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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計畫 

 

壹、計畫緣起 

 教育部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致力於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增進高齡

者互動與連結，促進社會交流，透過學習活動而有更豐富的高齡生活，建立積

極正面的思考模式，計畫推動以來頗受各地及偏鄉地區的高齡者好評，本計畫

將各區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時，帶領人或團隊幹部的成長歷程，以及高齡長

者在參與時所得到的收穫，將所投稿之自我改變軌跡及感動人心的故事，彙整

成一本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推廣到全國各地，使自主學習團體計畫的執

行成效能廣為人知。 

貳、計畫目的 

一、透過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推廣高齡自主學習團體運作的成效，藉由帶

領人在運作團體過程中所獲得的自我肯定及改變增能，啟發大眾參與自主

學習團體帶領人培訓之動機。 

二、透過所徵選之故事，了解協同帶領人及核心幹部之角色與功能，藉以鼓勵

協同帶領人及核心幹部為團體做出服務貢獻，也協助協同帶領人及核心幹

部從中獲得成就感及增進自我效能，進而觸發大眾參與社會活動的動機。 

三、透過高齡者分享自身參與團體的經驗與收穫，藉由敘述學習對於老年生活

的改變，觸發高齡者參與終身學習的動機，進而展現活躍老化的精神。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計畫總計畫承辦學

校） 

肆、參加對象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核心幹部、成員或其家人。 

伍、徵稿主題與須知 

一、徵稿主題： 

（一）「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推手」：帶領人運作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過程、

轉變及增能。 

（二）「貢獻服務」：團體幹部協助帶領人運作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過程、

轉變及增能。 

（三）「感人故事」：高齡者參與團體的學習歷程、增能，或其家人對於父

母參與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轉變。 

二、徵稿須知： 

（一）文稿：以上述三項主題為主，任選一項，以推手心得、貢獻服務、

感人故事等為主，以 800-1,000 字為原則。 

（二）故事取材：請以 108 年至 109 年運作/參與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



2 

 

之實際經驗為內容。 

（三）照片：附上活動照片 1-3 張。（解析度不可低於 300ppi） 

（四）參選者基本資料 

陸、應附資料及繳件方式： 

一、應附資料： 

(一) 書面資料 

1. 資料檢核表（1 式 1 份） 

2. 報名表（1 式 2 份） 

3. 故事專輯（1 式 2 份） 

4. 故事照片（1 式 2 份） 

5. 無侵權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授權同意書（1 式 1 份） 

(二)  電子檔案 

1. 報名表 

2. 故事專輯 

3. 故事照片 

4. 無侵權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授權同意書（簽名後掃描或拍照成電子檔

寄回） 

 

二、繳交方式： 

1. 書面資料：請將應附資料郵寄至「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育部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計畫總計畫承辦學校」，郵件請註明「教育部高

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參選者姓名」。 

2. 電子檔案：請將電子檔案的應附資料 (含可編輯檔案及 PDF檔)寄到

指定電子信箱 ccuace123@gmail.com，請統一以「109年

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參選者姓名」

為檔案格式，以便執行團隊進行收件對照之作業。 

2. 承辦單位收到書面資料及電子檔案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若 3 日內未

收到回覆信件，請主動來電洽詢，以確保您的報名資格。 

3. 徵選表件各項資料恕不退還，請參加徵選之帶領人、核心幹部、成員

或其家人自行備份。 

4. 作品寄達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柒、徵選時程（暫定） 

一、徵稿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截止收件，

詳情請上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最新消息查看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 

二、通知徵選結果：109 年 10 月上旬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捌、徵選辦法 

 一、審查方式： 

mailto:ccuace123@gmail.com，請統一以「109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


3 

 

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徵選小組，依據徵選原則及徵選標準進行審查

作業。 

 

 二、徵選原則 

（一）故事架構完整，文筆順暢且切合徵稿主題。 

（二）表達參與自主學習團體的影響與增能改變。 

（三）故事內容有正面社會影響力，能觸動人心。 

（四）故事內容設計具獨創性，能彰顯學習成果。 

三、徵選標準： 

（一）學習歷程敘述完整度：30% 

（二）凸顯參與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對於老年生活的改變：30% 

（三）描述自身能力的提升：30% 

（四）故事內容文字流暢度：10% 

玖、獎勵方式 

 經錄取且刊登於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中，由承辦單位頒贈以下獎項： 

 一、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乙本 

 二、專屬紀念品乙份 

拾、聯絡方式 

如有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之相關疑問，請洽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執行團隊黃小姐、林小姐，聯絡電話：(05)2720411 轉 26111。 

