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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正樂齡學習中心

代間學習--祖
孫童玩捏陶夏

令營

1.交通安全宣導

2.祖孫活力健康促進操 3.愛的禮物--祖孫童趣

捏陶樂

107年8月18日(六)
09:30-15:00

中正區砂灣里民活動中心/基
隆市中正區祥豐街66號3樓

電話報名或親

至本中心報名

免費

謝淑真

02-2463-6523
cutejen0822@gmail.com

2 仁愛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

祖孫創意樂高積木暨桌遊挑戰活動

1.創意樂高積木大挑戰～組裝積木可以訓練

祖孫的邏輯思考能力以及創意更增進感情

2.益智桌遊大挑戰～增加靈活性豐富想像

力、鍛煉孩子空間思維，提高對圖形觀察能

力

107年8月12日
9:00-12:30

基隆市救國團/基隆市獅球路

8號
電話報名

報名費1元
謝來庚

02-24312112

3 基隆信義

祖孫才藝表演

&蛋糕盆栽

DIY

祖孫才藝表演 &預防失智宣導,安排代間團康

遊戲及蛋糕盆栽DIY,祖孫同聚一堂享受共學

共樂之趣

107年8月13日(一)
10:30-17:00

基隆市仁壽里民活動中心

基隆市信二路249號

電話報名或親

至社區報名,免
費

包惠芬

02-24211490
pao4125@yahoo.com.tw

4 暖暖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夏令營

1、你愛阿公阿嬤嗎?
2、請你跟我這樣做

3、腦力激盪

4、祖孫動起來

5、讓我猜一猜

6、甜蜜的家

7、鼓勵的力量

8、愛的禮物

107年8月24日(五)
09:30-16:00

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基
隆市暖暖區過港路54號

電話報名

免費
尤怡雯02-24588802

5 安樂區樂齡學習中心
代間教育-祖孫

夏令營
提供家庭世代互動同樂享受祖孫共學樂趣

107年7月17日(二)
9:30-12:10

107年7月18日(三)
8:30-12:10

永康里民活動中心

基隆市安樂區崇德路10巷22
號

電話報名/
免費

余素雲02-24292558

6 七堵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心連心共

學趣

透過活動讓孫子女有機會與祖父母多接觸及

互動、瞭解。活動一：「阿公阿媽你好」，

透過分享，讓孫子女了解祖父母的成長故事

或歷程。活動二：「祖父母的妙法」，透過

繪本的導讀及遊戲，讓孫子女學習祖父母生

活智慧。活動三：祖孫一起製作小吊飾，讓

祖孫之間同心完成手作品進而增加祖孫的親

密感。

107年8月17日(五)
9:00-15:00

基隆市七堵區富民里活動中

心
免費 周德隆24551446

7 中山樂齡 祖孫木箱情 祖孫一起學木琴活動拍出祖孫情
107年8月29日(一)

10:00-12:30
通明里活動中心 免費

劉汶琪093570659
chi2437485@yahoo.com.tw

8
臺北市樂齡學習示範中

心

9
臺北市文山區樂齡學習

中心

10
臺北市士林區樂齡學習

中心

歡慶祖父母節-
夜市人生

提供以夜市為主題的活動，攤位名稱是「我

是神槍手」，提供樂齡學員歡樂的娛興活動

，如果闖關成功，將有機會獲得獎品

107年8月10日(五)
14:00-16:30

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

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路二段

125號
免費

林芷君

27552823分機2301
tpmlref2@gmail.com

11 臺北市大同區樂齡學習

中心

爺奶運動會
gogo保齡球，擲出保齡球，全島即可獲贈獎

品

107年8月21日(一)
14:00-16:30

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

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路二段

125號
免費

張惠琪

02-25943236分機9
105qbu829@gmail.com

12
臺北市内湖區樂齡學習

中心

8月桌遊月，

祖孫一起桌遊

趣

由「東湖樂齡桌遊團」自主學習團體成員親

自設計活動與教學，希望能在8月的暑假期

間，透過多款有趣、刺激思考的桌上遊戲，

吸引銀髮長者們帶著家中的小朋友一同動動

腦，走進桌遊的世界，亦增加代間的互動與

情感。

107年8月6、13、20、
27日

上午9:30-11:30，共計4
場

臺北市立圖書館東湖分館4
樓視聽室

臺北市內湖區五分街6號
自由參加/

免費

郭庭芳

02-26323378
j12@email.tpml.edu.tw

13
臺北市松山區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情：扭捏

汽球、手作玩

具、祖父母來

同樂！

由吳詩薇老師帶領【健康促進愛跳動】，希

冀樂齡長者能積極走入人群、愛上運動促進

健康，有效減緩生理失能，讓老年生活更加

活潑而有熱情；另邀街頭藝人梁世超老師教

導【扭捏汽球玩造型】，阿公阿媽帶孫兒一

起吹汽球、扭轉折捏玩汽球造型，讓歡悅喜

樂的笑聲在祖孫間親情流轉；其次，三民分

館主任將在現場設攤教導手作竹製投石器，

並提供豐富的獎品，舉辦投石器大作戰，投

得最遠距離的、射中標靶的統統都給獎，歡

迎市民大眾敬老攜幼來共同參與快樂美好相

聚的時光。

107年8月10日(五)
2:30－4:30

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東路5段
163-1號6樓（民生社區活動

中心大樓）三民分館視聽室

自由參加/免費

陳建德

02-27600408
a13@email.tpml.edu.tw
cct@email.tpml.edu.tw

14 祖孫田園樂
樂齡長者與國小學童共同於學校小田園進行

田園教育活動。

107年5月4日(五)
08:00-09:00

臺北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臺北市南港區東新街65號
自由參加/

免費

輔導室沈志強主任

02-27851376分機161
norman@mail2.ctps.tp.edu.tw

15 祖孫上學趣
爺爺奶奶與小一新鮮人攜手步上星光大道，

踏上人生新旅程。

107年8月30日(四)
08:00-09:30

臺北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臺北市南港區東新街65號
自由參加/

免費

輔導室沈志強主任

02-27851376分機161
norman@mail2.ctps.tp.edu.tw

16
成德同慶體育

表演會

樂齡長者參與體育表演會活動，展現活到

老、學到老的樂齡活力。

107年12月1日(六)
08:00-12:00

臺北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臺北市南港區東新街65號
自由參加/

免費

輔導室沈志強主任

02-27851376分機161
norman@mail2.ctps.tp.edu.tw

17 臺北市萬華樂齡中心 祖孫桌遊活動 鼓勵祖孫共同前來遊玩桌遊，增進祖孫情誼
107年6月28日、7月2

日、7月6日
台北市萬華區桂林路64號 網路報名/免費

呂驊剛

23361266分機143
leo14290@yahoo.com.tw

107年各直轄市、縣(市)樂齡學習中心辦理「祖父母節」相關活動 彙整一覽表

臺北市南港區樂齡學習

中心

林芷君

02-27552823分機2301
tpmlref2@gmail.com

大安夜市

彷彿走入熱鬧夜市，歡迎祖孫一起挑戰賓

果、神槍手等遊戲，並有爺奶故事劇團、魔

術表演，讓祖孫共度美好的下午

107年8月10日(五)
14:00-17:00

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

臺北市大安區建國南路二段

125號

自由參加/
免費

基

隆

市

臺

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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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臺北市中正區樂齡學習

中心

最佳爺奶獎頒

獎典禮/金齡獎

歌唱暨銀磨坊

決賽

1.過去1年參與樂齡課程全勤的爺爺奶奶頒發

獎項

2.透過爺奶歌唱比賽和走秀比賽凝聚全家和

樂氣氛

107年8月29日(三)
台北市中正樂齡中心

台北市中正區杭州南路一段

15-1號4樓
親洽中心報名/

免費

羅逸玲

02-2341-4322分機606

19
臺北市中山樂齡學習中

心

祖孫上學加油

站－「祖孫攜

手上學趣（

去）」

於校門口左手邊擺設攤位，阿公阿媽帶孫子

上學時可至攤位，領取各式造型汽球，並彼

此擁抱拍照留念。

107年8月30日(四)
7:20-8:20

臺北市吉林國小

臺北市長春路116號
免費

李芳宜

02-25219196分機832
fyli2099@gmail.com

20
新北市新莊區新泰樂齡

學習中心
祖孫看棒球

邀請樂齡長者及其子孫一同前往新莊體育場

看棒球比賽。
107年8月25日(六)

