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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設置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實施計畫 

壹、緣起 

國內已逐步邁入高齡社會，預估在 2026 年，我國高齡人口將達

20.6﹪。目前在探討老人的議題中，社會福利及醫療衛生問題是比

較受到關注的，然而在高齡人口逐年增加的同時，提供老人有意義

的教育學習活動，將有助於國民身體健康，並促進積極老化。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於 95 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

政策白皮書」，以終身學習、健康快樂、自主與尊嚴及社會參與為四

大政策願景，積極規劃推動老人教育活動。然而，依據本部 95年委

託國立中正大學所做「老人教育機構現況調查」顯示，有八成的老

人從未出來學習，資訊不足是很大的因素；而同年委託世新大學所

做「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之看法民意調查研究」，對目前老人學習

場所是否足夠的問題，反應「足夠」者，占 22.7%，「不足夠」者，

占 61.1%。 

為落實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伍、老人教育政策之推

動策略之一建構老人終身學習體系，及之八增設老人教育學習場

所，實施「教育部設置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計畫」（以下簡

稱本計畫），並整合教育資源，建立社區學習據點，鼓勵老人走出家

庭到社區學習。97 年起，預計結合地方之公共圖書館、社教機構、

社區活動中心、里民活動中心、社區關懷據點及民間團體等場地，

分 3年規劃設置 368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97年設置 100

個、98年設置 168個、99年設置 100個，以期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

健康社區。 

 

貳、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之功能 

藉由樂齡學習資源中心的成立，招募社區教師及志工，邀請社區

老人出來學習及擔任志工，提供以老年人為對象之藝術教育、旅遊

學習、醫療保健、消費安全、休閒學習、家庭人際關係、生命關懷、

口述歷史及資訊研習等多元學習課程，整合鄉鎮市區老人學習資源

（含：老人文康中心、社會福利單位、社區大學、高齡學習中心及

民間團體等），提供社區老人便利的學習資訊連結網絡，讓老年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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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社區管道學習新知，並同時拓展人際關係，讓生活更快樂。 

 

參、中心名稱說明 

     「樂齡」乙詞源引自新加坡對於老年人之尊稱（樂齡族），為

鼓勵老年人快樂學習而忘齡，是以「樂齡」之名稱作為學習資源中

心之標誌。 

 

肆、計畫目標 

一、 彙集區域老人教育學習資源。 

二、 提供老人學習之場所，落實在地化學習模式。 

三、 鼓勵老人終身學習及社會參與，以促進老人身心健康。 

四、 結合地方資源，共同營造無年齡歧視之社區文化。 

 

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各鄉鎮市區公所、社教機構（含

公共圖書館、社區大學）、學校、立案之文教基金會、社會

福利團體、宗教組織（章程中明定有推動老人活動之相關事

項）、經內政部評鑑為優等者之社區關懷據點、農漁會、文

史團體等非營利組織。 

 

陸、場地規劃機制 

本計畫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資源中心）之條件、場

地規劃模式及運作方式如下：  

一、設置條件： 

（一） 以一樓公共空間（或有電梯抵達之其他樓層）為佳，

場地應具備得容納三十人至五十人之研習空間。 

（二） 資源中心設置地點應考量空間之安全性，如建築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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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面必須平坦、各項消防設施之完備、具有逃

生設備及逃生口等，為顧及老人安全，應避免選擇臨

時搭建之建物，並以設置有無障礙空間為優先考量。 

二、場地規劃模式： 

（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鄉鎮市區公所選擇適合

之公共空間，規劃適於社區老人學習之資源中心。 

（二）徵選並評估現行辦理老人教育活動之民間團體（含：

社福團體、文教團體、社區發展協會及經內政部評鑑

為優等者之社區關懷據點），於其既有基礎上，擴充

服務項目設置資源中心。 

（三）偏遠地區或社區資源缺乏者，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選擇適當學校（國中小及幼稚園）、社會福利團體、

