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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壹、 目的： 

本計畫目的為透過交流培訓，讓樂齡學習中心之經營團隊及講師了解樂齡

學習之發展方向，並藉由中心分享互相學習，提升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樂齡學習團隊辦理樂齡學習之品質。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參、 培訓對象與錄取條件： 

一、 參與對象：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轄屬教育部 110

年核定之樂齡學習中心主任、承辦人、志工及講師，每中心最多 2名代

表參與。 

二、 錄取條件：本次培訓錄取人數以 200名為原則，若報名人數超出預定名

額，則根據中心主任或負責人為優先錄取，再以該中心報名名單順序為

候補順序，由承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肆、 培訓日期與辦理方式： 

一、 培訓日期：110年 8月 26日（星期四）9：00~16：30。 

二、 辦理方式：採用線上培訓，遠距教學軟體採用 Google Meet，連結網址或

代碼將另外寄發至報名錄取者個人信箱。 

伍、 培訓內容： 

一、 疫情時代下樂齡學習的因應：疫情衝擊許多產業，改變了全國人民原有

生活，也使得樂齡學習中心無法開設實體課程，這該如何因應並落實終

身學習理念，將考驗樂齡學習中心的應變能力。 

二、 媒體素養教育：全亞洲社交平台普及率最高的台灣，我們對於新聞的信

任程度僅有 28%，因而培養思辨能力，提升媒體識讀及辨識假消息是我

們身為數位公民重要的能力。 

三、 建構高齡友善環境：中高齡者學習活動之進行，其學習的空間及場所，

必需考量中高齡者在身心方面的特質，且妥善安排學習的情境，合適且

友善學習的環境，方能契合中高齡者的學習需求，提升其參與學習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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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四、 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110年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包括訪

視輔導、代間共學創意方案徵選，以及招募退休達人等。 

陸、 報名方式： 

一、 本次培訓考量參與者人數上限，一律採線上報名並審核錄取之方式，即

日起至 110年 8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5時或人數額滿為止。報名網

址：https://reurl.cc/EnbG0A 

二、 錄取名單預計於 110年 8月 17日（星期二）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

網」最新消息。 

三、 本次培訓訊息均登載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最新消息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柒、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黃馨儀 助理 

二、 聯絡電話：05-2720411轉 26105 

三、 E-mail：scgcccu@gmail.com。 

捌、 線上培訓說明： 

一、培訓前準備： 

1. 需要的設備：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連線順暢的有線網路或WiFi無線

網路，可參與視訊的設備，包含視訊鏡頭、耳機麥克風。 

2. 建議事先熟悉 Google Meet學習介面環境及使用，以利課程進行。 

3. 建議於上課前完成課程講義資料下載：請至「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報告出

版品與教材/樂齡學習研習課程資料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Data

進行檔案存取。培訓講義僅供本次培訓使用，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作其

他用途。 

二、培訓中配合： 

1. 進入線上培訓時，請於留言處進行簽到，格式：「姓名+時間」，範例：艾樂玲

0840 (8點 40分)。 

2. 進入線上培訓時或在培訓中，若無須互動分享，請關閉自己電腦的麥克風，

以節省網路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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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訓進行中，將會有主持人及線上助教協助主講人進行溝通與互動，可於聊

天室隨時進行線上提問與討論。 

三、培訓後核發： 

1.請於培訓後填寫「滿意度問卷」，問卷連結會再統一公告。 

2.完成線上簽到、簽退及滿意度問卷後，由國立中正大學（樂齡學習中南區輔

導團）核發電子檔研習時數條，合計 6小時。 

3.若培訓期間缺席達 1小時以上者，不核發研習時數條。 

玖、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可收信的信箱帳號，以避免收取不到培訓連

結網址及代碼。 

二、 本次培訓將全程進行錄影，包含講師授課內容、桌面分享資料以及參與

者發言、提問等影音記錄，以作為輔導團計畫後續分析與成果呈報使

用，培訓當天若您進入指定會議室參與，即代表同意本次培訓之錄影。

本影音記錄資料只作為樂齡教學與計畫成果之用，不作其他用途。 

三、 本輔導團有評估活動風險之權利，如有延期、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辦

理，將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及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臉書粉絲專業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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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育部 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議程 

註：以當天議程為主 

時間 流程 

08：30-09：00 報到 

09：00-10：40 

疫情時代下樂齡學習的因應 

主持人：李雅慧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講人：黃意萍主任(嘉義縣水上鄉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鍾秀琴主任(臺南市麻豆區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0：40-10：50 休息 

10：50-12：10 

從媒體素養談不實訊息的危害與查證 

主持人：林麗惠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講人：柯舜智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2：10-13：40 午餐 

13：40-15：10 

如何建構高齡友善環境：指標與應用 

主持人：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講人：吳明烈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5：10-15：20 休息 

15：20-16：00 

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導 

主講人：胡夢鯨教授、林麗惠教授、李雅慧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6：00-16：30  