新莊體育場

新北市新莊區和興街66號
校內紙本報名

廖芝縈

02-29971005分機227
qqqkk123@ntpc.edu.tw

21
新北市新莊區豐年樂齡

學習中心

107學年度新

生始業輔導活

動暨祖父母節

慶祝活動

1.鼓勵祖父母帶領小一新生一起來上學，一

起敲平安鼓，走快樂們，扶持小朋友走勇氣

橋。

2.祖父母陪伴小朋友參加闖關活動，由樂齡

志工當關主，結合交通安全、環境教育、防

災教育、家庭教育、代間教育、性別平等/生
命教育等議題設置6關，與祖父母互動與互

107年8月25日(六)
8:00-11:30

豐年國小

新北市新莊區瓊泰路116號
免費

林曼莉

02-22017102分機59
mandy312@ntpc.edu.tw

22
新北市永和區樂齡學習

中心

1.大手牽小手

2.祖孫情深化

永恆

1.請樂齡長者在校門口牽新生小朋友及其家

長，一同走在迎新大道上，穿過智慧門與勤

學門，快樂步入教室

2.邀請祖父母與父母帶孫子一同上學，於拍

照區留影，並將照片沖洗護貝，贈與參與家

庭

107年8月30日(四)
7:20

網溪國小

新北市永和區竹林路79號
自由參加

吳主任

02-89264470分機840
jany221@yahoo.com.tw

23
新北市中和區樂齡學習

中心

107小小記者

大哉問

全校學生於暑假中依年級不同完成不同之祖

父母訪問單(小小記者大哉問)，開學後擇優

張貼於川堂，跟全校師生分享用心的訪問紀

錄

107年7.8月 學生家裡、祖父母家中
全校學生參加/

免費

李曉玉

02-22472993分機241
edu156@fsps.ntpc.edu.tw

24
新北市中和區樂齡學習

中心

新生家長座談

會之二手制服

義賣

由樂齡志工協助義賣二手制服，自小培養學

生愛物惜物的環保生活觀

107年8月25日(六)
9:00-12:00

復興國小118教室/新北市中

和區復興路301巷6號
自由參加/

免費

李曉玉

02-22472993分機241
edu156@fsps.ntpc.edu.tw

25
新北市中和區樂齡學習

中心
代間學習樂

1.祖孫闖關遊戲：祖孫闖關樂~
  新生入學活動、

  拍照留念區

2.祖孫攜手上學趣：大手牽小手，

  樂遊復興~
3.我的第一天：由樂齡攝影班學員擔任志工

，完成新生班級團體大合照，一年級各班排

排坐，在入學第一天拍下團體照留念

107年8月30日(四)
7:10-8:20

復興國小大門口到前川堂

新北市中和區復興路301巷6
號

一年級新生、

祖孫、親子參

加/免費

李曉玉

02-22472993分機241
edu156@fsps.ntpc.edu.tw

26
新北市中和區樂齡學習

中心

阿公阿嬤舞動

青春之迎新活

動

樂齡志工社團舞蹈展演，與全體一年級親師

生同樂。

107年8月30日(四)
10:15-11:10

復興國小體育館

新北市中和區復興路301巷6
號

一年級各班、

復興附幼共同

參加/免費

李曉玉

02-22472993分機241
edu156@fsps.ntpc.edu.tw

27
新北市新店區安坑樂齡

學習中心
開學闖關

邀請祖父母陪同學生一同上學，並參與闖關

活動

107年8月30日(四)
8:00

安坑國小

新北市新店區安忠路36號
自由參加/

免費

蔡仲徫

0926045995
ankeng22110560@gmail.com

28
新北市土城區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編織樂

配合樂齡中心所在小學，於新生入學當日，

鼓勵學校新生的祖父母帶孫子前來上學，並

一起手作簡單的編織作品作為紀念

107年8月30日(四)
7:00-8:30

土城國小

新北市土城區興城路17號
自由參加

方士豪

02-22700177分機843
aj1870@mail.ttcps.ntpc.edu.tw

29
新北市板橋區樂齡學習

中心

大手牽小手迎

新日

一年級迎新日，讓爺爺奶奶帶著小一新生一

起上學去

107年8月30日(四)
8:30-12:00

後埔國小穿堂及演藝廳/新北

市板橋區重慶路157號
免費

陳家慧

02-29614142分機60
chiahui5428@ntpc.edu.tw

30
新北市樹林區樂齡學習

中心

大廚小廚烘培

趣(暫定)
祖孫一起動手做烘培，促進彼此情感交流。

107年8月26日(日)
9:00-12:00

山佳國小廚房/新北市樹林區

中山路三段五號

紙本報名，額

滿為止/
免費

李明憲

02-26806673分機840
cypherd.lee@msa.hinet.net

31
新北市汐止區樂齡學習

中心

1. 大手牽小

手、幸福承諾

『手印』會

2. 代代攜手學

習趣專題講座

1.於校門口設置一年級各班大手牽小手海報

版，張貼「幸福承諾」便條貼，並由祖孫、

親子或師生共同蓋上紀念指印承諾愛的行

動。

2.在蓋完指印後，敲響智慧鑼，象徵跨入小

學的階段。

3.樂齡志工協助拍攝新生及祖父母合照，張

貼在大手牽小手海報，供教室布置及學生紀

念。

4.邀請新生家長及祖父母參加座談會及祖孫

代間教育專題講座活動。

5.協助一年級家長促進家庭與學校的密切溝

通，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

107年8月30日(四)
8:30-12:00

北峰國小

新北市汐止區環河街1號
現場蒞臨

不需報名

李耿肇

02-26941817分機224
L1998176@yahoo.com.tw

32
新北市三重區樂齡學習

示範中心

大手牽小手一

同上學趣

1. 樂齡長者帶著孫子於開學日一同前來學校

2.於校門口祖孫一同合影留念

107年8月30日(四)
8:00-12:00

集美國小

新北市三重區集美街10號
現場蒞臨

不需報名

蔡仲喬

02-89725390分機402
loctic@gmail.com

33
新北市三重區樂齡學習

示範中心
闖關樂陶陶 樂齡長者進行祖孫闖關遊戲

107年8月30日(四)
8:00-12:00

集美國小

新北市三重區集美街10號
現場蒞臨

不需報名

蔡仲喬

02-89725390分機402
loctic@gmail.com

34
新北市八里區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一起拚一

拚

邀請祖父母參加我的家庭照片說故事，並運

用家庭照片製作雷雕拼圖，讓祖孫共同進行

拼圖遊戲培養祖孫感情。

107年10月13日(六)
9:00-12:00

八里國小

新北市八里區龍米路二段

129巷1號

網路報名，額

滿為止/
免費

陳志偉

02-26182202分機241
mtescounseling@gmail.com

35
新北市平溪區樂齡學習

中心

大手牽小手一

同上學趣

1. 樂齡長者帶著孫子於開學日一同前來學校

2.於校門口祖孫一同合影留念

107年8月30日(四)
08:00-12:00

十分國小

新北市平溪區十分街157號
現場蒞臨

不需報名

陳德盛

02-24958305分機48
960208@gmail.com

新

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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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北市淡水區樂齡學習

中心

大手牽小手迎

新日

一年級新生迎新日，樂齡學員親手將樂齡學

員手做的小禮物送與每位新生，給予祝福與

合照。

107年8月30日(四) 8:30-
12:00

淡水國小

新北市淡水區中山路160號

一年級新生、

祖孫、親子參

加/免費

吳桂蘭

02-26212755分機115
englishcentertpc@yahoo.com.tw

37
新北市石碇區樂齡學習

中心
襪子娃娃 祖孫共同一起來做襪子娃娃，展現手作!

107年8月31日(五)
13:30-15:30

石碇國小

新北市石碇區石碇西街15號
電話報名/材料

費用100元

高美珍

02-26631244分機13
lulu66286@yahoo.com.tw

38
新北市蘆洲區樂齡學習

中心

智慧小帽開智

慧

鼓勵爺爺、奶奶帶著孫子、孫女一同來上學

，經過智慧門、三好門後，贈與智慧小帽。

帶上智慧小帽後象徵開智慧，讓孩子能在開

學後在校園中不斷的成長，學習新知識。也

藉由爺爺、奶奶的雙手，親手將智慧小帽帶

在孩子頭上，象徵著智慧的傳承與守護。

107年8月30日(四)
7:20-8:00

鷺江國小

新北市蘆洲區民族路7號
不需報名

張盛傑

02-22819980分機403
isyou.0211@yahoo.com.tw

39
新北市坪林區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上學去 邀請祖父母陪同學生一同上學去

107年8月30日(四)
7:30-08:30

坪林國小

新北市坪林區坪林街114號
不需報名

游清福

02-26656213分機16
s8741008@yahoo.com.tw

40
新北市萬里區樂齡學習

中心

動健康宣導及

祖孫攜手闖關

1,祖父母節宣導

2.專業講師帶領大家一起來動健康

3.以本中心五大學習主題-
(1).預防詐騙

(2).消費者保護

(3).海洋手工藝

(4).海洋徽章

(5).口語表達

分五個關卡進行闖關活動

107年8月24日(五)
9:00-14:00

野柳國小

新北市萬里區野柳里港東路

167號

電話報名

免費

李梅芳

02-24922512分機24
fun4690@gmail.com

41
新北市雙溪區樂齡學習

中心

扶老攜幼上學

趣

1.阿公阿媽上惜孫，認真學習報親恩~迎新活

動結合祖父母節，鼓勵祖父母陪同新生到校

上學，校長邀請新生、家長和阿公阿媽在校

門口合影留念。

2.大手牽小手，加入雙溪大家庭~邀請阿公阿

媽及樂齡長者協助新生一起來種植萬壽菊小

樹苗，象徵傳承意義。

3.校園闖關GoGoGo!~闖關之一學習幫阿公阿

媽搥背按摩的方式，對阿公阿媽照顧自己的

辛勞表達謝意。

107年8月30日(四)
7:20至10:10

雙溪國小/新北市雙溪區東榮

街54號

由校方邀請新

生阿公阿媽及

樂齡中心長者

郭主任

02-24931005分機20
classd109@gmail.com

42
新北市林口區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田園樂

藉由祖孫一起參加新生座談會，一起上學，

一起到學校的農園種植蔬菜，並且一起動一

動，象徵健康、聰明，新生齊步走。

107年8月26日(日)
9:00-12:00

瑞平國小/新北市林口區太平

里後坑34-1號
免費

梁詩苔

02-26052779分機20
petyvivi@yahoo.com.tw

43
新北市泰山區樂齡學習

中心

代間教育-
來去看棒球

與富邦悍將棒球隊合作，舉辦大型主題慶祝

活動，邀請祖孫前往棒球場觀賽，重溫棒球

曾帶給台灣的熱情和感動。

107年8月25日(六)
16:00-22:00

新莊棒球場/新北市新莊區和

興街66號
全校班級宣導

免費

黃尹杰

02-29061133分機50
ginahuang0825@gmail.com

44
新北市泰山區樂齡學習

中心

娃娃服文化推

展

宣導祖父母節，鼓勵祖父母與孫子女共同走

出家庭，藉由祖孫間的傳承互動，增進孫子

女對祖父母的理解，以建構家庭中相互協助

的老年親子關係。

107年8月22日(三)-8月
24日(五)

