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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世代融合的高齡社會： 

2014 年高齡學習與代間教育國際研討會計畫 

一、緣起 

為拓展國際交流及吸取國外對於高齡教育之運作方式與經驗，有

鑒於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在推動老化及代間議題，具有全面性規劃

及社區實務作法，值得國內從事高齡學習與代間教育相關工作者學

習。 

為促進國際交流及提升國內相關機構及單位學習先進國家對於

高齡教育及代間教育的做法，本研討會擬邀請國外民間組織代表與專

家蒞臨臺灣，進行經驗分享。 

二、目標 

（一） 了解國外高齡學習與退休人力運用現況。 

（二） 了解國外世代交流與代間學習情形。 

（三） 了解國外如何透過大學的社會融入來促進高齡化社會之世代

融合。 

（四） 促進國內外高齡與代間教育之實務經驗分享。 

三、內容 

本次研討會安排四個專題與兩場實務論壇。邀請來自美國、日本

及國內專家學者專題討論，四大專題主題為(一)高齡教育的推動與發

展；(二)退休人力的運用與再教育；(三)多元的高齡教育實務工作；(四)

高齡化社會的世代融合與代間學習，並針對「臺灣高齡學習與高齡人

力運用之展望」與「臺灣世代融合與代間學習之展望」兩議題進行討

論。 

四、日期：103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星期五、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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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灣樂齡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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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9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號） 

七、參與對象 

（一） 全國大學校院相關科、系、所，承辦本部樂齡大學之科、

系、所、中心。 

（二）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社會局（處）。 

（三） 各國立社教機構。 

（四） 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社區大學、相關民

間團體。 

八、報名資訊：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3年 2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6時止。 

（二）報名方式：請擇一方式報名，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將依傳送

之先後順序錄取： 

1. 網路報名：報名網址請上教育部樂齡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最新消息，填寫線上報名表。 

2. 傳真報名：請將計畫後附之報名表填寫正確後，傳真至

(05)2721192，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暨高齡者教育研

究所收 。 

3. 電子郵件：請將報名表寄至 EEIL2014@outlook.com，標題請輸入

「2014國際研討會報名表」，以利辨識。 

4. 洽詢專線：05－27020411轉 26153。 

九、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交通資訊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交通圖

如附件 2），與會人員得選擇以下交通方式： 

（一）搭乘交通工具： 

1. 捷運劍潭站（1 號出口左方公車站牌）轉搭公車紅 30、41

至科學教育館下車。 

2. 捷運士林站（1 號出口過馬路）轉搭公車紅 30、紅 12、620

mailto:EEIL2014@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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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科學教育館下車。 

3. 公車：紅 12、紅 30、41、620，至科學教育館站下車。 

4. 公車：255區間車 529至士林高商站下車。 

5. 國道巴士： 

中興巴士[士林-中壢] 路線 

光華巴士(基隆客運) [士林-基隆] 路線 

（二）自行開車者：高速公路：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1. 南下：至重慶北路交流道下，沿著重慶北路四段直行，遇到

中正路右轉上百齡橋，下橋後左轉承德路五段直行，士商路

右轉，即可看到科教館。 

2. 北上：北上至重慶北路交流道下，沿著重慶北路四段直行，

遇到中正路右轉上百齡橋，下橋後左轉承德路五段直行，士

商路右轉，即可看到科教館。 

3. 停車資訊: 

(1)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地下三樓停車場 (由士商路進出)。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非寒暑假)，08：00-19：00。 

收費方式：計時停車以半小時(30分鐘)為計價單位，收費 15元，

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費，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費。 

(2)路邊平面停車場 

收費方式：依據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規定之費用計費。 

如欲停車者，停車費用需自行付費，大會不負擔相關停車費用。 

十、其他事項： 

各出席人員，每日全程參與者，由國立中正大學登錄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數，及發送志工研習時數，每日 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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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議程（以當日公布為主）： 

