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培訓實施計畫 

一、 計畫目的： 
本計畫目的為針對中區輔導團轄屬樂齡學習中心經營團隊與講師，透過培

訓與實務交流，強化經營團隊之經營與教學知能，以推展樂齡學習活動及

提升課程執行品質。 

二、 辦理單位：（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 

三、 培訓日期：109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7 月 28 日（星期二） 

四、 培訓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綜合教學大樓圓形劇場 

五、 培訓對象：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及南投縣市政府承辦人、由

109 年教育部核定通過之樂齡學習中心主任、同仁、志工及經營團隊 

六、 預定人數：200 人 (場地名額有限，每樂齡學習中心限 2 位參與) 

七、 培訓內容：以樂齡學習「多元文化」為主軸，籌備「樂齡課程規劃」、

「樂齡教學與班級經營」、「樂齡教育中的性別議題」、「樂齡多元文化

教育」及「樂齡交流工作坊」五大講題，希冀透過培訓課程，深化樂齡專

業知能概念，並融合理論與實務經驗分享，提升各樂齡學習中心在多元文

化教育的成效、男性參與率，以及講師教學品質。 

八、 報名時間與方式： 
報名對象 報名時間與網址 注意事項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

市及南投縣市政府承辦人、由

教育部核定通過之樂齡學習中

心經營團隊(每中心 2 人為限) 
 
★109 年度中區樂齡講師培訓

學員請勿報名！★ 

即日起至 
7 月 3 日（星期五）下

午 5 時或人數額滿為止 
 

https://reurl.cc/R4L1je 

¢報名者請務必先

行確認交通住宿事

宜，以利承辦單位後

續安排。 
¢請留意您的通訊

地址是否正確，承

辦單位將在報名後

一周內 mail 行前通

知。 
（一） 本次培訓報名時間結束之後，為有效安排後續行政作業，不接受現場報

名。請至「教育部樂齡學習網」之最新消息下載報名資訊。 
（二） 公告培訓錄取名單：7 月 18 日（星期六）公告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三） 聯絡方式：(049)2910960 轉 2532，陳小姐。 

  



九、 注意事項： 
（一） 上述代表樂齡學習中心出席人員之交通費得由教育部補助各樂齡學習

中心 109 年度工作計畫之補助款項下依規定支用，至多以 2 名為限。 
（二） 109 年中區樂齡講師培訓學員請勿報名。 
（三） 全程參與課程者，由中區輔導團核發研習證明書合計 13 小時。 
（四） 考量部分地區樂齡中心交通不便，本次培訓提供 7 月 27 日（星期一）

晚上住宿，詳閱網路報名表單內注意事項。 
（五） 有關住宿之安排，將由飯店進行整體房間分配，僅提供標準四人房(兩

大床)，附隔日早餐與停車位；如要升級為兩人房以上房型，請自行負

擔差額費用，並逕向飯店結清自付費用。 
（六） 請先於報名表單填寫住宿需求，報名時間結束後一週內公告房間安排，

請盡量避免更動住宿與交通安排。 
（1.水雲天飯店電話：049-2997760/南投縣埔里鎮仁愛路 7 號） 

（2.暨大行旅電話：049-2910960#3900/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503 號） 
 

十、 防疫措施之注意事項：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防範措施，請學員配合以下事項： 
（一） 在培訓當天出發前，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呼吸急促、嗅覺異常等

身體不適者，或是正處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務

必在家休養！ 
（二） 請於培訓當天全程配戴口罩，並落實個人衛生保健。 
（三） 培訓當天，請協助配合測量額溫與酒精消毒等防疫工作。 
（四） 本輔導團有評估活動風險之權利，如有延期、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辦

理，將於「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及樂齡中區輔導團臉書粉絲專頁公告。 
 
 

 

 

  



十一、 培訓議程： 
109 年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培訓議程 

109.07.27(週一)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圓形劇場 
時間 課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30 報到 

09:30~12:30 【樂齡課程規劃】 主講人：魏惠娟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2:30~13:30 午餐 