9:00-16:00

明志國小樂齡教室/新北市泰

山區新生路2號
樂齡班級宣導

免費

黃尹杰

02-29061133分機50
ginahuang0825@gmail.com

45
新北市深坑區樂齡學習

中心

代間學習樂～

阿公阿嬤陪孫

子上學趣

阿公阿嬤陪孫子上學趣，一起敲鑼打鼓，一

起高喊：我要上學了，一起闖過聰明門、一

起走進教室，快快樂樂的上第一節課。

107年8月25日(六)
9:00-12:00

深坑國小/新北市深坑區深坑

里30鄰文化街45號 免費

陳佑瑜

02-26624675分機253
protonjuly@yahoo.com.tw

46 平鎮區樂齡學習中心

代間有愛共學

無礙-107年度

袓父母節慶祝

活動

分享了解陶土特性及生活陶藝發展歷史，並

手作生活小飾品，你濃我濃玩泥巴~大手與

小手合作完成，增加代間互動。

107年8月3日(一)
9:00-13:00

平興暨宋屋里集會所

桃園市平鎮區平興里廣泰路

85號
免費

莫小姐

03-4587750
momo807222@gmail.com

47 龍潭樂齡學習中心
大手牽小手-代
代學習趣活動

1.大手牽小手微電影、繪本ppt導讀欣賞。

2.愛的擁抱、話語傳情。

3.祖孫DIY手作品傳情活動

107年8月25日(六)
10:00-12:00

桃園市龍潭區武漢國小

桃園市龍潭區武漢路100號
免費

黃玉芳

03-4792873分機610
huang321123@whps.tyc.edu.tw

48
新竹市東區樂齡學習中

心

水源社區祖孫

樂活闖五關

藉由慶祝「祖父母節」祖孫樂活闖五關活動

，增進新竹市民重視家庭世代關係，彰顯祖

父母對家庭社會的貢獻及重要性，引導年輕

世代樂於分享長者的生命經驗與人生智慧，

使祖孫代間關係更為融洽，進而達到「老吾

老以及人之老」之理想社會。

107年08月26日（日）

09:00-12:00
水源社區活動中心

新竹市原興路198號
免費

陳明雄

03-5335072
acda7367@gmail.com

49
新竹市香山區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媳代間情

藉由慶祝「祖父母節」祖孫媳三代同堂樂活

餐點分享及歡唱活動，增進代間融合提昇重

視家庭親子關係，彰顯祖父母對家庭社會的

貢獻及重要性，引導年輕世代樂於分享長者

的生命經驗與人生智慧，使祖孫代間關係更

為融洽，進而達到「老吾老以及人之老」之

理想社會。

107年08月24日（五）

11:00-14:00
香村社區活動中心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262號
免費

葉國文

03-5302699
0982629636

mm0626mm@yahoo.com.tw

50
新竹市北區樂齡學習中

心

祖孫同樂趣味

競賽

為宣導民眾慶祝祖父母節，了解教育部訂定

全國祖父母節的美意，本中心特於祖父母節

前夕舉辦祖孫同樂趣味競賽，除鼓勵父母居

中串起祖孫代間親情橋樑，增進祖孫三代親

密互動以傳承祖父母豐富的人生智慧與經驗

外，也藉此喚起成年子女對年邁父母的感恩

與重視，並能主動陪伴、關懷祖父母身心靈

健康，更期待祖父母能試著了解新世代的創

意、熱情與思維模式，讓年輕世代樂於接近

長者，進而建構無年齡歧視的社會願景。

107年8月25日(六)
09:00~12:00

北區日托中心

新竹市武陵西三路7號3樓
免費

江玉寶

0920638429
03-5354760

jub1957@gmail.com

51 新竹縣教育處

疊疊不休樂關

懷-祖孫共享疊

杯樂

本活動分階段進行：首先進行疊杯研習，接

著到本縣14所中心拍攝中心特色及疊杯展演

情形，製作樂齡中心疊杯展演集錦影片並於

祖父母節成果展中播放，成果展時義賣各中

心手創作品，達到樂齡社會企業推廣之目

的。

107年9月2日(日)
09:00-12:30

新竹縣立自強國中-文化館

新竹縣竹東鎮榮華里自強路

169號
免費

施怡如

 03-5518101分機2842
10012984@hchg.gov.tw

52
新竹縣樂齡學習示範中

心

祖孫同樂闔家

歡

1.闖關跳組孫同樂舞活動

2.知識性問答

3.氣球充氣考驗祖孫同心協力及默契

4.DIY祖孫共同努力完成一件可愛逗趣公仔

小置物盒活動，活動過程具有動態靜態活動

四肢與腦力

* 活動後提供餐點

107年8月26日(日)
09:00-13:00

新竹縣樂齡學習示範中心本

部

新竹縣竹北市福興東路一段

1號體育內

向新竹縣樂齡

學習示範中心

報名

張進茂主任

 03-6578242
 0933152066

新

竹

市

桃

園

市

新

竹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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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五峰鄉樂齡學習中心 愛的氣球816

