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10年樂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翻轉樂齡~樂 young玩-樂齡學習中心主題交流學習 

計畫 

 

壹、 計畫目的： 

一、 因應疫情之影響，精進樂齡教學技巧、提升講師線上教學技能，

增進實體轉線上之課程經驗交流與規劃 

二、 透過專業分享，提供各樂齡學習中心有更不同的課程發想與選擇，

提高樂齡學習課程多元豐富度。 

三、 藉由主任分享中心經營發展模式創新及實務觀察與回饋之經驗，

讓更多中心有實質上的助益進而對中心發展有更長遠的構思。 

四、 透過資訊交流分享，強化各主任及經營團隊的專業性，以提高樂

齡學習中心各執行面向的品質與經營成效 

貳、 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樂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三、 協辦單位：嘉義縣樂齡學習示範中心 

參、 實施對象：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及台南市轄屬教育部 110年核定之

樂齡學習中心主任及社群召集人；樂齡學習中心主任若無法出席請指

派中心負責人或經營團隊人員 1名。 



肆、實施方式： 

一、 實施期程：110年 10月 25日起至 110年 11月 18日止，每

週二下午、三下午、四下午 13：30-16：00，每週四上午 9：

00-11：30，共計 16場次，採用線上遠距教學軟體 Google 

Meet，於期程內各中心參與交流活動次數不得少於 4次。 

二、 報名資訊： 

(一) 本次交流一律採線上報名方式辦理，請加入報名群組： 

 

 

 

 

(二) 報名日期如下表： 

場次 活動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1 10/26(二) 下午 13：30-16：00 

10 /24 (日)中午 12 時 
2 10/27(三)下午 13：30-16：00 

3 10/28(四) 上午 09：00-11：30 

4 10/28(四)下午 13：30-16：00 

5 11/02(二) 下午 13：30-16：00 

10 /31(日)中午 12 時 
6 11/03(三)下午 13：30-16：00 

7 11/04(四) 上午 09：00-11：30 

8 11/04(四)下午 13：30-16：00 

9 11/09(二) 下午 13：30-16：00 

11/07(日)中午 12 時 
10 11/10(三)下午 13：30-16：00 

11 11/11(四) 上午 09：00-11：30 

12 11/11(四)下午 13：30-16：00 

13 11/16(二) 下午 13：30-16：00 

11/14(日)中午 12 時 
14 11/17(三)下午 13：30-16：00 

15 11/18(四) 上午 09：00-11：30 

16 11/18(四)下午 13：30-16：00 

 



(三) 報名限額：每次報名每中心至多 2人，參加對象以報

名順序錄取，會議額滿為止。錄取名單將公告於群組。 

(四) 本次活動訊息均登載於「教育部樂齡學習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最新消息。 

三、 主題交流：樂齡學習中心之營運實務交流、講師線上教學

技巧之分享交流、專業主題之分享交流，學習交流進行方

式包括經驗分享觀察與回饋、經營檔案製作、主題探討、

專業主題分享、專題講座、經營發展、經營模式創新與案

例分析等。 

四、 主題學習交流場次：共計 16場 

主題 場次 分享人 備註 

專業分享 6 胡夢鯨、林麗惠 

李雅慧、林宗憲 

李佩晰、盧鴻毅 

搖滾爺奶 

線上教學 5 高辰吉、陳玫君 

黃祐丞、龔玉珠 

張嘉晏 

旅遊課、音樂課 

手機課、芳療課 

運動課 

主任交流 5 中南區、花蓮 

北區、中區、南區 

邀約中 

 

各項主題邀約中，若有變更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五、 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含中心參與者回饋、學

習成效之心得，滿意度調查表以及活動書面資料與相關照

片。 

六、 成果分享：於中南區輔導團期末成果展進行成果分享。 

伍、預期效益 

一、 促進主任經營與課程規畫及實務的精進 

二、 精進樂齡線上教學技巧，提升講師線上教學之職能 



三、 提供樂齡專業教育工作者持續不斷地專業成長與學習  

四、 增加樂齡中心主任互相分享觀摩、情感交流的機會 

陸、注意事項： 

一、 本案聯絡人為國立中正大學樂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黃小姐；

聯絡電話：05-2720411轉 26105；聯絡地址：62102嘉義縣

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一段 168號(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樂齡

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二、 本計畫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樂齡學

習中南區輔導團保留隨時修改本計畫執行內容與規範之權

利。 

  



 

附件  

 

教育部 110年樂齡學習中南區輔導團 

翻轉樂齡~樂 young玩-樂齡學習中心主題交流學習 

計畫 

 

 

 

成果報告 

 

 

 

 

 

 



壹、 運作情形 

 

辦理主題一社群活動情形 

次數 第  次 
每次辦理日期 

和參與人數 

日期： 

 

人數： 

 

主題分享 
 

社群成員 

回饋分享 

 

活動照片 

 (含照片簡述說明) 

 

辦理主題二社群活動情形 

次數 第  次 
每次辦理日期 

和參與人數 

日期： 

 

人數： 

 

主題分享 
 

社群成員 

回饋分享 

 

活動照片 

 (含照片簡述說明) 

 



 

 

  

辦理主題三社群活動情形 

次數 第  次 
每次辦理日期 

和參與人數 

日期： 

 

人數： 

 

主題分享 
 

社群成員 

回饋分享 

 

活動照片 

 (含照片簡述說明) 

 



貳、主題交流學習社群之問卷 

翻轉樂齡~樂young玩-樂齡學習中心主題交流學習 

社群計畫問卷-中南區輔導團 
一、基本資料 

生理性別：□ 男 □ 女 

年齡區間：□ 39歲(含)以下 □ 40-49歲 □ 50-59歲□ 60-69歲□ 70歲以上 

隸屬中心：      縣(市)      鄉(鎮)        樂齡學習中心  職稱： 

參與樂齡幾年：□ 1年以下 □ 2年 □ 3年 □ 4年 □ 5年以上 

二、經過主題交流後： 

(1) 我瞭解線上教學與實體課程規劃的變化與不同，更清楚轉化的技巧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2) 透過專業主題交流，更瞭解樂齡學習課程規劃的重要性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3) 從專業主題的交流，對於中心亮點課程的規劃有所助益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4) 從主任經驗分享當中充分了解樂齡規劃經營的技巧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5) 本次交流後，讓我更能抓住中心如何經營學員的執行要領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6) 本次交流後，讓我更了解對於樂齡未來趨勢及如何發展中心之亮點與執行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三、整體而言： 

(7) 對本次交流的講師陣容□ 非常滿意   □ 滿意   □ 普通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8) 對本次交流的主題安排□ 非常滿意   □ 滿意   □ 普通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9) 對本次交流的分享安排□ 非常滿意   □ 滿意   □ 普通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10) 本次交流，最吸引你的是：                                                        

                                                                                

 

(11) 本次交流，學到最多的是：                                                        

                                                                                

 

(12) 對本次交流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