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年度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實施計畫

主辦機關：教育部

受託機關：國立中正大學、新北市政府教育局、苗栗縣政府、高

雄市政府教育局、臺東縣政府

執行期間：108 年 7 月 15 日至 108 年 11 月 30 日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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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度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實施計畫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高齡學習，增進高齡者互動與連結，激

發高齡者終身學習，培植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補助及輔導帶領人成立高

齡自主學習團體（以下簡稱自主團體），以使高齡者身心健康快樂，促進社會

安和樂利，特訂定本計畫。

一、計畫目標

（一）促進高齡者自主、自發之學習機會，以增進其社會參與及終身學習。

 (二)輔導高齡者組成自主團體，遴定多元學習主題，以自主、自助運作

方式進行學習。

 (三)鼓勵高齡者設計自主學習課程、教材及教案，提升學習品質，增進學

習效果。

(四)鼓勵自主團體帶領人，深耕偏鄉及離島地區，推動高齡學習。

(五)結合警政、交通、衛生與社政機關(構)及社區、家庭之教育資源，發揮

資源共享之效益。

(六)促進高齡者身心健康，節省全民健康保險醫藥與老人照顧人力之支出。

二、計畫期程

自中華民國 108 年 7 月 15 日至 108 年 11 月 30 日止。

三、辦理單位

(一)主辦縣市: 新北市、苗栗縣、高雄市、臺東縣。

(二)前導縣市(具有試辦經驗之縣市，協助主辦縣市辦理相關事宜，提

供必要之協助):桃園市、臺中市、嘉義縣。

(三)協辦縣市: 基隆市、臺北市、金門縣、連江縣、宜蘭縣、新竹縣、

新竹市、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市、臺南市、屏東縣、澎湖縣、

花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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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帶領人資格

取得本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及格證明書者。

五、 辦理方式

帶領人組成自主學習團體，規劃及運作高齡終身學習活動，得向受託機

關申請補助，並由該機關彙報本部審核。

(一)自主團體之組織

1. 成員以年滿55歲以上，其中幹部至多4人，擔任帶領人（亦為負責

人）、協同帶領人或文書、出納及其他庶務工作等。幹部得不受

年滿55歲以上之限制。

2. 帶領人應就幹部中，擇定一人擔任協同帶領人。

3. 建立成員資料庫，記載姓名、出生年月日、性別及聯絡方式等。

(二)申請文件

      自主團體申請時，應檢附帶領人資格證明、自主團體申請表（附件

一）、自主團體活動規劃表（附件二）、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運作規劃

書（附件三）、經費申請表（附件四）等，向受託機關或其指定之學校或團

體（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提出申請。推動計畫款之使用、請撥及核銷，承辦

單位及自主團體應依本部之規定辦理。

(三)申請方式及分區辦理縣市:

    有欲申請自主學習團體之帶領人，請就辦理地點所在向各區主辦縣市申辦。

1.北區：由新北市主辦，受理範圍包括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

園市、金門縣、連江縣、宜蘭縣。

2.中區：由苗栗縣主辦，受理範圍包括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臺

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3.南區：由高雄市主辦，受理範圍包括雲林縣、嘉義縣、嘉義市、臺

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4.東區：由臺東縣主辦，受理範圍包括花蓮縣、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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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聯絡管道:

聯絡窗口 電話 E-Mail 地址

計畫主持人

國立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林麗惠教授

 