宗教組織及文史團體等非營利組織成立資源中心，並

由其協助提供相關資源及場地。 

三、補助設置運作方式： 

（一） 服務對象：社區中老年人及其家庭。 

（二） 運作方式： 

1、結合並彙集轄區內老人學習資源，成立橫向連結網

絡，提供在地化之老人學習服務。 

2、於平時日間或假日規劃適合老人學習之課程，延聘

講師提供學習活動，並招募志工以安排中心活動及

協助老人學習。 

3、規劃辦理學習活動：設計並規劃學習課程，如：保

健養生、藝術與公民教育、家庭人際、理財規劃、

科技資訊、消費保護、退休規劃、生命關懷、口述

歷史及世代交流活動（社區祖孫活動、三代同堂活

動）等，並得因應課程需要編寫相關教案。 

4、組成樂齡銀髮志工服務隊，服務項目如下： 

（1） 主動關懷並邀請社區老人積極參與活動。 

（2） 提供社會諮詢服務。 

（3） 參與社區文化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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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護孩童諮詢。 

（5） 結合社區學校為社區兒童口述歷史。 

5、提供創作品之展示空間：得參考日本「銀色商店」

之概念，於學習中心設置展示台，展示老人智慧

及創意結晶，再造生產力。 

6、場地得為複合式多功能用途之規劃：如夜間得規

劃為辦理弱勢家庭學生課業輔導場地。 

7、其他服務模式：配合地區特性或需要辦理，並提

供細執行方式。 

柒、輔導機制 

為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資源中心，及整合鄉鎮市區內

所轄老人教育資源，輔導機制如下： 

一、本部輔導機制： 

（一）本部得成立樂齡銀髮教育行動輔導團總團部，並於北

中南東四區成立區域性輔導中心。其任務為協助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各項老人教育工作推動（如

附件 1：輔導架構圖）。 

（二）委託相關單位培訓社區種子教師。 

（三）每年定期邀集直轄市、縣（市）政府、資源中心代表及

輔導團成員召開全國性聯繫會報，以促進經驗交流。 

（四）研發適合之教材及教案。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輔導機制： 

（一） 定期邀集各資源中心召開聯繫會議，深入了解辦理情形。 

（二） 邀集專家學者成立老人教育輔導委員會（或小組），定

期訪視各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含設於國中小之高齡學習

中心與社區玩具工坊）運作情形，以適時提供諮詢。 

（三） 按月填報各資源中心執行情形，於每月 10 日前上傳

本部老人教育學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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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期程及進度： 

本計畫採分年實施方式，自 97 年 6 月至 100 年 6 月，預定 3

年達成 368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之目標，各分年之

執行期程及進度如下： 

階段 主（承）

辦單位 

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預定期程 

第一年 

整合社區

老人教育

資源，成

立學習資

源中心 

教育部 1.成立「樂齡銀髮教

育行動輔導團」 

1.協助建立學習中心制度，並進

行輔導訪視事宜。 

2.辦理相關培訓、會議、研編

教材等活動。 

3.補助各地方政府成立「樂齡學

習資源中心」。 

97年 5月至 

98年 6月 

各 地 方

政 府 教

育局 

2.設置「樂齡學習資

源中心」 

每縣（市）完成設置 2至 10所

（含以上），預定第1年成立100

所（含以上）。  

97年 6月至 

8月 

3.設置單一窗口 因應成立資源中心之需要，各

地方政府教育單位需成立單一

窗口。 

97年 6月 

4.進行訪視 

 

 

 

配合中央輔導團進行訪視計畫 98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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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持續推動