綜合回饋 

主持人：胡夢鯨教授、林麗惠教授、李雅慧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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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 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貼心小提醒 

 

1. 請務必在培訓前加入 LINE 群組，可收到培訓最新消息和提問題等，培

訓當天的會議代碼也會在群組內提供，培訓後即可退出群組。 

2. 請事先熟悉 Google Meet 學習介面環境及使用，以利培訓進行。 

3. 培訓活動進行中，請保持麥克風靜音；若有需要發表討論時，再開啟麥

克風發言。 

4. 線上培訓比照實體培訓規範，需全程參與，請務必開啟視訊鏡頭以利掌

握參與情形，培訓期間缺席達 1 小時以上者，不核發研習證明。 

5. 完成線上簽到、簽退，以及滿意度問卷後，由國立中正大學（樂齡學習

中南區輔導團）核發電子檔研習時數條，合計 6 小時。 

6. 本輔導團有評估活動風險之權利，如有延期、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辦

理，將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及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臉書粉絲專業公

告。 

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中南區輔導團 FB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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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疫情時代下樂齡學習的因應

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110.08.26

>_<一,一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畢業
•
•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主任
• 榮獲教育部 樂齡教育卓越領導人奉獻獎
• 榮獲教育部 全國終身學習教育 楷模獎
• 榮獲教育部 樂齡教育績優教師
• 榮獲交通部 老人交通安全宣講 金質獎
• 榮獲交通部 老人交通安全宣講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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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年度大戲-衝擊

5.14
樂智健腦
培力展能

婆姐銀新姿
展演

6.26

7.20
安居樂業
活躍創價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A8%82%E6%B4%BB.%E6%A6%AE%E8%80%80.%E9%BA
%BB%E8%B1%86.%E8%B5%B7%E9%A3%9B

>_<一,一

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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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停課不停學-愛與陪伴
我們這㇐班--婆姐銀新姿

>_<一,一

• 疫情期間

• 愛與陪伴挑戰不可能!

• 數位科技

• 逆轉樂齡學習障礙…。

創造學習新模式

110.05.31樂老師精進日～Google meet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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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改變；總是讓人不習

慣、不知手措，甚至

於想逃避，但是最終

了還是得面對，因為

我們不知道疫情下的

生活，到底還要維持

多久？

婆姐銀新姿: https://youtu.be/C8cBPdnWhIw

>_<一,一

後疫情時代～您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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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臺南市樂齡學習數位影片錄製

110 年 6 月 28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0 日止

期程

>_<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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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_<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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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_<一,一

馬路如虎口、高齡怎樣走
鍾秀琴

祖孫樂學傳愛
鍾秀琴

樂學LINE不依賴
陳聯忠

動動腦活化記憶
劉采菁

香氛睡眠力
龔玉珠

手腦並用畫出思考力
楊英曼

布㇐樣新思維
陳郁惠

銀髮族的門神~安養信託
張良鏗

刷牙健齒展自信
鄭祺翰

樂在節令鮮食到
洪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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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_<一,一

高齡者不喜歡數位科技產品？

缺少學習機會及學習場所

>_<一,一

㇐起加油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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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公司

標誌

從媒體素養談
不實訊息的危害與查證

2021.8.26

文化大學 資傳系 柯舜智

教育部樂齡學習
中南區輔導團

教育部樂齡學習
中南區輔導團

現職 -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副教授

學歷 - 英國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博士
-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經歷

- 文化大學資傳系系主任/資傳所所⾧
- NCC 有線電視評鑑諮詢委員會委員
- NCC 衛星廣播電視申設換照審議委員
- NCC 廣播電視節目暨廣告諮詢委員
- 金鐘獎、金視獎等評審
- 台北大學兼任副教授
- 玄奘大學大傳系專任副教授
- 行政院文建會(文化部)編審

2

柯
舜
智
簡
介

柯舜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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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分享內容

不實訊息的類型

不實訊息的定義
與影響

辨識不實訊息的
方法

事實查證機制

國內媒體

刻板印象?不實資訊?貼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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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讓我們㇐起改變

暖身題：節目分級

電視節目分為幾級?

A. 分成四級 B. 分成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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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那麼新聞節目分級嗎?

新聞節目分幾級?          廣告分級嗎?

新聞節目和廣告都是普級

再來㇐題：新聞可以置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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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牛奶加㇐物，三高都不見?