13:30~16:30 【樂齡教學與班級經營】 主講人：林麗惠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09.07.28(週二) 地點：綜合教學大樓圓形劇場 
時間 課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30 報到 

09:30~12:00 【樂齡教育中的性別議題】 主講人：陳瑛治 副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12:00~13:00 午餐 

13:00~14:20 
【樂齡多元文化教育】 

-樂齡學習中心實務分享- 

主講人： 
1.多元文化議題： 

張弘執行長 
雲林縣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2.客家文化議題： 
李碧雲主任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3.原住民族群議題： 

黃秀英校長 
苗栗縣泰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4.夫妻共學議題： 
連東祥主任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14:20~14:30 

【樂齡多元文化教育】 
Q & A 

14:30~14:50 休息與分組 

14:50~15:50 【樂齡交流工作坊】 

樂齡學習中心 
管理實務交流與討論 

 
主持人：蔡怡君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分組交流與討論 

16:00~16:40 各組分享 

16:00~16:40 回饋與建議 

註：培訓內容與授課講師以當天議程安排為主 
  



十二、交通資訊：  
→活動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綜合教學大樓圓形劇場(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詳細資訊可查詢本校網站，【交通住宿】: http://www.ncnu.edu.tw/ncnuweb/ 
→【暨大校車】搭乘注意事項： 搭乘南投客運 1 路區間車至行政大樓站(於水雲天

飯店住宿者，請於仁愛公園站或新市場站上車。)，現金投現搭乘或以悠遊卡搭乘

按現金票價計價，持電子票證(一卡通或悠遊卡)上車下車皆要刷卡。 
大眾運輸 
●可搭乘高鐵至高鐵臺中站 

1.於高鐵五號出口可搭乘台灣好行日月潭線(臺中干城站->臺中火車站->高鐵台

中站 5 號出 
入口->暨南大學->日月潭)，途中可在暨南大學站下車(平日與假日時刻表)。 
(建議訪客搭乘以上路線)  

2.於高鐵五號出口可搭乘南投客運至埔里崎下站下車後，再搭乘南投客運 1 路區

間車至行政大樓站(搭車站牌-崎下)。 
●另可搭乘巴士先抵達埔里後，於崎下站下車，再轉搭南投客運 1 路區間車至行政

大樓站(搭車站牌-崎下)約 15 分鐘抵達暨大。 
1、由臺北(臺汽西站)、臺中(臺汽朝馬站)、或草屯搭乘臺汽客運往埔里。 
2、搭乘臺鐵火車至臺中火車站，至臺中車站轉搭乘南投客運、全航客運至埔里。 

自行開車 
●國道 6 號直達埔里 

從國道 3 號霧峰系統交流道(214km)轉國道 6 號的起點處，到愛蘭交流道

(29km)下高速公路，左轉再行經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日月潭方向，請留意沿路

暨大指示牌(藍色)，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就在您的右手邊。 

國道 1 號南下 

大雅（中清路）交流道（174 km）下，往台中方向，右轉上中

彰（74）快速道路，至快官交流道，往南轉國道 3 號，往南投

方向，至霧峰系統交流道（214km）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

至愛蘭交流道（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

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 

國道 1 號南下 

台中（中港路）交流道（178 km）下，往台中方向，右轉上中

彰（74）快速道路，至快官交流道，往南轉國道 3 號，往南投

方向，至霧峰系統交流道（214 km）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

至愛蘭交流道（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

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 

國道 1 號北上 

王田交流道（189 km）下，過大肚橋，經彰興路約行 1km，右

轉上快官交流道，往南轉國道 3 號，往南投方向，至霧峰系統

交流道（214 km）右轉匝道往埔里，向東行至愛蘭交流道（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往魚池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 



培訓活動地點在這裡  

綜合教學大樓  圓形劇場 

國道 3 號 
南下北上均自霧峰系統交流道（214 km）處右轉匝道往埔里，

向東行至愛蘭交流道（29 km）下，左轉接台 14 線中潭公路，

往魚池日月潭方向，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暨大。 

 
十三、附件資料：會場位置圖(位於標記 13.綜合教學大樓圓形劇場)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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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