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委請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辦理 

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進階及實作研習 

實施計畫 

一、依據： 
終身學習法第 14 條第 1 項「終身學習機構應優先指定專業人員或由專

人規劃推展終身學習活動」、第 2 項「主管機關應提供前項人員在職進修

機會」及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要點辦理。 
 
二、目的： 

教育部為增加高齡者發展多元、自主、自發之學習型組織，培育樂齡自

主學習團體帶領人辦理終身學習活動，特訂定本計畫。 
 
三、用詞定義 

（一）學習團體：由學習者自行組織、設計學習方案、負責行政及教學工作、 
尋求學習資源、自主運作學習活動，達成學習效果的團體。 

（二）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指於樂齡者自行組織，以自助、自主方式 
運作之學習團體擔任領導工作之人。 

 
四、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二）承辦單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進修及推廣教育處）。 

 
五、參與對象： 

經教育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第 1 期(101 年)培訓合格，取得樂齡教育專

業人員證明書者。 
 
六、研習場地：新北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演藝廳(新北市三重區集美街 10 號)。 
 

七、研習及實作時間：  

（一）102 年 10 月 18-19 日、10 月 25-26 日、11 月 1-2 日、11 月 8 日共 7 天

（每星期五~六），並於 102 年 12 月底至 103 年元月間擇定一日為實作

評核日，上課時間共 42 小時（包括籌組規劃、招生行銷、活動辦理、

成果整理等內容）。 

（二）實作評核：於開訓當日說明會時間辦理分組實作及編排每位學員之評

核時間，評核當日，應交成果報告，並錄製成 PPT 檔，於現場報告 15~20
分鐘（應先以 3 分鐘簡短自我介紹）外，應在會場以受教者身分，參

加其他 8 個學員之評核發表，始完成本階段 6 小時之評核時數。 



 

八、研習課程內容： 

課程主軸 課程名稱 課程重點 時數

(一)基本概念 1.自主學習團體的基 
  本理念及內涵 

1.自主學習團體的意義、目的與特徵 
2.自主學習團體的架構、類別與組成 3 小時 

(二)國內、外趨勢 

2.瑞典讀書會及英國 
  第三年齡大學的發 
  展與運作 

1.英國第三年齡大學的發展、設立、行 
  政組織、經費、師資、學員、教學及 
  課程、特色等 
2.瑞典讀書會的實施、研討科目、參與 
  人數、發展原因及特色等 
3.二國自主學習團體的共同特徵 

3 小時 

3.美國自主學習團體 
  的發展與運作 

1.美國老人寄宿所的發展、宗旨、課程 
  類別、發展特色等 
2.美國退休學習學會的發展、宗旨、課 
 程類別、運作模式及特色等 

3 小時 

4.亞太地區自主學習 
  團體的發展與運作 

1.新加坡自主學習團體的緣起、運作模 
  式及特色 
2.澳洲自主學習團體的緣起、運作模式 
  及特色 
3.日本自主學習團體的類型、課程、師 
  資及運作機制等 
4.國內自主學習團體的經驗分享 

6 小時 

(三)規劃與經 
    營管理 

5.自主學習團體的籌 
  組、規劃及實務運 
  作 

1.自主學習團體的籌備面向 
2.自主學習團體的組織、架構、內涵 
3.經營及財務管理 

3 小時 

(四)帶領技巧 
  與資源開發 

6.自主學習團體帶領 
  人特質與帶領方式 

1.帶領人的特質
2.帶領人的角色與功能 
3.帶領人的服務倫理

3 小時 

7.自主學習團體的團 
  體動力與帶領技巧 

1.自主學習團體的團體動力
2.自主學習團體的帶領技巧

3 小時 

8.自主學習團體資源 
的開發與結合 

1.自主學習團體人力資源的開發 
2.自主學習團體物力資源的開發 
3.自主學習團體的資源結合 
4.學校、社教機構、民間組織及宗教團 
 體等資源的運用

3 小時 

9.樂齡者旅遊導覽解 
  說的原則與技巧 

1.導覽解說的原則
2.導覽解說的主題及流程 
3.導覽解說的技巧

3 小時 

10.自主團體學習活 
動規劃及案例分享 

1.自主團體學習活動規劃
2.案例分享

6 小時 

11.媒體的運用與網 
   路學習 

1.媒體的運用
2.網路學習的重要性 
3.網路學習的方式與促進

3 小時 

(五)自主學習 
  團體的成長 

12.自主學習團體的 
   招生行銷與成長 
   發展 

1.自主學習團體的招生及行銷策略 
2.自主學習團體的成長動力 
3.自主學習團體的發展歷程與階段 

3 小時 

合計 42 小時



九、報名方式： 

一、採網路報名方式，不提供書面報名表。 

二、請於 102 年 10 月 14 日（星期一）前至教育部樂齡學習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完成線上報名(e-mail 務必填寫正確，  
 以利研習前通知)。 