2017 出現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2019.12.6查證

2018 再見

2019, 2020, 2021 又見

MyGoPen 2017.6.26查證

不實訊息定期出現

不實訊息 - 月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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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害人

不實訊息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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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害人

不實訊息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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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害人

不實訊息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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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害人

不實訊息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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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害人

不實訊息害人

23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害人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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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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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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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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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2020年不實訊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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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不實訊息類型

• misinformation 錯誤訊息
• Disinformation  故意發佈不實資訊
• fake news   假新聞：出於惡意、虛偽假造、

造成危害 (惡/假/害)

•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計算宣傳

假新聞的觀察

訊息產製意圖是
刻意、惡意或有
企圖的

訊息產製意圖

偽造、捏造；明
知資訊有假或有
誤仍製作看似真
實的新聞

訊息內容呈現

形成錯誤認知、
製造恐懼對立、
損害當事人名譽
或權益、騙取點
閱或收視率、改
變行為

訊息傳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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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假新聞流竄 帶動民意風向

真畫面 假脈絡

• 瑞典哥登堡大學發布2019年
調查，其中「遭受外國假資
訊攻擊」的程度，台灣排名
世界第㇐，且分數與其他國
家有很大差距。

• 以左圖事件為例，「蔡英文
吐口水」立即成為熱搜詞，
且最常查詢的用戶地區並非
台灣。

• 網軍來用洗Google search 
排行榜.

深假（deep fake）

臉被偷了
數位性暴力

數位霸凌

深假（deep f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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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 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2019發表
研究報告，全球有70個國家有
組織的利用社群媒體操控公眾
意見。

• 外國勢力的在網路上的操作，
主要是透過臉書和推特等平台，
主要來自七個國家：中國、印
度、伊朗、俄羅斯、沙烏地阿
拉伯、和委內瑞拉。

• 在全球散布不實消息的活動上，
中國已成為了重要的問題來源，
他們使用社群媒體平台來針對
國際上的閱聽眾散布假消息，
估計中國約有30萬至200萬人在
當地或區域辦公室投入網軍工
作。

台灣易受假新聞攻擊

辨識不實訊息的作法

31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辨識不實訊息的作法

 上述各種作法，可以簡化為5個英文字

S       M C R E

媒體素養辨識不實訊息

Source
來源

Message
訊息

Channel
媒體/管道

Reveiver
接收者

Effect
影響

誰 說什麼 經由什
麼媒體 給誰 效果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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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接收者

C
媒體/管道

M
訊息

S
來源

S M C R E 媒體素養101

E
影響

source message channel receiver effect 

瞭解媒體
訊息來源

誰是媒體
內容的發
佈者及擁
有者？

思辨媒體
內容再現

媒體如何
呈現內容？
使用什麼
觀點？

分析媒體
及組織

透過何種
媒體發佈？
該媒體有
什麼特質?

媒體產生
的影響

影響個人
與社會的
認知、態
度、行為

反思閱聽
人意義

監督媒體
反思自己
立場與
媒體行為

媒體素養重要內涵-
不實資訊辨識

M
訊息

S
來源

瞭解媒體訊息來源
1.媒體所有權與內容的關係
2.公共媒體與商業媒體
3.誰是媒體內容的發佈者
4.如何判斷好的資料來源

思辨媒體內容再現

1. 媒體如何呈現特定內容?
2. 用什麼話語？使用什麼觀點?
(健康營養保健食品 /  置入行銷/       
新聞廣告化 / 廣告新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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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與不實訊息

R
接收者

C
媒體/管道

E
影響

分析媒體及組織

1.不同媒體的特質
2.不同媒體組織的

運作機制
(社群媒體的同溫層
效應/網路媒體與傳

統媒體差異 / …)

反思閱聽人意義

1.如何監督媒體
2.反思自身立場
3.審視媒體行為

媒體產生的影響

媒體試圖影響個
人與社會的認知、

態度、行為
(反思自己的媒體行
為/如何避免傳播假

訊息/…..)

事實查證(fact check)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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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查證(fact check)機制

加入LINE好友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事實查證(fact check)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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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活在
演算法想讓我們看到的世界

而不是
真實的世界

當資訊越來越多
真相越來越少

培養批判性的獨立思考能力
成為迫切需要

THE END

謝謝聆聽

柯舜智

scke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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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所有權與內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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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構高齡友善學習環境

-指標與應用

吳明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特聘教授

1

學歷
•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育學院博士 Ph.D.
• 德國柏林洪堡德大學訪問學者暨研究

經歷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務長、成人與繼續教

育研究所所長、教授/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
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創辦人、主任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授
•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客座教授
• 中華民國組織學習協會理事長
• 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主持人
• 教育部、國科會、資策會等部會多項計畫

主持人/教育部樂齡大學、樂齡學習中心訪
視委員

•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委
員

• 內政部火炬計畫中央輔導團委員
• 社區大學評鑑委員/優質課程評審委員
• 古典音樂台觀點交響曲節目主持人

研究領域
• 終身學習、組織學習、知識管理、人力資

源發展、成人教育理論與實務
學術著作

• 終身學習（2009）。台北：五南
• 組織學習與學習型學校（2004）
• 多篇論文發表於國內外重要期刊

榮譽事蹟與獎勵
教育部教育行政研究發展獎勵著作

優等獎
教育部歐盟專題研究獎勵
木鐸獎
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獎勵
國科會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
國立中正大學青年學者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術研究績優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學績優獎
多次榮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勵
多次榮獲中正大學教育學院教師