第一天 103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 

時間 流程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09：00－09：15 15 分鐘 
開幕表演 

表演團體：樂齡學習中心 

09：15－09：25 10 分鐘 

開幕致詞 

貴賓：教育部黃政務次長碧端 

國立中正大學：吳校長志揚 

專題一：高齡教育的推動與發展 

主持人：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09：25－10：45 80 分鐘 

主題演講：臺灣高齡教育的現況與展望 

主講者：魏惠娟/教授 

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0：45－11：00 15 分鐘 休息/茶敘 

11：00－12：20 80 分鐘 

主題演講：美國高齡中心的發展與促進老人健康的教育功能 

主講者：Carol Reagan / Chair 

單位:美國全國高齡中心協會（NISC）總部 

12：20－13：20 60 分鐘 午餐 

專題二：退休人力資源發展與再教育 

主持人:郝鳳鳴副主委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13：20－14：40 80 分鐘 

主題演講：美加大學退休教職員人力運用與再教育 

主講者： Janette C. Brown /Executive Director 

單位:高等教育的退休組織協會(AROHE) 

14：40－15：00 20 分鐘 休息/茶敘 

15：00－16：20 80 分鐘 

主題演講：Osher 終身學習中心的運作與發展 

主講者： Michael W. Stover / President 

單位:Osher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 CSUF 

16：20－17：20 60 分鐘 

實務論壇(一):臺灣高齡學習與高齡人力運用之展望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與談人：郝鳳鳴副主委、胡夢鯨教授、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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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03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 流程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09：00－09：15 15 分鐘 
開幕表演 

表演團體：樂齡學習中心 

專題三：多元的高齡教育實務工作 

主持人：王政彥教務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09：15－10：35 80 分鐘 

主題演講：日本兵庫縣高齡放送大學教育方案實務與發展 

主講者：加谷隆司校長(KaKo Takashi/President) 

單位:兵庫縣高齡放送大學 

10：35－10：50 15 分鐘 休息/茶敘 

10：50－12：10 80 分鐘 

主題演講：加州陶藝協會高齡教育方案的發展與實務經驗 

主講者：Dolly Chu /President 

單位:加州陶瓷藝術家協會會長 

12：10－13：10 60 分鐘 午餐 

專題四：高齡化社會的世代融合與代間學習 

主持人：林如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3：10－14：30 80 分鐘 

主題演講:美國世代融合與代間學習 

主講者：Matthew Kaplan/ Professor 

單位：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農業經濟社會教育系) 

14：30－14：50 20 分鐘 休息/茶敘 

14：50－16：10 80 分鐘 

主題演講：日本世代融合與代間學習政策與研究發展 

主講者：倉岡正高博士 (MasatakaKuraoka/Ph.D) 

單位:東京大学の総高齢化社会研究中心 

16：10－17：10 60 分鐘 

實務論壇(二): 臺灣世代融合與代間學習之展望 

主持人：蔡秀美主任 

與談人：林如萍教授、王政彥教務長、李毓娟副司長 

17：10－17：30 
閉幕式 

主持人：蔡秀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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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高齡教育與代間學習國際研討會」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務單位（如

為樂齡學習

中心請註明

鄉鎮市區全

稱） 

  職 稱   

聯 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公司)      ─               (手機)                       

傳 真 號 碼      ─             

電 子 信 箱   

參加場次 
□3月 7日(星期五) 

□3月 8日(星期六) 

用餐習慣 
3月 7日  □葷     □素 

3月 8日  □葷     □素 

備註 
 

 

報名表填寫完成後，可擇一方式報名 

 E-mail：將報名表寄至 EEIL2014@outlook.com，標題請輸入「2014國際

研討會報名表」 

 傳真：將報名表傳真至(05)2721192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暨高齡者教育研究所張小姐收  

 郵寄：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號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收  

請在信封上註明「2014國際研討會報名表」 

mailto:EEIL2014@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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