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6年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培訓課程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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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6月 22日（星期四）、6月 23日（星期五） 

四、 培訓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116會議廳及國際會議廳 

五、 培訓對象：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及南投縣，由教育部核定通過之樂齡學習 

          中心承辦單位之中心經營團隊、講師 

六、 預定人數：154人 (名額有限，每中心限 2人參與) 

七、 培訓內容：以樂齡核心「活躍老化」為主軸，規劃「預防失智症」、「性別平等」、

「樂齡服務實務分享」及「高齡者桌遊創意活動規劃與實作」四大講題為主，希冀透過

培訓課程，深化樂齡核心概念，融合講師理論與實務經驗分享，提升各樂齡學習中心經

營成效，以及講師教學與授課品質。 

八、 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即日起至 6月 1 日(四)下午 5時 或人數額滿為止 

本次培訓報名時間結束之後，為有效安排後續行政作業，恕不再受理報名 

一律採用網路報名(https://goo.gl/mjsJ8J)；報名請至「教育部樂齡學習

網」首頁報名  

（二）或至 QR Code報名： 

 

 

 

 

 

 

（三）聯絡方式：（049）2910960轉 2532，張宜茜助理。 

九、 注意事項： 

（一）上述出席人員之交通費由教育部補助各樂齡學習中心 106年度工作計畫之補助

款項下支應，惟經費有限，每中心至多可支付 2名參與人員交通費。 

（二）全程參與課程者，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核發研習時數證明合計 12小時。 

（三）考量部分偏鄉樂齡中心交通不便，本次工作坊提供 6/22當晚之住宿，補助每

一所樂齡學習中心最多 2名住宿費為限，請詳閱網路報名表單內注意事項。有

關住宿之安排，將由飯店進行整體房間之分配，僅提供標準四人房(兩大床)，

附隔日早餐；如要升級為兩人房以上房型，請自行負擔相關費用，並逕向飯店

結清自付費用。請先於報名表單填寫住宿需求，報名時間結束後一週內將公告

房間安排，屆時如需調整住宿安排，請逕洽阿波羅飯店服務櫃台。              

(電話：049-2900-555，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民治一街 1號。) 

https://goo.gl/mjsJ8J


十、 培訓議程： 

教育部 106 年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培訓（6/22） 

時   間 講   題 主  持 人   /   主  講  人 

09:00 

| 

09:30 

報 到 簽 名 

09:30 

| 

11:00 
樂齡核心課程(一) 

解構性別關係密碼 
 

地點：人文學院                    

116會議廳 

主持人：吳明烈 特聘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特聘教授） 

 

主講人：陳瑛治 副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11:10 

| 

12:00 

12:00 

| 

13:00 

午  餐 

13:00 

| 

14:40 
樂齡實務分享(一) 

樂齡一點通 

 
地點：人文學院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蔡怡君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館長） 

 

主講人： 

中部地區樂齡學習中心講師群 

 

15:00 

| 

16:00 

16:10 

| 

17:40 
綜合座談 

主持人：賴弘基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中區輔導團主持人） 

17:40 

| 
               自行前往住宿飯店 

 

 



教育部 106 年樂齡學習中區輔導團培訓（6/23） 

時   間 講   題 主  持 人   /   主  講  人 

09:00 

| 

09:30 

報 到 簽 名 

09:30 

| 

11:00 
樂齡核心課程(二) 

被遺忘的時光- 

失智症預防 

 
地點：人文學院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賴弘基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中區輔導團主持人） 

 

主講人：詹弘廷醫師 

(埔里基督教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社

區醫學科主任/長期照護科主任) 

11:10 

| 

12:00 

12:00 

| 

13:00 

午  餐 

13:00 

| 

14:30 樂齡實務分享(二) 

高齡者桌遊創意

活動規劃與實作 

 
地點：人文學院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賴弘基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中區輔導團主持人） 

 

主講人：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吳佩蓉 講師 

14:40 

| 

15:30 

15:30 

| 
賦歸 

 

 

 

 

 

 



十一、交通資訊： 

→活動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116會議廳/國際會議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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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附件連結暨大校車時刻表與路線，於校外每次上車需投 

   幣 10元。若您 6/22住宿於阿波羅飯店，且未開車，隔日可搭乘校車至活動地點，搭車站   

   牌-南昌手工饅頭（金埔里旁），距離阿波羅飯店走路約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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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搭乘暨大校車(搭車站牌崎下)。 

●另可搭乘巴士先抵達埔里後，於崎下站下車，再轉搭暨大校車(搭車站牌-崎下)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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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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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cnu.edu.tw/ncnuweb/
http://www.doc.ncnu.edu.tw/affairs/index.php/2012-07-10-07-15-25/235-105-2-106-2-18-6-25a
http://www.taiwantrip.com.tw/line/8?x=2&y=2
http://www.ntbus.com.tw/hsr6.html


