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辦理 100 年度全國樂齡學習中心分區聯繫研習會議計畫
壹、目的
透過分區聯繫研習會議的辦理，期望凝聚各鄉鎮市區樂齡學習中心執
行人員及志工團隊，了解本部目前推動政策，共同交流與分享推動樂
齡學習計畫時所面臨之問題與解決策略。
貳、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彰化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參、參與對象
一、99 年度教育部核定通過之各鄉鎮市區樂齡學習中心之經營團隊、志
工，每中心務必指派 2 至 3 人。
二、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負責樂齡學習中心之承辦單位科長
（主任、課長）或承辦人員。
肆、活動時間及地點：（如有變更將另行公告與 E-mail 通知）
一、活動分區及時間：分 6 區辦理，各區會議內容相同，每區會議時程
為 1 日，各區時間及地點如下：
1.北區：100 年 2 月 21 日（星期一）假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 樓第 5 會議室辦理（臺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5 號 18 樓）
。
2.中區：100 年 2 月 25 日（星期五）假彰化縣立信義國民中小學會
議廳辦理（彰化縣彰化市向陽街 168 號）
。
3.臺南區：100 年 2 月 16 日（星期三）假真理大學臺南麻豆校區行
政大樓 307 會議室辦理（臺南市麻豆區北勢里北勢寮 70-11 號）
4.高雄區：100 年 2 月 24 日（星期四）假高雄市立中正高中第 1 會
議室辦理（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路 8 號）
。
5.東區：100 年 2 月 17 日（星期四）假臺東市迦南銀髮生活福祉中
心 B1 辦理（臺東縣臺東巿寧波街 195 號）
。
6.澎湖區：100 年 2 月 15 日（星期二）假澎湖縣政府第 1 會議室辦
理（澎湖縣馬公市治平路 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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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縣市政府及樂齡學習中心參加區域如下：
1.北區：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宜蘭縣、金門縣（59 個樂齡學習中心）。
2.中區：苗栗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43 個樂齡學習中心）
。
3.臺南區：雲林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55 個樂齡學習中心）
。
4.高雄區：高雄市、屏東縣（39 個樂齡學習中心）
。
5.東區：花蓮縣、臺東縣（10 個樂齡學習中心）。
6.澎湖區：澎湖縣（4 個樂齡學習中心）
。
伍、上述出席人員之差旅費由本部補助各縣市政府相關經費中核實支用，
並請以公（差）假登記，全程出席者，本部核發 8 小時教師研習時數
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
陸、未出席之樂齡學習中心及單位，或未全程參與者，將列為本年度評鑑
各中心績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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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聯繫交流會議議程（澎湖區）
：
時間

課程

08:30~09:00

（報到）

主講人/ 負責單位
各協辦單位

09:00~09:30

●開幕致詞
●政策說明：
1.教育部老人教育推動政策
2.教育部推動祖父母節政策

本部社教司柯司長正峯、楊專門委員修
安

09:30~11:30

老人的心理行為模式與學習需求

玄奘大學黃富順講座教授

11:30~12:30

樂齡學習中心經營方式說明（含組
織運作、志工培訓及運用、社區經
營與資源）
【一】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14:30~15:00
15:00~15:50

國立中正大學胡夢鯨教授

各協辦單位

樂齡學習中心經營方式說明（含組
織運作、志工培訓及運用、社區經
營與資源）
【二】
教育部樂齡學習網成果填報及活動
宣傳網路填報系統說明
多元化的樂齡學習推動
1.99 年優等樂齡學習中心實務分享
2.縣市政府輔導樂齡中心實務分享

國立中正大學胡夢鯨教授

黑快馬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政府
花蓮縣壽豐鄉樂齡學習中心

15:50~16:40

行銷宣傳與社會資源連結實例分享

國立中正大學陳雪珠老師

16:40~17:10

生命關懷－老人交通安全之推動

交通部

17:10~17:40

●綜合座談 Q & A
1.經費及設備運用之說明
2.祖父母節配合事項補充說明

本部社教司代表

17: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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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聯繫交流會議議程（北區、臺南區、高雄區）：
時間

