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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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感染他人，實踐初老服務老老的精神
碧菁女士透過這幾年的熱情投入以及不懈的努力，讓高齡者漸漸自願踏出家
門學習，課堂歡愉的氣氛也感染了學員，減輕了心裡的苦悶以及孤寂感，為生活帶
來許多正面的影響。
碧菁女士認為：「初老服務老老」是讓雙方都能享受樂齡學習的最好方式之
一，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更能了解彼此的需求以及困難處，而高齡者也能透過課程的
參與、學員的互助得到身心改善，讓延緩老化的目標在歡樂中有效達成。

成就感是學習的動力，創造自我價值
碧菁女士認為學員的學習成果要能讓自己看見，才能從中獲得成就感。因此，碧
菁女士將課程主題融入生活，讓高齡者感受到學習對生活是有所影響的，強化了高
齡者的學習動機，再循序漸進地把內容擴張，讓高齡者能夠主動學習，自願投注心
力於課程當中。高齡者逐漸累積的成就感與知識成正比，在快樂學習當中，為生活
帶來改善，並且創造了自我價值。

持續不懈的精神，創造面面笑靨
碧菁女士從105年開始帶領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至今已經辦理了三案六期，持續
付出的理由莫過於高齡者體會學習的快樂時臉上的笑靨，那便是課堂當中最美的風
景。為此，碧菁女士將繼續推廣樂齡精神，至今已嘉惠了約90名高齡者。

生的經驗，連走在路上都會遇到這些長
輩，我們互相打招呼，這就好像是親人
一樣互相關心一般，也讓我提早思索自
己未來的退休人生樣貌，這就是意外的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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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月燕女士在民國94年從
花蓮國光商工校長退休後，
到臺灣觀光學院擔任推廣行政工
作，學院自民國101年安排樂齡大
學課程，讓高齡民眾使用校園設
備，增長生活樂趣，月燕女士負責
第一期計畫書撰寫後，轉職回校
本部宣傳部門。在103學年度，學
校調任月燕女士再度擔任推廣中
心主任一職，開始負責樂齡大學
課程。

三好幸福社，
活化社區高齡者身心靈
臺東縣

許月燕

月燕女士為使自己在樂齡教
育更有概念，參加104年度高齡自
主學習團體帶領人訓練，加深高
齡學習的責任。課程中講師的一
句話：「希望能把廟口的、榕樹下
的老人找出來學習，讓他們不要
老化生病」成為月燕女士的強力
動機，因為家中長輩足不出戶而
衰老的案例，讓月燕女士更體會
讓長輩快樂學習的重要。

自主學習的資源不多，需要的是熱忱、人脈
及責任，因為目前仍在職，無法投入更偏鄉去做
自主學習，但我在學校，投入樂齡大學經營，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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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燕女士在花蓮辦理課程中，有婦女帶著原本不喜歡參加活動的先生一起來
上課，課程中創造機會，讓先生首次做出美味料理，除了增進夫妻感情，也讓他們更
有信心參與學習。
而月燕女士也帶著婦女社團的姊妹協助辦理自主學習課程，在課程中見到
高齡者的笑容、完成的作品，社團姊妹們就更樂於一起去服務社區，並一同投入自
主學習行列，也參加樂齡大學課程充實自己、做好服務。

以熱心帶來暖心，關懷社區高齡者
月燕女士用以老扶老的觀念，鼓勵學員多去幫助社區內獨居、生活能力較低的
高齡者，讓他們感受社會的溫暖。為了要被認同且要能延續，月燕女士以自主學習團
體為發覺點，再引介給其他社團機構，希望有更多力量加入。
獨居老人的心聲，需要朋友般的關懷。月燕女士在鳳林辦理自主學習課程
時，因為原住民學員需要鼓勵，每堂課皆貼心準備提升興趣的活動，其中在節日準
備的溫暖活動，講師的帶領讓92歲老奶奶如見到兒子般相當開心，情景令人感動。