拾壹、注意事項 

(一) 參選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參選者擁有，徵稿作品需具備原創性，非

轉貼、剽竊或抄襲者。內容之文字、圖片、表格，若參考其他資料，

務請註明來源出處。如有抄襲或由他人代勞或剽竊他人圖像文字或以

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所產生之

法律責任由參與者自行負擔，主、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主辦

單位並得撤銷錄取資格。 

(二) 基於非營利、推廣及提供教學、活動使用之目的，參與徵選作品如獲

選，應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所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

數將本徵選計畫之獲選作品，以微縮、光碟、數位化或其他方式，包

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編輯、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不另通知及提供相關酬勞，獲選者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及其

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權人格權(包括專利及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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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計畫 

資料檢核表 

參選者：                

故事專輯名稱：                        

 

徵
選
組
別 

參選資格： 

1.   帶領人    協同帶領人    成員或其家人 

2. 故事專輯類別：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推手 

                   貢獻服務 

                   感人故事 

檢核資料 有 無 備註 

必
備
徵
選
表
件 

1.資料檢核表   1 式 1 份 

2.報名表   1 式 2 份 

3.故事專輯內容   1 式 2 份 

4.故事照片   1 式 2 份 

5.無侵權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   1 式 1 份 

上述 2.報名表、3.故事專輯、4.故事照片、5.無

侵權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之電子檔 

  寄至指定

電子信箱 

審
核
結
果 

（本欄位由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總計畫承辦學校填寫） 

    符合，書面資料及電子檔案皆收齊。 

不符合，需補件：                     

 

 日期：109 年   月   日 

其他注意事項： 

參選徵選表件等各項資料恕不退還，請參選者自留備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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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計畫 

報名表 

故事專輯名稱  

投稿類別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推手 

   貢獻服務 

   感人故事 

參選者姓名  

對象   帶領人    協同帶領人    成員或其家人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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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 

故事內容 

故事專輯名稱  

投稿類別 

（請擇一勾選）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推手 

   貢獻服務 

   感人故事 

參選者姓名  

故事內容 

（可用以學習、改

變及增能的面向來

描寫故事） 

 

字數：以 800-1,000

字為原則 

內容描寫可包含： 

(一)學習歷程 

(可著重描述高齡者參與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的學習情況、學

習態度) 

(二)改變 

(可著重描述帶領人、協同帶領人在運作團體或高齡者藉由

參與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在看待事物上能有多元的觀點) 

(三)增能 

(可著重描述帶領人、協同帶領人在運作團體或高齡者藉由

參與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而加強自身能力或學習新知拓展社

交生活圈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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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 

故事照片 

（圖檔） 

 

 

文字說明： 

（圖檔） 

 

 

文字說明： 

（圖檔） 

 

 

文字說明：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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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9 年度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 

無侵權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教育部委請國立中正大學辦理「教育部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

事專輯徵選計畫」，爰同意將提交至該徵選計畫之作品授權予主辦單位及承辦單

位使用，同意暨授權事項如後: 

1. 本人（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參選作品: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作

品）授權予「教育部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故事專輯徵選計畫」主辦單位

及承辦單位進行非營利、推廣、教學活動之使用。 

2. 授權人同意授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所指定之第三人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

次數將本徵選之獲獎作品，以微縮、光碟、數位化等其他方式，包括但不

限於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授權人同意不

對主辦單位及其指定之第三人行使智慧財產權人格權(包括專利及著作人格

權)。 

3. 本人擔保對於本作品享有智慧財產權，作品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

著作權之情事，如有違反，致被授權人受有損害，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及

其他法律責任。 

4.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5. 本人之參選作品確實符合本徵選參與資格及相關徵選條文規定。如投稿人

提供不實資料或有違反上開情事之情形，經被舉發查獲將立即喪失本徵選

參選資格，主辦單位並立即沒收存封相關參選作品資料，以為未來相關侵

權法律訴訟之佐證。侵權並已獲選者之投稿人，並應將獲得之所有獎項全

數歸還本計畫承辦單位。 

6. 本同意書所約定之內容，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定之。 

 

投稿人簽章：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本活動相關訊息請洽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執行團隊黃小姐、林小姐，聯絡電話：

(05)2720411 轉 26111，電子信箱：ccuace123@gmail.com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