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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度高齡教育高峰會議： 

迎向超高齡臺灣，建構全樂齡社會 

壹、會議背景 

   依據教育部「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加強與各中央部會之間的橫向聯繫及民

間組織合作交流，匯聚 114 年臺灣超高齡社會創意構想，形成以「活躍老化」為核

心的前瞻教育策略。 

貳、會議目標 

一、 強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等單位因應超高齡社會，

辦理樂齡教育的專業知能與前瞻策略。 

二、 凝聚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之各部會主管，共同研討與高齡（或老年）相關業務創

新策略之共識。 

三、 彙整與會各界針對 114 年臺灣因應超高齡社會，以共創活躍老化社會，教育與

學習紮根的創意政策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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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樂齡學

習示範中心(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肆、參與對象： 

一、 教育部及中央相關部會業務主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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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樂齡學習輔導團，每團至多 4 名出席。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每縣市 2 人）： 

(一) 督導終身教育業務副局（處）長。 

(二) 高齡（或樂齡）教育業務主管科長（主任）。 

(三) 高齡（或樂齡）教育業務承辦人員。 

四、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樂齡輔導委員，每縣市 1 名出席。 

五、 全國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樂齡學習優質中心，各派 1 名代表，另無示範中心及

優質中心之縣市，由縣市政府推薦轄屬 1 所樂齡學習中心指派 1 名代表出席。 

六、 教育部推薦之樂齡大學、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相關人員，至多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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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議日期及地點 

一、 會議日期：1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20 日（星期五），共計 2 天。 

二、 會議地點：仁義湖岸大飯店（602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後坑仔 35 號） 

陸、報名方式： 

本計畫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最新消息

（http://moe.senioredu1.moe.gov.tw），請下載連結，並於 108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

前完成報名，報名表請逕送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方式如下： 

一、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地方政府輔導委員、樂齡學習中心(含示範、優質或縣

市指派出席者)，由縣市窗口統一進行報名程序。 

二、 樂齡大學承辦學校及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由教育部指定後，相關報名表

逕送國立中正大學。 

如有疑問，請洽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尤小姐 05-2720411 轉 15721。  

柒、其他事項 

一、 參與人員請以公（差）假登記，交通費支付如下：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自行支應。 

(二) 各縣市出席之輔導委員交通費由各縣市政府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執行樂齡學習政策獎勵金支應，離島地區如需住宿費，則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核實列支。 

(三) 各樂齡學習中心出席人員交通費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108 年度教育部

樂齡學習工作計畫補助款項下支應，離島地區如需住宿費，則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核實列支。 

(四) 各樂齡分區輔導團之差旅費由教育部委託之經費項下支出。 

(五) 各樂齡大學出席單位，由本部補助 108 學年度經費項下支應。 

(六) 出席之高齡自主帶領人，由教育部經費支付，請保留高鐵或飛機票等票根，以

利檢核。 

二、 各樂齡學習中心參加者，如執行單位為學校，請縣（市）政府協助排代，全程

參與者由本校高齡教育研究中心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核發教師研習

時數，合計 14 小時。 

三、 本次會議屬高齡教育重大活動會議，一經報名須全程參與，本次會議除授課講

師外，不提供中途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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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度高齡教育高峰會議：迎向超高齡臺灣，建構全樂齡社會 

會議議程(議程暫定) 

1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 分鐘 議程 

09:30~10:00 30 分 報到 

10:00~10:25 25 分 

【開幕式】 

一、 開幕暖場表演(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二、 致詞 

教育部朱主任秘書楠賢 

國立中正大學郝副校長鳳鳴 

10:25~10:40 15 分 

【頒獎】 

頒發教育部 108年度訪視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行樂齡學習政

策績優獎 

10:40~10:50 10 分 團體大合影 

10:50~12:00 70 分 

【專題演講 1】 

講  題：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創新構想 

主持人：李藹慈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講人：曾光華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2:00~12:50 50 分 用餐 

12:50~14:20 90 分 

【跨域政策短講】 

主  題：迎向超高齡社會、全方位整合策略 

主持人：教育部朱主任秘書楠賢  

主講人：1.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2. 教育部體育署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4.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發展署 

