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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大學的發展 

2006 
2008 

保障老人學習權 
促進成功老化 

 

2009 

13所大學 
老人短期寄宿學習 

28所大學 
樂齡學堂 

 

2010～2012 

2010年：56所 
2011年：84所 
2012年：97所 



101年訪視計畫—計畫背景 
• 100年已訪視之學校，101年不進行訪視 

•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由於招
生情形不佳，並無開班；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本學年度撤銷申請，無法進行訪視 

•本次計畫共邀請20位委員進行訪視  

•共規劃20條路線，訪視58所學校 

•訪視期程：5月9日～6月12日 

•採分區輔導方式，每所受訪學校安排2位訪
視委員 
 



訪視項目(1/3) 

•行政配套措施(八項) 

•學校辦理內容方面(五項) 

•受訪學校之辦學特色 

 

 

 

 
 



訪視項目(2/3)-行政配套措施 

 硬體設施 
 開學或結業典禮活動 
 學員證或結業證書 
 是否開設老人疾病預防等課程 
 是否辦理生命關懷課程 
 是否辦理老人交通安全教育 
 是否鼓勵成立自主學習團體 
 是否收費 
 



訪視項目(3/3)-學校辦理內容方面 

課程規劃架構 

授課方式 

專業師資 

承辦單位配合情形 

行銷宣傳 
 



行政配套措施(1/8) 

是否提供適合高齡學習者之硬體設備，如：教室設
備、專業教室、活動空間？ 

 

 
選項 是 否 

人數 111 3 

是, 97% 

否, 3% 



行政配套措施(2/8) 

是否辦理開學、結業典禮等活動？ 

 

 

 

選項 是 否 

人數 112 1 

是, 99% 

否, 1% 



行政配套措施(3/8) 

是否發給參與者學員證、結業證書？ 

 

 

 

 

選項 是 否 

人數 112 2 

是, 98% 

否, 2% 



行政配套措施(4/8) 

健康休閒課程方面，是否辦理老人疾病的預防、安
全用藥及自殺行為防範？ 

 

 
選項 是 否 

人數 110 2 

是, 98% 
否, 2% 



行政配套措施(5/8) 

在學校特色課程方面，是否辦理生命關懷？ 

 

 
選項 是 否 

人數 107 4 

是, 96% 

否, 4% 



行政配套措施(6/8) 

在生活新知課程方面，是否辦理老人交通安全教
育？ 

 

 

選項 是 否 

人數 110 2 

是, 98% 

否, 2% 



行政配套措施(7/8) 

是否鼓勵高齡者成立後續自主學習團體（社團）？ 

 

 

 

選項 是 否 

人數 72 37 

是, 66% 

否, 34% 



行政配套措施(8/8) 

是否跟學員收取費用？ 

選項 是 否 

人數 86 27 

是, 76% 

否, 24% 



樂齡大學收費-金額分布(每學期) 

• 每學期收取1000以上，少於2500之情形為普遍 

• 受訪學校均表示費用皆用於參訪、材料 

 



101年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訪視問卷 

•本問卷的施測對象為100學年度申請辦理樂
齡大學之84所樂大學員，共計回收80所樂
齡大學學員之問卷。 

•由各學校承辦單位將問卷發放給參與學員
填寫 

•本次回收問卷數總計1879份，有效問卷數
1835份，無效問卷數44份；無效問卷之界
定係指填答過於集中，或問卷中有5題以上
未填寫者。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性別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年齡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教育程度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婚姻狀況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居住狀況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健康狀況 



樂齡大學學員基本資料--經濟狀況 



樂齡大學學員每週上課天數 



樂齡大學學員每週上課時數 



對於樂齡大學的滿意度分析 

樂齡大學的辦學理念 
--將大學校園開放給高齡者 

硬體設備 
開學/結
業活動 

學員證、 
結業證書 

辦學理念 



對於樂齡大學課程滿意度分析 

健康休閒課程 

老化及 
高齡化 

學校特色 生活新知 

健康休閒 



對於樂齡大學的滿意度分析 

服務團隊 授課教師 

代間課程 課程收費 參訪課程 



參加樂大 
人生十鑽 



              第1鑽-健康 

身體健康狀況比以前更好了(4.01) 



              第2鑽-精神 

每天更加有精神(4.16) 



第3鑽-心情 

心情更加愉快(4.28) 



第4鑽-朋友 

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4.28) 



第5鑽-生活重心 

生活更有重心和目標(4.24) 



第6鑽-晚年意義 

晚年生活更有意義與價值(4.28) 



第7鑽-家人關係 

自己與家人的關係更加和諧(4.17) 



第8鑽-溝通互動 

增進我與家人的溝通、互動(4.04) 



第9鑽-公共事務 

更加關心社區的公共事務(4.04) 



運用所學，為社區盡一份心力(4.07) 