聯絡人：

1.簡小姐

電子信箱：ella030417@gmail.com 

2.粘小姐

電話：05-2720411 分機26111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

大學路一段168號 

計畫聯絡人

國立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1.粘小姐

2.簡小姐

北區主辦縣市

新北市政府教育局

連小姐

02－29603456

轉 2591

AH3446@ms.ntpc.-

gov.tw

22001 新北市板橋區

中山路1段161號

中區主辦縣市

苗栗縣政府

高先生

037-559689 ohmyga0517@web-

mail.mlc.edu.tw

36001 苗栗市縣府路

100號 

南區主辦縣市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鄒小姐

07-7995678#3097 amey1369@gmail.com 83001 高雄市鳳山區

光復路二段132號 

東區主辦縣市

臺東縣政府

陳小姐

089－322002

轉 2263

jocelyn@dove.ttc-

t.edu.tw

950 臺東縣臺東市博

愛路306號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潘專員

02-77365683 jane9055@mail.-

moe.gov.tw

10051 臺北市中正區

中山南路5號

(四)申請運作經費

1.108年自主團體運作經費，每一帶領人至多申請辦理二個計畫為原則，

但輔導訪視績優者，得酌增。每項計畫以核定新臺幣最高5萬元為原

則。但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及高高齡者（八十

歲以上）之成員（採分類計算）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至偏遠地區

（參閱附件五）辦理者，得優予補助。

2.本計畫核定之項目為講師鐘點費、材料費（成品不予補助）、講義

資料費、場地租用費(以3,000元為上限)與場地布置費(以2,000元為上

限)、器材租借費（如桌椅、單槍、投影機、電腦等，以2,000元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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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交通費、保險費、補充保費等。

(五)審核流程

受託機關應就申請案進行初審，並將初審結果彙整列冊報本部，再由本部邀

集學者專家進行審查，經審查通過並核定者，應通知受託機關轉知承辦單位

及自主團體，自主團體帶領人應參加聯繫會議（未出席者或未依審查委員意

見修正規劃書者不予核定經費）。前項審查，本部得視需要邀請受託機關或

承辦單位列席說明。

(六)本年度政策宣導主題及優先對象或地區，如附件五。

(七)重要日程(仍以本部公告時間為準):

   1.申請日期：108年5月20日（一）至5月31日（五）截止

   2.四區初審：6月3日（一）至6月7日（五）

   3.四區函報教育部：6月11日（二）前

   4.教育部審查：6月13日（四）～6月19日（三）

   5.教育部公告：7月1日（一）前公布核定名單及暫核定金額

   6.四區聯繫會議：7月3日（三）～7月12日（五）

   7.運作實施：7月15日（一）至11月30日（六），共計4.5個月

   8.經費核銷：12月27日（五）核結完竣

   9.訪視輔導：7月15日（一）至11月15日（五）

六、辦理自主團體活動相關規定

(一)學習主題

應具有學習意義，依成員需求決定。每次活動主題依學習主題規劃，

相互扣連。活動主題學習時間合計，原則占每次學習活動時間三分之

二；每期活動應融入政策性議題或得融入其他有益身心之活動。

(二)組織成員

離島或偏遠地區應達10人，其他地區應達15人（得包括幹部）。帶領

人組織團體成員，宜優先召募未參與學習者，或延續帶領人於近一年

內成立之自主團體成員。倘結合其他既成之團體，其成員以不超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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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成員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三)辦理期程

運作實施期間：7月15日（一）至11月30日（六），共計4.5個月。每

計畫運作至少2個月，最長不超過4個月，每週1次、每次活動不超過3

小時為原則。

(四)活動費用

得酌收費用，並經全體學員同意，且公開收支明細。

(五)活動地區

本計畫鼓勵帶領人深入社區基層或偏鄉地區推廣，以擴散推廣效果。

(六)活動師資

由自主團體成員擔任。必要時，得外聘具專業之講師授課。

(七)經費核結

自主團體辦理活動後，應檢附收支結算表、支出憑證（支出憑證等留

承辦單位備查）及成果報告（包括成員填竣之回饋單等），向承辦單

位辦理結案；受託機關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辦理結報事宜，收據格式如附件六。（自主團體未依前項規

定辦理、執行成效不彰，或未依規定期限辦理結案者，受託機關應函

請其加強改進，並錄案副知本部，未改進者除依規定辦理外，並為日

後核定之參據。）

七、自主學習團體運作應遵行事項

(一)依核定之規劃書執行，所申請之推動計畫款不得挪作他用或轉讓第

三人。

(二)因天災、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之事由，有變更規劃書必要者，應於

事前通知承辦學校，並副知受託機關。

(三)參與本部或受託機關安排之媒體拍攝、採訪及其他觀摩交流、宣導

等活動。

(四)自主團體辦理終身學習活動，應視需要為其成員辦理保險。成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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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終身學習活動時，應注意身心健康、安全，並承擔個人行為引發之