成立學習

資源中心 

教育部 1.持續辦理「樂齡銀

髮教育行動輔導

團」。 

2.成立區域性輔導中 

  心 

1.評估學習中心運作情形，並成

立區域性輔導中心。 

2.辦理輔導訪視、培訓、檢討

會議、研編教材。 

3.連結全國各鄉鎮市區樂齡教

育資源中心社區老人教育資

訊網絡。 

4.持續補助各地方政府成立「樂

齡學習資源中心」。 

98年 1月至 

98年 12月 

地 方 政

府 教 育

局 

3.持續設置「樂齡學  

習資源中心」 

因應每縣（市）鄉鎮市區數不

同，各縣（市）政府需編列配

合款，完成設置所轄鄉鎮市區

數之 2/3 區域之「樂齡學習資

源中心」，預定第 2年完成設置

168所（含以上）。 

98年 6月至 

98年 8月 

4.成立地方性輔導組

織 

各地方政府需成立地方性 

老人教育輔導團（或小組），訪

視各學習資源中心運作情形，並

配合中央輔導團進行訪視計畫。 

98年 6月 

第三年 

完成設置

各鄉鎮市

區老人教

育學習資

源網絡 

教育部 1.持續辦理「樂齡銀

髮教育行動輔導

團」及區域輔導中

心。 

2.完成建構 368 鄉鎮

市區老人教育資源

網絡。 

1.持續辦理「樂齡銀髮教育行動

輔導團」及區域輔導中心業

務。 

2.完成建構全國各鄉鎮市區辦理

社區老人教育資源資訊連結

網（368 鄉鎮市區）。 

3. 補助各地方政府完成設置「樂

齡學習資源中心」。 

 

99 年 6 月至

100年 8月 

地 方 政

府 教 育

局 

3.完成所轄地區設置

「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 

各縣（市）政府需編列配合 款，

完成設置所轄鄉鎮市區「樂齡學

習資源中心」之目標。 

99年 6月至 99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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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續運作地方性輔

導組織 

持續辦理地方性老人教育輔導團

（或小組），訪視各學習資源中

心運作情形，並配合中央輔導團

進行訪視計畫。 

99 年 6 月至

100年 6月 

 

玖、補助原則 

本計畫經費標準及項目請參照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規定及本部補助家庭教育老人教育及婦女教育活動實施

要點辦理。 

每一中心每年補助以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50萬元為上限

（含資本門、經常門），申請單位應妥為規劃財務。設備費依實

際需要提列，惟以設置資源中心所需相關辦公、教學、老人健康

器材等為優先，所申請之設備費以申請之總經費 30﹪為上限。補

助經費次年起，原則不再補助設備費，僅逐年依計畫審查核定業

務費（經常門）。 

本部並按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資源中心數量，補助直

轄市、縣（市）政府所需督導及訪視費用。編列項目基準以訪視

及督導所需之出席費、督導費、交通費、誤餐費等，並得依設置

地點之交通便利性、訪視次數等，酌增差旅交通費，另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聯繫會報之費用，請核實提列所需項目。 

拾、審查機制 

本計畫係以設置各鄉鎮市區資源中心為主，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彙整各申請單位計畫書，並建立審查機制，以利後續督導。

申請程序及審查機制如下：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先召集各單位凝聚共識，就本計畫

實施之目標及原則提供說明，請申請單位提出詳細執行計

畫，並就轄區內欲成立資源中心之單位進行實地訪查，就場

地是否安全、合適及人力資源是否可長期運作等，進行評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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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單位應填妥相關申請表（格式如附件 2），於本部公告之

申請時間，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初審完成後，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函送本部審核；另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併同提報訪視、督導學習中心及辦理聯繫會報之計畫（格

式如附件 3）。 

三、 本計畫申請時間，由本部每年另行公告。 

四、 本部得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複審，並邀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進行簡報，必要時得實地了解。 

 

拾壹、撥款方式及經費核銷 

受補助之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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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核撥結報事宜，並應於收到本部補助

款後，依程序儘速轉撥承辦單位。 

拾貳、督導考核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本要點第七條第二款申請成立督導

及訪視機制，並督導所轄各資源中心執行情形。本部得本權責

定期訪視各資源中心。督導考核如下： 

一、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核定後，依原所提計畫確實規劃成立「教

育部設置○○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並受直轄市、

縣（市）政府教育局（或家庭教育中心）督導，各項執行情

形應隨時回報督導單位。 

二、 本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所送實施計畫如有變更，

應於變更前將變更原因及新計畫，函送本部，經本部核准後

始得實施。 

三、 本部委由專業單位所成立之行動輔導團，將定期訪視各地執

行情形，並提供協助。如有運作未符原設立目標之情事，將

由輔導團協同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輔導改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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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將視補助計畫之執行成效，作為後續經費補助之依據。 