優良研究著作獎勵
國立中正大學校園最佳網頁教師獎
教育部公費留學考錄取
教育行政高考錄取
耕薪文學獎新詩類首獎
獲選亞太地區名人錄

(Asia/Pacific Who's Who)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吳明烈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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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 : 
高齡社會的到來

樂齡學習數位教材--啟動樂齡力：高齡人力資源的發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RTRofUjYQ

高齡友善城市國際趨勢

聯合國全球人口展望(WPP) 

2019 全球老年人口數

• 2019 老年人佔比數

每十一人中有一人係為年齡超過六十五

歲的老年人，比值約 9%

• 2050 年時，每 6 人中便會有 1 人係為年

齡超過六十五歲的老年人、比值約 17%

9 %
2019

17 %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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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HO (2007)，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

2006年與2050年全球高齡人口比例

台灣人口年齡推估(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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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老化

在地

老化

活躍

老化

城市

因應高齡社會的
重要概念

社區

主題二 : 高齡社會來了，
您居住的環境準備好了嗎? 

友善樂齡宅-長青族居家好點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Ho5RTf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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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和《遠見雜誌》2020-12-3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76269

9

您有聽過高齡友善城市嗎?

58.8％的人沒聽過「熟齡/高齡友善城市」的概念

10

營造高齡環境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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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和《遠見雜誌》2020-12-3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76269 11

您覺得現在居住的地方對高齡者友善
嗎?

57.9％的人覺得自己目前居住的城市稱不上
對長者友善！

50+》和《遠見雜誌》2020-12-3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76269 12

您覺得高齡友
善環境需包含
哪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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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友善城市國際趨勢

敬老與社會融入
工作與志願服務
通訊與資訊
社區及健康服務

於2010年更進一步擴大為「高齡友善城市全球網絡」，有高達39個國家、超過
705個城市響應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07年發布「高齡友善城市指
南」（AFC）：以八大面向為基礎

無障礙與安全的公共空間
大眾運輸
住宅
社會參與

國際趨勢

2010年6月紐約市成為第一個認證之「高齡友善

城市」

2011年秋田市成為日本第一個參與「高齡友善城

市全球網絡」認證會員，其成功經驗也成為日本

推動高齡友善城市的示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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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高齡幸福臺灣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http://afc.hpa.gov.tw/Page/default.aspx

臺灣高齡友善城市趨勢

102年開始，臺灣成為
全球推動高齡友善城
市涵蓋率最高的國家

臺灣自99年開始推動
「高齡友善城市計畫」

99年嘉義市首先試辦

100年已有8縣市
加入推動行列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市、南投縣、台南市、
高雄市、台東縣等

住宅

社會參與

社會融入

工作與志願服務

無障礙與安全
的公共空間

大眾運輸

通訊與資料

社區與健康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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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 如何營造高齡友善
學習環境？

獨立特派員-打造高齡友善社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d-d5kIqI6Q

友善環境= 花大錢改建硬體設備?

除了改善硬體設備外，我們該如
何營造高齡友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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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有鑑於高齡社會的到來，國內高齡人口快速
增加，教育部自2008年成立以來迄今(2021)
已成立 373所「樂齡學習中心」，補助 92 
所「樂齡大學」，多年來教育部不斷創新與
精進樂齡學習政策與作法。

配合教育部「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推動
高齡教育場所之無障礙及友善高齡學習環境，
擬研訂友善高齡學習環境指標，以提供全臺
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及高齡教育相關機
構參考運用。

373樂齡學習中心

92樂齡大學

高齡友善學習環境指標建構

1998 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1.0 -------2020 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2.0

五大推動策略

5-2 整合高齡友善學習

環境與資源

5-2-1   建構高齡友善學習環境

5-2-2   開發社教館所之高齡友善學習暨服務方案

5-2-3   獎勵機構與企業辦理高齡友善行動方案

5-2-4   獎勵高齡友善社區、鄉鎮的推動機構

5-2-5   持續擴充高齡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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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目的：涵蓋高齡友善學習環境需考量之物理環境層面
與社會心理層面，主要是幫助高齡學習推動機構自我檢核
與營造高齡友善學習環境。

指標內涵：包含行政支持、環境設計、學習活動與學習成
效四大構面以及61個測量指標

指標適用對象：所有推動高齡學習相關機構

高齡友善學習環境指標

指標建構研擬過程

整理相關文獻
建構初步的指標

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三次德懷術
問卷調查

建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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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齡友善學習環境

行政
支持

學習

品質

學習

權利

氛圍
布置

學習
成效

環境
設計高齡友善環境

高齡友善學習

「高齡教育場所高齡友善學習環境指標-共通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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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教育場所高齡友善學習環境指標-樂齡學習中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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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33