危險或傷亡，本部、受託機關及承辦學校不負賠償責任。

(五)應配合受託機關及承辦單位之規定，填報資料、撰寫成果報告及心

得報告、接受訪視與輔導（輔導訪視時間係依據自主團體運作時間辦理，

若自主團體有調整運作時間，務請事前通知承辦學校或受託機關）、出

席相關聯繫會議及參加增能研習等（未依規定參加上揭會議及研習者，

將列入日後核定之參據）、成果發表會，並分享成果。

(六)帶領人應同意將前款成果報告及心得報告等所有相關資料之著作財

產權及個人肖像權，轉讓或授權本部，不限地域、時間、次數，予以典

藏或利用；本部並得將作品依實際狀況予以酌修（例如增減文字），或

以任何形式行使重製、展覽、報導、印製、數位化編輯、出版印刷、推

廣宣傳、公開展示、文宣廣告，或上載網路、建置於網際網路及其他以

電子傳輸等方式予以公開。本部並得再授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其

他機關、學校、機構、法人或團體為上列方式之推廣利用，自主團體及

其成員不得以任何名義向上述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要求報酬、授權

金、賠（補）償金或其他回饋金。

(七)受託機關應輔導或協助自主團體租用場地、設施與設備或其他相關

事項，並每年視需要召開轄區內自主團體聯繫會議，相關辦理事項。

(八)自主團體辦理活動所需場地、設施或設備等資源，得由受託機關協

調各地公、私立各級學校、圖書館、社會教育機構、家庭教育中心、鄉

（鎮、市、區）公所或村里民活動中心等，以無償或低價提供。

(九)機關（包括受託機關）、個人、學校、機構、法人、團體或帶領人，

積極提供場地、設施或設備、活化空間使用或投入本計畫活動著有績效，

則其承辦人員與主管，本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服務機關得依權責

予以獎勵。

(十)自主團體有違反本計畫，或其他法令規定，或填報申請運作自主團

體資料不實者經查證屬實者，受託機關應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廢止本計畫推動計畫款之全部或一部分，已撥款者，追繳之；情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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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3年內停止受理其依本計畫所為之申請。

八、訪視輔導

受託機關為促進自主團體之發展，得邀集本部代表及學者專家進行輔導

訪視。輔導訪視成績列乙等者，將為日後申請推動計畫款核定之參據。

九、預期效益

(一)擴增高齡者學習機會：本計畫預期將直接促進原住民、新住民、身

心障礙者、高齡者及其家庭成員參與學習，擴增高齡學習機會，增進個

人及家庭生活知能。

(二)促進社會融和：本計畫將促進高齡者及其家庭或不同世代者共同學

習，為代間融和奠定堅實基礎。

(三)引導終身學習：達到人民身心靈健康安全，婚姻幸福，家庭和樂之

安和樂利社會。

(四)節省政府經費：促進高齡者健康快樂，將節省全民健康保險醫藥費

及老人照顧人力支出，並使高齡教育之預算經費大為減低。

十、附則

(一)本計畫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或由本部召開相關會議決定之。

(二)年度所需經費如未獲立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部得重新核

定推動計畫款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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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8 年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終身學習活動帶領人運作實施計畫籌組及運作自主學習團體申請表

108 年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實施計畫

籌組及運作自主學習團體申請表 

1.團體名稱：                    聯絡地址：

2.帶領人姓名：              

（請檢附本計畫帶領人證明書文件影本）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手機：

E-mail：
聯絡地址：

3.協同帶領人姓名：

（若係取得本部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者請註明）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手機：

E-mail：
聯絡地址：

4. 核心成員分工情形姓名：文書：        、出納          、其他庶務工作者

                      。（負責幹部一人得重複二項）

5. 辦理終身學習活動學員數等（可重複填寫）：

(1) 人數：        人（請檢附每期名冊）；

(2) □低收入戶     人，□中低收入戶     人，□新住民     人，□原住民族      

人，□身心障礙     人，□高高齡者     人。

(3) □離島地區                    ； □偏遠地區                   。

6. 成立時間：     年     月     日（如有籌組過程及相關會議資料，請檢附）

7. 宗旨：

（例如：本團體依教育部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終身學習活動帶領人運作實施計畫成立，以

