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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第 3 屆）全國「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暨「新代間零距離」 

教育活動計畫 

 

壹、緣起及目的  

目前台灣年滿 65 歲長者已佔全國總人數 16.2%（內政部，110 年 1 月），逾工

作人口數 3 分之 1，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諸多長者一生大半心力奉獻社

會， 擁有豐富經歷，生命故事精彩無比，不僅為自己建立一個怡然溫馨家庭，其

事(志)業成功範例，更是當今年青世代足資效法的楷模，國家社會感恩長者帶來

今日的幸福。     

惟 21 世紀國際競合提速蛻變，亟需充滿智慧及動能年青世代的全力衝剌，向

上提升社會幸福指數。是以期待長者健康樂活，甚而再造人生第二春，一方面含

貽弄孫快樂生活，一方面開創銀髮年代志業新發展。消極上樂活自己，讓年青世

代放心全力以赴，積極上超越自我，持續彩繪美好的生命故事。 

因之，本協會精進推動「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一『同』行」主題，期勉

老有所「鍾」—健康樂活永續揮灑、壯有所「踴」—跳躍爭先壯遊事業、少有所

「揚」—鵬舉鷹揚活力創新，自 108 年始舉辦全國《好漾爺爺奶奶表揚活動》，以

發現及宣導「銀髮世代新典範」，期風吹草偃鼓勵長者點亮銀髮年代新生活，開啓

21 世紀「大同新視界」，增進國家社會幸福高指數。 

兩屆以來，社會迴響熱烈且逐漸擴大，今年擬繼續舉辦第 3 屆「好漾爺爺(奶

奶)」表揚暨「新代間零距離」教育活動，透過青年學子和長者的互動，發現長者

新楷模，鼓勵銀髮世代新學習、實行新生活運動，再造九如扶搖新時代。 

貳、過去執行成效 

  一、104 年全國「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徵文計畫，錄取 

      集印 60 篇感人故事文章，編印出版(ISBN 978-986-92647-0-9)。          

 二、105 年全國「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繪本製作徵選計 

      畫，錄取集印 10 冊繪本，編印出版(ISBN 978-986-94839-1-9)。 

  三、106 年全國「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微電影徵選計 

畫，錄取 35 件拍攝作品，後製編輯為 1 片光碟版：106 年全國「溫馨心‧世代 

情─穿越時空認識您」祖孫生命故事微電影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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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7 年全國「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深『話』您」─好漾爺爺(奶奶)藝文創

作比賽計畫，錄取漫畫 34 件、立體造型捏塑 14 組，合輯編印出版(ISBN 978-

986-94839-2-6)。 

  五、108-110 年全國「溫馨心、世代情~穿越時空一『同』行」─好漾爺爺奶奶表揚

活動暨新代間教育活動，二屆計選拔表揚 39 位、合輯編印出版楷模名錄—65

後的春天‧青銀共融 (ISBN 978-986-94839-3-3)、仁風壽無畏·錦福幼華堂

（ISBN 978-986-94839-4-0）。 

    上述編印出版專輯和光碟，皆例本(冊)送存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國家圖書館及本協會外，並分贈各中小學校，作為孝親倫理教材。同時歷年比賽評選 

結束，即洽請學校或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合作公開辦理頒獎典禮，邀請得獎者好漾 

爺奶等家庭成員一同出席，幾乎皆是全家福出動，盛況空前。且每屆大會透過媒體宣 

導全國祖父母節設立宗旨及孝親倫理價值，也邀請諸多學校及樂齡中心公益贊助精彩 

表演節目穿插，會場氣氛溫馨，學生才華橫溢，祖孫和樂融融。 

參、人力資源運用 

    歷年計畫推動辦理，在本協會理事長及理、監事們運籌帷幄下： 

    一、一般行政事務：本會秘書處負責 

    二、代間活動辦法擬定：本會秘書處負責 

    三、好漾爺奶比賽辦法、評選：聘請大學、高中職學校等相關科系學者專家協助 

                               及指導。  

    四、代間教育活動、成果展暨頒獎典禮：尋求適當中小學校或地方政府教育局

（處）合作，租借場館及節目演出。 

    五、活動成果專輯：除送呈教育部、國家圖書館、各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本 

                      協會典存供社會教育宣導外，視數量寄送中小學校供為課程

教材教學運用。 

    六、作品版權：屬教育部專有，供教育推廣使用。 

肆、計畫期程 

  ●「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 

一、初選推薦：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20 日止。 

二、複選審薦：111 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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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頒獎表揚：111 年 10 月 22 日前完成。 

  ●「新代間零距離」教育活動 

一、課程設計：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31 日止。 

二、進校教學活動：111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三、教學成果展：111 年 10 月 22 日前完成。 

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三、協辦單位：教育部所屬全國各市縣樂齡學習中心、地方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文（社）教單位及民間公益社團組織等。 

陸、「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 

  ●表揚對象 

兼具以下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且設籍台、澎、金、馬者。 

二、育有子孫或曾育有子孫，年滿 65 歲以上者。 

三、爺(奶) 、子、孫皆品行端正，奉公守法(5 年內素行無違法判刑記錄)，家庭

溫馨和睦者。 

  ●審薦標準 

    一、健康樂活 

    二、個人成就 

    三、敦親睦鄰 

    四、善行義舉 

    五、社會奉獻 

    ●審薦作業 

一、初選推薦 

   1.由上述協辦單位辦理推薦，每單位推薦 1-2 名。 

   2.將受推薦爺爺奶奶優良好漾事蹟，配合照片、文件、口述或實境攝錄等，拍 

        製成 3 分鐘以內微影片個人介紹檔；並請提供 2-3 張解析度較好的 5×7 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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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片(也可提供 jpg 檔)，個人照、合照皆可。(可存檔 USB 隨身碟或燒錄

