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設置樂齡學習中心實施要點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邁向高齡社會老人教育政策

白皮書執行策略，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標： 

（一） 提供中高齡者學習機會，促進其身心健康。 

（二） 研發樂齡教材、教案、課程設計，提昇教學內容與品質之

廣度及深度。 

（三） 培植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志工，深耕社區中高齡教育工

作。 

（四） 開發多元學習方式，增進中高齡者社會參與及終身學習。 

（五） 結合社會資源，共同營造無年齡歧視之社區學習文化。 

三、補助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補助條件： 

（一） 九十八年度已設置之樂齡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樂齡中

心），得提案申請續辦。本部視執行成效評鑑為優、甲、

乙、丙之等第，作為補助參考。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審酌所屬單位（例如學校、圖書

館或鄉鎮市公所等）執行能力及績效成立新樂齡中心，其

申請條件如下： 

1.一樓或有電梯可抵達之教室或空間，具備良好通風及充足 

  光線，布置成適合老人學習及聚會之空間。 

2.有適當經營團隊及師資。 

3.具備可提供老人研習之桌椅設備。 

（三） 現有之社區終身學習中心（包括高齡學習中心與社區玩具

工坊）及社區樂齡班轉型成為樂齡中心申請續辦者，應依

本要點規定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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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理方式： 

（一） 參與對象：以五十五歲以上之中高齡人士為原則。 

（二） 實施原則： 

1.開設課程及辦理活動以日間為原則。 

2.每年開課總時數以一百九十二小時（每週約四小時）至五百七

十六小時（每週約十二小時）為原則，每節課程之學員人數不

得低於二十人。但偏遠或離島地區辦理單位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同意者，十人即得開課。 
3.課程實施方式除邀請專業講師開班授課外，得由資深學員採活

動帶領、休閒旅遊等自發性方式進行。 

（三） 授課講師應具備該授課內容之素養，並參與培訓；其得由儲

備教師及退休教師擔任之。 

（四） 得召募及培訓社區人士組成志工隊，協助企劃、宣導及文書

事務等。 

（五） 規劃之學習內涵如下： 

    1.基礎生活課程：包括高齡社會趨勢、終身學習之重要性、退

休準備教育、健康老化、高齡心理、經濟安全、家庭關係、

祖孫代間教育、用藥安全知識、生活科技、財務管理、法律

知識、生命教育、消費保護及老人交通安全教育等。 

2.興趣特色課程：包括資訊科技、藝術教育、養生運動、觀摩休

閒、當地文化歷史或產業等。 

3.貢獻影響課程：包括基礎志工課程、高齡者之學習特質與活力

老化策略、如何推動高齡學習方案、中高齡人力運用、如何經

營自主學習團體及玩具工坊課程等。 

4.樂齡中心除前三目所規定之課程外，得依當地特色及實際需要

提出創新課程，例如宅配模式。 

    5.每位學員至少應參與二十小時基礎生活課程。 

6.教材：以本部研發之相關教材為優先考量。 

（六）後續發展：各樂齡中心應鼓勵學員於學習階段完畢後，自組學

習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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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空間運作方式：樂齡中心除開課空間外，應安排志工值班。 

六、中心任務： 

（一）經營團隊及志工團隊應參加本部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辦理之培訓。 

（二）依本要點規定及樂齡學習中心工作手冊之內容，辦理社區樂齡

教育、行銷宣傳、檔案管理等。 

七、補助項目基準︰ 

（一）補助項目基準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各申請單位以補助經費新臺幣十五萬元至四十五萬元

為原則，由本部以評鑑等第作為計畫經費審查依據。 

（二）本補助款依本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理原則

規定辦理。直轄市最高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各縣

（市）政府得全額補助。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編列辦理樂齡志工培訓、觀摩及訪

視之經費，並得視需要併同向本部提報申請專業研習、研編

教材及志工培訓等相關費用。 

（四）各樂齡中心得合理酌收報名費用或結合相關資源辦理。 

（五）樂齡中心應優先以原有之設備執行本計畫；其有實際需要者，

得申請強化照明設備、購置適合中老年人閱讀之書報及空間

整修（例如止滑、安全措施及桌椅）等。上述資本門經費，

得併同計畫提出申請。 

八、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申請單位應備妥書面資料，於公告時間截止前，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二）初審：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申請單位所提計畫之妥適