用心帶領及關懷，嘉惠多位高齡者
月燕女士在民國104年度取得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證書後，105至106年度
共辦理四期，期許高齡者能夠多接觸新知能來充實自己，而每期中都有令人感動及肯
定的收穫，合計共約有40位高齡者在月燕女士的領導下學習
成長，也期盼能帶動更多人投入關懷高齡社會的行列。

月燕女士成立「三好幸福
社」自主學習團體，在花蓮、鳳
林、壽豐地區辦理自主學習課程，
設計與養生結合的課程，讓高齡
者融入團體、活化身心靈，達到三
好的幸福感，希冀為花蓮的高齡
人口帶來更多的關懷。
接獲通知獲獎，很感動也很意外!對於教育工
作者，這是一份殊榮，也是動力，讓我更有投入高
齡帶動學習的責任感，希望能做得更好。

16

發揮影響力，吸引更多人加入自主學習行列

學員未來能投入偏鄉自主學習，當種子，帶動高齡者走出家中；因為廿
一世紀，科技凌駕一切，高齡者如果不多與新知能接觸，會被邊緣化，
讓自己更孤獨不快樂；所以自己本身也要不斷參加研習、充實自己，把
吸收的知能整理後，轉成高齡可以接受的言語，讓高齡者引起學習的
興趣！
年長不可怕，要保持一顆快樂、願意付出的心，生命中充滿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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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素珍女士畢業於新竹教
育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懷抱
熱誠投入國小服務了四十年，此
外，素珍女士曾取得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體適能健康指導員認證，
有十分豐富的教育經驗。

苗栗縣樂活創藝健康促進團，

活絡偏鄉社區
苗栗縣

郭素珍

素珍女士在民國103年加入
樂齡教育志工的行列，期間為了
讓自己擁有更多專業知識能夠應
用於課程，積極參與各種體適能
的進修，希望能幫助學員擁抱更
健康的生活。民國104年，素珍女
士參與培訓通過，獲得樂齡輔導
員證照，協助開辦樂齡學習中心。
此外，也因加入樂輔團隊，獲得許
多寶貴經歷。
同年，素珍女士參與高齡自
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獲得證
書後，立即動身帶領、陪伴高齡者
探討交通安全及活躍老化議題，
並於民國105年獲得交通部、教
育部政務次長授證，成效獲得肯
定。

感謝教育部長官及所有教授群所給予的肯
定與鼓勵；這份榮耀願與「苗栗縣樂活創藝健康
促進團，所有的工作夥伴，以及可愛、可敬的高齡
自主團體長者們」來共享！有機會成為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帶領人，依靠的是所有人同心協力的支
持與愛護，尤其老寶貝們的甜美笑容與親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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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入地方特色，引出社區居民興趣
素珍女士將居民熟悉的地方特色融入教學當中，除了解除人們對陌生事物的心
防，還增加了幾分創意與趣味。素珍女士的想法除了讓教學更容易實行之外，也讓
在地特色—藺編，因為學員的創意作品，又再度生動起來。
素珍女士帶領學員利用藺編創作發展共同興趣，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加頻
繁，為孤獨寂寞、一成不變的生活打開一扇明亮的窗口，讓社區鄰里互展笑顏。

帶領居民關心社區，活化廢棄空間
素珍女士透過自主學習團體的機會，帶領居民主動關心社區並進行服務，居民
相互照應讓感情逐漸升溫，實現彼此溫馨關懷的友善社區環境。
素珍女士為了規劃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活動場地，找到在苑裡偏鄉濱海塵封已
久的藝文中心，並帶領學員進行整理。真誠的態度與積極的行動感動了行政部門，
籌資打造寬敞的木質地板活動場地，讓學員有舒適的集會空間，為社區創造一個樂
活據點。

促進三百餘位居民健康老化，活絡偏鄉社區
素珍女士自民國104年參與團隊見習，並從民國105年起至民國107年共辦理了
五案、十一個促進團，利用真誠的心及奔放的熱情讓居民紛紛投入團體共同學習、關
心社區。而落實經驗傳承的帶領方式，讓長者有機會展現自我專業，更有機會相互學
習，每個促進團的團員人數都約有25人至35人，合計下來，素珍女士已經帶動378名
社區居民，共同塑造一個更美好的社區環境，貼近彼此的距離，也讓樂齡者能夠擁有
在地健康老化的機會。