1.結合學校慶祝祖孫節

2.動手做氣球

3.博物館參觀

4.氣球遊戲聯繫祖孫情

107年08月16日(六)
8:00-16:00

台中氣球博物館

台中市神岡區大豐路五段5
號

校外教學優惠

方案報名費170
元

林沁萱

03-5851007分機24
vicky871317@gmail.com

54
橫山鄉力行樂齡學習中

心

建豐礦坑遺址

為據點手機攝

影剪輯製作體

驗與分享

現場參加祖孫等樂齡族，在老師指導下完成

手機攝影剪輯製作樂趣之體驗

107年8月11日(六)
08:00-16:00

力行村建豐礦坑遺址

橫山鄉竹32鄉道49號

向社區發展協

會及樂齡中心

報名/
免費

麥瑞鳳

0933982852
fen6325@gmail.com

55 橫山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代間漫畫

之體驗與分享

現場參加祖孫等樂齡族，在老師指導下完成

彩繪漫畫樂趣之體驗

107年8月10日(五)
08:00-16:00

內灣廣濟宮活動中心

橫山鄉內灣村大同路1號

社區發展協會

及樂齡中心報

名免報名費

麥瑞鳳

0933982852
fen6325@gmail.com

56 新埔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野餐派對

八月最後的星期日是祖父母節，訂於

8/11(六)舉辦健康野餐派對，邀請社區長者

祖孫一起準備符合健康、營養、環保概念的

美食，共同參加野餐派對，當然更鼓勵祖孫

三代一同參加，藉由世代的互動，喚起民眾

對於親情、孝道的重視。

107年8月11日(六)
10:30-13:30

振慶製茶工廠

新竹縣新埔鎮巨埔里新龍路

900號

LINE群組報名

報名費200元

張寶釧

03-5888423
bao463012@gmail.com

57 新豐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共作客家

菜包

1.報到相見歡，協助各位學員量測血壓

2.由樂齡志工帶領長者來段暖身健康操

3.由祖孫共同體驗菜包製作，以增進祖孫情

誼培養親子關係

107年8月26日(日)
08:00-12:30

松柏活動中心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康樂路

一段516號
免費

鍾秀菊主任

03-5593292
chung68@livemail.tw

58 湖口鄉樂齡學習中心
手工藝DIY、
快閃美食

活動分兩天進行：第一天祖孫手工藝研習

營、客家美食DIY、到店實地體驗。第二天

親子打太鼓實習、感想發表及故事照片製作

並辦理歌唱比賽。

107年08月3-4日(五-六)
08:30-17:00

湖口鄉綜合學習大樓

新竹縣湖口鄉信義街59號
免費

廖正仁主任

03-5998083
j88@seed.net.tw

59 峨眉鄉樂齡學習中心
2018鄉村社區

老化攝影拍攝

1.社區長者影像拍攝策略，以社區影像培力

成員、社區青年軍等成員負責拍攝。

2.以生活紀實攝影與人物肖像方式拍攝，整

理資料影像檔後編輯成冊。

3.透過影像紀錄深入了解偏鄉人口老化情

形。

107年8月1日-9月1日
10:00-15:00

中盛村轄區

新竹縣峨眉鄉中盛村1鄰~10
鄰

免費

姜信鈞

03-5809115
0916764060

hciagvictor@yahoo.com.tw

60 苑裡鎮樂齡學習中心
107年祖父母

節快閃活動

1.由石虎踩街熱鬧開鑼。

2.逗趣開唱－以律動的方式呈現，用一首歌

來表達祖孫間的愛與感謝。

3.舞出活力－阿公阿嬤們踏著舞步，隨著具

節奏感的旋律出場，藉由舞曲，展現出祖父

母年齡雖長心卻不老，大家就如太陽一樣熱

情，充滿活力。

4.標語出場，全體一同呼喊『祖父母節、祖

孫同樂、愛在一起』口號，最後進行合影。

107年7月28日(六)
14:00-16:30

苗栗高鐵站

苗栗縣後龍鎮高鐵三路268
號

免費

陳月英

037-745024分機705
apple43789@gmail.com

61 造橋鄉樂齡學習中心
107年祖父母

節快閃活動

召募本縣祖孫約40名，以戲劇及歌舞律動方

式進行快閃表演，並呼口號「祖父母節、祖

孫同樂、愛在一起」。

107年8月17日(五)
17:00-17:30

竹南火車站

苗栗縣竹南鎮中山路166號
免費

范達彰

037-54198轉12
robin@webmail.mlc.edu.tw

62 竹南鎮樂齡學習中心

107年苗栗縣

樂齡學習中心

聯合慶祝祖父

節活動

本縣18鄉鎮樂齡學習中心學員與家人，每個

中心報名約40人次學員與其子孫預計720人
，奉茶活動、闖關活動、祖孫代間合作同樂

方式進行。

107年8月26日(日)
09:00-12:30

苗栗縣竹南鎮照南國小

苗栗縣竹南鎮光復路331號
免費

陳金鑾

0933-973796
k552417@yahoo.com.tw

63 大安區樂齡學習中心
洗洗腳搥搥背

孝敬活動

大甲溪健康步道健走：由東安社區活動中心

步行健走至大甲溪健康步道，來回約4公
里。

晚輩給長者洗腳活動：在活動中心由長輩子

孫幫長者搥背洗腳。

老人保護影片欣賞宣導：活動中心內欣賞家

暴影片達到宣導效果，活動結束後用餐

107年9月2日(日)
09:00-13:00

臺中市大安區東安社區活動

中心

大安區東安里福東一路95號

自由參加/
免費

黃鼎珂

04-26714558
jong8989@yahoo.com.tw

64 中區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同樂會

配合教育部為倡導家庭世代互動共學、孝道

及敬老尊賢倫理道德的重視，以樂齡家庭為

主，唸謠拍曲空、經絡導引實此活動為祖孫

互動，增進情感。唸謠唱唸增加家庭和樂氣

氛。經絡導引祖互動，能增加阿公疼孫的倫

理情感。

107年8月24日(三)
11:00-16:00

臺中市中區公所大禮堂

臺中市中區成功路300號
line及櫃檯報名

王主任

0422283838
wyy9152038@gmail.com

65 太平區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敲鼓演故

事

配合教育部倡導家庭世代互動共學，喚起各

界對於親情、孝道及敬老尊賢倫理道德的重

視，以樂齡中心志工組成樂齡爺爺奶奶說故

事團體，在校園中透過繪本故事的演出，以

及結合交通安全教育--爺奶非洲鼓打擊節目

的表演，傳遞終生學習精神，達到「世代融

合」，增加代間的互動機會，進而活化家庭

功能，共創友善城市。

107年8月26日(日)
09:00-11:00

建平國小

臺中市太平區精美路201號
自由參加/

免費

楊主任

04-22779532分機634
l080856@jpps.tc.edu.tw

66 外埔區樂齡學習中心

牽起溫馨世代

情-愛的連線有

你真好

將爺奶小時候最普遍的童玩-布袋戲與陀螺，

融入本次祖父母節的活動中，讓E世代的孫

子們遠離3C產品，體驗樸實有趣的陀螺遊戲

，增進祖孫間的情感交流，並讓孫子們繪製

手工卡片，表達對爺奶的愛與感謝。

107年8月3日(五)
08:00-12:00

臺中市外埔國中

臺中市外埔區大同里外埔路

999號

外埔區樂齡學

習中心(外埔國

中)報名/免費

劉慧明老師

(04)26833721分機214
fairymingming@gmail.com

67 樂齡學習示範中心

【AR體驗】

祖孫同樂讀書

趣

透過AR（擴增實境）技術，體會不同的閱讀

方式，與臺中市市立圖書館西區分館合作，

創造出有別以往不一樣的祖父母節活動。透

過閱讀新氣象，帶領學習的新樣貌，除了樂

齡族可報名外，幼童及青少年也可以一起報

名互動。

107年8月18日(六)
10:00-12:00

臺中市立圖書館西區分館

臺中市西區精誠路256號
免費

黃金雅執行秘書

04-22964035分機115
lkk22974225@gmail.com

68 西屯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慶祝

活動

藉由祖父母節活動關懷父母，提昇其生命意

義與價值，透過終身學習讓老年生活綻放光

彩。活動節目:1.高齡者交通安全2.健康操3.
台灣綠保介紹4.綠保桌遊5.咖啡教學6.茶席7.
義診

107年8月19日(日)
10:00~14:00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路2段296-
6號

免費

鄭舜仁

04-23261600分機666
keep651016@gmail.com

69 東區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同樂會

配合教育部為倡導家庭世代互動共學，喚起

各界對於親情、孝道及敬老尊賢倫理道德的

重視，以樂齡家庭為主，大手攜繪本讀書樂

，透過終生學習已達「世代融合」，活化家

庭功能，共創友善城市。

107年8月22日(三)
14:00-17:00

臺中國小

臺中市東區台中路153號
網路及櫃檯報

名

陳主任

04-22806896
tina.chen581021@gmail.com

臺

中

市

苗

栗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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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手拉手，祖孫

一起

71 學習趣

72 新社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

本計畫結合地方政府及社會產業界的資源及

人力，藉重祖父母節活動關懷新社區老人及

志工之生命教育，提升老人生命意義與價值

，並提升志工的關懷能量及精神

107年8月31日(五)
08:00-12:00

台中市新社區協成里興義街

215號
免費

吳沂庭

04-25826213
angelscare201406@gmail.com

73 龍井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大手

拉小手親子

DIY活動

以樂齡長者為對象邀請學童參加活動，除了

可宣傳樂齡的重要性及趨勢並讓大眾了解樂

齡長者上課內容及型態，安心放心讓長者快

樂學習。活動設計親子互動，倡導家庭世代

互動共學，喚起各界敬老尊賢之家庭倫理道

德的重視。

107年9月7日(五)
(暫定)

10:00-12:00
臺中市龍井區龍山國小 免費

林琇琪

04-26396511分機262
sng067@gmail.com

74 和平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代間DIY
口簧琴共樂

祖孫集思廣益取材於泰雅元素DIY製作口簧

琴、祖孫口簧琴合奏共鳴，展現世代交流與

傳承

107年8月22日(三)
09:00-12:10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里東關三

段139-10號
網路及櫃檯報

名

詹美鳳

04-25941887
meifeng.jan@gmail.com

75
南投縣埔里鎮樂齡學習

中心
爺奶桌遊趣

藉由桌遊樂趣，讓長者，發揮創造力，增進

人際關係，讓生活更開心。

107年8月09日(四)
09:30-12:00

埔里鎮老人會

埔里鎮中正路511號
免費

江美利

0932689007
thisis384@yahoo.com

76
南投縣草屯鎮樂齡學習

中心

大手牽小手吟

詩
將詩詞吟唱以代間互動話劇形式演出。

107年8月22日(三）

09：00-12：00
南投市中興會堂 免費

王小姐

049-2563489分機1377
ching@nkut.edu.tw

77
南投縣水里鄉樂齡學習

中心

爺奶E起來祖

孫代間活動

阿公阿嬤孫子聽老師講故事，從故事中分享

人生經驗，老師帶動唱，來個愛的抱抱，與

阿公阿嬤父母共同手作完成拼圖-DIY

107年8月26日(日)
9:00-12:00

水里鄉立圖書館

水里鄉自由路2段6號
免費

黃秀利

0912651330
m0912651330@gmail.com

78
南投縣集集鎮樂齡學習

中心

祖孫體驗傳統

技藝代間活動

第一階段由社區長者(祖父母)與孫子一起跳

健康舞活動活動。第二階段由專業老師帶領

與會來賓一起學習傳統技藝—製作龍鬚糖。

107年8月18日(六)
09:00-13:00

集集鎮八張社區活動中心/南
投縣集集鎮八張街200號

現場報名/
免費

鄧智全

0928-364022
b8011315@gmail.com

79
南投縣竹山鎮樂齡學習

中心

竹仔鼓快閃表

演

首先安排祖孫以竹山的竹仔鼓敲擊搭配舞蹈

，竹仔鼓進場表演，曲目為最親的人，完畢

後再由祖孫表演心花朵朵開，由祖孫手拿著

花朵舞蹈。

107年8月19日(日)
9:30-10:30

竹山鎮紫南宮

南投縣竹山鎮社寮里大公街

40號
免費

楊麗娜

0921710467
fu_chou2000@yahoo.com.tw

80
嘉義市東區樂齡學習中

心

107年度祖父

母節慶祝大會

本次活動結合祖孫代間學習宣導教育部善用

3C幸福3T，幫助民眾體認祖父母節意義

107年8月18日(六) 9:00-
12:00

嘉義市大業國中活動中心
自由參加/

免費

蔡玉碧

935883987
yuebitsai@yahoo.com.tw

81
嘉義市西區樂齡學習中

心

107年度祖父

母節慶祝大會

本次活動結合祖孫代間學習宣導教育部善用

3C幸福3T，幫助民眾體認祖父母節意義

107年8月18日(六) 9:00-
12:00

嘉義市大業國中活動中心
自由參加/

免費

羅賢珈

05-2325982分機8108
learning052325982@gmail.com

82 大埔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歡樂開學

趣

孫子孫女與祖父母一起體會奉茶，敲狀元鑼

，走蔥芹門等儀式。然後以樂齡學員才藝表

演結束活動

107年8月29日(三)
 9:00-12:00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57號(大
埔國中小  )

電話報名05-
2521024
免費

鄭勝全

05-2521024
dpjes@mail.cyc.edu.tw

83 中埔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世代情牽

手向前行

活動分成三組進行：祖孫(1)DIY製作鳥笛；

(2)同聚『巧巧畫』；（3)同時做風箏，做完

風箏後到鄰近同仁國小操場試飛風箏。午餐

後為試放風箏時間。三組均採取事先報名方

式進行，以便控制人數。

107年8月26日（四）

08:30-15:30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村1-10號

(中埔鄉老人會)
電話報名05-

2530351     免費

李芳森

05-2530351
0934008686

cpau2530351@yahoo.com.tw

84 朴子市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展愛圓心

會

體現樂齡貢獻服務學習，深入愛心公益活

動。因應山區年輕人口外移，關懷隔代教養

問題嚴重，正值暑假獎勵社區爺奶，攜同孩

孫一起共學共餐；講授預防老化避免失智。

增進家人相處樂齡圓心、世代共融助展人際

關係。

107年8月21日(二)
09:00-16:30

中洲社區活動中心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健康學堂高雄旗山

區中洲路151之1號

電話報名

報名費250元
康杏生

0935-971623   chinaport@gmail.com

85 阿里山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藝起來

長輩帶著小朋友共同製作鄒族頭飾,製作完成

後,由小朋友送給長輩並同時對長輩講述祝福

的話.

