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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辦 

樂齡學習中心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依「樂齡學習活動補助與訪視輔導及獎勵辦法」第 3條及「教

育部補助辦理樂齡學習活動及獎勵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樂齡學習業務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目標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縣市政府）辦理樂齡

學習中心（以下簡稱樂齡中心），提供 55歲以上國民活躍老化

核心課程，繼續學習及參與，促進其健康、安全，提升生活品

質，達成樂齡學習目標。 

三、 申辦對象 

(一) 經各縣市政府評估辦理單位之合適性，並以具備 1樓或有電

梯可抵達之獨立空間，鄰近廁所、通風良好、光線充足及具

備無障礙設施，且符合相關安全規定者，列為優先申請單

位。 

(二) 前項申請單位包括優質之續辦樂齡中心、鄉（鎮、市、區）

公所、公共圖書館、以日間有餘裕空間之各級學校、及合法

立案之非營利組織。 

四、 申辦條件 

經前述各縣市政府遴選通過之申請單位，得依下列條件成立各

類樂齡中心： 

(一) 新辦樂齡中心：新承辦之團隊。 

(二) 續辦樂齡中心： 

1. 由原設置之組織團隊辦理。 

2. 由原樂齡中心策略聯盟單位接辦。 

(三) 優質樂齡中心： 

1. 續辦樂齡中心於前一年執行成效良好，且縣市訪視為優

等以上者，得推薦為優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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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述執行成效檢核項目：課程內容、課程比例、特色課

程、服務社團及拓點辦理。 

3. 各縣市政府以推薦 1所優質樂齡中心為限。 

(四) 樂齡示範中心： 

1. 成立後未曾更換過組織團隊，且申辦前 2年經縣市政府

訪視均為優等以上，得推薦為該縣市樂齡學習示範中

心。 

2. 縣市政府推薦後，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審查通過後

成立。 

(五) 樂齡學習優先推動區：該鄉鎮市區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含)以上，或該鄉鎮市區老年人口人數超過 2萬人以上

者，得加設 1所樂齡學習中心。 

五、 課程類別 

   課程服務對象為 55歲(含)以上國民，分為樂齡核心課程、自主

規劃課程、貢獻服務課程，說明如下： 

(一) 樂齡核心課程 

本類型課程以活躍老化課程為主，可從中發展成為中心之特色

課程，協助民眾了解本部推動高齡教育政策目的，強化中高齡

者對於老化生活之準備，學習層面及主題如下： 

1.生活安全：居家安全、交通安全、用藥安全、食品衛生、經

濟安全、財務管理、預防詐騙、法律知識等。 

2.運動保健：銀髮體適能、保健資源、規律運動（肌耐力訓

練、心肺功能、平衡感之運動為優先）、認識老年常見疾

病、睡眠品質、營養常識、健康知識、心理健康、健康老

化、健康促進策略等。 

3.心靈成長：學習正向思考、活化記憶力、學習閱讀、生命教

育、信仰學習、靈性教育、心理輔導、預防失智等。 

4.人際關係：老年家庭及社會人際關係、家人相處、旅遊學

習、社團活動、婚姻教育、科技運用於社群活動等。 

5.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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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分為學習主題及節慶主題，係以協助民眾了解社會

