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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8108108年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經費編列及後續核銷事宜說明年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經費編列及後續核銷事宜說明年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經費編列及後續核銷事宜說明年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經費編列及後續核銷事宜說明    

    

  一、108年度各類中心時數編列及經費補助原則如附件1。 

  二、辦理108年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及申請資料填表摘要說明： 

    (一)增列108年度樂齡學習中心經費說明表： 

 

 

 

 

 

 

 

       *本表填列時機：教育部對於不同類型的樂齡中心均有不同金額的申請，  

        如果申請金額高於教育部原所定額度申請金額高於教育部原所定額度申請金額高於教育部原所定額度申請金額高於教育部原所定額度，需填需填需填需填本表並敘明原因本表並敘明原因本表並敘明原因本表並敘明原因。* 

    (二) 教育部108年度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轄管樂齡學習中心（含 

         示範中心）設備(物品)申請一覽表： 

 

 

 

 

 

 

 

1、 得申請物品及增購教學設備得申請物品及增購教學設備得申請物品及增購教學設備得申請物品及增購教學設備，，，，惟須達使用年限惟須達使用年限惟須達使用年限惟須達使用年限，，，，如未達年限如未達年限如未達年限如未達年限

需申請需申請需申請需申請，，，，需敘明理由需敘明理由需敘明理由需敘明理由。 

2、 如屬社區拓點必要設備，亦請敘明申請理由亦請敘明申請理由亦請敘明申請理由亦請敘明申請理由。 

3、 有關設備其登錄及報廢方式須依據地方政府規定辦理。 

4、 設備、物品及空間修繕費之分類： 

（1） 物品：指單價未達1萬元。 

（2） 設備費：單價達(含)1萬元。 

（3） 加強安全設備，如止滑或安全扶手等，各項單價需估出，惟因屬

不可分的項目，可放於資本門。 

（4） 容易犯的錯誤：桌椅除非是整套不可拆，又達1萬元以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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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設備，一般都是以「物品」為之。另外樂齡中心的招牌，如單

片招牌超過1萬元，需列設備費。 

（5） 物品申請範例： 

 

 

 

 

 

 

 

 

（6） 設備申請範例(列為資本門)，加強說明外加強說明外加強說明外加強說明外，，，，並提供型號並提供型號並提供型號並提供型號： 

 

 

 

 

 

 

 

 

   

 (三)教育部108年度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轄管樂齡學習中心（含示範中 

     心）申請降低時數審核一覽表： 

 

        

 

 

 

          

 

         註：如中心因故在執行時數上無法配合規定，得降低時數，但需 

            送縣市初審會議通過後再送教育部。 
  三、各項經費編列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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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社區拓點：如有經費不足，可適時增列所需相關費用，以講師鐘點以講師鐘點以講師鐘點以講師鐘點 

       費費費費、、、、講師交通費及材料費為主講師交通費及材料費為主講師交通費及材料費為主講師交通費及材料費為主，另有關外部場地使用費，建議儘量以免費 

       之社區場地為優先【請將所需經費納入計畫經費申請項目，並於說明欄說 

       明清楚】。 

 

   (二)由縣市政府指定樂齡中心辦理之計畫： 

1、 如配合縣市辦理祖父母節或執行樂齡志工培訓及成果展演活動，受承辦

之樂齡中心單位另填申請計畫(含經費)，依依依依實際需要提列膳費實際需要提列膳費實際需要提列膳費實際需要提列膳費、、、、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費費費費、、、、音響租借音響租借音響租借音響租借、、、、材料費材料費材料費材料費、、、、外部場外部場外部場外部場    地費地費地費地費、、、、會場布置會場布置會場布置會場布置、、、、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印刷費、、、、文宣費文宣費文宣費文宣費、、、、

車資項目車資項目車資項目車資項目，，，，其餘項目其餘項目其餘項目其餘項目不補助不補助不補助不補助。【【【【本案如縣市政府有統一申請本案如縣市政府有統一申請本案如縣市政府有統一申請本案如縣市政府有統一申請，，，，教育部不再教育部不再教育部不再教育部不再

補助各補助各補助各補助各中心單獨執行中心單獨執行中心單獨執行中心單獨執行】】】】。 

2、 如縣市政府未統一申請如縣市政府未統一申請如縣市政府未統一申請如縣市政府未統一申請，，，，樂齡中心可申請執行祖父母節樂齡中心可申請執行祖父母節樂齡中心可申請執行祖父母節樂齡中心可申請執行祖父母節：：：：得依實際需要

提列膳費提列膳費提列膳費提列膳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音響租借音響租借音響租借音響租借、、、、材料費項材料費項材料費項材料費項目目目目，其餘項目不補助【膳費勿

寫為餐費】。 

    

    

    

    

    

    

 

