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一、 示範中心沿革及介紹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願景「樂齡學習生活化，生活學習樂

齡化」，身為示範中心更需帶領南投縣12所樂齡中心深耕樂齡，將

南投縣打造為「幸福樂齡模範縣」竭盡所能，心立足南投放眼國

際，未來如何幫助高齡者成功達成活躍老化，進而創造其生命價

值將是努力的目標之一。本中心以「樂齡生活、產業文化」為主

要的特色課程，用魚池鄉特有的紅茶、蘭花、香菇等在地產業，

除了協助樂齡學員學習各種專業知能，並將特色產業化身為彩繪

的素材發展社會企業，建立南投縣不同凡響的樂齡產業，讓樂齡

族在大自然及藝術的薰陶中，快樂的學習。一直運用樂齡的學習

資源，開設蘭花文化、紅茶文化、包裝設計彩繪、老人文創、在

地美食研發、樂齡商場經營管理、樂齡商品行銷管理、蘭花園田

間管理、茶園田間管理、銀髮人力開發與利用、文化創作研習等

課程，旨在結合地方產業，創立優質的樂齡產業，發展社會企業，

追求樂齡企業利潤，幫助高齡者成功達成活躍老化，進而創造其

生命價值。南投樂齡示範中心本中心於2015年正式掛牌南投縣樂

齡學習示範中心，總部設在魚池鄉身心障礙含銀髮族休閒運動中

心（魚池鄉魚池村魚池街354巷2號2樓），業務推展順暢，到108年

已在13村設置了13 所學習分班，由指導委員兼任分班主任，現今

有766學員參與樂齡學習活動。 

    本中心設置在魚池鄉係屬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轄區，是中外旅

客旅行所選之地，首推樂齡學習旅遊活動，邀約全國各樂齡中心

的學員到魚池鄉學習旅遊，由本中心學員擔任解說員，既可提供

中高齡就業工作機會，讓老人重捨價值感，為魚池鄉觀光休閒產

業，盡一分心力。進而打造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成為海內外

中高齡教育交流平台各樂齡學習中心交流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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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範中心 108 年度最值得推薦之特色 

（一）樂齡核心課程：樂齡大玩家〜相招來七逃 

     遊覽旅行活動是中高齡族群首選活動之一，108 年規劃「樂

齡大玩家〜相招來七逃」，應用遊覽旅遊活動的吸引力，在活動融

入樂齡核心課程學習的元素，讓學員在玩樂中能學到新的知識與

技能，認識新朋友，拓展人際關係，進而提升心身靈的健康，以

達成活躍老化及健康老化，除了帶領本中心學員到各地旅遊外，

我們今年更主動的邀約全國各樂齡中心的學員到魚池鄉(日月潭)

參加學習旅遊，由本中心學員擔任導覽解說員，提供中高齡就業

工作機會，並安排魚池鄉之地方產業特色（紅茶、蘭花、香菇）

及在地文化及來排定相關 DIY 及課程，為魚池鄉觀光休閒產業，

盡一分心力。進而打造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成為海內外中高

齡教育交流平台。活動課程規劃如下: 

1. 規劃樂齡學習旅遊，預計每月辦理 1-2 場參加人數每場為 40 

 人，計 6 場。 

2.與客運公司合作，讓學員使用老人免費乘車證。 

3.遊程:一日遊，以生態、宗教、學習、社教藝文館及學校參訪、 

  樂齡交流為主要遊程。 

4.寫作樂齡旅遊小故事。 

 

 

 

 

 



107 年樂齡學習旅遊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樂齡學習旅遊活動  日期:107.05.02 地點: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內    容：在參訪活動中介紹樂齡中的功能與價值，並體驗客家文化 

 
活動名稱:樂齡學習旅遊活動  日期:107.05.02  地點:屏東縣鹿野高台熱氣球區 

內    容：介紹飛行運動，鼓勵長輩養成運動的習慣 



 
活動名稱: 比利時佛拉芒區就業及職訓總署總署長 Fons LEROY參訪活 動 

日     期:107.11.01               地點: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內    容：連東祥主任向比利時訪客介紹台灣樂齡的發展過程 

 
活動名稱: 比利時佛拉芒區就業及職訓總署總署長 Fons LEROY參訪活 動 

日     期:107.11.01                 地點: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內    容：羅智容老師帶領比利時訪客做傳統藝術創作 



(二)自主規劃課程：紅茶劇場+魚池大舞台 

      本中心歷年都有排定樂齡行動劇團的課程，但因學習時數 

不足，無法組成劇團，但也算有不錯的演出成績 104 年樂齡幸福

劇場贏得南投縣銀髮族健康活力秀第一名，交通安全、健康促進 

劇場，也常受邀在魚池鄉活動中演出中獲得許多的掌聲，因而觀

察到長輩是喜歡表演的，在學習或表演的過程中發掘每位長輩的

潛能與專長，透過學習找回尊嚴與自信，重新體驗生命的意義，

進而破除老年迷失，享受樂齡人生，因而下定決心規劃 108 年要 

籌組個專屬樂齡的劇團，自主規劃課程項目中心，規劃了「紅茶

劇場(33 小時）」、「魚池大舞台(33 小時）」，4 月份開始起步籌畫， 

辦理招募演員，邀請 98 劇團的編導，寫劇本教戲，以魚池鄉紅茶

故事為主軸加入樂齡學習的目標，進而成功活躍老化。 

 