脈動及配合規劃展演活動事宜，如下： 

 (1)學習主題 

樂齡學習的重要性、高齡社會趨勢、性別平等(含子女姓氏選

擇及財產平等繼承等)、消費者保護、退休（或老化）準備教

育、美感教育、媒體素養教育、預防老人受虐（或家庭暴力防

治）等議題，前述之課程須占核心課程時數至少 5％以上。 

  (2)節慶主題 

①祖父母節：祖父母節係配合每年 8月第 4個星期日辦理樂齡

服務學習及展演與代間共學活動。 

②成果展演：各縣市政府得協調轄屬 1所樂齡中心承辦靜態成

果展或動態之展演宣傳，如樂齡學習年度成果展、快閃活

動、樂齡故事、樂齡學習攝影展或作品展等多元計畫。 

（二）自主規劃課程 

  本類型課程由樂齡中心依地方資源、特色、中高齡者興趣、需

求等條件，自行規劃課程，以能吸引樂齡族參與學習為主： 

1.在地資源與產業特色課程：結合當地產業、文化傳承、自然及

人文環境、歷史、產業創新、藝術等在地資源等課程。 

2.興趣課程：依學員學習興趣及需求規劃，包括劇團演出、生態

保育、語文學習等之課程。 

3.樂齡學習社團：延續前述課程類型之自主規劃課程，鼓勵連續

超過 2年以上之課程，轉型成為樂齡學習社團，社團活動得因

應課程需要，申請專業師資每月授課 1-2次，讓自主規劃課程

可蓬勃發展。 

(三)貢獻服務課程 

1. 志工成長課程 

各樂齡中心需為志工團隊規劃在職課程，以利中心運作，如：

樂齡概念課程、樂齡中心業務介紹、樂齡學習重要性、檔案整

理及分類、樂齡活動規劃及執行等課程，以整體提供中心志工

專業。另如辦理志工特殊訓練課程，課程主題可參酌如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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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老化發展趨勢、樂齡學習與教育資源、高齡社會的趨勢、高

齡者社會參與、高齡者的身心靈發展、高齡心理特性與行為模

式。  

2.服務方案 

(1) 各樂齡學習社團可將課程延伸，如加強代間學習方案，

辦理如：樂齡爺爺奶奶說故事，以服務方案到幼兒園、

學校、圖書館巡迴講故事；或延伸自主規劃課程，例如

技藝類的課程，可於學成後成立服務團體演出或指導更

需要關懷的人，或成立樂齡行動劇團至社區進行政策宣

導。 

(2) 為強化樂齡中心對於在地社區之貢獻及服務，可由樂齡

中心提出創新的貢獻服務方式，透過樂齡的學習創造社

區的能量。 

(3) 本項新辦中心得免規劃。  

六、 計畫執行方式 

(一)辦理形式：各類課程得採多元模式辦理，如以講座、讀書會、

生命故事敘寫、戲劇演出、影片欣賞、觀摩旅遊、小組討論，

其產品更可發展為社會企業，課程名稱可依樂齡中心需要以趣

味、活潑方式呈現。 

(二)拓點規劃 

係指各續辦樂齡中心團隊，除在樂齡中心辦理課程與活動外，

宜有計畫、有系統的在鄰近之村里開設樂齡學習點，將樂齡學

習資源分送到轄屬村里，說明如下： 

1. 可運用樂齡中心現有之講師及志工，協助執行推動課程，至

少一個村里辦理 8小時活動。 

2. 仍需由樂齡中心主導，並請志工協助了解當地社區反應，以

利隨時調整及修正，避免以分配經費方式辦理。 

   3.拓點規定如下： 

(1) 示範中心及優質中心至少維持 8-10個村里拓點，並應優先

至未成立樂齡中心之鄉鎮市區進行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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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續辦 3年(含)以上之樂齡中心至少維持 4-5個村里拓點。 

(3) 偏鄉、離島、續辦 1-2年之樂齡中心，則至少維持拓點 2-

4個村里。 

(4) 新申辦之樂齡中心得免規劃拓點。 

(5) 拓點課程儘量以自主規劃課程搭配其它課程為主，以吸引

社區高齡者參與活動。 

(6) 各樂齡中心村里拓點數量無法達成或屬於跨區服務者，應

經縣市政府評估同意後辦理。 

(三)樂齡中心之課程時數規定如下： 

1. 新辦樂齡中心：每中心每年開課總時數以 208小時為原則，約

每週 4小時。 

2. 續辦樂齡中心：每中心每年開課總時數以 312小時為原則，約

每週 6小時。 

3. 優質樂齡中心：每年開課總時數以 520小時為原則，約每週 10

小時。 

4. 示範中心：每中心每年總時數以 624小時為原則，約每週 12小

時，中心每週至少開放 5天，惟如執行不佳或組織更替等因

素，致無法負擔示範中心之責任，則比照續辦樂齡中心調降辦

理時數，申請補助經費併同調減。 

5. 樂齡學習優先推動區 

(1) 鄉鎮市區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含)以上：每中心每年總時數

以 104-156小時為原則（每週 2-3小時）。 

(2) 鄉鎮市區老年人口人數超過 2萬人以上者：每中心每年總時數

以 208-260小時為原則（每週 4-5小時）。 

6.前述各樂齡中心規劃之時數得經縣市初審同意，並由各區輔導團

覆核通過，可調降時數，如屬偏鄉或離島地區之新辦或續辦樂齡

中心，每年總時數以 104-156小時為原則（每週 2-3小時），並

得視當地特殊狀況集中月份辦理，或以密集（如營隊）方式開設

課程或活動。 

 (四)課程類型與比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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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辦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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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續辦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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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優質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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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範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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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樂齡學習優先推動區及離島及偏鄉地區中心 

