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澎湖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一、示範中心沿革及介紹： 

本中心前身為沙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97 年由社區理事長陳國禎承辦相關課

程，102 年承蒙鄉長陳振中支持下，在湖西鄉成立樂齡學習中心，103 年獲教育

部核准成立全國第 12 所樂齡學習示範中心，104 年進行相關設備擴充及準備

工作，並於 105年辦理揭牌儀式，打造湖西好鄉樂齡生活。 

    中心在課程內容安排如下: 

（一）鼓勵安排適合 55 歲以上民眾來參與學習，用行動教室宅配的模式

到各社區，讓在地長者能就地學習，課程內容安排也貼近生活化如

交通安全、藥物安全宣導、樂活愛運動、健康飲食促進…等。 

（二）手作課程安排透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以實用防疫性商品與防疫宣導

為主，課程內容貼近時事又符合。 

（三）針對學員需求開設樂齡有氧班、烏克麗麗班、居家縫紉班…等。 

（四）志工團隊主動參與各項活動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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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範中心 109年最值得推薦之特色 

（一）樂齡核心課程：規劃貼近樂齡長者生活所需之課程，如活化記憶力懷舊

金曲大 PK、生命繪本製作，E 化樂齡好生活、手機一點通，透過課程安

排學習來增加生活能力，並享受樂齡生活與規劃安排。 

（二）自主規劃課程： 

1.手作烘焙坊:盡情享受手作烘培的樂趣，製作完成可以與更多朋友一起

分享，拓展人際關係。 

2.生活手創班:從視覺、味覺、再到觸覺，製作手工皂與膏類產品，發揮

無限創意和想像力來增進生活美學。 

3.樂齡街舞社:練習音樂節奏感與團隊合作，並從中獲得滿足感。 

樂齡核心課程-居家安全知多少與防火宣導 

  

講師：蔡曜任—太武社區 108.7.11 講師：蔡曜任—湖東社區 108.7.12 



- 3 - 

  

講師：蔡曜任-白坑社區 108.9.29 講師：蔡曜任—中西社區 108.10.8 

樂齡核心課程-交通安全保平安 

  

講師：陳佳美—紅羅社區 108.9.18 講師：洪秀玲—鼎灣社區 108.9.19 

  

講師：呂銀櫃-隘門社區 108.9.24 講師：陳佳美—太武社區 10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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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預防詐騙的防範 

  

講師：蔡曜任—北寮社區 108.11.15 講師：蔡曜任—城北社區 108.11.20 

  

講師：蔡曜任-許家社區 108.11.22 講師：蔡曜任—鼎灣社區 108.11.27 

樂齡核心課程-正確用藥～安全有效 

  

講師：顏美玲—龍門社區 108.5.31 講師：顏美玲—青螺社區 10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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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顏美玲-紅羅社區 108.11.24 講師：顏美玲—南寮社區 108.12.21 

樂齡核心課程-財務規劃與管理 

  

講師：王振權—城北社區 108.5.1 講師：王振權—林投社區 108.6.18 

  

講師：王振權-西溪社區 108.6.18 講師：王振權—菓葉社區 10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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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樂齡防衰～食在安心 

  

講師：許梅音—南寮社區 108.8.7 講師：許梅音—城北社區 108.10.4 

  

講師：許梅音-北寮社區 108.10.9 講師：許梅音—成功社區 108.11.12 

樂齡核心課程-生活法律小常識 

  

講師：王振權—尖山社區 108.5.17 講師：王振權—北寮社區 10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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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王振權-鼎灣社區 108.5.24 講師：王振權—紅羅社區 108.5.27 

樂齡核心課程-規律運動保健 

  

講師：陳偉澄—尖山社區 108.5.17 講師：陳偉澄—龍門社區 108.5.31 

  

講師：陳偉澄-紅羅社區 108.6.21 講師：陳偉澄—湖西社區 10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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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FUN輕鬆適齡休閒運動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8.10.9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8.11.6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8.11.20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8.12.3 

樂齡核心課程-吃出健康新主張與飲食小常識 

  

