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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經營與領導－教育部 102 年度樂齡總輔導團 

培訓會議實施計畫 

壹、目的 

透過交流培訓的方式，協助培訓樂齡學習中心負責人與經營團隊，彼此

觀摩學習以達激勵效果，提高樂齡學習執行的品質。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參、 培訓對象及資格 

一、 102 年教育部核定通過之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主任、負責人、主

要經營團隊代表或志工隊長，每中心 1 至 3 人出席。 

二、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高齡（或樂齡）教育業務主管科長（或主

任）及承辦人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聘請之樂齡學習輔導團

委員。 

三、 上述樂齡學習中心之出席率，將列入「102 年度教育部對各地方政府

統合視導訪視」指標。 

肆、培訓場次及人數 

一、 本次培訓共有 4 個場次：北區、中區、中南區，及南區等，每場次

培訓時程為 2 日，每一場次培訓名額約 150 人（北區可達 185 人），

依報名順序先後錄取，額滿截止。 

二、 各與會人員如屬公務人員，全程參與可登記 15 小時終身學習時數，

日後由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核發研習證書（當日未全程參與

者將不發給該證書）。 

伍、培訓內涵： 

一、培訓內容： 

樂齡學習中心經營與領導可分成五個部分： 

（一） 樂齡學習中心的基本概念：樂齡學習中心的價值與定位、樂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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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心計畫發展與實施。 

（二） 樂齡學習中心的經營整備：作業流程與組織運作、空間規劃、

資源整合、策略聯盟、志工經營等。 

（三） 樂齡學習中心經營、領導與績效管理案例分享：實務工作者分

享管理創新、行銷創新、人力資源發展、學習成效評估、學習

成果展示規劃以及績效的自我評估等。 

（四） 訪視輔導指標內涵與實施方式：分區輔導團對於樂齡中心訪視

與輔導之規劃及 Q＆A。 

（五） 樂齡學習中心課程規劃與實作 

二、培訓方式： 

    本培訓之設計採用「應用導向」的課程設計，期望研習後學員能立即

應用教育部出版之「樂齡學習系列教材」等手冊。教學方式強調多元

與互動，包括：小組研討、分組演練、主題講述等。 

陸、報名方式： 

一、 本次研習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惟北區場次因時間較為急迫，

得於現場報名參與，各場次之研習報名網址如下： 

（一） 北區：報名網址 http://ppt.cc/Y8NJ，或採當日現場報名。 

（二） 中區場次：報名網址 http://ppt.cc/Y8NJ。 

（三） 中南區、南區場次：報名網址 http://ppt.cc/RwWl。 

二、 聯絡人：國立中正大學尤貞懿專任助理；E-mail：

featherstar325@gmail.com；電話：05-2720411 轉 26108。 

三、 報名截止日期： 

（一） 北區場次：即日起報名至 102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當日止。 

（二） 中區場次：102 年 4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5：30 止。 

（三） 中南區、南區場次：102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5：30 止。 

柒、本次出席人員，請准予公（差）假登記或課務派代處理，各樂齡學習中

心人員所需交通費得核實向所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另偏遠及

離島地區，得因應實際需要申請住宿費。 

http://ppt.cc/Y8NJ
http://ppt.cc/Y8NJ
http://ppt.cc/RwWl
mailto:featherstar3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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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培訓期程： 

表 1  樂齡初階培訓時程表 

北區場次 

(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縣、宜

蘭縣、花蓮縣、金門

縣、連江縣) 

1. 研習日期：102 年 4 月 18、19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08:30~16:30 

3. 研習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五會議室 

地址：臺北市徐州路 5 號 18 樓 

4.報名網址：http://ppt.cc/Y8NJ 

中區場次 

(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市、南

投縣、彰化縣) 

1. 研習日期：102 年 4 月 25、26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08:30~16:30 

3. 研習地點：臺中市政府陽明大樓 5 樓大禮堂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 號 

4.報名網址：http://ppt.cc/Y8NJ 

中南區場次 

（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臺南市） 

1. 研習日期：102 年 5月 2、3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08:30~16:30 

3. 研習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倬章國際會議廳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 鄰大學路一段 168 號 

4.報名網址：http://ppt.cc/RwWl 

南區場次 

(高雄市、屏東縣、

澎湖縣、臺東縣) 

1. 研習日期：102 年 5 月 9、10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08:30~16:30 

3. 研習地點：屏東縣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3 樓禮堂 

地址：屏東市華正路 95 號 

4. 報名網址：http://ppt.cc/RwWl 

5. 會場位置查詢電話：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08-7370359 李小姐。 

 

 

 

 

 

http://ppt.cc/Rw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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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樂齡學習中心經營與領導培訓課程規劃表（以當天議程為主） 

第一天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9:10 報到 

09:10~10:10 

開幕及致詞 

主題一：教育部樂齡學

習政策說明 

教育部長官、國立中正大學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主講人：教育部長官 

10:10~10:30 茶敘 

10:30~12:10 
主題二：樂齡學習中心

的基本概念 

主講人： 

北區場次：張德永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區場次：賴弘基所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南區場次：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南區場次：何青蓉所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10~13:20 午餐 

13:20~15:00 
主題三：樂齡學習中心

的經營整備 
主講人：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15:00~15:20 茶敘 

15:20~16:40 

主題四：樂齡學習中心

經營、領導與績效管理

案例分享 

北區場次： 

黃玉貞主任（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婉如主任（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黃意萍主任（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中區場次： 

黃玉貞主任（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婉如主任（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中南區場次： 

黃玉貞主任（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王婉如主任（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南區場次： 

黃玉貞主任（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黃意萍主任（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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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時間 課程 主持人/主講人 

08:00~08:30 報到 

08:30~10:50 
主題五：訪視輔導指標與

內涵 
主講人：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10:50~11:00 茶敘 

11:00~12:10 
主題六： 

訪視輔導實施方式 

主講人： 

北區場次：張德永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區場次：賴弘基所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南區場次：胡夢鯨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南區場次：何青蓉所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2:10~13:30 午餐 

13:20~14:05 

主題七（一）: 

樂齡學習中心課程規劃

與實作「活躍老化」路老

師指導課程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主講人：鄭慧玲老師（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

教育研究所） 

14:05~14:50 

主題七（二）:  

樂齡學習中心課程規劃

與實作「活躍老化」樂齡

運動指導課程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北區場次、中區場次、南區場次： 

主講人：劉奕禎老師（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

休閒研究所） 

中南區場次 

主講人：李淑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

學系） 

主講人：楊惠芳副教授（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

健康休閒學系） 

14:50~15:10 茶敘 

15:10~16:30 

主題八：樂齡學習中心課

程創新策略「樂齡健康老

化方案」融入式系統規劃 

主講人：陳雪珠老師 

臺灣樂齡發展協會祕書長 

16:30~16:40 閉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