是最大的源動力。
活到老學到老，不是一句口號，個人將繼續學習、增能、再
實踐、再修正，身體力行終身學習，本著這份熱情與執著，觸發更
多帶領人伙伴，透過學習來因應高齡社會的需要；繼續用這份感
動，將「學習、改變、增能與貢獻」實現，努力以最優雅的姿態迎
接不一樣的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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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紅杏女士個性積極認真
且喜歡學習，能夠理性思辨，
務實有計劃與執行力，是一位理
想實踐者；她以服務為志業，精進
學習助人方法，是位終身的教育
志工。

因地制宜活動安排
解決生活難題
嘉義縣

陳紅杏

紅杏女士於中正大學成教系
高齡所碩士班、南華大學生死學
系(社工組)畢業。並且自1997年
迄今擔任中華台灣興儒文教學會
總幹事；自2003年迄今擔任崇德
光慧全球經典教育推廣中心執行
幹事；又於2011年在嘉義開設「
興儒書院」，且在2013年至2017
年擔任嘉義「慈善佛院」總幹事。
紅杏女士帶領高齡自主學習
團體經驗豐富，在2014年成立
了「彌—樂活．幸福99．移動學
苑」，鼓勵高齡者學習，又於2015
年推動社區「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終身學習活動」，在2016年紅杏
女士取得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
體帶領人合格證明，緊接著持續
辦理至今，且紅杏女士不斷的充
實自我，於2018年順利通過「教
育部107年樂齡學習核心課程規
劃師進階培訓」。

真心投入、熱誠奉獻，縱然有心也要有舞
台，感謝教育部重視高齡教育，輔導自主學習
團體的成立與運作，令個人微薄的心力也能有
奉獻、學習、成長的機會。
最感恩的是輔導團教授們不厭其煩的指
正教導，這是要有愛心有使命感才會有的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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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動教室客製化安排多元活動
紅杏女士成立「彌—樂活．幸福99．移動學苑」，旨在引導高齡者學習可持續
健康的生活方式，能使高齡期生命得以和諧，過自在的老年生活，願人人幸福得高
壽、健康、善終。紅杏女士以移動教室，因地制宜、客製化的做活動安排，活動評估
大環境的趨勢，解決高齡者生活中的問題，以運動與營養，生活安全與身心安頓為
主軸，設計延緩老化的體智能運動、提高身心靈敏度、建立老年期的營養和保健概
念等自主課程。

優質豐富的學習課程，提升學員身心靈健康
紅杏女士帶領的高齡團
體，讓學員們獲得極高的學習
效益，除了體驗健走深刻瞭解
到健走學習有益身心健康，參
加課程也使學員們改善了健康
狀況與睡眠品質，學會紓解壓
力使身心放鬆，也增進注意力
與延緩記憶力減退。
紅杏女士為學員建立營養
和保健概念，帶領他們學習到
飲食、營養和疾病的相關性；認識食品與食物的區別，此外，紅杏女士也提供相關課
程，讓學員學習用路安全，以及失智症的預防和正確用藥等核心能力。課程與生活
中做扣連，提升學員身心靈的健康。

實用的活動內容，幫助約兩百位學員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紅杏女士辦理民國105、106年嘉義
縣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活動試辦計畫，共五
案十期，一期約20人，活動內容實用且能
夠為高齡者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引導成員
學習健康的生活方式，合計逾200人在紅
杏女士帶領中獲得極高的學習效益。
性。從凌亂的構思中協助理出頭緒，逐一
評講修改，所謂滾動式的修正，才有提案
計劃的產出，這是我最大的學習收穫。學
員的參與支持是我最大的動能，看到大家
都有成長，也歡喜在團體中付出，這是最
令人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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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秀玲女士原在雲林
縣社區大學擔任講師工
作一職，在民國102年因緣
際會下與樂齡結緣，擔任了
金門縣金城鎮樂齡學習中心
的講師，並且在民國104年
取得樂齡規劃師。