非營利為目的。透過藝術、文化、宣講等方式推廣學習，從事社會參與、組織同好、協助

弱勢、提升生活品質、豐富生命正面價值與意義，推動利己、利群、利人、利世之幸福社

會為宗旨）。

7-1. 如有簡易章程、組織情形，請檢附 。

8. 預期主要活動場所：（各期如場地不同，請分別註明）

帶領人：          (簽

章)

108 年   月   日　　   

協同帶領人：        (簽章)

108 年   月   日

直轄市、縣(市)政府

承辦科科長：    　(簽章)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意見：

備註：本表所填寫之資料均屬實，若經發現資料與事實不符時，申請帶領人願自動放棄入

選資格，已領取之補助款全數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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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學員名冊

學員名冊

姓名 出生年月日 性別 聯絡方式 
身分類別

(請填代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註：特殊身分類別：1.中低收入戶、2.原住民、3.新住民、4.身心障礙者、5.高高齡者，

請填代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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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終身學習活動帶領人運作實施計畫申請活動規劃表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實施計畫

申請活動規劃表（範例）

1. 團體名稱：

2. 學習主題：

  類別請參考附件五勾選：

1.□  2.□  3.□  4.□  

5.□  6.□  7.□  8.□  

3. 活動目的：

4. 組織與分工：

5. 活動設計（每次活動主題、進行方式、時間及地點等）：

例如： 24 小時，   8   場活動如活動設計表一

6. 有無融入政策性宣導課程： 

融入課程名稱：   　     　     　  ；融入：   　  次

7. 參與人數：　  　      人

8. 學習總時數：共       小時

9. 資源結合：

10. 活動預期成果：

連絡電話 傳真

E-mail：

帶領人及

協同帶領

人：

　　　　　　　　(簽

章)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承辦科科長

　　　　　　　　　(簽

章)

(108 年  月  日)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意見：

（請自行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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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運作規劃書

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領人運作規劃書（格式）

 壹、團體名稱

 貳、情境分析（含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籌備的面向分析，包括：人、事、

    時、地、物的分析）

 參、團體運作的緣起（含背景與重要性）

 肆、團體運作的目的

 伍、團體運作的架構（為使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能順利運作，應事先規

    劃此一團體的組織架構）

 陸、團體運作的內容

一、學習主題

二、活動設計：以表格呈現，每一計畫提出一個活動設計表，8

次活動。活動設計表包括：

1. 序號

2. 活動日期與時間

3. 活動主題

4. 活動內容

5. 設計理念

6. 帶領人/講師

7. 活動地點／備註

三、活動設計表範例（如附件三之一）

 柒、人力規劃

 捌、行銷方式

 玖、經費申請

 拾、執行進度

 拾壹、預期效益

 拾貳、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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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 活動設計表範例

（範例）　　　　　　　　　活動設計表

表一：

學習主題：老人健康飲食

序號 日期與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設計理念
帶領人/

講師

活動地點/

備註

1 108/5/18(六)
9:00~12:00

健康飲食

基本概念

1.交流認識。(10’) 1.相見歡，互相

認識，使學員感

情交融。

1.王大明 ○○活動

中心

2.團體公約的討

論。(20’)

2.凝聚學員對學

習活動共識，使

推動活動時無

礙。

2.陳小華

3.反毒宣導。(10’) 3.以影片放映或

海報宣傳等方

式，引導學員對

新興毒品的認

知。

3.李大華

4.失智症的認識。

(20’)

4.以影片宣導，

了解失智的先期

症狀。

4.黃小華

5.老人健康飲食概

念介紹。(120’)

(1) 影片介紹(30’)

(2) 說明(30’)

(3) 成員分享(40’)

(4) 歸納(20’)

5.介紹及分享老

人健康飲食的基

本概念。

5.陳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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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8年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終身學習活動帶領人運作實施計畫經費申請

表

108 年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實施計畫

經費申請表
簡表(本表請核章)
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金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金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金額：

補(捐)助項

目

申請金額

(元)

