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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樂齡學習國際研討會：活躍老化，百年人生設計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tive Aging and Learning: 

Designing the Narrative for 100 Years 

壹、 研討會目標 

為促進臺灣與各國對於高齡教育及高齡社會議題能有深度的合作，並

延續 2018 年舉辦國際研討會的成效，邀請日本、韓國、泰國及紐西蘭樂齡學

習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來臺交流，建立以教育為先、前瞻學習為理念之高齡

社會方案規劃基礎，以達到減少照顧、樂齡健康的目標。 

臺灣平均壽命已經提高至 80 歲，我們也正處於急速邁向 2025 年超高

齡社會的挑戰，而大部分的人對於長壽人生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本次研討會

的主軸為鼓勵中高齡者在面對百年人生的機會與挑戰，必需不斷累積資源、

持續學習、保持活躍，學習思考未來的生涯計畫，才能創造後期人生的新角

色。本研討會將以專題演講、與談、論文發表、綜合研討方式進行，結合樂

齡學習與百年人生的重要議題，期能透過互動研討與交流分享，匯聚樂齡學

習、未來人生設計之方向與建議。 

貳、 會議目標： 

一、 探討各國對於高齡社會政策、研究與實踐方案，並研討未來國內推動樂

齡學習的實務發展策略。 

二、 推廣樂齡學習之創新實踐，匯聚臺灣與各國專家學者理念與建議，作為

後續推動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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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參與對象： 

一、 中央各相關部會。 

二、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承辦樂齡（高齡）教育業務之單位。 

三、 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含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四、 全國大學校院相關科、系、所，及承辦本部樂齡大學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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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於樂齡學習有興趣之單位及個人。 

六、 承辦教育部樂齡學習輔導團之大學。 

伍、 會議日期：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11 月 8 日(星期五) 

陸、 會議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柒、 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禮堂國際會議廳(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捌、 報名方式：自 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至 10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一)，或

額滿為止，一律採線上報名，以線上報名優先順序為準。 

玖、 報名資訊： 

一、 本計畫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最新消息。 

二、 洽詢專線：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蔡小姐 05-2720411 轉

15715。 

壹拾、 報名網址： 

 
一、第一天 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   

    https://forms.gle/8a9mmjX9ccfWAYB68 
 

 
二、第二天 108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 

    https://forms.gle/zbmnpgpkJFFUcy9w6 
 

壹拾壹、 其他事項： 

一、參與人員請以公（差）假登記，各單位之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自行支應；

出席人員如代表樂齡學習中心或樂齡大學者，交通費得由教育部補助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 108 年度樂齡學習工作計畫或樂齡大學之補助款項

下支應，惟支付之交通費人數，每所樂齡學習中心及樂齡大學不得超過

2名。 

二、參與者由國立中正大學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參與一天計 7 小時，

參與 2 天計 14 小時。 

三、 因應環保，會議當天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https://forms.gle/8a9mmjX9ccfWAYB68
https://forms.gle/zbmnpgpkJFFUcy9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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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交通及接駁資訊： 

    國立中正大學活動中心演藝廳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

出席人員得選擇以下方式前往：相關網址

http://www.ccu.edu.tw/traffic_info.php 

（一） 大眾運輸： 

1. 臺鐵：搭乘火車至民雄站，會議當日備有接駁車，於民雄火車站東

出口(後站)，南下請搭乘區間 2103 班次，北上請搭乘區間 3128 班

次，發車時間為上午 8 時 30 分；回程發車時間為下午 5 時 15 分 

(車程約需 20 分鐘)。 

2. 高鐵：搭乘高鐵至嘉義站，會議當日備有接駁車，於嘉義高鐵站 2

號出口，南下請搭乘 0803 或 0603 之高鐵班次，發車時間為 8 時

25 分；北上請搭乘 0612 之高鐵班次，發車時間為上午 8 時 40 分；

回程發車時間為下午 5 時 15 分 (車程約需 40 分鐘)。 

（二） 自行前往： 

1. 國道一號：由民雄交流道下，往民雄方向沿著民雄外環道(民新路)

前行約 1.9 公里，過民雄陸橋後左轉進入省道臺一線，前行約 600

公尺，右轉入大學路三段後，沿著大學路往前行駛約 4.2 公里即可

抵達。 

2. 國道三號： 

（1） 南下：梅山交流道下→縣道 162 (經過大林鎮公所)→左轉往民

生路→往前行駛左轉大民北路→左轉到縣道 106(大學路一段)

→再行駛五分鐘即抵達。 

（2） 北上：竹崎交流道下→縣道 166→民雄方向→再依照沿路之指

示牌，即可抵達。 

 

http://www.ccu.edu.tw/traffic_info.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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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樂齡學習國際研討會暨成果展：活躍老化，百年人生設計 

【108年 11月 7日（星期四）會議議程】 

註：會議內容以當天議程為主 

時間 分鐘 議程 

09:00-09:30 30 分 報到 

09:30-09:45 15 分 
開幕表演：平鎮八號樂團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09:45-10:00 15 分 

【開幕致詞】 

教育部長官(邀請中) 

國立中正大學(邀請中) 

10:00-10:40 40 分 

【觀點研討 1】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政策設計：終身學習觀點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講人：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10:40-11:00 20 分 合影與茶敘 

11:00-12:20 70 分 

【專題演講 1】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學習與生活：以泰國為例 

主持人：陳玉樹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主講人：Prof. Archanya Ratana-Ubol 

單  位：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12:20-13:30 90 分 用餐 

13:30-14:40 70 分 

【專題演講 2】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學習與生活：以紐西蘭為例 

主持人：邀請中 

主講人：Prof. Brian Findsen 

單  位：紐西蘭懷卡托大學 

14:40-15:00 20 分 茶敘 

15:00-15:30 30 分 

【觀點研討 2】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政策設計：健康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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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社區健康組 

15:30-15:45 15 分 茶敘 

15:45-16:15 30 分 

【觀點研討 3】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政策設計：就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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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 

16:15-17:00 45 分 

【綜合研討】 

主持人：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與談人：黃月麗司長(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社區健康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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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樂齡學習國際研討會暨成果展：活躍老化，百年人生設計 

【108年 11月 8日（星期五）會議議程】 

註：會議內容以當天議程為主 

時間 分鐘 議程 

09:00-09:30 30 分 報到 

09:30-10:40 70 分 

【專題演講 3】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學習與生活：以日本為例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牧野 篤教授 

單  位：日本東京大學 

10:40-11:00 20 分 茶敘 

11:00-12:00 60 分 

【專題與談】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學習與生活：活躍老化的國際案例 

主持人：邀請中 

主講人：林博文執行長 

單  位：玄奘文教基金會 

12:00-13:30 90 分 用餐 

13:30-15:00 90 分 

【論文發表(分場次)】 

議  題：待定 

主持人：邀請中 

15:00-15:20 20 分 茶敘 

15:20-16:30 70 分 

【專題演講 4】 

講  題：活躍老化百年人生的學習與生活：以韓國為例 

主持人：邀請中 

主講人：崔一先教授 

單  位：韓國慶熙大學 

16:30-17:00 30 分 

【人生設計三步驟】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李藹慈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