(1) 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含)以上及離島、偏鄉地區中心：前

述 3大類課程實施，得由各中心彈性規劃，自訂比率，惟單

類課程不得超過 55％。 

(2) 鄉鎮市區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萬人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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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前述核心課程執行至少須開設 5類核心課程之其中 3類，如 5

類全數納入，得優予補助經費。 

七、 樂齡中心協助方案 

    為強化全國樂齡學習示範、優質中心之功能，各中心可協助縣

市政府推廣樂齡學習活動，如下： 

 (一)協助輔導新辦之中心(由縣市政府自行編列經費)  

1.協助辦理新辦中心及辦理 1-2年之續辦中心經營及行政運作

說明會。前述會議請於計畫核定後 1個月內辦理。 

2.本項協助計畫得視各縣市政府轄管之樂齡中心需求而定。 

 (二)支援性活動(由縣市政府自行編列經費) 

1. 協助提供直轄市、縣（市）內其他樂齡中心課程規畫及專業

講師。 

2.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社區樂齡講師培訓及志工培

訓等研習。 

3. 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或補助執行樂齡學習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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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三) 示範中心需辦理全縣(市)樂齡學習教學觀摩 2場次，由總輔

導團協助課程規劃，各縣市政府需配合函請樂齡中心參與。 

八、 申辦單位可增列計畫 

各樂齡中心得依據實際需要提列子計畫： 

(一) 配合村里拓點：如有經費不足，可適時增列所需相關費用，

以講師鐘點費、講師交通費及材料費為主，另有關外部場地

以免費之社區場地為優先。 

(二) 由縣市政府指定樂齡中心辦理之計畫 

祖父母節、成果展、志工培訓：得由縣市政府統一規劃，並

委由轄屬 1所樂齡中心提案申請，依實際需要提列膳費、保

險費、音響租借、材料費、外部場地費、會場布置、印刷

費、文宣費、交通費，其餘項目不補助。 

(三) 樂齡中心申請配合祖父母節：得依實際需要提列膳費、保險

費、音響租借、材料費項目，其餘項目不補助。本項計畫屬

參訪、競賽、聯誼、踏青等性質活動，不予補助。 

九、 講師聘用原則 

樂齡中心規劃辦理相關課程，應聘請具該項課程專業之講師，

並應視學員上課反應，適度調整講師或課程，且儘量避免聘請

固定少數人或中心人員三親等內講師。 

十、 申請項目說明： 

(一)講師鐘點費：每小時(或每節)給付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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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具

有特殊專業領域之外聘專家學者，得由樂齡中心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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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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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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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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地區或特殊原因，導致講

師聘任不易，單一人員支領鐘點費以不超過計畫總

時數 20%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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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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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鐘點費之計算：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

其連續上課 2節者為 90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2) 樂齡核心課程講師聘請，以通過各區樂齡學習輔導團

培訓，且領有證明書者為優先，如未有適當人選，得

由輔導團協助媒合前往授課。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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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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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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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設備、物品及空間修繕費 

1. 設備費：購置適合中老年人閱讀之書報、飲水機、冷氣

機、教學設備可補助白板、擴大機、麥克風、辦公桌椅

及配合課程所需之教學設備。電腦設備個人桌上型電腦

以 2萬 5,000元(有螢幕得補助 3萬元)、筆記型電腦以

3萬元為採購金額上限。 

2. 物品費：適合高齡者之桌椅及學習輔助器材，如桌上型

放大鏡等。 

3. 修繕費：強化高齡者友善學習環境，如樂齡中心為專用

空間者，得申請改善照明設備、止滑、安全措施等。 

4. 上述各項申請項目，由縣市初審通過後，方能送本部審

查。 

5. 原所購置之設備，如未到使用年限，不得提案申請，如

為村里拓點運用，需敘明必要性。 

（三）新設或招牌有誤之中心 

應核實申請「招牌費」，以利統一宣導，招牌格式如下：中心

牌體內書「○○縣（市）○○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字樣，字體以標楷體為主，（英譯名稱：樂齡學習中心