107年08月07日(二)
09:30-13:00

嘉義縣阿里山鄉山美村3鄰
51號

現場報名

電話報名

陳怡君

05-2586479

86 鹿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互動傳真

情˙代代同樂學

習趣

由學校的學生與家中的祖父母並邀請社區獨

居老人參予同樂，請同學幫祖父母量血壓，

搥搥背， 一同學習動動手做公仔中午由長輩

教學生製作古早味餐點並一同用餐

107年8月29日(三)
8:00-12:30

竹園國小與社區活動中心
電話報名

0912757424

湯莉芳

0912757424
alisa0424@gmail.com

87 番路樂齡學習中心 樂齡fun輕鬆
辦理長者也能玩的趣味競賽，在炎炎夏日放

輕鬆，趣味一下。

107.8.24(五)
9:00-11:00

番路鄉老人文康中心

嘉義縣番路鄉下坑村菜公店

101-6號

洽鄉公所報名

免費

魏瑜萱

05-2591951分機118
rubywei20@gmail.com

88 新港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共學

通過烏克麗麗的表演，讓祖孫之間的感情更

加融洽。並通過香包的共同製作，串起代間

的感情及記憶。

107年8月30日(四)
08:00-12:00

古民國小

嘉義縣新港鄉古民村161號

電話報名

(05-3742154)
免費

陳水木

05-3742154分機103
gmps@mail.cyc.edu.tw

89 溪口樂齡學習中心 阿嬤的手路菜

早期農村社會，農民因其方便攜帶、品質安

定及無甜食等之甜膩感，故亦可將其當正餐

食用。芋粿巧由於製作簡便，故盛行於全省

各家庭式工場；芋粿巧除與其他傳統米食製

品一樣可當成節慶點心食用。由長者帶著孩

子們一起製作，讓現代孩子們也能了解過去

祖父母的生活狀況。

107年8月24日(五)
9:00-12:00

嘉義縣溪口鄉柴林村107號
宣導報名

免費

李玉美

05-2691440分機23
chlps@mail.cyc.edu.tw

90 溪口樂齡學習中心 樂齡志工服務

長者和孩子們一同享用芋粿巧，並表演節

目。長者唱歌、孩子們吹口琴，一起渡過快

樂難忘的祖父母節。

107年8月24日(五)
9:00-12:00

嘉義縣溪口鄉柴林村108號
宣導報名

報名費1元

李玉美

05-2691440分機24
chlps@mail.cyc.edu.tw

91 義竹樂齡學習中心
扶老攜幼共慶

天倫樂

1.祖孫合作DIY
2.乒乓傳遞祖孫情

3.曲聲悠揚祖孫樂

107年8月29日(三)
08:30-10:00

南興國小樂齡教室

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77號
南興國小/

免費

劉老師

05-3427394-17
nses@mail.cyc.edu.tw

92 溪湖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同樂畫在

一起

活動中有祖孫一起動手互相畫出眼中的模樣

及祖孫樂活運動操，並有交通安全有獎徵答

，能增進與會之祖孫同樂共學及親子傳承，

喚起各界重視親情．孝道及敬老等傳統倫理

價值。歡迎祖孫攜手參加，共同慶祝『祖父

母節』。

107年8月15日(三)
14:00-16:00

彰化縣溪湖鎮德華街17號2-3
樓

現場報名/
報名費100元

林慧滿

04-7225625
chymca.huiman@gmail.com

邀請社區長輩及孩童，安排各種動態及靜態

趣味活動，促進家庭成員情感交流。預計40
組祖孫共80人一起參與。讓孫子女與祖父母

在共同互動學習的過程中，培養尊老與親老

的態度，並增進祖孫之間的感情。

107年8月24日(五)
09:00-14:30

台中市梧棲區中央路二段

504號

南

投

縣

楊文慈

04-26581919分機4803
t12341@ms.sltung.com.tw

梧棲區樂齡學習中心
臨櫃報名/

免費

嘉

義

縣

彰

化

縣

嘉

義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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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二水鄉樂齡學習中心 捏塑美感藝術

透過捏塑美感體驗，認識捏塑藝術與文化的

「美」，從而建立「生活美學意識」的觀念

，以及重視日常生活中「美感」與「美學」

的追求，提升品質與品味，推廣及傳承傳統

文化藝術，增進祖孫同樂，以厚植「生活美

學」的實用價值

107年8月23日(四)
16:00-17:30

實踐大學二水家政中心

保證金200元，

活動結束後退

費

羅素卿、邱玉金

04-8793112

94 埤頭鄉樂齡學習中心

假日廣場~爺
爺奶奶做運動

~動動腦玩桌

遊

藉由益智遊戲強化腦部功能運轉，例如顏色

賓果+記憶翻翻+益智九宮格+巧拼益智大作

戰等手眼協調、邏輯力及專注力訓練等活

動。

107年9月4日(二)
13:00~16:00

大湖社區活動中心

彰化縣埤頭鄉大湖村大湖路

260號
免費

邱木生村長

0933561398

95 溪州鄉樂齡學習中心

溪州樂齡祖孫

節按摩捏一捏

，麻糬捏一捏

邀請阿公阿嬤跟爸爸媽媽以及孫子們，先由

孫子們幫長輩按摩，捏捏肩膀，之後由社區

在地阿嬤教導小朋友們製作麻糬，透過阿嬤

的手藝傳承，共享祖孫樂融融。

107年8月18日(六)
1400-1700

大庄村開天宮

彰化縣溪州鄉東橫巷2-1號
電話報名/

免費

顏小姐

04-8896100分機183

96 田尾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音樂同樂

會~寶貝我們

一家老小

倡導家庭代間互動共學，使祖父母自我成

長、增進知識，並使孫子女也能從互動中培

養敬老及尊老美德，增進家庭不同世代之凝

聚力及文化傳承。

107年8月26日(日)
09:00-16:00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

田尾鄉饒平村公所路201號

田尾鄉公所報

名/
免費

王師凱

04-8832171分機126
ntws29@ems.tienwei.gov.tw

97 線西鄉樂齡學習中心

1.祖孫親授很

大品格教育活

動。

2.祖孫共學傳

統戲曲歌仔戲

的演出。

1.祖孫共學.共遊.共樂，建立親子祖孫關係的

互動。

2.課程規劃上希望讓學員透過有系統的學習

，藉由課程來延續傳統文化精神，讓老幹新

枝發芽茁壯。

8月12日
14：30-17：30

8月26日
9：00-12：00

線西鄉老人會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央路

2段15號
免費

朱淑珍

047583051
j583051@yahoo.com.tw

98 花壇鄉樂齡學習中心
涼夏祖孫三代

樂活趣

為增進花壇鄉祖父母親子間的情感互動，以

營造溫馨、美滿的家庭關係，藉由舉辦祖父

母節的一日活動，透過親子的互動交流，寓

教於樂的學習模式，讓祖子孫三代或祖孫兩

代共學同樂，活動包含祖孫共同手作DIY、
闖關遊戲、親子生命教育講座等，設計讓祖

孫共同參與，運用花壇樂齡現有課程搭配設

計活動，讓祖孫們共學共享，拉近祖孫之間

的距離，世代傳承讓祖孫彼此間的感情昇華

，從活動中更認識彼此。

107年8月25日（六）

08:30-16:30

花壇樂齡學習中心本部

(花壇北玄宮)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禾田巷

218弄15號

電洽/
免費

謝主任

0937-239688

99
雲林縣樂齡學習示範中

心

祖孫童玩超級

比一比暨親子

寫生

1.永光故事屋位於古坑鄉永光派出所旁的舊

宿舍，在民國97年被登錄為歷史建築，縣府

積極推動文化資產活化，所以在105年整修

完畢後，除了完整保留過去日式建築的風貌

以外，也結合當地特產咖啡，並且成立一間

故事屋，希望將這打造成成一個舒適的休閒

空間。

2.本中心將於永光故事屋舉辦「祖孫童玩超

級比一比暨親子寫生」一起來體驗不同時代

的文化之美。當日每對祖孫各自攜帶1樣屬

於自己年代的童玩，祖父母教導傳承屬於他

們那年代的玩具如陀螺、竹蜻蜓、彈珠、紙

牌如何DIY製作及玩法等，祖孫一起動手製

作竹蜻蜓，孫子則教導阿嬤阿公怎麼使用3C
產品，共同下載遊戲軟體祖孫一起體驗遊

戲。

107年8月19日（日）

08：30-13：00
永光故事屋

電話或EMAIL
報告(DIY名額

有限，額滿為

止)/免費

蔡小姐

055826320分機290
gukeng357@mail.gukeng.gov.tw

100
土庫鎮樂齡學習(優質)

中心

祖孫嘉年華活

力秀

鼓勵祖孫世代之間加強互動，使得孫子女能

從與祖父母的互動中培養尊老與親老的態度

，進而建立無年齡歧視之友善社會。勁歌舞

動祖孫同歡才藝表演秀敬奉最高齡阿公阿嬤

長壽糕共享祖孫情播放阿公阿嬤貢獻服務回

顧影片以利子孫效法。

107年8月27日 土庫鎮公所一樓活動中心 免費

張弘

0932693100
mastertsco@yahoo.com.tw

101 莿桐鄉樂齡學習中心

『大手拉小手

幸福永長久』

活動

1透過遊戲闖關活動,增進長輩與孫子女間的

代間互動,讓彼此感情更綿密

2因活動的設計,增進親職教育的學習,拉近親

情的距離,讓親人溝通更順暢。

3激發孫姪輩對長輩的體貼與尊重, 讓家庭關

係更和諧。

107年08月19日(日)
9:00-12:30

莿桐鄉饒平國小活動中心 免費

關淑華

0933-897461
juh5712696@gmail.com

102 台西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串蚵情

藉由活動鼓勵孫子女和祖父母彼此間的互動

學習，讓晚輩們對長者們多感恩，關懷與陪

伴

107年8月24日
09:00-13:00

溪頂明聖宮

台西鄉溪頂村165-3號
免費

李秀貞

05-6984897
mona131491@gmail.com

103 北港鎮樂齡學習中心
溫馨祖孫情-手
牽手、愛相隨

1.代間教育活動：設計祖孫互動活動，增進

祖父母與孫子女的關係。

2.邀請北港鎮樂齡學習中心各班級學員組隊

報名演出活動，與現場祖孫同樂。

107年8月22日(三)
9:00-12:00(暫定)

北港老人會館

北港鎮文化路246號

北港樂齡學習

中心報名/
免費

蔡淑鈞

05-7821799
ageing55@gmail.com

104 麥寮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逗陣來~
大手牽小手趣

味競賽

安排2至3項適合祖孫一同體驗參與的闖關趣

味活動項目，讓祖孫從遊戲中快樂學習，同

樂互動之間增加阿公、阿嬤和孫子的默契及

感情，另外提供餐點、茶飲讓孫子們主動分

享呈上給阿公、阿嬤，促進世代之間的融合

及拉進彼此的距離，共享天倫之樂。

107年08月17日(五)
14:30~17:00

麥寮鄉老人會 活動規劃中
謝宛真

0975-276963

105 崙背鄉樂齡學習中心
溫馨八月-父母

心•祖孫情

1.攻防戰-祖孫同樂

2.擦手、奉茶

3.搥背、反哺-壽麵傳祝福

4.百人獻孝心-愛的抱抱

5.大合照

107年8月18日
9:30-12:30

崙背鄉老人活動中心

南陽村長青路100號

親自或電話報

名/
免費

林逢桂

05-6965980
lb6965980@yahoo.com.tw

106 元長鄉樂齡學習中心 元氣健走會

本活動將於8/24上午5:30開始到9:30結束，因

為夏天清晨比較涼爽，就讓祖孫來一場清晨

的約會，做一個社區的巡禮，由爺奶為孫子

們訴說社區的歷史及早年生活趣事。

107年8月24日
05:30-09:30

元長鄉鹿北社區 免費

張婉玉

0921328499
sxc9008@yahoo.com.tw

107 東勢鄉樂齡學習中心
阿公阿嬤運動

會

代間遊戲祖孫一起玩闖關遊戲，互相經營過

關的勝利

107年08月28日
(暫定)

