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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樂齡教育輔導團

依據教育部設置樂齡學習中心實施要點第九點規定設立

任務：
1.研訂年度輔導計畫 4.召開聯繫會報
2.辦理樂齡相關活動 5.輔導各樂齡中心
3.輔導訪視 6.其他

本輔導團置委員九人，由本府邀集督學(含聘任榮譽課
程督學之退休校長)七人、專家學者二人組成之。

本輔導團得請業務單位召募退休公教人員，施以樂齡教
育志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進階研習等課程，聘為樂
齡志工，分組辦理訪視及各項相關工作，以襄助本輔導
團輔導業務。

•



雲林縣樂齡教育黃金輔導團成立

黃金再造銀髮志工培訓
（97/09/25 ～97/12/11共 45 節）

黃金輔導團成立（98/01/01）

97年度全國104所樂齡學習資源中心
雲林縣6所

98年度全國202所樂齡學習中心
雲林縣10所



黃金輔導團逐年成長

多方招募展開運作

99年度全國209所樂齡學習中心
雲林縣12所

101年度全國217個鄉鎮市區
225所樂齡學習中心

雲林縣12所



黃金輔導團設置概況

團員依輔導區域分成四組

負責樂齡學習中心之聯繫協調與輔導諮

詢等工作

每位團員需認養一所樂齡學習中心加強

聯繫協調



雲林縣各鄉鎮市65歲人口比例

鄉鎮市 總人口 65歲 ↑ 比例 鄉鎮市 總人口 65歲 ↑ 比例

斗六市 107,698 12,125 11.3% 二崙鄉 29,073 5,599 19.3%
斗南鎮 45,546 6,678 14.3% 崙背鄉 26,591 4,475 16.8%
虎尾鎮 70,391 9,037 12.8% 麥寮鄉 40,942 4,314 10.5%
西螺鎮 47,798 7,188 15.0% 東勢鄉 16,109 3,015 18.7%
土庫鎮 29,995 5,036 16.8% 褒忠鄉 13,876 2,353 17.0%
北港鎮 42,279 6,772 16.0% 台西鄉 25,111 4,449 17.7%
古坑鄉 33,279 5,970 17.9% 元長鄉 28,011 5,755 20.5%
大埤鄉 20,600 3,632 17.6% 四湖鄉 25,903 5,095 19.7%
莿桐鄉 29,946 4,435 14.8% 水林鄉 27,852 6,096 21.9%
林內鄉 19,357 2,924 15.1% 口湖鄉 29,627 4,982 16.8%
總計 711,000 109,930 15.5%

（全國第二高齡縣市） 截至101年11月止



雲林縣樂齡學習中心分布圖



雲林縣各樂齡中心近兩年評鑑成績

序號
成立年

度
承辦單位 中心名稱 99 100

1 97 雲林縣水碓社區發展協會 古坑鄉第一樂齡 甲 甲

2 98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土庫鎮第一樂齡 乙 優

3 97 四湖鄉公所 四湖鄉第一樂齡 乙 甲

4 98 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虎尾鎮第一樂齡 乙 甲

5 97 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 崙背鄉第一樂齡 乙

6 99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古坑鄉第二樂齡 優

7 99 雲林縣台西鄉尚德國小 台西鄉第一樂齡 優

8 99 雲林縣水林鄉公所 水林鄉第一樂齡 優

9 99 崙背鄉公所 崙背鄉第二樂齡 甲

10 101 斗六市公所 斗六市第一樂齡

11 101 林內鄉公所 林內鄉第一樂齡

12 101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小 斗南鎮第一樂齡

100年度評鑑全國優等37所，雲林縣有4所。



學員及志工人數明細表

序位 申請單位 中心名稱 成立年度 學員數 志工數

1 古坑鄉公所 古坑第二樂齡 99 329 39

2 台西尚德國小 台西第一樂齡 99 50 25

3 土庫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土庫第一樂齡 98 246 73

4 水林鄉公所 水林第一樂齡 99 60 25

5 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會 虎尾第一樂齡 98 118 34

6 崙背鄉老人會 崙背第一樂齡 97 160 60

7 四湖鄉公所 四湖第一樂齡 97 180 50

8 水碓社區發展協會 古坑第一樂齡 97 117 90

9 崙背鄉公所 崙背第二樂齡 100(101) 40 20

10 斗六市公所 斗六第一樂齡 100(101) 53 26

11 林內鄉公所 林內第一樂齡 100(101) 94 8

12 雲林縣斗南國小 斗南第一樂齡 100(101) 55 36

合 計 1502 486



黃金輔導團之任務

秉承雲林縣樂齡教育輔導團之命執行各
項任務
協助家庭教育中心推動各樂齡學習中心
之設置事宜
協助家庭教育中心有效推展各樂齡學習
中心之工作
進行對各樂齡學習中心之訪視輔導工作
彙整訪視輔導情形提供各樂齡學習中心
觀摩參考