光碟)。 

   3.請至本協會下載「111 全國第 3 屆『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推薦表」(附件 

     一)，填妥相關資料，並檢具有關具體事蹟證明文件影本，連同微影片個人

介紹檔，完成初選推薦作業後，於 111 年 8 月 20 日前(以郵戳日期為憑)寄達

本協會。 

     (1)網址：https:// https://www.ntsh.ntpc.edu.tw/ 

     (2)地址：24159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 1 號   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 收 

     (3)聯絡電話：02-28577326  分機 302 張祕書、301 許小姐 

     (4)聯絡 mail：a0939093872@gmail.com 

二、複選審薦 

   1.本協會將聘請相關專業人士成立「審查推薦委員會」進行複選審薦作業，擇 

    優選拔全國表揚，限 25 名以內。 

   2.本協會「審查推薦委員會」得依實際需要，重新檢證或實地訪查審薦標準有 

    關具體事蹟證明文件及行止作為。 

   3.獲審薦表揚「好漾爺爺奶奶」名單，於複選作業期程結束，將公告於本協會

網站，並由袐書處專人通知報喜。 

柒、「新代間零距離」教育活動 

  一、尋求適當中小學校合作，結合新課綱，規劃《青銀共融》課程。 

  二、《青銀共融》課程包括： 

       1.以長者生活經驗及專長為講授內容，設計專題講座或實作體驗課程。 

       2.利用各級學校新課綱彈性學習時間，由長者入校進行教、學互動。 

       3.設計學習單，引導學生產出學習成果。 

       4.其他具祖孫代間之創新教育活動。 

  三、結合（第 3 屆）全國「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典禮，舉辦本課程教學動 

    態或靜態成果展。 

 

捌、獎勵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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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獎全國「好漾爺爺奶奶」，每名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或等值禮券、禮品)及 

    紀念獎座（狀）壹只。 

二、本協會擇期舉行公開表揚大會頒獎，邀請全國「好漾爺爺奶奶」得獎者暨家

屬出席領獎(補助得獎者來回交通費，包括高鐵以下等級交通工具，離島人

士得補助來回機票)。 

三、得獎者好漾行誼事蹟，將收錄編印專輯，贈存有關政府單位、學校、社教機

構及本人等，以推廣社會教化，楷模學習。 

四、「新代間零距離」教育活動教學成果展編印成輯。 

五、協辦初選推薦與承辦「新代間零距離」教育活動單位，本協會致贈感謝狀，

同時敦請主管機關對於承辦人員依規定給以獎勵。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與全國「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資料文件，請參選者自行複件保留，辦理單 

    位不予退回。  

二、全國「好漾爺爺奶奶」選拔作業所需繳送資料文件證明及行止作為，需為屬   

    實，不得造假，否則取消參選、當選資格，已受獎者，將追回全部獎勵及有 

    關補助，並予公告周知。 

三、本計畫所編印(製)文件作品，智慧財產權屬教育部所有，以從事社會教化工

作任務。參選者請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二) 。 

拾、預期效益 

一、增進祖孫互動，青銀共創：祖父母與其孫子女共同打開一本活現的歷史教

材，讓年青世代真實體驗長者之豐富經歷，凝聚長者黃金歲月能量，探索生

命故事，尋找長者自我存在價值，相互扶持樂齡向前行。 

二、促進代間教育，傳承故事：「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期能烙印長者慈顏典範

及言行義止，深化世代傳承，構建家庭馨樂和融，並向長者學習，打造具生

命價值之美好人生經驗。 

三、永續健康樂活，再造青春：鼓勵祖父母年長者，維持健康習慣，保養好身

體，快樂生活不依賴，含貽弄孫添情趣。同時儘可能持續人生志業，再創生

命價值高峰；年青一輩亦得享受慈輝溫馨，放心從事事業工作，提升家庭幸

福，促進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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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作者請勿填寫) 

111 全國第 3 屆「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推薦表 

姓 名  稱 謂 
□ 爺爺 

□ 奶奶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滿_____歲 身份證字號  

育有子孫 子女_____人     孫子女       人 

戶籍地址  住宅電話  

通訊地址  手機電話  

緊急聯絡

人 
姓名：                     關係：       手機： 

E-mail  

浮貼身分

證影本正

反面 

 

 

 

 

 

 

 

推薦具體

事蹟及行

止作為

（請編

序） 

 

備註：1.具體事蹟及行止作為，請依序檢具證明文件影本或照片等佐證資料。 

      2.同時以隨身碟存取，檢附拍製成 3分鐘以內微影片個人介紹檔，。 

＊以上每個空格皆為必填。 

推薦單位：                            聯絡人： 

                                            電  話： 

編號： 

 

※推薦表格請自網站下載使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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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同意將參加 111 全國第 3 屆「好漾爺爺奶奶」選拔表揚之

資料文件及相關圖、文等創意內容，無償授權予教育部及主辦單位作為公益推廣使 

用，且得以重製、改作、編輯、出版、散布、公開發表、公開傳輸等及其他一切著作

財產權利用行為，並保證不行使著作人格權、肖像權等。  

 

                             立同意書人：           （請簽名） 

                              聯絡電話： 

                              地 址： 

簽 署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