課程

08:30~09:00

（報到）

主講人/ 負責單位
各協辦單位

09:00~09:30

●開幕致詞
●政策說明：
1.教育部老人教育推動政策
2.教育部推動祖父母節政策

09:30~11:30

老人的心理行為模式與學習需求

11:30~12:00

教育部樂齡學習網成果填報及活動宣
黑快馬股份有限公司
傳網路填報系統說明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樂齡學習中心經營方式說明（含組織運
北 區：國立中正大學魏惠娟教授
作、志工培訓及運用、社區經營與資源）
臺南區：國立中正大學陳雪珠老師
高雄區：國立中正大學胡夢鯨教授

本部社教司柯司長正峯、楊專門委員修安

玄奘大學黃富順講座教授

各協辦單位

北區：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南區樂齡學習中心
臺南區：桃園縣政府
嘉義縣水上鄉樂齡學習中心
高雄區：屏東縣政府
新北市土城區樂齡學習中心

15:00~15:50

多元化的樂齡學習推動
1.99 年優等樂齡學習中心實務分享
2.縣市政府輔導樂齡中心實務分享

15:50~16:40

行銷宣傳與社會資源連結實例分享

臺南區：國立中正大學陳雪珠老師
北區、高雄區：本部新聞組同仁

16:40~17:10

生命關懷－老人交通安全之推動

交通部

17:10~17:40

●綜合座談 Q & A
1.經費及設備運用之說明
2.祖父母節配合事項補充說明

本部社教司代表

17: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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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聯繫交流會議議程（東區）：
時間

課程

08:30~09:00

（報到）

主講人/ 負責單位
各協辦單位

●開幕致詞
09:00~09:30

●政策說明：

本部社教司柯司長正峯、楊專門委

1.教育部老人教育推動政策

員修安

2.教育部推動祖父母節政策
樂齡學習中心經營方式說明（含組織
09:30~11:30

運作、志工培訓及運用、社區經營與 國立臺東大學陳嘉彌教授
資源）

11:30~12:00

教育部樂齡學習網成果填報及活動
宣傳網路填報系統說明

黑快馬股份有限公司

12:00~13:00

（午餐）

各協辦單位

13:00~13:50

行銷宣傳與社會資源連結實例分享

本部新聞組同仁

13:50~15:50

高齡學習需求與因應策略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楊國德教授

多元化的樂齡學習推動

東區：嘉義縣政府

15:50~16:40

1.99 年優等樂齡學習中心實務分享

屏東縣麟洛鄉樂齡學習中心

2.縣市政府輔導樂齡中心實務分享
16:40~17:10

生命關懷－老人交通安全之推動

交通部

●綜合座談 Q & A
17:10~17:40

1.經費及設備運用之說明

本部社教司代表

2.祖父母節配合事項補充說明
17:4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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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聯繫交流會議議程（中區）：
時間

課程

08:30~09:00

（報到）

主講人/ 負責單位
各協辦單位

09:00~09:30

●開幕致詞
●政策說明：
1.教育部老人教育推動政策
2.教育部推動祖父母節政策

09:30~11:30

老人的心理行為模式與學習需求

11:30~12:00

教育部樂齡學習網成果填報及活動宣
黑快馬股份有限公司
傳網路填報系統說明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本部社教司柯司長正峯、楊專門委員修安

各協辦單位

樂齡學習中心經營方式說明（含組織運
作、志工培訓及運用、社區經營與資源）

15:00~15:50

多元化的樂齡學習推動
1.99 年優等樂齡學習中心實務分享
2.縣市政府輔導樂齡中心實務分享

15:50~16:20

生命關懷－老人交通安全之推動

16:20~17:10

行銷宣傳與社會資源連結實例分享

17:10~17:40

●綜合座談 Q & A
1.經費及設備運用之說明
2.祖父母節配合事項補充說明

17:40

玄奘大學黃富順講座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魏惠娟教授

北區：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南區樂齡學習中心
中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麻豆區樂齡學習中心
臺南區：桃園縣政府
嘉義縣水上鄉樂齡學習中心
高雄區：屏東縣政府
新北市土城區樂齡學習中心
交通部
國立中正大學陳雪珠老師

本部社教司代表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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