無私奉獻，
到府陪伴注入新能量
嘉義縣

曾秀玲

秀玲女士不斷持續努
力再進修，於民國104年參
加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帶領人試辦計畫培訓，成功
通過成為帶領人。在民國104
年至105年完成教育部委托金門
縣政府辦理樂齡教育講師專業培
訓，並且於105年取得帶領人資格
後，在金門金寧鄉招募學員開團
服務至今。
秀玲女士仍持續的充實自
我，並參與相關培訓，希冀能讓「
樂齡學習」這一志趣與理想，獲得
更多的助力與能量。

人生的路上有一條路叫做「願意」，自己只是
一個小小的螺絲釘，能有機會參加教育部高齡自
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並通過考核，取得陪伴服
務更多金門離島、雲林偏鄉長輩的機會，是人生
中一件多麼難得的經歷。
「持續做對的事，對的事持續做」，只要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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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到訪陪伴，散播溫暖給偏鄉長輩
秀玲女士帶著無私的精神到偏鄉服務，在民國105年協助台西自主團體陪伴長
輩，也在民國106年10月到古坑偏鄉，在鐵皮屋下共同經歷了8次的課程，同年也到
了雲林縣台西偏鄉服務長輩，在廟口一起學習了許多豐富的課程。秀玲女士親力親
為，實地到訪陪伴，民國107年仍持續到金門、雲林偏鄉地區陪伴長輩，散播溫暖與
愛。

實踐初老服務老老的精神，為社區注入新的能量
秀玲女士在民國105年回到金寧湖下老家，拜訪了鄰居長輩招募學員，於106年
金門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首航，在金門縣金寧鄉湖下村湖峰社區發展協會開團。帶領
學員進入社區服務，實踐初老服務老老的
精神，形成了社區人力新的生力軍，注入
新的能量。

無私的奉獻，嘉惠三百餘位偏鄉長輩

意，離島金門很近的，並不遠。最後，深深感謝
教育部指導、感謝指導教授們的教導、感謝訪
視委員們不辭辛苦的訪視指正。感謝團隊的
每個夥伴與參與的長輩們，以及協助共同完
成的每個人，因為有大家的付出、成全，才能
有這個讓我完成與做到的機會。謝謝你們！

秀玲女士於民國105年至107年到台
灣各地辦理自主學習團體長達3年之久，
目前共辦理了12期。秀玲女士經常到偏
鄉地區陪伴長輩們，帶領他們學習許多課
程，無私的奉獻不僅提供了高齡者學習的
機會，也為高齡者注入能量與溫暖，到目
前為止共嘉惠了約335位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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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陪弟女士畢業於國立中
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曾任
職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科長、家庭教
育中心主任、高雄市立圖書館組長
等，於民國105年以及106年分別於
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文學館及高雄
文化中心分館帶領「5251（有我有
伊）樂學團」，並於籌備期間積極召
募學員，主動連絡及協調暨規劃各
項事宜，課程得以順利執行。

5251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共創五好人生
高雄市

費陪弟

「5251（有我有伊）樂學團」學
習主題─高齡者人際關係，學習單元
包括高齡社會的因應及挑戰、活躍
老化、愛的行動、家庭生活經營、數
位資訊傳遞、生活溝通藝術，課程運
用趣味健康操與桌遊體驗等，以增
進學員動腦及團隊合作的展現，並
提高學習動機。
另安排動手做的課
程：用「棒針」打毛線編
織成圍巾、用黏土製作手
工藝等，創造「第一次」
學習的樂趣；又安排核心
課程融入議題，例如：預防詐騙、預
防失智、養生保健、交通安全宣導、
財務管理、反毒宣導等，讓學員們能
夠多方涉獵與社會脈動相關各種課
程。

於民國99年退休後，分別通過於民國101
年教育部樂齡教育專業人員（樂齡講師）研習
及民國104年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課
程及實作，使自己在第三年齡階段，開啓人生
另一個風景，讓自己在終身學習的旅程，有明
確的方向，在帶領 5251（有我有伊） 高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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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人際互動，打造溫馨的自我實現園地
陪弟女士在前金區樂齡學習中心提供了一個溫馨的園地，鼓勵成員共學及分
享、表達自己的感受，實現自我的夢想。因為學員程度及背景不同，用心設計出不同
的課程，並以分組方式進行，融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增進彼此互動交流的機會；只
要願意開口表達的成員，都有機會分享，不僅提昇學員個人的自信心，增進自我學
習成長，也為學員營造圓夢的舞台。