內容:樂齡第一個舞台劇榮獲 103年慶祝祖父母節祖孫才藝秀競賽亞軍 

活動日期：103年 08月 23          日活動地點：中興新村中興會 堂 

指導老師:蔡鳳琴講師 



 

 

 

 

105年打擊樂團加入劇團 

指導老師:蔡鳳琴講師 

地點:鹿篙社區 

     (樂齡鹿篙分班) 

幸福魚池劇場勇奪 104年南

投縣銀髮族健康活力秀第一

名 

指導老師:蔡鳳琴講師 

地點:南投縣政府大禮堂 

日期:104.07.18 

107年以打擊樂團演出健康

促進劇場 

指導老師:蔡鳳琴講師 

地點:東光社區社區 

     (樂齡鹿篙分班) 



三、示範中心 108 年度樂齡學習社團介紹： 

107 年已成立樂齡學習社團 9個，108 年預定新成立樂齡學習社團

3 個。樂齡陶笛音樂社團、樂齡長笛音樂社團、樂齡魚池尖健康操

社團 

(01)樂齡中明防癌健身操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528 小時 

(02)樂齡地面高爾夫球學習社團 ，108 年預計 528 小時 

(03)樂齡東池舞蹈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96 小時 

(04)樂齡魚池歌唱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96 小時 

(05)樂齡武登歌唱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96 小時 

(06)樂齡頭社歌唱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96 小時 

(07)樂齡東光歌唱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96 小時 

(08)樂齡陶笛音樂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96 小時 

(09)樂齡長笛音樂學習社團，108 年預計 48 小時 

(10)樂齡魚池尖律動健康操學習社團 ，108 年預計 48 小時 

 
課程名稱：樂齡歌唱學習社團（樂齡本部）帶領講師：郭耀能講師  

上課日期：每週二上課時間：09：00〜11：00上課地點：樂齡本部 
 



 

 

 

 

 

活動名稱：地面高爾夫球 
           學習社團活
動日期：107年 3月 01日 
      〜108年 2月 28日
活動時間： 
      15：30〜17：30 
活動地點：三育基督學院 
講    師：邱長盛講師 
 照片說明：地面高爾夫球 
           活動照片 

動名稱： 

樂齡防癌健康操學習社團 

活動日期：107年 3月 1日 

       〜108年 2月 28日 

活動時間：每週二 

          14：30〜16：30 

活動地點：樂齡本部 

講    師：張榮輝講師 

照片說明：樂齡防癌健康操

學習社團活動活動照片 

課程名稱： 

     樂齡歌唱學習社團 

     （頭社分班） 

帶領講師：郭耀能講師  

上課日期：每週日 

上課時間：19：00〜21：00 

上課地點：頭社社區  

帶領講師：郭耀能講師 

 



四、示範中心 108 年度貢獻服務活動介紹： 

     108年度貢獻服務活動分2大項: 

    (一)樂齡志工成長課程：含括 1.樂齡志工專業技能培訓(吳佩 

蓉講師 1 場 3小時)2.樂齡概念課程(龔玉珠講師 1 場 3

小時)3.樂齡學習重要性(龔玉珠講師 1場 3小時)4.樂齡

中心業務介紹(連東祥講師 1場 3 小時)5.檔案管理及分

類(連東祥講師 1 場 3 小時)6.志工服務及人力資源開發

(吳佩蓉講師 1場 3小時)7.問卷及溝通技巧(連東祥講師

1 場 3 小時) 計 7 門 21 小時。 

     (二)服務方案： 
方案 
名稱 

方案內 
容敘述 

   活動期程及地點規劃 預估參
與人數 

社區

樂齡

關懷

服務

活動 

社區關 

懷服務 

到社區 (東光社區、魚池尖社

區、中明社區、頭社社區、大林

社區)關懷服務社區長輩用歌舞

與長輩同歡樂，並做樂齡學習經

驗分享，20 小時，每場 4 小時(含

前置及收場)。 

250 人 

祖孫

彩繪 

趣 

祖孫 

彩繪 

在母親節、父親節、祖父母節於

鄉內 3 所國小(東光國小、魚池國

小、魚池國中、)辦理祖孫彩繪趣

活動，21 小時，每場 3 小時(含前

置及收場)。 

280 人 

 

 

 



107年貢獻服務活動照片 

 

 

課程名稱：祖孫說故事講    師：湯 屘  講師王沛青講師 

活動日期：107年 11月 06、13、20、26日 

活動時間：13：00〜17：00  活動地點：魚池國小 

照片說明：祖孫說故事活動活動照片 



 

 

課程名稱：樂齡社區關懷服務活動   講    師：蕭飛龍、黃萬賀講師 
照片說明：樂齡社區關懷服務活動活動照片 
活動日期：107年 12月 29日  活動時間：08：00〜12：00 活動地點：中明社區 
活動日期：108年 1月 03日   活動時間：08：00〜12：00 活動地點：東光社區 
活動日期：108年 1月 03日   活動時間：18：00〜22：00 活動地點：頭社社區 
活動日期：108年 1月 22日   活動時間：08：00〜22：00 活動地點：魚池尖社區 

活動日期：108年 1月 23日   活動時間：08：00〜22：00 活動地點：樂齡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