四、 對於運作績效優良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實施單位，另訂獎

勵措施，並辦理有關獎勵事項。 

拾肆、預期效益 

一、 3年內成立 368個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鼓勵老人重返社

會快樂學習。 

二、 提昇老人生活與生命的品質。 

三、 逐步落實「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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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銀髮教育行動輔導團 

北區樂齡教

育輔導中心 

中區樂齡教

育輔導中心 

南區樂齡教

育輔導中心 

1. 擬定各區老人教育輔導計畫。2.發展老人教育在地化教材。 

3.規劃及培訓老人教育志工。4.調查及編寫該區老人教育社會資

源網絡手冊。5.定期召開該區老人教育聯繫會報。 

6.定期輔導該區「高齡學習中心」、「社區玩具工坊」及「樂齡

銀髮學習中心」。 

1. 每縣市完成設置 2 至 10

所學習資源中心，預定設

置 100 所。 

2. 規劃及督導該縣市老人

教育活動。 

3. 督導該縣市學習中心，並

配合中央輔導團進行訪

視工作。 

1. 擬訂行動輔導團運作相關計畫（含：訪

視及評鑑）。 

2. 研擬老人教育核心課程指標及編撰培訓

種子教師之教材。 

3. 辦理 4 區種子教師培訓。 

4. 規劃籌組及督導分區輔導團。 

5. 辦理年終檢討會及觀摩交流會。 

6. 建置老人教育專業師資及志工資料庫 

東區樂齡教

育輔導中心 

基隆市、台北縣

市、桃園縣、新

竹縣市、及連江

縣 

苗栗縣、台中縣

市、南投縣、彰

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高雄

縣市、屏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 

宜蘭縣、花蓮

縣、台東縣 
各區

縣市 

教育部 

【第二階

段任務】 

各分區輔

導中心擬

於 98 年再

成立 

第一階段任

務（97 年） 

附件 1：368鄉鎮市區樂

齡學習資源中心架構圖 

第一年 

目標 

第二年 

目標 

 
1.每縣市完成設置所轄

鄉鎮市區 2/3 區域之學

習資源中心。 

2.規劃及督導該縣市老

人教育活動。 

3. 督導該縣市學習中

心，並配合中央輔導團

進行訪視工作。 

 

1.每縣市完成設置所轄

鄉鎮市區之學習資源

中心。 

2.規劃及督導該縣市老

人教育活動。 

3. 督導該縣市學習中

心，並配合中央輔導團

進行訪視工作。 

第三年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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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教育部補助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計畫申請表 

※填表說明： 

1. 本申請表含「申請單位基本資料分析」、「設置地點現況及設備調查」、「

計畫申請表」、「經費申請表」、「教育部補助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計畫

申請表」。 

2. 各表之填寫說明如下： 

（1）「申請單位基本資料分析」：地方政府及申請單位共同填寫。 

（2）「設置地點現況及設備調查」：由申請單位填寫，並請地方政府複評。 

（3）「計畫申請表」：應詳細填寫本計畫書各項目，並需明列進度表。 

（4）「經費申請表」，補助項目如下： 

    A.業務費：因應業務需要所產生之講師鐘點費、臨時人力之工作費（機

關內固定領薪者不適用）、印刷、宣傳、講義資料、郵電、紙張等費

用皆屬之（本費用不補助加班費）、雜支（以業務費 5﹪計算）。 

    B.設備費：因應設置中心所需之設備費用，如桌椅、燈光設備、健康器

材、電腦周邊設備、電話裝機費、無障礙設施、作品展示架、書報等

皆屬之，本設備費不補助卡拉 OK 設備費。 

（5）「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各縣（市）政府訪視及輔導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計畫申請表」，請地方政府依所提資源中心數量，將訪視所需督導及