培訓活動地點在這裡  

@人文學院一樓 

116 會議廳(僅第一天上午) 

@人文學院 B1 

國際會議廳(第一天下午+第二天全天) 

培訓活動地點在這裡  

@人文學院一樓 

116 會議廳(僅第一天上午) 

@人文學院 B1 

國際會議廳(第一天下午 + 第二天全天) 

十二、附件資料：會場位置圖(位於標記 12.人文學院)、校車時刻表 

 

暨大大門口 



暨大行政

大樓發車
備註

埔里國光站

發車
備註

暨大行政

大樓發車

埔里國光

站發車

暨大行政

大樓發車

埔里國光

站發車

07:00 校車 07:30 校車

07:40 07:40 07:40

08:10 08:10

08:20

08:30 2(校車1) 08:10 08:10

08:40 08:40 08:40 08:40

09:10 09:10

09:40 校車 09:40 2

10:10 10:10 校車 10:10 10:10

10:40 校車 10:40 10:40 10:40

11:10 11:10 校車

11:40 11:40

12:10 12:10 12:10 12:10

12:40 12:40 12:40 12:40

13:10 13:10 13:10 13:10

13:40 13:40 13:40

14:10 14:10

14:40 14:40 14:40

15:10 15:10 15:10 15:10

15:40 15:40 15:40 15:40

16:10 16:10 16:10 16:10

16:40 16:40 16:40 16:40

17:10 2 17:10 17:10 17:10 17:10

17:20

17:40 17:40 17:40 17:40 17:40

18:10 2 18:10 18:10 18:10 18:10

18:40 18:40 18:40 18:40 18:40

19:10 19:10 19:10 19:10 19:10

19:40 19:40 19:40 19:40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40 20:40 20:40 20:40

21:10 21:10 21:10 21:10 21:10

21:40 21:40 21:40 21:40

22:10 22:10 22:10 22:10

22:40 22:40 22:40 22:40

106.0119

三、連續假日：連假前面期間行駛週六班次，連假最後1日行駛週日班次。單獨1日假日：行駛週六班次。

四、諮詢電話：丰御旅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校車】0985-222188。

              丰御旅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04）23364131。

                           （049）2910960轉2996總機。（049）2910960轉2457校車司機。

                           （049）2910960轉2451 -6事務組。 （049）2914295警衛室。（049）2910960轉2459值班室。

五、本表適用於學期中，必要時調整，寒暑假期間將另行通知。  

暨大往返埔里交通車班次表 105下學期適用（106/02/18--106/06/25）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一、埔里發車地點： 國光客運總站 － 中正路口（台灣企銀旁）－ 新市場（埔里郵局旁）－ 土地公廟（新光大樓對面）－

                                 亞卓客家餐廳－ 崎下 － 坪頂（旅遊站前）－ 學人會館 － 科技大樓 － 中餐廳 － 行政大樓（終點站）

二、暨大發車地點：行政大樓－中餐廳－科技大樓－學人會館－坪頂－崎下－亞卓客家餐廳（加油站對面）－新光大樓－

　　　　　　　　　 新市場（埔里郵局斜對面） － 媽祖廟 － 農會－南昌手工饅頭（金埔里旁）－  國光客運（終點站）



埔里-暨大交通車校內行駛路線圖 

埔里往暨大 

校內候車站 

暨大往埔里 

人文 
學院 

圖資大樓 

管理學院 

10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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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埔里交通車行駛路線 

1106.0119 

行駛路線 
 



乘客搭車注意事項 
 

一.請各位乘客配合在站牌上、下車。 
二.上車請站牌下招手，下車請按鈴。 

三.請大家共同配合，以維護行車安全。 
四.諮詢電話： 
   丰御旅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校車】0985-222188  （04）23364131   
五.申訴管道： 
     1.請至行政大樓一樓總機室旁或事務組辦公室索取申訴表單， 

          填完後送至事務組。 
       2.Email至事務組申訴信箱：routine@ncnu.edu.tw 

六.本表自106年02月18日起實施106年06月25日止  

              搭車站牌（地點）   

埔里發車：國光客運總站 － 中正路口（台灣企銀旁）－ 新市場（埔里郵局旁） 

             － 土地公廟（新光大樓對面）－亞卓客家餐廳－ 崎下 － 

             坪頂（旅遊站前）－ 學人會館 － 科技大樓 － 中餐廳 － 

              行政大樓（終點站）   
  

暨大發車：行政大樓  －  中餐廳  －  科技大樓  －  學人會館  

                      －  坪頂－ 崎下 －  亞卓客家餐廳（加油站對面）－新光大樓  －   

                      新市場（埔里郵局斜對面） －  媽祖廟  －  農會  －   

                       南昌手工饅頭（金埔里旁）  －  國光客運（終點站） 

                                                                                                                          10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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