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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樂齡學習總輔導團培訓實施計畫： 
樂齡經營培訓會議 

壹、目的 
為培訓新承辦之樂齡學習中心經營團隊，對於推動樂齡學習工作之認

識，透過培訓研習交流，彼此觀摩學習，以達激勵效果，提升國內辦理樂齡

學習之品質，爰辦理本項培訓研習。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樂齡學習總輔導團) 

參、 培訓對象及資格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樂齡業務之新進同仁（基隆市、臺中市、

高雄市），請指派承辦人出席本次會議，以了解樂齡學習業務運作。 

二、 107 年承辦單位更換內部執行團隊，請樂齡學習中心主任（負責人）

及經營團隊至多 2 名出席，以利業務銜接(名單如附件 1)。   

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分區輔導團專任助理出席。 

肆、 培訓時間：107 年 9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伍、 培訓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1 樓大禮堂（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一段 179 號）。 

陸、 報名方式： 

 本次研習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報名請至「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或至線上報名系統，直接複製以下網址

即可報名(https://goo.gl/9fgYPo)。 
一、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尤貞懿專任助理。 
（二） 電話：05-2720411 轉 15721。 
（三） 電子郵件：antyu0325@gmail.com。 

二、 報名截止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07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 

https://goo.gl/9fgYPo
mailto:antyu03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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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注意事項 

一、上述參與人員請以公（差）假登記，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差旅費由原

服務單位自行支應；各樂齡學習中心出席人員交通費由教育部補助各樂

齡學習中心 107 年度工作計畫之補助款項下支應。 

三、各出席人員，如執行單位為國民中小學者，請縣（市）政府協助排代事

宜，全程參與者由國立中正大學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核發教

師、志工研習時數，合計 7 小時。 

四、本培訓研習屬增進高齡教育知能培訓，後續將納入相關評核，請鼓勵各

樂齡學習中心派員踴躍出席。 

五、因應環保，會議當天請自備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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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交通資訊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1 樓大禮堂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出席人員得選擇以下方式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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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號 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申請單位名稱 樂齡學習中心名稱 

1 
臺北市 

中山區 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2 南港區 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臺北市南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3 

新北市 

新莊區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樂齡學習中

心 

4 中和區 復興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5 新店區 安坑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

心 

6 樹林區 山佳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7 汐止區 北峰國小 新北市汐止區樂齡學習中心 

8 鶯歌區 建國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樂齡學習中心 

9 平溪區 十分國小 新北市平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10 石碇區 石碇國小 新北市石碇區樂齡學習中心 

11 新店區 新和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樂齡學習中

心 

12 三芝區 三芝國小 新北市三芝區樂齡學習中心 

13 五股區 德音國小 新北市五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14 雙溪區 雙溪國小 新北市雙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15 泰山區 明志國小 新北市泰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16 深坑區 深坑國小 新北市深坑區樂齡學習中心 

17 烏來區 烏來國小 新北市烏來區樂齡學習中心 

18 

桃園市 

大溪區 田心國小 桃園市大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19 蘆竹區 外社國小 桃園市蘆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20 復興區 羅浮國小 桃園市復興區樂齡學習中心 

21 

宜蘭縣 

壯圍鄉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國小 壯圍鄉樂齡學習中心 

22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小 羅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23 三星鄉 宜蘭縣立三星國中 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 

24 

新竹縣 

北埔鄉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社區發

展協會 
北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25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客家事務發

展協會 
尖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26 

苗栗縣 

卓蘭鎮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國小 卓蘭鎮樂齡學習中心 

27 銅鑼鄉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小 銅鑼鄉樂齡學習中心 

28 後龍鎮 苗栗縣後龍鎮同光國小 後龍鎮樂齡學習中心 

29 頭屋鄉 苗栗縣頭屋國民中學 頭屋鄉樂齡學習中心 

30 三灣鄉 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 三灣鄉樂齡學習中心 

31 頭份市 頭份國小 頭份市樂齡學習中心 

32 臺中市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 石岡區樂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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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申請單位名稱 樂齡學習中心名稱 

展協會 

33 南屯區 鎮平國小 南屯區樂齡中心 

34 霧峰區 
中華民國霧峰文化創意協

會 

霧峰區樂齡中心 

35 
彰化縣 

秀水鄉 秀水鄉公所 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36 彰化市 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 彰化市第二樂齡學習中心 

37 
雲林縣 

斗南鎮 斗南鎮斗南國小 雲林縣斗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38 四湖鄉 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雲林縣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39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幸福樂齡教育推展

協會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40 西區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嘉義

市博愛社區大學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41 

嘉義縣 

布袋鎮 布袋鎮新塭國小 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42 
中埔鄉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

人會 
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43 東石鄉 東石鄉龍崗國小 東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44 

臺南市 

西港區 後營國小 西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45 
中西區 

財團法人臺南市基督教青

年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46 北區 賢北國小 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47 仁德區 德南國小 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48 玉井區 玉井國小 玉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49 楠西區 楠西國中 楠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50 新營區 大宏社區發展協會 新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51 官田區 官田國小 官田區樂齡學習中心 

52 佳里區 信義國小 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53 白河區 竹門國小 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54 後壁區 安溪國小 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55 安南區 安南區南興國小 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56 
高雄市 

苓雅區 苓雅國中 苓雅區樂齡學習中心 

57 楠梓區 加昌國小 楠梓區樂齡學習中心 

58 

屏東縣 

內埔鄉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國小 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59 潮州鎮 屏東縣潮州鎮公所 潮州鎮樂齡學習中心 

60 
崁頂鄉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紅生活

文化促進會 
崁頂鄉樂齡學習中心 

61 澎湖縣 七美鄉 國立空中大學 七美鄉樂齡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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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議程表（培訓內容以當天議程為主） 

教育部 107 年度樂齡學習總輔導團培訓實施計畫： 
樂齡經營培訓會議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 主持人 

09:00~09:30                   報  到 

09:30~10:30 樂齡學習一步一腳印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10:40-11:20 
經營樂齡學習中心的方

法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11:20-12:00 
籌組一級棒樂齡中心工

作團隊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2:00-13:00                   午  餐 

13:00-15:00 樂齡課程一點通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15:00-15:10 休  息 

15:10-16:00 聘用老師的關鍵 
主講人：魏惠娟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16:10-16:30 
從齡開始，樂在學習

(Q&A) 
主持人：魏惠娟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