高齡友善環境對高齡者身體、心理
健康及安適感有直接的影響，透過
指標的建立以漸進的方式達成高齡
友善環境，提供高齡者完備的措施，
讓高齡者的學習更有品質

THANK YOU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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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宣傳20
21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計畫主持人： 胡夢鯨 教授
共同主持人： 林麗惠 教授、李雅慧 教授
專任助理： 黃馨儀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110年計畫

01
訪視

02
培訓

03
代間共學

04
退休達人

https://www.ypppt.com/

05
學習成效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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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預定訪視中心
縣市 訪視中心名稱

彰化縣 員林市樂齡學習中心（續辦）

社頭鄉樂齡學習中心（續辦）

雲林縣
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續辦）

元長鄉樂齡學習優先中心（新辦）
臺西鄉樂齡學習優先中心（新辦）

嘉義縣
東石鄉樂齡學習中心（續辦）

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續辦）

朴子市樂齡學習中心（新辦）

臺南市

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續辦）

北門區樂齡學習中心（新辦）
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新辦）
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新辦）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新辦）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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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各地方政府建議，待樂齡學習中心
開課後一陣子再進行訪視，若順利的話，
最快10月進行訪視。

• 訪視方式則屆時視疫情情況再與地方政
府協商採線上、實地或簡化等。

預定訪視規劃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01自評表 02簡報 03提問

訪視準備

先參考「教育部訪視及輔導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計畫」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位址：教育部樂齡學習網/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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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期初研習

期中交流培訓

期末成果展

8/26

11/25預計

4/22

培訓規劃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58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代間共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01 不同世代間的經驗分享

02 知識與技能的互相學習

03 改變彼此的認知

什麼是代間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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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代間共學的類型

1

休閒娛樂
安排代間休閒娛樂
活動，來建立和諧
的關係。

2

教育
高齡者與兒童或青
少年傳授技巧，分
享各式各樣領域的
知識，以達知識與
經驗傳承的目的。

3

保健
透過代間團體運動
方案，讓世代間達
到互動與健康促進。

4

公共服務
運用兒童與高齡者
互補的優勢，對社
區或特別的需求者
提供服務。

5

個人發展
分享彼此的榮耀與
快樂，透過彼此心
情的分享與交流，
能抒發情緒與感受。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參加徵選之對象

教育部110年核定之樂齡學習中心

個人或組隊皆可

分「學校組」、「社區組」03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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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參加徵選之方式

2

1 近三年內（108年-110年）
以「代間共學」為主題的創意方案成果

填妥「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參選表」
(https://reurl.cc/qg0ZZ3 )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4

5

22

3

1方案名稱

方案背景

設計理念與目標

對象與人數

實施時數
9

10

11

參考文獻資料

遇到的限制

未來建議

6內容與執行方式

8

7具體成效指標

使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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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繳交

即日起至110年9月22日（三）

中南區輔導團 scgcccu@gmail.com

05-2720411#26105 黃小姐

檔名註明【參加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姓名】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專家評選

★預計於10月底評選出得獎名單，
頒獎日期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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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獎勵

社區組10則

第㇐名：1名

第㇐名：1名

第㇐名：1名

入選：7名

學校組20則

第㇐名：1名

第㇐名：1名

第㇐名：1名

入選：17名

★每件得獎組將獲得「獎勵禮卷」及「教育部獎狀㇠紙」

★特邀請於適當場合予以公開表揚

★得獎作品集結成冊

退休達人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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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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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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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1

2

3

自傳

具體優良事蹟

他人推薦

4 佐證資料

推薦類別
可分「主要」、「次要」

(https://reurl.cc/MA5b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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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年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30%

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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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尋找為人楷模的你

勇敢秀出你的風采

現在就來報名

教育部110年「招募退休達人、建構學習地圖計畫」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詳情請見

68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學習成效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計畫目標

探討國內樂齡教育政策，
研訂高齡學習成效評估指標。

應用高齡學習成效評估指標，
調查高齡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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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計畫進度

II IIII IIIIII IVIV

蒐集資料 德懷術調查 問卷調查建構指標

• 今年由於疫情影響，待考量開課情況、受測者感受度、
計畫的效應等，明年視狀況再發放全國性問卷調查。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子計畫宣傳

更多輔導團資訊

2

1

3

4

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

FB：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https://reurl.cc/v58e71

LINE：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ID：@695zjdnc

信箱：scgcccu@gmail.com
電話：05-2720411#2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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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綜合回饋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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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度委請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辦理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計畫 