黃金輔導團分組輔導工作分配表

組別 中心名稱 輔導志工

一

古坑第一樂齡 鄭淑琴、葉素如、許火土、李蘭香、朱惠荷

斗六第一樂齡 鄭淑琴、葉素如、許火土、李蘭香、朱惠荷

林內第一樂齡 林久華、林虹伶、洪雪娥、林淑玲

古坑第二樂齡 林久華、林虹伶、洪雪娥、林淑玲

二

土庫第一樂齡 林美珍、林文理、蔡秀麗

虎尾第一樂齡 蔡輝雄、柯壽雄

斗南第一樂齡 陳智惠、張淑貞、林國振

三
崙背第一樂齡 林瑞明、陳瓊美、蘇新科

崙背第二樂齡 林瑞明、廖顯能、周義超

四

四湖第一樂齡 楊家慶、李瓊玲、蔡國亮

台西第一樂齡 蔡西淮、蔡國亮

水林第一樂齡 楊素蓮、蘇啟芳、蔡西淮



101年訪視輔導期程暨出席委員名單

日期 訪視中心 時間 參與委員

10月1日

古坑鄉第一樂齡中心 8:30－9:50
胡夢鯨、林久華、吳仁景、
蔡西淮、林瑞明

古坑鄉第二樂齡中心 10:10－11:30

斗南鎮第一樂齡中心 14:00－15:20

10月2日

林內鄉第一樂齡中心 8:30－9:50
林久華、林瑞明、吳仁景、
蔡西淮、沈武吉

斗六市第一樂齡中心 10:10－11:30

虎尾鎮第一樂齡中心 14:00－15:20

10月3日

土庫鎮第一樂齡中心 8:30－9:50
蔡國亮、林久華、蔡西淮、
吳仁景、林瑞明

崙背鄉第一樂齡中心 10:10－11:30

崙背鄉第二樂齡中心 14:00－15:20

10月4日

台西鄉第一樂齡中心 8:30－9:50
魏惠娟、蔡國亮、蔡西淮、
吳仁景、吳璋信

四湖鄉第二樂齡中心 10:10－11:30

水林鄉第一樂齡中心 14:00－15:20

協助人員：蘇新科、陳瓊美 承辦人員：劉錦諺



黃金輔導團謹守熱誠服務原則

 激勵角色

 橋樑角色

 診斷角色

 夥伴角色 樂齡聯繫會報

讀這國立ㄋ.



教育部第二屆銀髮教育志工獎

蔡西淮
擔任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委員、樂齡學習中心訪視輔導委
員，績效卓著。

林久華
擔任黃金服務組召集人、樂齡學習中心訪視輔導委員，
協助推動雲林縣老人教育工作。

蘇啟芳
擔任樂齡學習中心訪視輔導委員，協助各樂齡學習中心
推動老人教育工作。



黃金輔導團團員擔任樂齡講師

 蔡西淮 榮獲路老師教學創意奬

老人交通安全、終身學習、祖孫代間互動

 蘇新科 老人交通安全、生活科技、高齡化的趨勢

 陳瓊美 老人交通安全、老人心理（宅配模式）

 蔡國亮 榮獲路老師教學創意奬

老人交通安全、老人心理、健康老化

 林文理 高齡社會的趨勢、拼布教學

 林久華 家庭人際關係、健康老化

 廖顯能 民謠教唱

 楊嘉慶 高齡心理、台灣俚語

 林美珍 終身學習之重要性



雲林縣樂齡學習中心發展地方特色

虎尾/布袋戲

四湖/武術舞蹈

斗南/絲瓜偶製作

台西/摺紙藝術

古坑二/咖啡大學

古坑一/竹編藝術

崙背一/紹安客美食

水林/舞獅 土庫/黃金花鼓陣



101年度全國祖父母節
祖孫嘉年華活動樂齡變裝秀

台西鄉第一樂齡中心〈尚德國小〉

榮獲樂齡變裝秀全國第一



第一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A  類

卓越領導獎〈15－2〉
台西鄉尚德國民小學 /吳育新

土庫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張 弘

Ｂ 類
志工奉獻獎 〈15－1〉
水林鄉公所/張美秀

Ｄ 類
學習團體傑出帶領獎〈15－1〉
古坑鄉第一樂齡學習中心/張美玲

四大類60個獎項 雲林縣四人獲奨



雲林縣101年度祖父母節
祖孫情深信件傳情宣導園遊會

日期：101年9月2日

地點：古坑鄉綠色隧道

內容：各樂齡中心表演、親子闖關

活動剪輯
【祖孫情深，信件傳情】

（請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NHQ42fTBoeg）

 100年雲林縣祖父母節活動【祖孫互動展
真情，樂齡健康動一動】



101年度雲林縣樂齡學習中心聯合
成果展暨模範志工學員表揚活動

日期：101年10月27日

地點：斗南鎮第一樂齡學習中心（斗南國小）

內容：各樂齡中心成果展、模範志工學員表揚

雲林新聞網報導（請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K9i-

KSDB2o&list=UU5t0WiZsiPFDp87wCsF9HkQ&index=6）

雲林縣12所樂齡學習中心、500多名年長者舉辦
聯合成果展暨模範志工及學員表揚活動，阿公
阿嬤飆創意，樂齡人生更精彩。



攸關樂齡

 樂齡教育辦得好，健保德政不會倒。

 三長兩短個個怕，三長四短人人求。

 虎虎生風樂齡動，耄耋長者保安康。

 阿公阿嬤飆創意，樂齡人生更精彩。

天天樂齡！終生樂齡！全家樂齡！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謝謝大家

簡報製作：蘇新科、陳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