        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4:20-15:30 70 分 

【專題演講 2】 

講  題：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現況及未來 

主持人：楊國賜講座教授(亞洲大學) 

主講人：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5:30-15:50 20 分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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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 分鐘 議程 

15:50~17:30 100 分 

中心議題 1： 

迎向超高齡臺灣--高齡教育的趨勢、創新與整合                  

主持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司長月麗 

主講人(主題暫定) 

1. 楊國德教授(朝陽科技大學銀髮產業學系)/大學在高齡社會

的角色 

2. 林麗惠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高齡自主

學習團體分享 

3. 李碧雲主任(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樂齡學習中

心如何整合在地資源 

4. 吳雅茹主任(高雄市林園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學習中心與

學校課程及國際交流的連結 

5. 洪靜春校長(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優質中心)/學校如

何推動樂齡學習分享 

17:30~18:00 30 分配房間及休息 

18:00~19:00 60 晚餐 

19:00~20:30 90 

中心議題 2： 

建構全樂齡社會--高齡教育的體系、人力與資源 

【分組討論】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分組主持人：各區輔導團，分 5 組(輔導團)，每組 1 個議題 

主  題： 

1. 如何完善高齡教育體系 

2. 如何創新高齡教育課程與實施模式 

3. 如何提升高齡教育專業人力 

4. 如何整合高齡教育資源 

5. 如何跨領域推廣超高齡社會前瞻教育的理念 

20:30  星光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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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 

時間 分鐘 議程 

08:30~09:00 30 分 報到 

09:00~10:10 70 分 

【專題演講 3】 

講  題：高齡社會與終身學習國際案例 

主持人：張德永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講人：林博文執行長(玄奘文教基金會) 

10:10~10:50 40 分 

【縣市推動樂齡學習分享】 

主  題：地方政府因應高齡社會創新作法與實踐 

主持人：何青蓉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主講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花蓮縣政府 

10:50~11:00 10 分 休息 

11:00~11:50 50 分 

【分組報告】迎向超高齡，全樂齡社會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報告人：樂齡學習各輔導團總結報告 

11:50~12:30 40 分 
【綜合座談及閉幕】 

主持人：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12:30~13:30 60 分 用餐(休息) 

13:30~15:00 90 分 
【體驗樂齡】(含車程) 

參訪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5:00~16:30 90 分 
【資源整合】(含車程) 

樂齡課程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的合作模式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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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參與對象 

□一、教育部及中央相關部會業務主管 

□二、樂齡學習輔導團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高齡（或樂齡）教育業務主管及承

辦人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樂齡輔導委員 

□五、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樂齡學習優質中心，及縣市政府推薦之

樂齡學習中心 

□六、教育部推薦之樂齡大學、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相關人員 

姓名  性別 □1男     □2女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手機  

用餐習慣 □1葷食   □2素食 

電子信箱 

 

 

【本次活動將於會前另寄送行前通知，請填報常用之電子信箱，行前通知將於 108 年

9月 13日(五)寄出，如無收到，請向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尤小姐，05-2720411

轉 15721 查詢】。 

二、交通及住宿 

09/19 交通方式 

□1自行開車 

□2搭乘接駁專車(車程約 40 分鐘)，高鐵嘉義站 2 號出口，時間如

下(請勾選)，請準時上車，逾時不候： 

   □08:45 發車，請嘉義以南(含嘉義)的縣市，搭乘本接駁車，高

鐵班次建議搭乘 0612 車次。 

 □09:05 發車，高鐵班次建議搭乘 0805 車次。 

09/20 交通方式 
□1自行開車 

□2搭乘接駁專車 

09/19 住宿調查 
□1是 

□2否 

注意事項： 

1. 本次會議屬高齡教育重大活動會議，一經報名須全程參與。 

2. 請參考本計畫「肆、參與對象」，人員屬於第一、二、六項者，請將報名表寄至樂齡學

習總輔導團信箱（antyu0325@gmail.com）；人員屬於第三、四、五項者，請將報名表轉

由各縣市政府樂齡業務承辦人，經彙整後寄至樂齡學習總輔導團信箱。 

3. 聯絡窗口：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尤小姐，05-2720411#15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