提供學員展現專長的機會，並提升多元知識
陪弟女士認真落實自主學習團體課程的安排，由學員擔任帶領人與分享人，不
但能運用自己的專長，在備課之中，也能增進自己統整的能力。另課程配合政策融
入交通安全、反毒、預防詐騙、預防失智等相關議題；又運用手機軟體，將上課的過
程製作成影音記錄，提昇學員數位能力，並將影片張貼至學習中心的臉書專頁，以供
行銷宣導；且蒐集提供長照2.0相關資訊，現已有學員主動參與社區關懷據點或失智
共照中心課程，分享老人福利資訊，共同宣導高齡社會相關訊息。

豐富的課程內容，嘉惠多位高齡者
陪弟女士自民國105年迄今在高雄市前金區樂齡中心，持續推動高齡自主學習
活動，鼓勵成員互相分享及學習，於民國105年及106年申請辦理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第二案第3及第4期，平均每期18人參與，透過豐富多樣化的課程增進知識，共72名
學員在陪弟女士帶領下成長。
主學習團體歷程中，分享自己【學習、改變、
增能、參與】八字箴言的學習心得，並傳遞「共
學、共享、共好、共樂、共憶」五好人生，許一
個優雅的老年，實是參與樂齡，增進身心靈的
生活素養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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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健康養生樂學社，
快樂學習健康老化
苗栗縣

黃錦湧

錦湧先生本職為交通警
察，負責警察局交通安全宣導
團工作，並在民國103年，通過交通
部培訓獲得路老師資格。民國104
年，錦湧先生參與交通部、教育部
推動的高齡自主學習團帶領人培
訓，發揮本職的長才，在民國105年
培訓合格，籌組「五穀社區健康養
生樂學社」自主學習團體，設計高
齡運動養身課程，並進行用路、居
家安全宣講及討論，以淺顯易懂、
活潑輕鬆的方式抓住樂齡者的學
習興趣。
民國106、107年，錦湧先生
持續推動「尖山、竹森、福德社區
健康養生樂學社」，規劃將休閒活
動、手工藝等，融入交通、居家、預
防詐騙等安全觀念還有用藥、失智
預防、活化記憶力等健康知識，讓
樂齡者能夠在快樂中學習，並建立
健康老化的價值觀。

凝聚自主團體學習氛圍，為社區注入新活力
錦湧先生強調要讓學員能夠主動學習是自主團體的目標宗旨，因此建立學習
的興趣、促進學習動機是成功的關鍵。錦湧先生規劃寓教於樂的活動，運用生動活
潑的互動教學方式，再輔以教材
教具來帶動課堂氣氛，讓學員
興高采烈地參與每次活動，周遭
的社區居民也深受感染，紛紛踏
出家門加入社團，營造出熱鬧歡
樂的學習氣氛。
錦湧先生也積極鼓勵學
員分享專長與經驗，提供教學相
長的活動平台，讓課程更加多元精彩。樂齡者透過這個活動，能夠發揮一己的影響
力，為社區帶來貢獻，獲得莫大的成就感，在快樂之中活出風采，注入樂齡新活力。

自主團體特色發展，帶領社區永續經營
在錦湧先生的引導下，自主團體的學員得以發揮長才，各個手藝精巧、創意十
足，學習成果深獲社區好評，甚至主動發起活動，力邀社區民眾一同製作並發起義
賣，義賣基金也捐助給社區內的弱勢團體，成為為社區貢獻的一股強大動力。
錦湧先生鼓勵社區初老者帶動老老者勇於參與學習，並努力使課程多元化，
希望社區居民可以成功活躍老化之外，也期待能夠將寶貴的經驗獲得傳承與創新，
進而活化社區功能，達到社會企業的經濟價值，帶動社區永續發展。