性、經費需求及辦理期程等，邀請老人教育相關學者專家進

行初審，並將初審結果報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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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審：由本部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複審小組進行書面審

查，並得視情況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簡報。 

九、經費核銷程序︰ 

（一）計畫經費核定後，採一次撥付方式為原則。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規定，辦理請款結報事宜。 

十、輔導及督導︰ 

（一）本部得成立中央輔導團推動相關業務，其組織任務，由本部   

召開相關會議另定之。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邀集督學、學者專家成立地方輔導

團，或應用現有之相關教育輔導團辦理，其任務如下： 

  1.辦理該直轄市、縣（市）政府樂齡志工、講師培訓、交流觀

摩及自主學習社團經營活動。 

2.訪視輔導及評鑑該直轄市、縣（市）政府樂齡中心。 

3.每年至少召開二次該直轄市、縣（市）政府樂齡中心聯繫會

報。 

十一、後續督導：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月提報執行成果，各樂齡中心課

程表應於執行前，於本部網站公告，以利本部成效追蹤考核。 

（二） 計畫之經費應專款專用，不得挪用；所送計畫如有變更，應

於實施前函送變更計畫，經本部核准後始得實施。 

（三） 計畫執行期間，應依本部要求提供各階段工作進度及成果等

資料；本部並得視需要，派員參與相關會議或實地訪視。 

（四） 未依本要點規定執行或未配合本部辦理查核及督導作業者，

應繳回全部補助款項，並停止申請本部相關經費。 

（五）已受本部補助設備費之民間團體所成立樂齡中心，如未能續

辦，應繳回原購置之資本門設備物品，移置其他樂齡中心續用。 

（六）本部得視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辦理情形，給予獎勵。 

 

 4



附表一：樂齡學習中心經費預估一覽表 

樂齡學習中心第 3 年計畫預估經費一覽表(下限)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數量 總計 說明 

外聘講師鐘點費 800 時 56 44,8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400 時 136 54,400  

偏遠地區講師交通費 5,000 年 1 5,000  

工作費 95 時 120 11,400 不含軍公教人員 

講義費 6,000 年 1 6,000 每份以 50 元為限 

材料費 6,000 年 1 6,000 每份以 50 元為限 

文宣費 4,000 年 1 4,000 印刷及文宣品等 

場地布置費 4,000 年 1 4,000   

場地清潔費 4,000 年 1 4,000   

公共意外責任險 4,000 年 1 4,000 不含軍公教人員 

小計 143,600   
雜支 6,400 相片沖洗及成果製作等 

經常門 

經常門小計 150,000   

       

樂齡學習中心第 3 年計畫預估經費一覽表(上限) 

經費項目 單價 單位 數量 總計 說明 

外聘講師鐘點費 800 時 168 134,400  

內聘講師鐘點費 400 時 408 163,200  

偏遠地區講師交通費 10,000 年 1 10,000 不含軍公教人員 

工作費 95 時 300 28,500  

講義費 20,000 年 1 20,000 每份以 50 元為限 

材料費 20,000 年 1 20,000 每份以 50 元為限 

文宣費 15,000 年 1 15,000 印刷及文宣品等 

場地布置費 12,000 年 1 12,000   

場地清潔費 12,000 年 1 12,000  

公共意外責任險 10,000 年 1 10,000 不含軍公教人員 

小計 425,100   
雜支 24,900 相片沖洗及成果製作等 

經常門 

經常門小計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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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講師鐘點費支用標準 

鐘點費 說明 

800 元/小時 

 

1. 具大專講師以上，且具有擬授課程相關專長資格者。 

2. 開設專業或技能類課程，須具備有技術教師證，如：電腦、健康促進等課程；高

齡教育（學習）相關課程，需具有成人教育、高齡教育、老人福利等相關學分證

明等。 

400 元/小時 1. 各承辦單位之現有教師，且具有擬授課程相關科系(或學分)資格者。 

2. 國中小儲備教師（教師證），且具有擬授課程相關科系(或學分)資格者。 

3. 技能（藝）類專長者，須有相關證照或相關資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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