壹、計畫目標 

一、 徵選優質的「代間共學」創意活動方案成果，將全國樂齡學習中心有創意的

課程設計、教學實施、各類活動等方案成果，集結成「代間共學成果冊」，

提供執行代間教育方案之單位參考。 

二、 透過代間共學創意活動方案成果徵選，激發民眾重視代間共學，激盪出代間

共學創意思維。 

貳、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參、參加對象（個人或組隊皆可報名參加） 

教育部 110年核定之樂齡學習中心，分為社區組和學校組，個人或組隊皆可報名

參加。 

肆、實施方式 

一、徵稿內容 

(一) 以「代間共學」為主題的創意活動方案成果為主，範圍涵蓋：舉凡有關

代間共學之課程設計、教學實施、各類活動等方案成果。 

(二) 需具體明確說明方案背景、方案目標、方案對象與人數、方案實施時

數、執行方式與成效指標等，能結合社會或運用網路等多元學習資源，

以及提供自編之教學素材、方法與活動原創設計。 

(三) 徵稿範圍為近三年內（108年-110年）之方案成果。 

二、徵稿規範 

(一) 格式：請以中文 MS-Word97以上版本，A4直式橫書繕打。 

(二) 字型：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 New Roman，標題 16號

字，內文 14號字。 

(三) 行距：單行間距。 

(四) 邊界：上下 2.54公分，左右 1.91公分。 

(五) 篇幅：以不超過 5頁（含文字至少 2000字、圖片 10張、圖表）為原

則。 

(六) 檔名：請註明【參加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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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名交件方式 

(一) 每人或每組之參選作品以一件為限。 

(二) 交件資料以方案成果參選表（如附表）為主，可依實際需求調整，提供

完整方案內容及相關附件。 

(三) 如有意參加方案徵選者，自即日起至 110年 9月 22日（星期三），請依

上述規範備妥參選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承辦單位，電子郵件信

箱：scgcccu@gmail.com，並請於傳送後致電確認，電話：05-

2720411#26105。 

伍、評選方式 

一、 評選委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依據評選標準進行審查作

業。 

二、 評選期程：預計於 10月評選出得獎名單，頒獎日期另行公告。 

三、 評選標準： 

(一) 整體性（30%）：方案結構完整，符合代間共學之理念與目標。 

(二) 創意性（30%）：方案設計生動富創意，能激發參與對象之興趣。 

(三) 效益性（40%）：方案設計能落實代間共學理念，達具體效益指標。 

陸、評選結果與獎勵方式 

(一) 評選出社區組 10則與學校組 20則，共 30則代間共學創意活動方案成

果並集結成冊，以作為代間教育課程之推廣與教學之參考。 

(二) 每件得獎組將獲得獎勵禮券及教育部獎狀乙紙，予以獎勵，並邀請於

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末成果展公開頒獎。 

名次 名額 獎勵 

第一名 社區組、學校組各 1名 6,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第二名 社區組、學校組各 1名 4,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第三名 社區組、學校組各 1名 2,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入 選 社區組 7名、學校組 17名 1,000元禮券、獎狀乙紙 

備註：為維持得獎作品之水準，得視參賽件數、作品水準，依審查會議決

議，調整各組獎項數量，並得從缺。 

(三) 得獎名單將函請教育部核准後，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四) 經入選之優質作品，須同意免費授權提供主辦單位彙整成冊及光碟，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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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提供各相關單位、民眾下載作為教學等非營利用途參

考。 

柒、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須以中文創作，請避免冗長贅述。 

二、 參賽者自負作品之所有著作權責任，若引用非自製之素材或教材，或擷取圖

片、影像、文字等資源，請務必標明出處來源，符合智慧財產權之規定。 

三、 得獎作品須符合著作權法、專利權及相關法律規定，違者將取消資格，追回

原發之獎勵，並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 參賽作品恕不退件，得獎作品著作權及各項權利須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所

有，在不涉及其他商業用途下並保有刪改、修飾、印製、宣傳、刊登、重

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不另

給付相關費用。 

五、 本案相關之實施計畫、聲明與授權書等公布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歡迎自行

下載非營利使用參考，著作之版權仍歸屬於作者與教育部，未經同意不得印

製。 

六、 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公布於相關網站。 

捌、聯絡方式 

本案如有需詢問之相關訊息請洽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樂齡學習中

南區輔導團）黃小姐，聯絡電話：(05)2720411轉 26105，電子郵件：

scgccc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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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參選表 

基本資料 

姓名  

參選組別 □社區組  □學校組 

單位名稱  

職稱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方案成果內容 

一、 方案名稱 

二、 方案背景 

三、 方案設計理念與目標 

四、 方案對象與人數 

五、 方案實施時數 

六、 方案內容與執行方式 

七、 方案具體成效指標（如場次、人次等） 

八、 使用資源（如教材、活動空間、人力等） 

九、 參考文獻資料（非必填） 

十、 遇到的限制（非必填） 

十一、 未來建議（非必填） 

 

 

 

 

備註： 

可依實際需求調整表格，篇幅以不超過 5 頁（含文字至少 2000 字、圖片 10 張、

圖表）為原則，提供完整方案內容及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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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0年度委請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辦理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計畫 

參賽得獎作品著作權保證書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本人/團體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保證參加教育部 110 年度委請樂齡學習中

南區輔導團辦理代間共學創意方案成果徵選之作品，絕無任何侵犯他人著作權、商標

權、專利權等權利之情事。若有侵犯他人權利之情事，本人同意逕由辦理單位取消本人

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本人獎狀及獎金，絕無異議，如涉及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之情事，