3333、、、、 祖父母節活動須以代間活動之計畫為主祖父母節活動須以代間活動之計畫為主祖父母節活動須以代間活動之計畫為主祖父母節活動須以代間活動之計畫為主，屬參訪屬參訪屬參訪屬參訪、、、、聯誼聯誼聯誼聯誼、、、、    踏青踏青踏青踏青、、、、控窯等控窯等控窯等控窯等

性質活動性質活動性質活動性質活動，，，，不予補助不予補助不予補助不予補助，，，，另如要辦理代間競賽活動另如要辦理代間競賽活動另如要辦理代間競賽活動另如要辦理代間競賽活動，，，，獎金獎金獎金獎金、、、、獎品請自籌獎品請自籌獎品請自籌獎品請自籌。。。。    

    (三)講師鐘點費： 
         1、各類課程外聘專家學者每小時1,600元 

（1） 屬高齡（或成人）教育相關專業領域議題，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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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領域領域之外聘專家學者，得由樂齡中心

彈規劃，進行專題演講、工作坊，非屬系列性、帶

狀性課程，每小時最高為1,600元，經費上限為3萬

2,000元，得用於辦理培訓之專業講師。 

（2） 偏鄉、離島地區，經費上限為5萬1,200元。另如受

縣市政府委請辦理志工研習等培訓活動，為配合辦

理相關活動需要，亦可申請達5萬1,200元(32小時)。 

（3） 本項申請須註明預聘請之講師姓名、現職，如未註

明，不予通過。 

 2、各類課程外聘師資每小時800元 

（1） 本項目之單一人員授課支領鐘點費，不得超過計畫

總時數15％，離島或偏鄉地區因講師聘任不易，單

一人員支領鐘點費不得超過計畫總時數20％ 

（2） 本項標準含「樂齡輔導團」所培訓通過且領有證書

之樂齡講師、樂齡核心課程規劃師，及樂齡學習社

團每月 1-2 次聘請專業老師指導之鐘點費。 

（3） 另如樂齡中心（含示範中心）之內聘人員具備大專

校院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需有證書證明），每小

時得以此標準支出，並得低於本標準。 

 3、各類課程內聘師資每小時500元 

（1） 樂齡中心主任或業務相關人員屬之。 

（2） 單一人員授課支領鐘點費不得超過計畫總時數10

％，離島或偏鄉地區因講師聘任不易，單一人員支

領鐘點費不得超過計畫總時數20小時。 

（3） 原住民地區需要母語翻譯人員，得以此標準支出。 

 4、申請講師鐘點費規範事項 

（1） 前述講師鐘點費請領資格認定，由各縣市政府自行

認定，講師點費之計算：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

其連續上課2節課者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講師者

為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樂齡核心課程講師聘請得以受過教育部樂齡學習專

業人員培訓通過且領有證明書者為優先聘用考量，

如樂齡中心未能於該縣(市)聘得此類師資，或有其

他原因未能聘用，說明後續如何強化中心師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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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 各核心課程師資，請優先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尋

找師資，如無適合之講師人選，請各輔導團協助媒

合。 

（4） 「中心自主規劃課程」為利發展學員多元學習能

力，系列性課程不宜由同一批學員持續上課，請輔

導成為「樂齡學習社團」，惟每月得 1-2 次聘請專

業老師指導，聘請專業老師指導時間及經費，得納

入樂齡學習課程總時數計算。 

（5） 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

鐘，講師鐘點費講師鐘點費講師鐘點費講師鐘點費統一統一統一統一以以以以節節節節（（（（5050505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四、申請單位需要填報的表格再提醒： 

    (一)如果承辦樂齡中心之單位108年度有申請物品有申請物品有申請物品有申請物品、、、、設備及修繕設備及修繕設備及修繕設備及修繕之需要，各          

        申請單位需填寫至「申請理由」欄位，再交由縣市政府於初審會議提 

        出並確認。 

 

     (二)基本資料填寫：請逐項填寫，如電話有分機需填分機如電話有分機需填分機如電話有分機需填分機如電話有分機需填分機，後續將公告 

         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所填承辦窗口如於執行過程有更動，請速 

          通知縣市政府窗口及各區輔導團協助更正，以利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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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申請表填寫注意事項： 

1、 申請單位：請填承辦單位的全稱，如：宜蘭縣○○鄉公所或宜蘭縣

○○鄉○○國民小學或宜蘭縣立○○國民中學。 

2、 計畫名稱：要將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完整填寫。 

3、 計畫經費總額：計算公式為「申請補助經費+自籌經費=計畫經費總

額」，前面各項需分列經常門及資本門前面各項需分列經常門及資本門前面各項需分列經常門及資本門前面各項需分列經常門及資本門，，，，請確實仔細核算請確實仔細核算請確實仔細核算請確實仔細核算。 

 