無限活力與不滅熱情，為兩百餘位學員帶來生活的轉變
錦湧先生自民國105年至民國107年期間，共辦理了7案14期的高齡自主學習
團體，每一期的參與人數都有超過15位至25位，總共嘉惠了約252位社區居民，在
三年內便創造不凡的成果。錦湧先生為社區帶來得活力與熱情感染了每一位學員，
除了為他們打開活躍老化的前瞻眼光，也對社區造就深遠的影響。

從事警察生涯33年中，交通安全宣講工
作是我的最愛，能宣導民眾用路安全概念，提
醒鄉親守護終身安全守則，養成良好的駕駛習
慣，減少交通事故發生，是我最大的願望，達成
防衛駕駛保障自身與他人的安全。105年起籌
組自主學習團體擔任帶領人3年來，都以樂齡
休閒運動養生為活動主軸，融入團隊演繹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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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長輩們也能輕鬆快樂地學習，也讓終身學習的意涵深植心中。
擔任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是志願服務工作，感謝五榖、尖山、竹森、福
德社區的支持，讓年長者多一種管道、多認識活躍老化的概念，體認高齡者活
得老又要活得好的價值。也要感謝團隊核心幹部黃珍美、盧沛筠、紀秀琴的協
助與分工合作，讓自主學習團體能完成每次活動與紀錄。更要感謝教育部能提
供高齡自主學習的平臺及教授們的耐心指導，讓我們社區的長輩們能生活更
多采多姿、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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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國宏先生出生於苗栗
縣苑裡鎮，從事電機設計師
工作，退休後參與社會志工服務長
達6年，每天在不同的養護中心、長
照中心以及護理之家帶領高齡長輩
團康與健康促進活動，將歡樂散播
給高齡者。

照顧今日的長輩，
就是照顧明日的自己
臺中市

劉國宏

國宏先生於104年參加中區高
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在眾
多的學員當中脫穎而出，取得了教
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帶領人資格，繼
續擔任台中市大甲區中山里高齡自
主學習團體「快樂健康促進團」帶
領人，以及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
中心講師，持續從事高齡教育，用
愛心服務更多的長輩。
秉持「照顧今日長輩、就是照
顧明日的自己」，國宏先生平時以
活潑的造型，引領高齡學員以快
樂、活力、健康來參加自主學習，帶
領高齡者活躍老化、鼓勵學員走出
戶外參加活動圓夢，再造老年成為
人生第二次的童年。此外，自主學
習團體籌組以來，國宏先生連續3
年從未間斷，「學員就是講師，講師
也可以當學員，學員可以將經驗與
專長在課堂上傳承」，國宏先生帶
領學員互學、共學，使高齡自主學
習團體的教學活潑化、多元化，並
且能永續經營。

退休以後只想盡心盡力貢獻所學，將歡樂與健康
帶給社區自主學習的學員，為社會做點事是我最大的
心願，自主學習團體-快樂健康促進團的開辦，透過幾
位老師的協同努力，為自主學習長輩貢獻不凡的力量，

28

自主學習團體領導人得獎專輯.indd 28-29

開辦高齡自主學習，帶動社區更重視高齡者問題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里雖有活動中心，卻未熱絡於老人學習活動，自國宏先生開辦
快樂健康促進團以來，已有3年之久，為了延續高齡長輩研習的興趣，由帶領人策劃自
主學習課程或健康促進活動，邀請熱心服務的講師，每週五上午高齡長輩一同聚集
在活動中心，凝聚共識一起學習。而也由於自主學習的開辦，引起社區里長與理事長
的廻響，開始重視社區高齡長輩的健康促進問題。

打造讓社區長輩活躍老化、圓夢的團體
快樂健康促進團的標語：「(台語)緊來運動有元氣，乎你健康吃百二，每天面上笑
咪咪，快樂健康促進團YA!」學員參加高齡自主學習後，養成每週五上學的習慣，在
活動中心參加靜態或動態的學習。高齡學員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促進身心靈
健康，並且自費購買團隊制服，就像在上學一樣，使全班快樂有朝氣！
學員參與自主學習總有夢想，國宏先生帶領學員將學習成果於社區晚會舞台，
以及護理之家表演圓夢。活躍老化充滿快樂與活力，成為高齡長輩假日兒孫滿堂閒
話家常、分享喜悅的話題。