東勢國小禮堂 免費
廖乾成

0914115999  lobo3255@gmail.com

108 永康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情牽代代

傳

1.自製家常衛生食品，永保健康。

2.疊盃競技/桌遊(親子互動)
3.交通安全宣導

4.創意氣球學習(親子共學)
5.愛滋宣導

107年8月25日(六)
8:30-13:00

永康區復興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華興街2號
臺南市永康區華興街2號

免費

陳主任

06-3111569#901
kathychen@tn.edu.tw

109
中西區YMCA樂齡學習

中心

親子蛋糕DIY
同樂會

邀請家屬與長輩一同製作杯子蛋糕，藉由手

做互動的過程，增加家人互動的機會，也增

加彼此間互動的回憶。

107年8月4日(六)
9:00-10:30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路三段

370號
1樓大功能教室

現場報名

蔡智帆小姐

06-3583000
amberchou0302@gmail.com

110 善化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你濃我濃

陶藝創作作品

欣賞

藉由陶藝作拉近祖孫間情誼
107年8月26日(日)

09：00-16：00

臺南市善化區溪美社區發展

協會臺南市善化區溪美里71
號

現場報名材料

費每人補助200
元，超出部份

參與活動人員

洪芳慧小姐

06-5816653

臺

南

市

雲

林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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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南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同樂

藉由新生入學，祖孫三代同堂陪伴，爺奶們

歡樂的帶著他們一起走進教室長輩們還帶來

舞蹈或手語來指導與會的參與者，場面溫馨

又歡樂

107年8月25日(六)
09:00-11:30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小

臺南市南區喜樹路133號
免費

江安紅

06-2622462分機1801
tnbowlin@tn.edu.tw

112
臺南市六甲區樂齡學習

中心

鑽石婚表揚大

會

表揚區內各里結婚滿50年以上之夫妻，並安

排其家族合照及表揚節目(樂齡支援)。
107年8月4日(六)

臺南市六甲國中活動中心臺

南市六甲區民權街43號
免費

彭嘉萱

06-6982040

113 仁德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情感恩奉

茶活動

1.邀請祖父母在周末來校參與活動

2.新生對祖父母感恩奉茶

3.說出對長輩感恩的話

4.贈送<棒棒>糖及<長壽>麵參加禮

107年8月18日(六)
9:30--11:00

德南國小活動中心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路段二

209號

事先報名

免費

陳宥瑜

06-2794772#118
dn2es222@gmail.com

114 左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布袋戲偶

傳情

由其雄布袋戲團老師指導組孫布袋戲操偶、

戲碼、音樂等的配合，由暑假育樂營及開始

練習，持續與社區長輩配合，預計於重陽節

晚會公開演出。

107年8月21-22日，107
年9月8、15日，107年
10月2、5日，107年10

月6日成果表演

臺南市左鎮國小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里7號
校內報名

免費

陳容芯

5731019#11
flower@tcps.tn.edu.tw

115 安定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中秋感恩

慶團圓

1.阿公阿嬤戲劇表演嫦娥奔月

2.創意嫦娥走秀趣---阿公阿嬤、全校師生3.
唱出感恩心、說出感恩情

107年9月19日(三)
10：30~12：30

安定區南興國小三樓多功能

教室

臺南市安定區六嘉里30號
免費

黃麗芬

06-5931038分機303
0911013221

lifen0911013221@gmail.com

116 七股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陶土

活動

陶土活動培養祖孫情義，促進祖孫親情關係

，發揚傳統養老、敬老傳統美德
107年8月18日

七股國小禮堂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里395號
免費

陳勝郎

06-7872076分機210snlun@tn.edu.tw

117 北門區樂齡學習中心 畫我祖孫情

活動內容包含畫我祖孫情(畫展)、舞動新生

獅報平安(三慈舞獅隊表演)、笛聲悠揚 歡樂

陶陶(三慈陶笛隊表演)、感恩奉茶會及祝福

傳情會 學生送上祝福卡(並唸出)、祖父母分

享學習趣

107年8月31日(五)
08:00-09:30

臺南市北門區三慈國小籃球

場

臺南市北門區慈安里381號
免費

柯淑惠 /06-7850400-12
/amyua7578@tn.edu.tw

118 大內區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包春捲 藉由包春捲活動表達對祖父母的敬愛及感謝 107年9月1日(六)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小 免費
傅千珊06-5761007*104

tncm1406@tn.edu.tw

119 鹽水區樂齡學習中心

感謝要您知道-
祖孫情感謝卡

放送

鼓勵樂齡學員索取感謝卡，祖孫共作完成感

謝卡，祖孫寫出(或畫出)對祖父母及孫子女

的感謝或呵護情感話語。

107年8月21日(一) ~107
年8月24日(五)

臺南市鹽水區樂齡學習中心/
臺南市鹽水區坔頭港里202

號

繳交感謝卡/不
需報名費

謝明勳 06-6892014分機

21edu827@tn.edu.tw

120 白河區樂齡學習中心
圓滿祖孫吃甜

湯

於開學日祖父母帶著孫子來上學時，爺爺奶

奶教孫子如何搓圓圓滿滿的湯圓，大家一起

來搓湯圓吃湯圓，共享祖孫樂。

107年8月30日(四)
竹門國小活動中心

臺南市白河區竹門里10鄰
113號

免費 楊秋霞 06-6851290

121 後壁區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祖孫動動

樂

1.繪本共讀"阿公愛買魚"和"奶奶的記憶"，珍

惜祖孫能在一起的溫馨時光。

2.祖孫歡樂動~創意造型氣球&輕鬆趣味遊

戲。

107年8月25日(六)
9:00~11:00

臺南市後壁區安溪國小日式

辦公室

臺南市後壁區長安里5號

請洽安溪國小

06-
6361535#204

免費

王嘉蜜

06-6361535分機204
jumiwang@tn.edu.tw

122 歸仁區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認識

校園

1.介紹祖父母節的由來

2.設計分組活動-由樂齡長輩帶領小朋友進行

資源回收教育、如廁教育、營養教育等活動

107年8月19日(日)
09:00-11:00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小活動

中心
免費

林立武

3301666分機801
myskuda@gmail.com

123 北區樂齡中心
祖孫同心家庭

溫馨

利用演講 闖關與實作親子互動課程.增進祖

孫情誼

107年10月27日(六)
9:00~12:00

臺南市北區賢北國小二樓會

議室
親自報名/免費

黃翊筠

3501433*820
tnfen502@tn.edu.tw

124 林園國小
祖孫情深-家有

傳家寶

配合暑假作業及新生入學，舉辦「祖孫情深-
家有傳家寶」活動，鼓勵學生拍攝祖父母日

常生活趣味影像、及不老夢想訪問，並將影

片上傳至學校臉書，於開學當天播放並舉行

祖孫金像獎頒獎典禮，希望祖孫能共度這頗

具意義的一天，並藉此機會宣傳樂齡中心課

程，期望真正達成祖孫共學的目標

107年8月30日(四) 9:00-
11:30

高雄市林園國小 高雄市林園

區忠孝西路20號

林園國小臉書

林園區樂齡學

習中心臉書 免
費

吳雅茹

07-6412125分機20
joy64607@gmail.com

125 茄萣國小 代代學習趣

1.祖孫一起上學去

2.祖孫同樂玩彩繪

3.祖孫愛的抱抱

107年8月25日
9：00-11:30

茄萣國小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路二段

307號

報名請洽茄萣

國小教務處/免
費

07-6900057分機20
黃玲君主任

126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大手牽小手～

祖孫作伙來

現場有精彩表演、健康活力操以及闖關遊戲

活動，歡迎大家邀請阿公阿嬤祖孫同行一起

參加。

107年8月24日(五)
8:30-12:00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多功

能活動中心

高雄巿路竹區環球路452號

1.即日起至8月
16日(三)前，以

電話報名或親

至本中心(樹人

醫專夜間部辦

公室)報名/免費

侯小姐

07-6979328

127
高雄市終身學習教育協

進會

銅缽傳情祖孫

瑜珈音樂會

有沒有想過，老人家與小朋友可以一起做瑜

珈？鳥松樂齡中心將於107年祖父母結舉辦

辦「銅缽傳情祖孫瑜珈音樂會」，讓祖孫們

透過瑜伽互動，一邊鍛煉身體，一邊增進感

情，拉近兩代的距離。

107年8月28日(二)
14:00-16:30

高雄鳥松區大同路25之77號
電話報名/報名

費200元
763-9199晚上電洽19:00-21:00

128 和春文教基金會 祖孫時尚秀

1.祖孫創意服裝走秀(邀請三民家商學生同樂)
與銀髮長輩說學逗唱表演，祖孫互動同歡樂

2.台上表演台下觀賞者為評委，選出最有佳

的拍檔「祖孫秀」

107年8月22日
(三)14:00-17:00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路391號
和春影城 騎樓

至本中心填寫

報名表或電話

報名/免費

黃淑貞

07-3801370
fortunenpo@gmail.com

129 仕隆國小
「祖孫同樂

『趣』上學」

1.「大手牽小手－祖孫共進勤聰門」

2.「守護平安與幸福－為孫子配戴幸福御守

致贈平安皂」

3.「爺爺奶奶的小時代-聽爺爺奶奶說他們的

童年往事」

4.「為阿公阿嬤加油－辦理相關家庭教育講

座」

5.「祖孫照相機—三代同堂大合照」

107年8月30日(四) 8:00-
10:00

仕隆國小

(高雄市橋頭區仕隆路進校巷

16號)

至本中心填寫

報名表/免費

詹小姐

07-6113517分機51

130 荖濃國小 祖孫同樂會 1.祖孫闖關趣2.樂齡靜態成果展
107年8月30日(四)