本人同意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如獲得本活動獎項，本人同意將本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讓與教育部。得獎作品著

作權及各項權利均歸主辦單位所有，在不涉及其他商業用途下並保有刪改、修飾、印製、

宣傳、刊登、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

不另支付費用。 

 

 

 

立同意書人/團體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信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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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退休達人、建構學習地圖計畫 

壹、計畫依據 

     本招募計畫係依據教育部 110 年度委託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修正計畫書《子

計畫四：製作退休達人地圖》，並配合教育部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計畫「策略主軸 6：

加強高齡人力的開發運用」辦理。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係配合教育部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策略主軸 6：

加強高齡人力的開發運用」，擬招募若干名退休達人，瞭解其學習歷程與經驗，並視

需要進行訪談，將其具體事蹟建構成退休達人學習地圖，並將其出版成冊（含電子檔

與紙本），做為推動「策略 6-1 推動退休準備教育」，以及「6-2 培訓中高齡及高齡貢

獻服務人力與運用」的參考，讓更多人知道如何透過學習達到退休後成功的生涯轉

換，為屆退者建立退休學習典範，進而規劃退休生涯；並可作為相關單位辦理退休準

備教育之參考，達到退休人力再運用的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肆、退休達人定義 

招募退休達人的構想，與近年來盛行於國際上、引起世界先進國家重視的生產老化

概念與政策有關。所謂「生產老化」，是指高齡者在後期人生階段，尤其是在退休之後，

仍然能夠保有健康與活力，增進個人成長，照顧家中成員，繼續服務他人，創新工作生

涯，將其智慧和經驗繼續貢獻社會，成為一個有生產力的高齡者。 

隨著我國高齡者退休年齡與健康餘命逐漸延長，中高齡繼續貢獻社會之需求已日

漸增加。許多已退休的中高齡者，可以依照自身需求，參與學習活動，投入志願服務，

或延續生產工作，做更多的貢獻服務，回饋社會。 

    依據生產老化的概念，退休者在退休後主要透過兩種類型的生涯發展，而繼續成

為社會有用的高齡人力資源：   

    第一種為「非工作型」：此種類型退休人士，退休後不再從事有給職的工作或就

業活動，主要從事的是自己有興趣的學習活動，繼續後期人生的成長，或者擔任志工

從事志願服務等工作，繼續貢獻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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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類型為「工作型」：此種類型之退休人士，在結束第一生涯工作階段退休

之後，選擇繼續從事有給職的工作。有給職的工作中，又可分為全時再就業、部分時

間（兼職）再就業，或者創業開店等。他們之中有些是轉換工作職場，從事新的工

作：有些是延續原有職場的工作；有些則是自行創業，開創一番新的事業。 

    至於所謂「退休達人」，在本計畫中則是指：全國 55 歲以上之樂齡族群，退休三

年以上且繼續參與學習活動，在個人成長、志願服務或工作就業等生產老化三個面向

上，有傑出成就或特殊表現，可舉出具體事蹟，作為已退休或屆退人士之學習典範，

且為社會重要高齡人力資源者，將成為本計畫主要招募之對象。此外，為配合 110 年

第 2 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執行策略「6-3-1 推動地方耆老技藝傳承方案」，以及

「6-3-2 推動「高年級生」經驗傳承方案」，招募之對象亦可納入擁有特殊技藝之「地

方耆老」或有特殊專長之「高年級」生在內。 

另關於本計畫的成果運用是建構出一份學習地圖，此「學習地圖」是退休者成為

達人的學習歷程之建構，並從中彙整具體學習事蹟進而集結成冊，作為他人的學習楷

模，幫助更多的屆退者或退休者從中得到建議，得以進行學習規劃。 

伍、招募對象 

依據前述之定義，本計畫招募之對象為全國之退休達人。分為下列兩種類型招

募： 

一、非工作型：樂齡族在退休後繼續參與學習活動，追求新知，並在下列兩方面

有具體成就或特殊表現者： 

（一） 個人成長：個人參與正規、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活動，獲得具體成就或特

殊獎勵、足堪表率者； 

（二） 志願服務：長期擔任志工，或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其經驗或技能貢獻社

會、得到獎勵或肯定者。 

二、工作型：退休後自行創業、在原職場持續從事部分時間或兼職工作，或轉業

繼續工作等三方面，持續發揮經驗及專長，開創職場新人生者。 

陸、招募推薦與申請方式 

一、招募推薦：本計畫擬採下列三種方式，尋得全國有代表性之退休達人： 

（一） 由本計畫承辦單位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主動尋覓，以滾雪球方式尋得退

休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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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鼓勵轄屬樂齡學習中心推薦，每所樂齡學習中心至