講師：許梅音—城北社區 108.8.14 講師：許梅音—沙港社區 10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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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許梅音-湖東社區 108.9.4 講師：許梅音—成功社區 108.11.12 

樂齡核心課程-改善睡眠品質身體好 

  

講師：施慧欣—西溪社區 108.5.29 講師：施慧欣—北寮社區 108.7.4 

  

講師：施慧欣-湖東社區 108.9.4 講師：施慧欣—成功社區 10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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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淺談老年疾病與失智症認識 

  

講師：施慧欣—北寮社區 108.7.4 講師：施慧欣—白坑社區 108.8.7 

  

講師：施慧欣-城北社區 108.11.12 講師：施慧欣—潭邊社區 108.11.22 

樂齡核心課程-活化記憶力作伙來玩桌遊 

  

講師：呂啟民—鼎灣社區 108.7.25 講師：呂啟民—鼎灣社區 10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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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呂啟民-北寮社區 108.8.8 講師：呂啟民—西溪社區 108.8.13 

樂齡核心課程-樂齡好生活～魔術與造型氣球 DIY 

  

講師：陳秉虔—太武社區 108.10.15 講師：陳秉虔—東石社區 108.10.18 

  

講師：陳秉虔-潭邊社區 108.11.22 講師：陳秉虔—湖西社區 10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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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文字藝術～書法班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8.5.19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8.5.23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8.6.20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8.7.4 

樂齡核心課程-銀髮旅遊樂漫遊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10.25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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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11.27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11.27 

樂齡核心課程-樂在美學～美學新體驗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8.10.25 講師：趙桂妃—樂齡本部 108.11.13 

  

講師：趙桂妃-樂齡本部 108.11.13 講師：趙桂妃—樂齡本部 10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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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樂齡好厝邊～生活安排與設計 

  

講師：鄭美珠—成功社區 108.10.18 講師：鄭美珠—東石社區 108.10.18 

  

講師：鄭美珠-東石社區 108.10.18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11.16 

樂齡核心課程-生活美學～玩貝藝 

  

講師：黃柏齊—菓葉社區 108.6.25 講師：黃柏齊—城北社區 1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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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黃柏齊-北寮社區 108.10.9 講師：黃柏齊—湖東社區 108.10.25 

樂齡核心課程-海漂都是寶～創意海漂流木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8.8.2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8.8.9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8.8.16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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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愛龜環保手繪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8.7.1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8.7.11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8.7.18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8.8.1 

樂齡核心課程-創意好神奇～澎湖文創商品 

  

講師：李芊蒔—太武社區 108.10.15 講師：李芊蒔—沙港社區 1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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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李芊蒔-潭邊社區 108.10.22 講師：李芊蒔—南寮社區 108.11.2 

樂齡核心課程-菊島油畫創作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5.15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5.22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6.5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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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居家縫紉～舊衣大改造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8.7.17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8.7.24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8.8.14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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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範中心 109年度樂齡學習社團介紹： 

透過澎湖傳統文化與技藝傳承的方向來發想，安排八音與鑼鼓 課程，期待

以貼近生活有趣方式來操作，引領樂齡長者來學習。 

八音社團 

  

講師：洪文水—紅羅社區 108.5.22 講師：洪文水—紅羅社區 108.7.3 

  

講師：林忠雄-紅羅社區 108.7.24 講師：林忠雄—紅羅社區 10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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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鼓社團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8.5.23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8.6.20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8.7.18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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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示範中心 109年度貢獻服務活動介紹： 

（一）安排增能課程，期待經由學習達到改變與增能，提升自主學習。 

（二）運用樂齡中心學員組成志工團隊，規劃手作課程並於課程後，進入

校園帶領孩子進行手作，以代間學習方式，增加世代互動。 

樂齡核心課程-樂齡志工手作坊 

  

講師：許玉英—林投社區 108.5.9 講師：蔡月滿—湖西社區 108.5.29 

  

講師：蔡月滿-鼎灣社區 108.9.19 講師：蔡曜任—西溪社區 108.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