9:00-12:00
高雄市六龜區荖濃里南橫路

72號荖濃國小

報名請洽荖濃

國小教務處/免
費

龔怡方

07-6881311分機11
gif799777@gmail.com

131 左營國中
天韻歌聲滿庭

芳

1.音樂欣賞會—長青合唱團2.講古3.輕鬆動—
活絡筋骨(祖孫按摩、奉茶)

107年8月25日(六)8:30-
11:00

左營國中舊校區活動中心

106教室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仔路30
號)

電話報名/免費
馮小姐或710許明源主任

07-3433080分機320

132 彌陀國小

祖孫三代舞來

舞趣上學同樂

會

1.祖父母(樂齡學員)表演民族舞蹈曼妙舞姿扇

子舞。

2.祖父母邀請新生一起參加跳舞，舞來舞趣

同樂會。

3.請新生表達對於祖父母的感謝之意。

4.跟著大姐姐帶領新生認識校園的環境。

5.惜福感恩、懷想往日祖父母在校的黃金歲

月。

107年8月25日(六)
08:00-12:30

彌陀國小 (高雄市彌陀區中

正路213號)

1.簡章報名或

電話報名 2.免
費

張錫傑主任

07-6176300分機41

133 高雄市甲仙愛鄉協會

「大手牽小手

一起救地球」

闖關活動

守護環境議題從自己做起，山上的我們就地

球不落人後，透過活動的宣導與實作，再養

回健康的土地和環境

107年8月20日(一)
9:00-13:00

甲仙社區活動中心

臺北市大安區建國甲仙區中

山路56號

ＦＢ／電話報

名

免費

曾麗雲

07-6754099
hun2639@gmail.com

高

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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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旗津國小
祖孫三代攜手

趣上學

1.大寶小寶上學趣

2.阿公阿嬤才藝表演

3.大手牽小手-學習趣

4.阿公阿嬤的百寶箱5.惜福感恩

107年8月31日(三)
9:00-11:00

旗津國小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路623
號

報名請洽旗津

國小學務處

免費

07-5715133分機721劉主任

135
台灣道爾思永續發展協

會
祖孫點心烘焙

感謝有你—祖孫一起烘焙糕點，製作禮盒送

給彼此，表達愛與感恩

107年8月18日(六)
14:00~17:00

大社區保安里活動中心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路87-3號
電話報名/免費

李先生

0973428443
thefool1021@gmail.com

136
高雄市杉林好家園營造

協會(旗山區)
代代相傳共融

活動

1.祖孫世代薪傳交流活動

2.大玩童小玩童體驗DIY活動

3.樂齡代間成果展現與回饋

107年8月18日(六)
8:30-12:30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路199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東區旗山

社福中心

電話報名/免費
陳惠蓮

0937-672088

137
高雄市杉林好家園營造

協會(杉林區)
祖孫共學

幸福體驗活動

1.童玩DIY體驗活動

2.世代共融文化交流活動

3.祖父母手作產業品嚐交流與體驗活動

107年8月19日(日)
8:30-12:30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路199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東區旗山

社福中心

電話報名/
免費

陳映雪

0911-553241

138 阿蓮國小
大手牽小手～

代代學習趣

1.「家有ㄧ老，如有ㄧ寶」，阿公、阿嬤寶

貴的人生經驗分享。

2.祖孫同樂「大手牽小手」製作童玩。

3.祖孫三代打卡上傳，善用科技社群，拉近

祖孫情感。

4.提供傳統九層糕.紅龜稞…等點心，祖孫傳

承

107年8月26日(日)
9:00-13:00

阿蓮國小忠孝堂

高雄市阿蓮區民族路163號
電話報名/

免費

陳玉祥主任

07-6312049分機240

139 台灣湧泉關懷協會 祖孫點心烘焙
感謝有你—祖孫一起烘焙糕點，製作禮盒送

給彼此，表達愛與感恩

107年8月10日週五

9:00~12:00
高雄市梓官區梓和里平等路

190號1樓
電話報名/

免費

李先生

0973428443
thefool1021@gmail.com

140 多納國小
黑米智慧，魯

凱傳揚

1.花環編織

2.魯凱古謠傳唱

3.魯凱童玩親子活動

107年8月28日(二)
8：30-12：00

多納里風雨球場

(高雄茂林多納里1-1號)
電話報名/

免費

07-6801351
潘廣雄老師

0932-191370

141
台灣湧泉關懷協會(田

寮區)
祖孫點心烘焙

感謝有你—祖孫一起烘焙糕點，製作禮盒送

給彼此，表達愛與感恩

107年8月4日(六)
14:00~17:00

田寮區新興里龍鳳寺

高雄市田寮區新興里新興路

16號

電話報名/
免費

李先生

0973428443
thefool1021@gmail.com

142 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
天韻歌聲滿庭

芳

1.音樂欣賞會-烏克麗麗表演

2.兒童舞蹈

3.手語傳情-大手牽小手 4.長幼輕鬆動

107年8月22日(三)
08:30-11:00

樂齡拓點-新興老人活動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62號1
樓

電話報名

免費

蔡小姐

07-222-2272

143
高雄市中華文字理哲學

教育基金會

樂齡「祖父母

節樂哈哈」活

動

1.音樂表演 2.了解祖父母節意義 3.課程推廣

與共樂 4.社區環境美化服務 5.增進參與人際

交流

107年8月24日(五)
08:30-11:30

龍子里活動中心 高雄市鼓山

區中華一路2133巷47號
電話報名

免費

陳富笙

0982325408
chenmusic5@hotmail.com

144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屏東縣107年
度慶祝祖父母

節『代代感恩

心』大手拉小

手祖孫活力健

康秀計畫

◎舞台表演活動：祖孫共舞活力健康秀。

◎繽紛大頭貼機：祖孫或好友一同拍照。

◎童玩教學：祖孫互動及教學互長。

◎DIY手作區-與會人員動手體驗。

◎靜態展示宣導區-樂齡學習中心課程介紹、

教學成果展現、代間及樂齡教育資料之宣

導、配合政策宣導等。

107年8月24日(五)
08:20～13:00

屏東市仁愛國小學生活動中

心

屏東市仁愛路98號

自由參加

免費參加

家庭教育中心-黃翠紅

08-7378465轉32
e250011@oa.pthg.gov.tw

145 新埤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多元文化

逗趣味

今年的祖父母節以親子劇團演書表演及社區

新住民家庭文化走讀為活動主軸，展現社區

融合的親情力量，營造幸福家餉潭。

107年9月1日（六）

08：50~14：00

餉潭國小風雨球場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龍潭路

149號

向中心索取報

名/
免費參加

林秀英校長

08-7981600分機11
shuing3026@gmail.com

146 竹田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共學去，

攜手愛傳承

「祖孫共學去  攜手愛傳承」祖父母-設計祖

孫桌遊活動，讓樂齡學習中心的夥伴及竹田

國小的學生及祖孫能共學、共玩及共同服務

的方式提升子女對於祖父母的感恩之心。

107年9月27日(四)
09：00~13：00

本基金會活動中心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自強路

8號

1.親自報名或

電話報名

2.免費參加

林家伶、許文楠

08-7710308#13
happylearning999@gmail.com

147 枋山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和樂鑰匙

圈在我家

1.祖孫組隊趣味競賽

2.祖孫客製化鑰匙圈設計

3.修圖美化照片

4.加上文字小插畫點綴

5.列印產出

6.透過力學原理壓製

7.完成獨一無二專屬幸福鑰匙圈

107年8月24日(二)
09:00～13:00

枋山鄉老人活動中心    枋山

鄉楓港村舊庄路1-2號

1.親自報名或

電話報名

2.免費參加

蔡依恩

08-8772476
hlsms53@yahoo.com.tw

148 九如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學習趣

1.透過祖孫共學趣系列活動，學習互相關

懷、互相照應，並連繫彼此的情誼，促進家

庭和諧。

2.藉由代間學習互動的過程，促進祖孫之間

情感連結與潛能激發。

107年8月18日〈六〉

08：30-13：00

九如鄉文化廣場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光復街

68號

於8/10日前送

報名表至樂齡

中心辦公室報

名/免費

陳麗雲

08-7390928
a739.a739@msa.hinet.net

149 恆春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計畫-

樂情傳動

邀約樂齡學員及志工結合代間家庭成員,設計

互動diy遊戲及展現學習成果，並以律動舞樂

現場動力，讓樂齡活動力與新世代的歡樂融

合，撫慰安養中心的長者,並一起歡度祖父母

節,創造高齡者家庭及社會美好記憶與感動。

107年8月23日(四)
09:00-13:00

恆春鎮 南門養護中心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路10號
免費

潘玉如 0920817597
alin5038@kimo.com

150 佳冬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共學~   禪

繞畫

1.透過講師以簡易方式教學，同時撥放輕音

樂讓學習過程是舒壓、輕鬆、愉快的氛圍進

行。

2.把完成禪繞畫作品拼貼馬賽克，欣賞討論

分享。

107年8月18日〈六〉

08：30-12：30
佳冬鄉公所3樓禮堂

屏東縣佳冬鄉佳昌路2號
親自報名或電

話報名/免費

徐錦瓊

8665373
0918111769

betty1965002000@yahoo.com.tw

151 內埔鄉樂齡學習中心
爺奶動手動腳

動動腦

透過兩項活動，讓爺奶及幼輩子女共學互

動。

(一)趣味闖關:1.投籃入輪 2.飛盤入框 3.強棒

出擊

(二)親子蛋糕製作等兩項活動，讓爺爺奶奶

「動手動腳又動腦」

107年9月1日（六）

08：50~14：00

隘寮國小前庭及禮堂

屏東縣內埔鄉隘寮村清涼路

二段238號
免費

郭宗烈校長

 08-7991036分機11
lieh58@yahoo.com.tw

152 枋寮鄉樂齡學習中心

代代學習趣~
代間教育祖孫

樂

1.何謂代間教育2.小朋友對老人印象或感覺3.
團康遊戲4.童玩介紹4.童玩製作5.童玩製作與

回貴分享

107年8月29日(三)
09:00~13:00

枋寮樂齡學習中心

屏東縣枋寮鄉安樂村中山路

171巷50號

枋寮區漁會報

名/免費

曾麗月

08-8781324
a8781324fish@yahoo.com

153
阿公阿嬤樂齡

趣

邀請樂齡族、學童及中心志工以遊戲及DIY
之方式活化代間教育。

107年9月3日(一)
09:30-12:30

永港國民小學

屏東縣滿州鄉新庄路25號

向本中心或永

靖據點報名即

可

莊小姐 08 8802448
mjcei2229@gmail.com

154
阿公阿嬤樂齡

趣

邀請樂齡族、學童及中心志工以遊戲及DIY
之方式活化代間教育。

107年9月4日(二)
08:30-13:30

滿州國民小學

屏東縣滿州鄉中山路39號

向本中心或滿

州據點報名即

可

莊小姐 08 8802448
mjcei2229@gmail.com

滿州鄉樂齡學習中心

屏

東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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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獅子鄉樂齡學習中心 vuvu們的對話