核定計畫金額

(教育部填列)

(元)

核定補助金額

(教育部填列)

(元)

說明

業務費

1. 講座鐘點費、補充保費
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
用。
2. 依國內(外)出差旅費報
支要點、聘請國外顧問、專家
及學者來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3. 辦理業務所需材料費、
講義資料費、印刷費、場地租
借費、場地布置費、器材租借
費、交通費、保險費、雜支。

合  計

核心幹部擔任會計出納者：        

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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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金額：       元，自籌款：      元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率　　％】

地方政府經費辦理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辦理

彈性經費額度:

□無彈性經費

□計畫金額2%，計     元(上限為2萬

5,000元)

備註：
1、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立學校、特種基金及行政法人。
2、各計畫執行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說明欄詳實敘明。

3、各執行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列基
準表規定辦理。

4、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行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參
考。

5、非指定項目補(捐)助，說明欄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行單位循內部行政程序自行辦理。
6、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列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

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如有隱匿不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

項。

7、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不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行

政管理費為原則。

8、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行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行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

1及其執行原則等相關規定辦理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

並不得以置入性行銷方式進行。

※依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
或交易行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違者處新
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
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露表」填列，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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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表附件--詳細經費規劃表

申請單位：自主學習團體名稱(自行填寫)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金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金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

寫）

單價（元） 數量 總價(元) 說明 金額（元） 說明

業
務
費

講師鐘點費 除聘請專業講師授
課外，原則每小時
新臺幣500  元  編
列。

材料費
1.本項目應列出課程
所 需 材 料 費 的 單
價、數量及總價，
並說明本欄材料費
是配合何種課程所
需要的費用，如有
數種單價的材料費
應分列本項目，並
依序號標註材料費
(1)、材料費(2)
2.本欄為審查支出的
合 理 性 ， 請 勿 以
「一式」為書寫方
式，請確實明確算
出單價及份數，以
利本部核算。
3.未達 1 萬元的物品

講義資料費
核實編列

印刷費 為撙節印刷費用支
出 ， 各 種 文 件 印
刷 ， 應 以 實 用 為
主 ， 避 免 豪 華 精
美 核實報支場地租借 僅限於外部核實編
列
( 以 3,000 元 為 上
限)

場地布置費 請以文宣海報為主
( 以 2,000 元 為 上
限)

器材租借費 核實編列(以 2,000
元為上限)

交通費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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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自主學習團體名稱(自行填寫)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金額：         元，自籌款：      元
保險費 依「公務人員因公

傷亡慰問金發給辦
法」 

補充保費 講座鐘點費補充保
費(講師費金額合計
之1.91%計算)

雜支 1.凡前項費用未列之
辦 公 事 務 費 用 屬
之。如文具用品、
紙張、資訊耗材、
資料等屬之。
2.有關雜支已涵蓋之
經費項目，除特別
需求外，不得重複
編列
3.核實報支。單價未
達 1 萬元或耐用年
限未達 2 年。

合  計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內，詳列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金額，如有隱匿不實
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不補助人事費、內部
場地使用費及行政管理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行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行
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行原則等相關規定辦理者，
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不
得以置入性行銷方式進行。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率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依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 11
點規定辦理。

※依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易
行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職人員
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露表」填列，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處。