Active Aging Learning Center，簡稱 AALC），配合設置之

地點製作（直立或橫豎皆可），懸掛入口明顯處，牌體之長寬

以長 150公分、寬 40公分為原則（可配合設置地點調整），

材質不限，前述招牌製作需於計畫核定後 2個月內完成，各

分區輔導團需於訪視行程檢視。 

（四）國內旅費 

本項經費核實報支，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列

支，編列原則如下： 

1.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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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樂齡中心得依實際需要於本部補助之額度內編列講師

交通費。 

(2) 各樂齡中心參加本部、縣市政府及樂齡學習輔導團與樂

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之研習、培訓、會議、說明會、活

動、示範觀摩等，得核實編列出席人員交通費，前述交

通費，除本部公函有明定可跨區外，僅能以該區縣市政

府及樂齡學習輔導團所辦理之研習活動為限。 

(3) 本項不包含樂齡中心出席其他部會或非本部樂齡學習會

議之交通費。 

2. 住宿費：僅提供離島及偏鄉地區之中心，出差地點距離機關

所在地 60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本項費用申請含講師

及中心人員。 

3. 膳雜費：不予補助。 

（五）保險費 

1. 全民健保補充保費 

（1）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自 102年 1月 1日起，保險對

象及投保單位(雇主)除負擔原有保險費外，尚須繳納補

充保險費，其中投保單位因執行本部補助或委辦計畫所

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費。 

（2） 本計畫聘請之講師鐘點費、臨時人力等，如有需要得編

列雇主應負擔之全民健保補充保費，惟本項不包含受雇

者應自行支付部分。 

（3） 前述各項目之全民健保補充保費得合併編列成一項，編

列上限以經費表所需講師鐘點費、工作費、出席費等各

項目合計之 1.91%為上限。本項目依據各縣市轄管各樂

齡中心實際需要申請，如未申請之中心，後續如有需

要，將由中心自行負擔。 

2.如有編列以人為投保對象之保險費（如平安保險、意外險、

團體險等），其對象不論是軍公教人員、支領工讀費或工作費

之臨時人員等，請於備註註明「符合支領『公務人員執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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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之人員不另加保」。 

3.志工保險費：應辦理相關保險，以利志工協助各項活動。 

4.相關展演及服務活動：須顧及參與之高齡者身體狀況，並

必須辦理保險事宜。 

（六）工作費 

1. 依據「教育部補(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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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所列費用應含薪資、

退休金、保險及其他依法應給予項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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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行政管理費之水電費：本計畫原則上不補助「行政管理費之水

電費」，惟如樂齡中心承辦單位因執行本計畫，確實有水電費

支出之需求，得編列該項目，惟其金額不得超過業務費（含雜

支）總額 6％，且非經本部同意不得由其他項目流入。 

  (八)其餘經費項目請參看「經費申請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轄

管 OO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計畫經費申請表」之說明，

另按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據以編列。 

十一、後續督導事宜 

(一) 申請通過之承辦單位，後續所辦理之活動須每月 7日前上傳

專案資料庫平臺，以利檢視活動推動情形。 

(二) 各樂齡中心需製作學員證及名冊，並統計每年學員人數及人

次。 

(三) 本計畫之課程應依據各課程類別規定比率妥為規劃，單一課

程不得高於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避免時數過長，排擠其他

課程；另如有以下情形並查證屬實者，本部將視情節輕重追

回全數(或部分)補助款，除應繳回已支領之補助款外，得依

情節輕重對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並列為次一年度不予補

助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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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申請單位未確實依所提報之計畫執行。 

2. 計畫經費未專款專用或支用不實(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

報、浮報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四) 本部審查各樂齡中心續申請單位計畫，得依據該單位前一年

度所辦理之執行成效核定補助額度，執行未佳者，得刪減補

助金額。 

(五) 各樂齡中心及示範中心，如縣市政府及輔導團訪視績效不

佳(含未依計畫及課程執行、經費運用等)或無意願續辦

者，由本部召集相關會議確認後，調整為一般中心或停止

辦理。 

(六) 嚴禁課程講師強迫推銷、販賣產品。 

(七) 該年度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審議

結果調整經費，並依預算法第 54條之規定辦理。 

 

附件 1：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 109年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及申

請資料 

附件 2：109年全國樂齡學習中心申請計畫書 

附件 3：各縣（市）政府申請設置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規劃表 

附件 4：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辦 109年度樂齡學習工作計畫基

本資料及經費表(含縣市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