 

十、學員注意事項： 
（一）學員第 1 天上課報到時，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核對身分。每堂課 

程，以聘請專家學者講授為原則，並得以討論方式為之。 
（二）本次須全程出席，其缺席時數達應上課總時數之十二分之一以上者，

不發給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證明書。全程出席並通過實作階段者

將由培訓辦理單位核發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證明書。 
（三）學員上課期間，每日均須簽到及簽退（不得代簽）；每節課均辦理點名，

除第 1 天之第 1 堂課可遲到 15 分鐘外，其餘課程均不得遲到或早退。

其遲到、早退或中途離開教室，經查證屬實者，不核發自主學習團體

帶領人證明書，已核發者，撤銷之。 
（四）上課期間，午餐自理，並應自行準備環保水杯及文具用品。 
（五）參加本培訓學員，於上課時間，應關閉手機或調整為靜音，不得在教

室內、外喧嘩，若有發生影響安寧秩序之言行，經工作人員勸止不聽

者，由培訓辦理單位登錄實情，由評核委員扣減該學員之評核分數。 
 

十一、預期效益： 
    透過專業成長研習，強化本部政策方向，俾發揮自主、自費及自發等服

務效能帶領高齡者學習。增進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專業職能，確實瞭解

本部推動樂齡教育政策執行。 
 
十二、其他： 

（一）報到時間： 102 年 10 月 18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起 

    （二）交通方式： 
 1.菜寮站下，出捷運站後左轉直走，左轉集美街。 
 2.三重站下，出捷運站後左轉直走，過斑馬線後左轉沿重新路直走，   
   集美街右轉。 



附件 1 

教育部委請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辦理 

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進階及實作研習實施計畫 

報名表 

 
 
※ 本表僅供參考，請至本部「樂齡學習網」（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進行線上報名。 

姓名  
已取得 101年

樂齡教育專

業人員證明

書編號 

 
性

別 

□男 

□女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退休情形 
□已退休，原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 

□未退休，（屆）退休單位: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 

目前服務單位

或服務之樂齡

學習中心 

目前服務： 

1.                  單位， 

擔任工作              年 

2.新成立之       樂齡學習中心 

擔任工作            個月 

3.已於           樂齡學習中心 

擔任工作              年 

職稱： 

 

□ 行政主管 

□ 行政人員 

□ 講師 

□ 志工 

□ 其他                  

（可複選選） 

通訊地址  

已取得樂齡

教育專業人

員資格類別 

□1.樂齡教育講師 

□2.樂齡教育導覽解說者 

□3.樂齡教育專案計畫管理師

□4.樂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

人 

聯絡電話 

手機： 

住家： 

辦公室： 

電子信箱  

擬服務縣（市）  



附件 2 

樂齡自主學習團體成立資料表（參考資料） 

 

1.團體名稱：                     聯絡地址： 

2.帶領人姓名：               

（請檢附培訓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聯絡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3.人數：        人（請檢附名冊及參與同意簽章） 

4.成立時間：    年   月   日（請檢附籌組過程及相關會議資料） 

5.宗旨：                                   （請檢附簡易章程、組織及人員分工情形）

6.預期主要活動場所： 

7.主要經費來源： 

8.預期合作機構或組織及資源人力： 

備註： 

帶領人：       (簽章) 承辦人：       (簽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意見： 

年   月   日 



附件 3  

樂齡自主學習團體活動規劃書（參考資料） 

1.團體名稱：  2.學習主題： 

3.活動目的： 

4.組織與分工： 

5.活動設計(每次活動議題、進行方式、時間及地點等)： 

6.活動參與人數與名單： 

7.學習總時數： 

8.活動經費來源： 

9.資源結合： 

10.活動預期成果： 

11.申請經費補助說明（額度及項目）： 

連絡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帶領人 (簽章) 承辦人 (簽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意見：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