鼓勵參與活動，將活力帶給百餘名高齡者
國宏先生在民國104年取得高齡自主學習帶領人資格，自民國105年至106年共
辦理4案8期，每期約30人，目前仍持續辦理中。國宏先生以活潑多元的帶領方式，帶
領高齡者活躍老化，鼓勵走到戶外參與活動，共嘉惠了約304名高齡者。

才能受到教育部訪視委員的肯定，而我才
能榮獲此殊榮，站上頒獎典禮接受表揚，
這份榮耀要感謝與我一起努力的老師們，
有眾多老師的支持，才能得到這份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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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和芸女士目前就讀高
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
所，民國95年以「巷弄教室，寺廟學
堂」理念推動高齡自主學習至今，
民國99年至103年推動醫生奉獻
半天到社區，為高齡者健康把關。
和芸女士自民國95年至今帶領老
爺里社區高齡長者以自主學習共學
模式長達10年，105年正式成立「
樂活人生自主學習團」，持續12年
推動老爺里社區，為高齡學習而努
力。

惜食分享愛地球
實踐高齡公民行動
高雄市

謝和芸

和芸女士倡議帶領社區高齡者
以「惜食分享愛地球」為理念，在
105年協力、互助共創真情無價免
費市集，實踐高齡學習者投入社會
參與行動；106年以環保、食安、永
續生活，成立高齡食農教育自主學
習團體以推動都市養雞，讓長輩可
以透過飼養母雞，重新思考不友善
的畜牧與農業所造成的環境成本，
了解從消費行為與飲食方式可以改
變並減少對環境的傷害，同時透過
「友雞生活」活動，帶領高齡者接
觸自然、刺激各感官、維護身心健
康，以減緩老化程度、促進知覺反
應、維持人際互動、增進自我的價
值感及提昇生活品質。

獲得「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傑出帶領獎」，非常
的榮幸！感謝評審委員對我的鼓勵和肯定！
學習是為了更有能力助人，從事「高齡自主學
習團體帶領」不是為了得獎，而是為了讓更多高
齡者更有能力幫助別人，雖然身為一位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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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影響力，引導樂齡學員進入社區服務
和芸女士的熱情與投入，感染了老爺里社區的長輩，積極並鼓勵社區內的高齡者
走出家門學習，透過彼此共學方式推廣學習，從事社會參與、讓學員更有動力，並且
提升生活品質、豐富生命正面價值與意義，和芸女士同時也引導長輩進入社區服務，
期盼能夠讓高齡者互相照應，以初老服務老老的精神，實現就地安老。

實踐高齡學習者投入社會參與、公民行動
和芸女士帶領社區高齡者以「惜食、分享、愛地球」為理念，共創「真情無價免費
市集」，實踐了高齡學習者投入公民行動的力量。和芸女士相信每一個人的手裡，都
有改變的力量，底子裡有個翻轉世界方法：那就是高齡的力量！
社區的高齡者希望有
一個空間，能讓人們分享多餘
的物品，而不是只能棄置垃圾
桶，讓人們重新珍惜那些被
閒置的資源，減少不必要的消
費，他們也希望能讓原本相互
築起高牆將自己封閉的都市
人們，有機會接受其他人單純
友善的幫助。和芸女士期盼讓
高齡者能夠有機會給予需要
的人幫助，明白自己是很有力
量的。

帶領近百位高齡者將自我力量發光發熱
和芸女士從105年開始積極辦理自主學習活動，鼓勵高齡者多多參與戶外活
動，互相學習交流，自民國105年至106年共辦理了三案六期，每期約有17人參與學
習，至今仍持續辦理，共嘉惠了近百位高齡者，讓更多的高齡者能夠提升生活品質，
並相信自身擁有的力量，進一步回饋社會。

者，但是往後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道路
上，我將會更加的精進與學習、持續服務
高齡學習者。我知道這是一件不被看見的
工程，但是卻不能不做，既使走到人生的
盡頭我將無懼無畏依然堅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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