17



附件五 108 年度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學習主題類別及優先對象或地區

108 年度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學習主題類別及優先對象或地區

一、主題類別

主題類別，分為重點政策、養生保健、家庭與人際關係、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

生活新知、環保人文、興趣嗜好及其他等八類。

(一)重點政策

高齡學習的重要性、高齡社會趨勢、預防失智憂鬱、預防詐騙、拒菸反

毒、性別平等（含子女姓氏選擇及財產平等繼承等）、生命教育、消費者保

護、退休（或老化）準備教育、交通安全、用藥安全等。

(二)養生保健

銀髮體適能、健康養生、身體律動（以可強化肌耐力、心肺功能、平衡

感之運動為優先）、筋絡按摩、老年常見疾病、睡眠品質、老年飲食營養、

健康知識、心理健康、健康老化、健康促進策略、自主生活管理、情緒管理

等。

(三)家庭與人際關係

老年家庭、社會互動與連結、人際互動、婆媳相處、家人相處、老年婚

姻經營、社團活動、代間互動、高齡父母與成年子女、老年夫妻關係等等。

(四)自我實現與生命意義

生命繪本、生命敘說、活化記憶力、學習閱讀（讀書會）、生命意義、

正向思考、靈性健康、心理壓力與調適、志願服務等。

(五)生活新知

以適應現代社會生活必須瞭解之新知為主，如手機使用、電腦操作、資

訊科技、人文藝術、生活法律、財務管理、食品安全、居家安全、經濟安全、

社會政治、國際關係、世界趨勢、科技運用於社群活動、科技數位媒體及藝

術創作。

(六)環保人文

環保教育、垃圾減量與處理、當地文史保存、文化傳承、古蹟巡禮、傳

統建築藝術、歷史與地理等。

(七)興趣嗜好

如音樂、藝術、語文學習、樂器吹奏、人文藝術教育、戲劇演出、電影

與音樂欣賞、樂器吹奏、化粧品及食品對女性正確控制健康體位之危害等等。

(八)其他:具有學習意涵，有益於高齡者身、心、靈健康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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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先對象與地區

(一)招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及高高齡者為對象，或

至偏遠地區（請參考名單如下）辦理終身學習活動者，得優先核定申請計畫。

(二)前述優先核定對象之標準為每類人數佔團體成員 50%以上，不合併計算

比率。

偏遠地區鄉鎮參考名單
縣市別 鄉、鎮、區 

新北市 石碇區、坪林區、平溪區、雙溪區、貢寮區、烏來區

宜蘭縣 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桃園市 復興區

新竹縣 五峰鄉、峨眉鄉、尖石鄉 

苗栗縣 獅潭鄉、泰安鄉、南庄鄉、大湖鄉、三灣鄉 

臺中市 和平區

彰化縣  

南投縣 魚池鄉、仁愛鄉、國姓鄉、鹿谷鄉、中寮鄉、信義鄉 

雲林縣  

嘉義縣 大埔鄉、阿里山鄉、梅山鄉、番路鄉 

臺南市 楠西區、南化區、大內區、左鎮區、龍崎區 

高雄市 田寮區、六龜區、甲仙區、杉林區、茂林區、桃源區、那瑪夏區、內門區

屏東縣
滿州鄉、霧臺鄉、三地門鄉、瑪家鄉、泰武鄉、來義鄉、獅子鄉、春日

鄉、牡丹鄉 

花蓮縣 壽豐鄉、富里鄉、卓溪鄉、秀林鄉、豐濱鄉、萬榮鄉 

臺東縣
大武鄉、海端鄉、達仁鄉、東河鄉、金峰鄉、卑南鄉、長濱鄉、延平鄉、

蘭嶼鄉、綠島鄉 

澎湖縣 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 

金門縣 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鄉、烏坵鄉 

連江縣 南竿鄉、北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資料來源：摘自前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名稱（「區域弱勢」

之行政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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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收據格式

收  據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摘要 說明

玆收到　　　　　　　　　　發給之

（費用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單價：

數量（時數or字數or件數）：

新 台 幣：      拾萬      萬      仟      佰      拾      元整

服務單位：                            領 款 人：                          

戶籍地址：      縣（市）      鎮（鄉）      區      里（村）  鄰      街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室

身分證字號：

郵    局：局號：        　　     帳號：    　　           

匯款行庫：          銀行          分行，帳號：                      

※未領取現金且於本府未有帳戶資料者，請填列帳戶資料，俾利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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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摘要 說明

玆收到　　　　　　　　　　發給之

（費用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單價：

數量（時數or字數or件數）：

新 台 幣：      拾萬      萬      仟      佰      拾      元整

服務單位：                            領 款 人：                          

戶籍地址：      縣（市）      鎮（鄉）      區      里（村）  鄰      街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室

身分證字號：

郵    局：局號：        　　     帳號：    　　           

匯款行庫：          銀行          分行，帳號：                      

※未領取現金且於本府未有帳戶資料者，請填列帳戶資料，俾利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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