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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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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中心遷移至新場址，打造湖西好鄉樂

齡生活。 

中心目標以：1.促進樂齡長者健康、自主、快樂學習。2.多元結合～終身學

習的好所在。3.樂而忘齡、促進活躍老化。4.結合社會資源。 

藉由課程規劃以「快樂學習、樂而忘齡」為主軸來提供長者學習，引導學

員樂意主動參與，讓樂齡長者在參與過程中與其他學員互動交流，提昇相關生

活常識及技能，結交新朋友，拓展視野，經由不斷的學習、關懷、分享，讓生

活豐盛、健康樂活過每一天，讓樂齡長者身心靈及生活品質有正面效益，同時

也可以達到樂齡教育及終生學習之目的，體驗不一樣的人生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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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範中心 110年最值得推薦之特色： 

（一）樂齡核心課程： 

1. 針對核心課程提供樂齡長者更多元化運動、健康促進、預防及延緩失能

照護…等課程，讓樂齡長者身心更健康。  

2. 同時在課程安排手機智慧生活、生活美學走讀、在地文化旅遊資

源導覽，提供更多元議題豐富的課程，打造安可人生，享受樂活

退休生活。  

（二）自主規劃課程： 

在自主規劃課程中融入在地資源與產業課程規劃，持續深入社區地方營造

當地特色與亮點，發展深度在地特色課程。 

樂齡核心課程-交通安全停看聽 

  

講師：呂銀櫃-湖西社區 109.06.10 講師：陳佳美-南寮社區 109.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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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陳佳美-中西社區 109.07.23 講師：洪秀玲-潭邊社區 109.07.28 

樂齡核心課程-居家安全知多少與急救處置 

  

講師：蔡曜任-菓葉社區 109.10.19 講師：蔡曜任-中西社區 109.10.19 

  

講師：蔡曜任-沙港社區 109.11.19 講師：蔡曜任-尖山社區 10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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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藥物安全報你知 

  

講師：顏美玲-尖山社區 109.08.08 講師：顏美玲-白坑社區 109.11.08 

  

講師：顏美玲-菓葉社區 109.11.10 講師：顏美玲-青螺社區 109.11.12 

樂齡核心課程-樂活愛運動 

  

講師：陳偉澄-湖西社區 109.06.10 講師：陳偉澄-許家社區 10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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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陳偉澄-龍門社區 109.08.31 講師：陳偉澄-青螺社區 109.08.31 

樂齡核心課程-健康飲食促進 

  

講師：許梅音-林投社區 109.07.29 講師：許梅音-隘門社區 109.08.19 

  

講師：許梅音-紅羅社區 109.09.04 講師：許梅音-湖東社區 10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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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保健健康一點通 

  

講師：施慧欣-沙港社區 109.08.20 講師：施慧欣-北寮社區 109.11.10 

  

講師：施慧欣-紅羅社區 109.11.23 講師：施慧欣-湖東社區 109.11.24 

樂齡核心課程-歡樂打擊樂 

  

講師：陳秉虔-城北社區 109.06.22 講師：陳秉虔-鼎灣社區 1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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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陳秉虔-白坑社區 109.07.24 講師：陳秉虔-紅羅社區 109.09.04 

樂齡核心課程-作伙玩桌遊 

  

講師：呂啟民-鼎灣社區 109.08.20 講師：呂啟民-城北社區 109.08.24 

  

講師：呂啟民-湖東社區 109.12.04 講師：呂啟民-青螺社區 1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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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樂齡好樂 

  

講師：陳秉虔-潭邊社區 109.10.26 講師：陳秉虔-尖山社區 109.10.27 

  

講師：陳秉虔-北寮社區 109.12.10 講師：陳秉虔-成功社區 109.12.15 

樂齡核心課程-樂齡 ABC 

  

講師：游千慧-城北社區 109.10.29 講師：游千慧-湖東社區 10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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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游千慧-北寮社區 109.12.10 講師：游千慧-成功社區 109.12.15 

樂齡核心課程-生命繪本製作 

  

講師：黃豐美-隘門社區 109.08.19 講師：黃豐美-潭邊社區 109.08.19 

  

樂齡核心課程-樂齡學習不停歇～書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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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9.06.04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9.06.11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9.07.02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9.08.06 

樂齡核心課程-樂齡 FUN心玩～粉彩班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9.05.08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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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9.05.22 講師：黃長榮-樂齡本部 109.06.12 

樂齡核心課程-家人相處樂開懷～油畫小品班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9.05.13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9.06.03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9.06.10 講師：鄭美珠-樂齡本部 1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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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生活美學～走讀圖書館 

  
講師：林春滿-湖西圖書館109.05.18 

(財源滾滾串珠吊飾製作) 
講師：林春滿-湖西圖書館 109.05.21 

  
講師：林春滿—湖西圖書館 109.05.27 

(金瓜粿製作) 
講師：林春滿-湖西圖書館 109.05.27 

樂齡核心課程-防疫大作戰 

  
講師：蔡月滿-尖山社區 109.08.08 

(防蚊膏製作) 

講師：蔡月滿-中西社區 109.09.09 

(艾草香椎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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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蔡月滿-西溪社區 109.11.27 

(護膚乳製作) 

講師：蔡月滿-太武社區 109.12.05 

(液體家事皂製作) 

樂齡核心課程-快樂銀髮～旅遊學習(漫畫創作)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9.07.14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9.07.21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9.08.28 講師：陳秉鏄-樂齡本部 10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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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經絡養身保健 

  

講師：許睿雯-菓葉社區 109.10.27 講師：許睿雯-隘門社區 109.11.20 

  

講師：許睿雯-湖東社區 109.11.17 講師：許睿雯-西溪社區 109.11.30 

樂齡核心課程-E化樂齡好生活 

  