為因應獅子鄉高齡化人口及隔代教養問題，

透過一年一度的祖父節，讓孩子們能瞭解到

vuvu們的辛苦，使vuvu能感受孩子的愛及關

懷，經由活動辦理讓祖孫發揮創意、共同創

作，以及同心協力完成相關遊戲，增進祖孫

親子互動，使孫子們感受到祖父母的愛，感

謝祖父母的關愛及照顧。

107年8月17日(五)
08:30-12:30

獅子鄉樂齡學習中心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六巷22-
1號

向本中心報名

即可

柳唐宏梅

08-8701415
yervias.vovo@gmail.com

156 泰武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大小

vuvu(祖孫)共
學趣

藉由「祖父母節」大小vuvu(祖孫)共學趣的

推動，促進世代之間的融合及拉近距離，並

重溫祖父母帶給我們關愛與溫馨，全家共同

慶祝這個有意義的節日。現場有豐富的祖孫

共樂活動節目外，也希望能傳承祖父母的智

慧與經驗，大手牽小手～祖孫齊歡樂－歡慶

祖父母節活動。

107年8月28日(二)
08:00-14:00

泰武鄉佳平天主堂廣場(暫
定)

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1鄰3號

電話報名

免費

何梅君

08-7836968
veron0517@gmail.com

157 三地門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孝順

是一定要的啦!

因應高齡化社會來臨，平均壽命延長的世代

，高齡者如何活的好、活的有意義？如何健

康老化，在地老化？身為照顧者需要學習照

護，因此上午舉辦高齡講座-主題【大小

VUVU童再一起】，下午透過族語代間教育

活動，如:傳統歌謠合唱，能與自己的家人有

更多親子互動，記得孝順是一定要的啦!

107年8月31日(五)
09：00-15：00

三地門教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中正路2段
29巷7號

學習中心報名

免費

江思園

0913-002593
kailje1106@gmail.com

158 牡丹鄉樂齡學習中心

kapanan祖幼共

學開學趣-,祖
父母節活動

1.透過學生時期照片，來分享求學的樂趣。

2.石門國小學生做部落在地知識的傳承的解

說， 跟vuvu們分組一同比賽分組比賽傳統技

藝。(射箭/祈那福/搗麻吉)
3.樂齡中心vuvu表演古謠傳唱

107年8月23日(四)
09:00-12:00

石門國小

屏東縣牡丹鄉石門村33號
學習中心報名

報名費50元

尤慧蓁

0988953086
ievy0128@gmail.com

159 萬丹鄉樂齡學習中心

大手牽小手，

一起上學

「趣」

1.健康講座

2.祖父母與孫子女的闖關活動

3.健康諮詢服務

4.地方美食-紅豆料理的教學

5.校園介紹

107年8月18日(六)
08：00-13：00

四維國小

屏東縣萬丹鄉四維村四維東

路567號

自由參加

免費

簡瑞隆主任

08-7761987#12
minying908@yahoo.com.tw

160
就要"丸"在一

起

古亭本部爺爺奶奶和孩子一起製作魚丸,完成

後一起享用炒米粉、魚丸湯

107年9月15日(六)
9:00-12:00

宜蘭縣壯圍鄉古亭社區活動

中心

宜蘭縣壯圍鄉古亭路48-16號

對象限定古亭

村爺爺奶奶學

生/至古亭國小

學務處報名/免
費

蔡依玲

（03）9301022分機206
iling6237@gmail.com

161
祖孫百人系列

活動

播放祖孫親子共賞電影,活動中還有童玩體驗

區、園遊會

107年9月22日(六)
17:00-21:00

宜蘭縣壯圍鄉古亭國小

宜蘭縣壯圍鄉古亭路81號
自由參加

免費

蔡依玲

（03）9301022分機206
iling6237@gmail.com

162 員山鄉樂齡學習中心

鐵馬祖孫情-賞
湖、嚐鮮、做

蜜餞

1.祖孫共騎乘腳踏

車，休閒、聯誼、運動及DIY課程。

2.祖孫共同遊湖進行生態之旅

107年9月1日(六)
07:00-12:00

龍潭湖風景區/宜蘭縣礁溪鄉

龍潭村環湖路1號、橘之鄉

蜜餞形象館/宜蘭縣宜蘭市梅

洲二路33號

員山樂齡中心

報名

免費

李家蓉

（03）9224061分機302
abcyzing@gmail.com

163 礁溪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閱讀悅有

趣
繪本共讀及賞析

107年8月28日(二) 9:30-
11:30

宜蘭縣礁溪鄉礁溪路4段135
號

礁溪國小輔導

室報名

洪曉威

（03）9882047分機264

164 關山鎮樂齡學習中心

慶祝祖父母節

暨教學成果展

演活動

慶祝祖父母節活動暨各課程成果展演
107年8月26日(日)

08：30-12：30

關山鎮豐泉社區活動中心/臺
東縣關山鎮忠孝路18巷2號2

樓

免費

羅彬泉

0937-169742
lbc4610@yahoo.com.tw

165 鹿野鄉樂齡學習中心
裙擺搖搖媽媽

樂

1.運動員進場

2.暖身操

3.阿母活力讚

4.祖孫同樂樂

107年5月9日(三)
臺東縣鹿野鄉瑞源村15鄰同

興路156號
免費

林子珮

089-580871

166 海端鄉樂齡學習中心

慶祝祖父母節

暨樂齡成果展

演活動

1.迎賓-敬拜讚美

2.舞蹈表演

3.愛要及時-洗腳報親恩

4.祖孫同樂-說故事比賽

5.親子同樂-團康活動

6.原住民風味餐成果展/美食饗宴

107年8月25日(六)
13：00-17：00

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聚會所

(海端鄉崁頂村13-15號
免費

潘秋月

0913-628936

167 金城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樂遊
祖孫一同前往金門縣植物園，進行生態樂遊

，並彩繪昆蟲DIY活動。

107/08/14
09:00-12:00

金門縣植物園 社區連結/免費
陳諭芊

082-325058

168 金城鎮樂齡學習中心 樂齡水中運動
消暑又熱門的課程，教導樂齡者如何藉由水

的浮力及壓力來進行增肌運動。

107/08/06-08/10
每日09:00-11:00

國立金門高中
LINE報名/保證

金200元
陳諭芊

082-325058

169 金城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禪繞藝起

來

利用禪繞畫無壓力的美感教育方式，讓長者

和孫子可以共同學習，聯繫感情。

107年9月1日(六)
9:00-12:00

金城鎮樂齡學習中心

金門縣金城鎮民生路2號
登報、LINE、
社區連結/免費

陳諭芊

082-325058

170 金湖鎮樂齡學習中心
樂齡祖孫同樂

趣

1.生命故事分享、3.手作同樂會、4.樂齡表

演、5.互動闖關

107年8月27日(一)
07:00-13:00

山外社區活動中心及戶外廣

場

社區連結、電

話報名

免費

陳小姐、李小姐082-332528#219

171 金沙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父母節暨成

果展

1.各社區團體成果表演

2.闖關活動

107年8月5日
8點-12點

金沙複合式運動場
電話報名

免費

黃小姐

082-352150分機227

172 金沙鎮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同做手工

皮雕

1.認識皮革種類及雕刻技法介紹

2.皮革的各種縫線介紹

3.皮革雕刻染色技巧與表面處理

107年8月13日至15日 金沙樂齡學習教室

社區連結、電

話報名

免費

黃小姐

082-352150分機227

173 金沙鎮樂齡學習中心 韻律拉力棒

透過興趣學習,利用簡單的器具來拍打身體的

穴道，讓學員們了解身體構造，其實是可以

利用拍，打，敲的方式來讓身體更健康，適

當的運動，對於年長的長者其實是有益處

的。

107年8月13日至15日 西園后珩社區

社區連結、學

員及電話報名

免費

黃小姐

082-352150分機227

174 金寧鄉樂齡學習中心
回溯催眠─解

壓放鬆

許多的疾病都是由長期壓力和煩惱的形成的

，心情要平靜才比較有能力省察放鬆前的煩

惱，運用催眠術有助於解決所有問題的緊張

根源

107年8月24日
09:00-11:00

本中心

社區連結、學

員及電話報名

免費

蔡小姐 082-371601

175 金寧鄉樂齡學習中心
活化記憶：祖

孫杯墊DIY
何謂記憶力、記憶力面面觀、記憶差不等於

失智、配合活力記憶力之腦力開發課程
107年9月11日(二) 本中心

社區連結、電

話報名

免費

蔡小姐 082-371602

壯圍鄉樂齡學習中心

金

門

縣

宜

蘭

縣

臺

東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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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烈嶼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健康帶動

跳

藉親子的活動舞蹈，讓祖孫同台一起歡樂舞

蹈，鼓勵年輕世代和祖父母互動交流。

107年8月7日(二)
09:00-09:30

金門縣烈嶼鄉體育館

電話報名或至

中心報名082-
34096
免費

洪先生

082-364096

177 烈嶼鄉樂齡學習中心
祖孫趣味闖關

遊戲

以家庭教育、倫理教育、代間教育為主軸設

計5闖關關卡且關卡設計祖孫需互助合作才

能過關。

107年8月7日(二)
09:00-11:00

金門縣烈嶼鄉體育館

電話報名或至

中心報名082-
34096
免費

洪先生

082-364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