 

 

 

 

 

 

 

         4、其他經費項目： 

 （1）講義費、材料費、印刷費、文宣費、材料費，有寫「請註明 

 1份約多少經費，請確實寫清楚請確實寫清楚請確實寫清楚請確實寫清楚，，，，請勿分太多價格請勿分太多價格請勿分太多價格請勿分太多價格，，，，每份以每份以每份以每份以    

        50505050或或或或100100100100元為原則元為原則元為原則元為原則，，，，盡量使用者付費盡量使用者付費盡量使用者付費盡量使用者付費。。。。另寫一式是不會通過另寫一式是不會通過另寫一式是不會通過另寫一式是不會通過    

    的的的的，，，，請確實分列單價請確實分列單價請確實分列單價請確實分列單價。。。。    

         （2）全民健保補充保費：講師鐘點費、工作費等衍生補充保費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911.911.911.91％％％％為上限為上限為上限為上限，如未申請或不足，承辦單位自行負擔 

         （3）工作費，需清楚提供計算方式：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規定， 

需依據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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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辦理各項計畫所需臨時人力

屬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等，所需

臨時人力以參加人數 1/10 為編列上限，工作日數以會期

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各樂齡中心得依需要檢附計算

方式，提出申請。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建議以參加人數計算建議以參加人數計算建議以參加人數計算建議以參加人數計算））））嘉義縣示範中心 107 年共有 

有15,000人參與活動，108年該中心可申請之工作費為 

15,000人之 1/10 為編列上限，等於中心可申請之工作費為 

1,500小時，但是中心108年只申請400小時，低於規定之 

1500小時，本部會檢視該中心107年在資料庫平臺之參與人

人，如果未符，將減列。 

         （4）勞保費：前述部分工時受樂齡中心輪派定時到工、全月 

              均在職者，須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之等級金 

              額申報，欲申請之樂齡中心需檢附計算方式，方得申 

              請。 

 

       

 

 

         （5）雜支：業務費總金額之業務費總金額之業務費總金額之業務費總金額之5555％，％，％，％，得依據實際得依據實際得依據實際得依據實際需要編列需要編列需要編列需要編列，凡前 

              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 

              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目， 

              除特別需求外，不得重複編列。 

         （6）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本項如有必要申請本項如有必要申請本項如有必要申請本項如有必要申請,,,,金額不得超過業務費總額金額不得超過業務費總額金額不得超過業務費總額金額不得超過業務費總額    

                                                        6666％，％，％，％，且非經教育部同意不得由其他項目流入且非經教育部同意不得由其他項目流入且非經教育部同意不得由其他項目流入且非經教育部同意不得由其他項目流入。。。。    

        5、經費表的順序經費表的順序經費表的順序經費表的順序    

                                    （（（（1111））））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內需含計畫經費及增列計畫經費與物品內需含計畫經費及增列計畫經費與物品內需含計畫經費及增列計畫經費與物品內需含計畫經費及增列計畫經費與物品)+)+)+)+雜支雜支雜支雜支====業務費小計業務費小計業務費小計業務費小計。。。。    

                                    （（（（2222））））業務費小計業務費小計業務費小計業務費小計++++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    

                                    （（（（3333））））設備費設備費設備費設備費((((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4444））））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經常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資本門====計畫總經費計畫總經費計畫總經費計畫總經費。。。。    

        6        6        6        6、、、、經費申請表之說明須清楚陳述項目申請之必要性及用途經費申請表之說明須清楚陳述項目申請之必要性及用途經費申請表之說明須清楚陳述項目申請之必要性及用途經費申請表之說明須清楚陳述項目申請之必要性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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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送件及檢核程序： 

     (一)收件日期107年11月30日(星期五)。 

     (二)份數：1式3份。 

     (三)裝訂技巧：左釘，請勿膠裝。 

    （四）請確實檢視後再裝釘請確實檢視後再裝釘請確實檢視後再裝釘請確實檢視後再裝釘，，，，所印製之資料應清楚所印製之資料應清楚所印製之資料應清楚所印製之資料應清楚，，，，避免模糊避免模糊避免模糊避免模糊，，，，為利審核為利審核為利審核為利審核    