訪視費用填報於本表（請參閱本計畫第玖項補助原則）。 

（6）地方政府應鼓勵鄉鎮市區公所及相關單位設置此資源中心，並本權責

協助辦理說明及初審會議，本計畫如經地方政府通過初審會議，請加註

推薦理由並排序，於規範期間內，備妥各申請計畫 1 式 8 份（A4 規格

、雙面印刷、左訂），函送教育部社教司二科（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

區中山南路 5 號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黃慧芬收，電話：02－77365682）。 

（7）本表件請於教育部老人教育學習網（http：//www.edu.tw，教育部/首

頁/熱門議題區/老人教育專區）下載，（本計畫之「答客問」同時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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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 

教育部補助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計畫申請表 

填表單位：         縣（市）政府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一、申請單位基本資料分析【下列有關人口數據請填至 97 年 4 月底】 

全縣（市）老年人口數（占

全縣市總人口數之百分比） 

人（   ）﹪ 

 

總鄉（鎮市區）數  

申請設置之鄉鎮市區名稱 

及總人口數 

1.鄉鎮市區：______ 

2.人口數_____人 

村（里）數  

該鄉鎮市區老年人口數（占

全鄉鎮市區總人口數之百分

比） 

人（   ）﹪ 

 

社區活動中心 間 

老人文康中心             間 社區玩具工坊                       

間 

高齡學習中心 

 

間 居民職業多為  

 

二、設置地點現況及設備調查 

填表人聯絡方式 

填表人：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設置地點 
設置地點（含地址）： 

 

設置地點現況調查 1.設置地點產權屬：____________，管理權屬：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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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地點樓層屬： 

□ 地下室 □一樓□二樓以上（電梯□有□無） 

3.面積：_____________坪；間數___________間 

4.場地原來用途（請敘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現有設備調查： 

（1）辦公設備： 

     □無   □有（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文康休閒設備： 

     □無   □有（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健康器材設備： 

     □無   □有（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廁所：□有________間     □無    

（5）無障礙設施：□有   □無 

（6）所提供空間可容納多少人同時研習：□20 人以下□20—40 人

□40人以上 

（7）照明設備：□佳   □需補強 

（8）消防及逃生設備：□有   □無（請敘明）_______________ 

6.設置地點是否可提供晚上弱勢家庭兒童進行課輔活動： 

□ 可以  □不可以：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現有志工情形：有______人。 

8.是否將設專職人力：□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9.設置地點的優勢（請自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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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申請表 

計畫內容項目 計畫說明（請詳敘） 地方政府初審 

（請以簡要的文字說

明內容項目初審結果） 

設置地點特色 

說明 

  

設置地點建物及

消防等安全設備

說明 

  

資源中心未來組

織運作機制及特

色 

  

資源中心志工人

力培訓課程、規

劃及運用 

  

資源中心未來 

一年之課程規劃 

  

資源中心社區資

源連結網絡之規

劃 

 

 

 

 

 

計畫執行進度規

劃（含：預定完

成日期） 

  

預期達成目標及

效益（請填具體

數據） 

  

所附機構證明 

（請勾選） 

□立案證書影本、□章程影本、□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各地方政府推薦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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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四、經費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____________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___________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 

務 

費 

       

     

小計     

雜
支 

       

設
備
費 

       

小計       

合  計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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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四、經費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備註： 

1、依行政院 91 年 5月 29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

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

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

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業務費、雜支、

設備三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

理（□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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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各縣（市）政府訪視及輔導設置樂齡學

習資源中心計畫申請表 

申請單位  

填表人聯絡方式 
填表人：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___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 

□ 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高齡學習中心）________所 

□ 社區終身學習中心（社區玩具工坊）________所 

□ 樂齡學習資源中心，97 年欲成立__________所 

輔導機制 

含「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社區終身學習

中心（高齡學習中心

、社區玩具工坊）」 

 

 

 

 

 

 

 

 

 

 

訪視機制 

含「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社區終身學習

中心（高齡學習中心

、社區玩具工坊）」 

 

 

 

 

 

 

 

 

 

 

 

※經費申請表同附件 2表四。 

附件 3：縣市督導計畫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