多可推薦 2 名符合前述招募條件者； 

（三） 符合前述條件之退休人士，亦可申請自薦。 

二、申請方式：推薦申請時，請依下列格式規定，填列表單送件： 

（一） 請填妥招募推薦表（如附表一）包含具體優良事蹟及佐證資料（可供佐證之

電子相片、圖片、文章等不拘，惟須與推薦事蹟有關）； 

（二） 電腦檔案繳交格式為 DOC 檔，版面以 A4 直式橫書繕打，邊界（上下 2.54

公分，左右 1.91 公分），內文 14 號標楷體，行距採單行間距，篇幅以不超

過 5 頁（含照片、圖片 10 張）為原則，字數依推薦表規定，檔名註明【參

加退休達人招募–姓名】。 

柒、審查方式與成果運用 

    本計畫案件之審查方式與成果運用如下： 

一、審查方式：本計畫於受理推薦申請案件之後，依據審查標準（具體成就或特殊

表現 40%、學習經驗 30%、貢獻服務 30%），就各推薦申請案件進行審查，選

出符合本計畫條件、且具有代表性、足堪作為退休族群與退休準備教育單位

參考之達人。 

    二、成果運用：獲選通過之退休達人，將請其簽署「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提供使用

同意書」（如附表二），在取得其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後，由樂齡學習中南區

輔導團將其事蹟編輯成冊，以電子與紙本兩種方式予以出版，供各界參考運

用； 

三、推薦表揚：獲選通過之退休達人，將獲得學習地圖乙份、教育部獎狀乙紙，予

以獎勵，並於適當場合予以公開表揚。 

捌、招募期限與聯絡資訊 

一、招募期限：本計畫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最新消息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符合相關資格者，自即日起至 110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前，備妥相關推薦申請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承辦單

位，郵件信箱：4a41e015@stust.edu.tw，或以郵寄方式寄達承辦單位，地

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 168 號，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收，收信後將予以回信或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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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公告：退休達人招募及審查結果，將於完成收件後 1 個月內，以個別通知

及網路公告等方式，公布招募結果；結果公布後 3 個月內完成出版。 

 三、洽詢專線：05-2720411 轉 26105，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黃助理。 

玖、注意事項 

本計畫恕不退件，著作權及各項權利須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所有，在不涉及其

他商業用途下並保有刪改、修飾、印製、宣傳、刊登、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

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利，不另致贈酬勞。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

單位隨時公布於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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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招募推薦表 

基本資料 

姓名  

推薦類別 

□工作型（○創業  ○原職場  ○轉業） 

□非工作型（○個人成長  ○志願服務） 

□兩者皆有（主要類別：____________；次要類別：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一、 自傳（以退休後生活描述為主）（500 字以內） 

二、 退休後對個人成長、社會服務或工作職場再就業任一方面的貢獻，並舉出至

少 1 件具體優良事蹟（500 字以內） 

三、 他人推薦（300 字以內）（自薦者免附） 

四、 佐證資料（如參與學習、獲得獎勵、貢獻服務之證書、證明、照片或圖片等） 

 

 

 

 

 

 

 

 

 

備註： 

可依實際需求調整表格，篇幅以不超過 5 頁（含照片、圖片 10 張）為原則，提

供完整說明及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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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提供使用同意書 

（適用個人及團體） 
本同意書說明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以下簡稱本輔導團）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一) 本輔導團因招募退休達人、建構學習地圖計畫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務聯絡電

話、行動電話、通訊地址、電子郵件信箱及符合蒐集目的之各項個人資料類別等。 

(三) 本輔導團取得資料目的在於辦理「招募退休達人、建構學習地圖計畫」本評選活動，公告獲

選名單等活動所需，除經您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所蒐集的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

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二、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一)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

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權益。 

(三) 您可就本輔導團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四) 您可要求本輔導團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但因

本輔導團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五)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輔導團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

時，請參考【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輔導團聯繫。 

(六)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輔導團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

意，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

改、毀損、滅失者，本輔導團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2條辦理以適當方式

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一)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二) 本輔導團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教育部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

如果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30日內與本輔導團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繫。屆時

若無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三)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

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四) 您所提供之資料檢核表、推薦表、相關佐證資料均完全確實，如有不實陳述或未來出現重大

爭議糾紛有損社會形象或民眾觀感者，願負一切責任，並放棄參選與獲獎資格。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 我已閱讀上述說明，並同意上述內容。 

立切結書人(請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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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請勿套用

筆記欄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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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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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教育部110年度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期中交流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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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團隊

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協同主持人：李雅慧教授

中南區輔導團：

計畫主持人：胡夢鯨特聘教授

林麗惠教授

專任助理：黃馨儀

活動工作人員：

相關聯絡資訊

輔導團連絡電話：05-2720411分機26105

輔導團電子信箱：scgcccu@gmail.com

王品歡 李宜庭 彭伊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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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信箱 scgcccu@gmail.com

更多資訊
請持續追蹤

FB粉絲專頁

LINE官方帳號

電話 05-2720411#26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