                                            ，，，，字體大小以字體大小以字體大小以字體大小以    14141414    級字為主級字為主級字為主級字為主，避免過小迷糊不清。 

    （五）教育部預定於108年1月中旬召開複審會議，會後經複審會議核定經費。 

   六、有關課程規畫及後續結案部分： 

    （一）講師的課程及教法涉及後續課程是否能持續開設，且「講師鐘點費」 

          在本計畫之經費中占據相當比率之經費，建議中心承辦單位在課程方 

          面加強規劃： 

1、 可以召集本年度系列課程之授課教師討論課程的設計及大綱，就           

講師課程內容交換意見。 

2、 講師授課過程中請隨時注意學員反應，避免有不尊重、歧視學員，            

及推銷販售高價物品(之前有學員投訴，如一定要購買某種高價的運動           

器材才能來上課)，或如學員漸少(找理由不來上課) 等情事，如有類           

此情形，請調整課程。 

3、 如果核定計畫後之課程有調整，請承辦樂齡中心之單位發函請縣市政           

府同意調整，地方政府則需函請該縣市分區樂齡學習輔導團協助審核           

通過後方能調整。 

4、 有關樂齡中心承辦單位非常多元，除政府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外，尚           

有部分宗教民間團體，樂齡中心係以鄉鎮市區為概念成立，所服務的            

對象應為該地區之55歲以上民眾，並不為特定的社群服務，對於參與的           

長者應給予尊重，避免中心的學員有排他性，如樂齡中心設於甲村，不            

准乙村的人來學習，或樂齡中心是基督教團體接辦，佛教的信徒參與活           

動被禁止掛佛珠之類，應歡迎符合資格之民眾參與。 

5、 如果中心的活動有低於55歲以下的民眾參與，建議先吸收他們為中           

心志工，儘量把學習機會留給符合資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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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果製作： 

1、 上傳樂齡課表及成果：核准補助之單位，續辦中心應於每年3月1日起      

規劃新年度之活動，每月1日前需要將當月的課程上傳「教育部樂齡學            

習網」，每月5日前需將前月的成果資料上傳「樂齡學習資料庫平臺」，                                                 

新辦中心則可延遲至 4 月開始規劃活動，有關網站及填報資料的帳號           

及密碼，自核定起將請教育部資訊網站建置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提供。 

2、 活動辦理期間需注意成果的留存，建議每一系列活動結束則先製作成           

果，避免時間愈長淡忘或資料不齊全，依據106年成果資料表，有請各           

中心填列申請數及實際執行數，以檢視其中差距。 

3、 課程執行過程中，請拍照存檔，照片避免模糊及不清楚，且成果報告應           

於相片下方註明活動課程、時間及地點與簡述相片。 

4、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106年結案表(範例)，請參考附件2。 

    （三）樂齡學習標誌：教育部已於105年成功向經濟部註冊全國統一的「樂齡 

            學習」標誌，各承辦樂齡中心之單位，除懸掛「宜蘭縣○○鄉（鎮市）樂 

           齡學習中心」的招牌外，應將此一樂齡學習標誌擺放於中心明顯處，可 

           製作成海報、關東旗、或以珍珠板黏貼於牆壁，將「快樂學習、樂而忘 

           齡」之「樂學忘齡」之精神傳遞給參與者，教育部均會請輔導團於抽訪時， 

            協助檢視。前述樂齡學習標誌以上傳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樂齡輔導團/ 

          樂齡LOGO介紹。 

    （四）結案說明： 

          本案的執行期程為每年3月1日至隔年2月28日（或29日），依據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各中心於結束之日起應盡速向縣市 

          政府承辦單位辦理結案（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 



附件 1 

中心類型 補助經費 
年度開課 

時(節)數 
課程類型時(節)數編列規定 村里拓點規定 

新辦中心 28 萬元 208 時(節) 

樂齡核心課程（占 30-40％） 

自主規劃課程（占 40-55％） 

貢獻服務課程（占 5-15％） 

得免規劃 

續辦中心 38 萬元 312 時(節) 

1. 核心課程（占 30-40％）、自主規劃課

程（占 40-50％）、貢獻服務課程（占

10-20％）。 

2. 離島、偏鄉地區中心三大類型課程得

由各中心彈性規劃，自訂比率，惟單

類課程不得超過 55％。 

1. 續辦3年(含)以上者維持

4-5 個。 

2. 偏鄉、離島、續辦 1-2 年

者維持 2-4 個。 

優質中心 60 萬元 520 時(節) 

樂齡核心課程（占 35-50％） 

自主規劃課程（占 30-45％） 

貢獻服務課程（占 10-20％） 

維持 8-10 個 

示範中心 70 萬元 
624 時(節)及辦理 2次教

學觀摩 

樂齡核心課程（占35-50％） 

自主規劃課程（占30-40％） 

貢獻服務課程（占10-40％） 

維持 8-10 個 

樂齡優先

推動區(新

辦) 

28 萬元 

1. 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含)以上，以

104-156 時(節)為原

則。 

2. 老年人口超過 2萬人

以上者，以 208-260

時(節)為原則。 

三大類型課程得由各中心彈性規劃，自訂

比率，惟單類課程不得超過 55％。 
 



 

樂齡優先

推動區(續

辦) 

38 萬元 

時(節)為原則。 

樂齡核心課程（占30-40％） 

自主規劃課程（占40-55％） 

貢獻服務課程（占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