講師：辛天澤-紅羅社區 109.12.02 講師：辛天澤-西溪社區 10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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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辛天澤-湖東社區 109.12.07 講師：辛天澤-城北社區 109.12.08 

樂齡核心課程-手機一點通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11.23 講師：辛天澤-紅羅社區 109.12.02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12.04 講師：辛天澤-潭邊社區 10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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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核心課程-迎接高齡化社會～我們來接招 

  

講師：黃豐美-沙港社區 109.11.27 講師：黃豐美-西溪社區 109.11.27 

  

講師：黃豐美-北寮社區 109.11.30 講師：黃豐美-潭邊社區 109.12.08 

樂齡核心課程-性別萬花筒 

  

講師：黃豐美-西溪社區 109.11.30 講師：黃豐美-湖東社區 10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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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黃豐美-城北社區 109.12.08 講師：黃豐美-隘門社區 109.12.18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幸福原味～社區劇坊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6.09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7.07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7.14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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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自主規劃課程-技藝傳承～木工 

  

講師：洪振坤-龍門社區 109.07.10 講師：洪振坤-紅羅社區 109.07.13 

  

講師：洪振坤-紅羅社區 109.08.10 講師：洪振坤-西溪社區 109.11.23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創藝手作坊 

  
講師：林春滿-北寮社區 109.07.08 

(芋圓與地瓜圓製作) 

講師：蔡月滿-北寮社區 109.08.13 

(蘆薈乾洗手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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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蔡秀琴-北寮社區 109.09.23 

(魚鑰匙圈製作) 

講師：蔡秀琴-北寮社區 109.10.29 

(浮球盆栽彩繪)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風茹傳香 

  
講師：歐陽瑋蔓-白坑社區 109.08.16 

(風茹雞腿) 

講師：歐陽瑋蔓-白坑社區 109.08.21 

(風茹鹹湯圓) 

  
講師：歐陽瑋蔓-白坑社區 109.10.30 

(風茹土魠魚麵) 

講師：歐陽瑋蔓-白坑社區 109.11.08 

(風茹八寶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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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自主規劃課程-手作烘焙坊 

  
講師：林春滿-城北社區 109.06.05 

(海菜花枝酥) 

講師：林春滿-城北社區 109.06.19 

(黑糖燕麥與蔓越莓餅乾) 

  
講師：林春滿-城北社區 109.09.23 

(養生堅果饅頭) 

講師：林春滿-城北社區 109.09.30 

(鳳梨酥)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生活手創班 

  
講師：蔡月滿-鼎灣社區 109.05.30 

(菊花酥) 

講師：蔡月滿-鼎灣社區 109.06.03 

(艾草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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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蔡月滿-鼎灣社區 109.06.24 

(山珍海味司康) 

講師：蔡月滿-鼎灣社區 109.08.12 

(麻糬)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烏克麗麗班 

  

講師：陳秉虔-樂齡本部 109.06.22 講師：陳秉虔-樂齡本部 109.07.13 

  

講師：陳秉虔-樂齡本部 109.08.10 講師：陳秉虔-樂齡本部 109.08.31 



- 22 -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樂齡有氧班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9.05.06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9.05.20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9.06.24 講師：謝玉玲-湖西社區 109.07.01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樂齡街舞社 

  

講師：黃敬倫-鼎灣社區 109.06.15 講師：黃敬倫-鼎灣社區 10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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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黃敬倫-鼎灣社區 109.08.17 講師：黃敬倫-鼎灣社區 109.08.22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居家縫紉班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9.08.19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9.09.16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9.09.23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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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範中心 110年樂齡學習社團 

澎湖傳統鑼鼓的樂曲，保留傳統鼓樂與傳承地方文化宮廟樂曲是澎湖經典

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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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齡自主規劃課程-在地文化傳承～鑼鼓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5.07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6.11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7.16 講師：辛天澤-湖西社區 10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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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自主規劃課程-傳統藝術培訓～八音 

  

講師：洪文水-紅羅社區 109.06.03 講師：洪文水-紅羅社區 109.06.17 

  

講師：洪文水-紅羅社區 109.07.01 講師：洪文水-紅羅社區 109.07.29 

四、示範中心 110年貢獻服務活動 

（一）樂齡志工成長： 

1. 樂齡中心業務介紹、如何行銷宣傳樂齡學習 

2. 提供志工知能課程，累積服務能量，提升服務成效。 

（二）樂齡關懷服務： 

1. 運用樂齡中心學員，規劃寫春聯贈送活動。 

2. 製作布衛生棉送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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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社團活動烘焙或是手作課程製作產品關懷訪視弱勢家庭。 

（三）樂齡行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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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服務課程-樂齡成長再出發 

  

講師：許玉英-林投社區 109.07.29 講師：林春滿-青螺社區 109.09.18 

  

講師：蔡月滿-中西社區 109.10.19 講師：蔡月滿-東石社區 109.12.10 



- 27 - 

 

  

講師：蔡月滿-湖西社區 109.05.20 

(隨手皂製作) 

講師：蔡秀琴-西溪社區 109.06.12 

(浮球彩繪) 

  

講師：洪振坤-龍門社區 109.07.10 

(木工傳藝～魯班鎖製作) 
講師：楊馥慈-西溪社區 1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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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服務課程-樂齡關懷服務 

  

講師：蔡月滿-湖西社區 109.05.24 

(隨手皂製作) 

講師：蔡月滿-菓葉社區 109.06.20 

(艾草香椎製作) 

  

講師：李傳續-樂齡本部 109.08.20 
講師：李冠瑩-樂齡本部 109.12.18 

(布衛生棉縫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