第10鑽-社區參與 



樂大 

健康 

精神 

心情 

朋友 

生活
重心 晚年

意義 

家人
關係 

溝通
互動 

公共
事務 

社區
參與 

參加樂大 
“鑽”很大 



樂齡大學共同之優點與特色 

•一、承辦單位積極熱忱 

•二、有效整合校內資源 

•三、課程安排多元有趣 

•四、促進世代互動共融 

•五、必辦課程發揮良效 

 



訪視委員發現之共同問題 
• 課程設計 
▫ 課程規劃需考慮規範性與實用性需求 
▫ 可安排講座、互動性與操作性課程 
▫ 課程安排應有系列性、連貫性 
▫ 配合學校的發展重點，強化特色課程 

• 招生問題 
▫ 招收未滿55歲的學員 
▫ 舊生比例過高（資源過度集中） 
▫ 招生人數未達20人 

• 自主學習團體的概念不清，不知如何推動 
• 代間課程 
▫ 強化代間學習互動模式的推展 
▫ 未安排代間課程或代間課程過少 
 



承辦樂齡大學之困境與突破 

• 一、經費齊頭補助，應以實際所需寬列補助項目 

• 二、未顯辦學特色，應強調與鄰近學校之差異化 

• 三、師資來源單一，應建立人才資料庫以利共享 

• 四、代間學習受限，應以多元模式進行世代交流 

• 五、自主學習推動不易，應宣導資源共享之理念 

• 六、行銷宣傳不足，應採多元管道擴展招生來源 

 



針對樂齡大學辦學方向之建議 

 • 充實承辦團隊的高齡教育專業素養 

• 整合校內資源籌組樂齡大學經營團隊 

• 積極扶植並輔導舊生成立自組學習團體 

 (詳見下一頁) 

• 成立課程規劃小組，符應學習需求，突顯辦學特
色 

 

 

 



積極扶植並輔導舊生成立自組學習團體 

 其具體的作法，包括： 

• 輔導現有之班級轉變成為自主學習團體，並培訓
帶領人，同時可增進社團成員主動學習、規劃課
程及辦理活動之知能；另可作為學員結業之後續
輔導，及協助未來課程之宣傳效果。 

• 自主性團體未來可再依興趣分化，利用高齡者的
專長相互學習及服務老人，加強社團功能。 

• 未來可朝向成立樂齡志工團體協助校務之發展，
並提供高齡者服務學習之機會。 

 



102年訪視計畫—計畫背景 

（一）辦理期程：102年5月至7月。 

（二）實施對象： 

•以101學年度承辦樂齡大學計畫之新辦學校
、從未訪視過學校及100學年度訪視有建議
事項學校為原則，抽訪22所。 

•每所受訪視學校以安排2位訪視委員為原
則。 
 

 



訪視流程 

•訪視時間：每所樂齡大學以80分鐘為原則
，訪視流程規劃如下： 

•雙向認識與介紹（5分鐘） 

•承辦學校進行簡報（20分鐘） 

•環境設施實地訪視（15分鐘） 

•座談與意見交流（30分鐘） 
▫ 參加人員：樂齡大學計畫承辦人員、學員代表
、授課教師代表 

•訪視委員提供回應與建議（10分鐘） 
 



訪視項目(1/3) 

•行政配套措施(八項) 

•學校辦理內容方面(五項) 

•受訪學校之辦學特色 

 

 

 

 
 



訪視項目(2/3)-行政配套措施 

 硬體設施 

 開學或結業典禮活動 

 學員證或結業證書 

 是否提供相關的支持服務（例如：諮詢、輔
導）？ 

 是否有按照學校特色規劃課程？ 

 是否鼓勵、輔導高齡者成立後續自主學習團體
或社團？ 

 承辦學校是否有配合經費補助？ 

 是否有跟學員收取費用？ 

 



訪視項目(3/3)-學校辦理內容方面 

課程規劃架構 

授課方式 

專業師資 

承辦單位配合情形 

行銷宣傳 
 



協助事項 
• 1.當日請各校協助接送委員事宜。 

• 2.為能掌握訪視會議的簡報時間與重點，請參看102
年訪視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訪視表，並請參考訪
視表的內容，進行簡報與相關書面資料之準備。 

• 3.訪視相關事宜的聯絡窗口，請洽詢：陳怡君小姐
（負責台南、屏東），手機：0937389242，e-
mail: clowve@yahoo.com.tw；鄭鈺靜小姐（負責新
北、苗栗、高雄、澎湖、花蓮），手機：
0970092242，e-mail：sylva002@hotmail.com；
林佳蓉小姐（負責台北、桃園、台中、彰化），手
機：0926696051，e-mail：
jamiebefaithful@gmail.com。 

 

mailto:clowve@yahoo.com.tw
mailto:sylva002@hotmail.com
mailto:jamiebefaithful@gmail.com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