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補助社區終身學習中心第 3 年計畫申請表 

填表單位：         縣（市）政府 第 3 年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所屬鄉鎮市區：_______________ 

承辦學校：                 

設置類型：□高齡學習中心□社區玩具工坊 

設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一、現況調查【請務必確實填寫，俾方便聯繫】 

申請單位聯絡方式 

1.申請單位（請註明全稱）： 

2.申請單位負責人姓名： 

3.申請單位負責人聯繫方式： 

4.申請單位填表人：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 

5.填表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填表人行動電話：____________ 

7.填表人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置地點現況調查 

1.設置地點樓層屬：地下室 □一樓□二樓以上（電梯□有□無） 

2.面積：_____________坪；間數___________間 

3.場地原來用途（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4.現有設備情形： 

（1）辦公設備：□無   □有（請敘明）__________ 

（2）文康休閒設備：□無   □有（請敘明）__________ 

（3）健康器材設備： 

     □無   □有（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廁所：□有________間     □無    

（5）無障礙設施：□有   □無 

（6）照明設備：□佳   □需補強 

（7）消防及逃生設備：□有   □無（請敘明）_______________ 

5.所提供空間可容納多少人同時研習：□20 人以下□20—40 人□40 人以上 

6.是否有組成志工隊：□有______人       □無。 



表二、98 年續辦社區終身學習中心第 3 年計畫申請表 

 項目 內容說明指標 計畫說明（請詳敘） 

第 3 年

規劃主

軸及特

色 

一、設置目標及願景 第 3 年工作目標及願景  

二、設置地點空間

設備之描述 

1.詳述目前空間設備及學習環境佈置 

（含教育部補助設備） 

2.需附該中心空間電子檔相片 2 張 

 

三、組織運作機制

及特色 

1.敘述第 3 年之經營團隊之組織  

2.敘述第 3 年經營團隊之特色 

 

四、第 3 年志工人力

培訓及運用 

1.如何運用志工協助推動（含志工人數） 

2.詳列第 3 年擬辦理之職前訓練及特殊訓練

等課程 

 

五、第 3 年課程規劃

之特色 

1.第 3 年課程規劃之理念及主軸、特色 

2.推廣性課程（需含課程及講師背景） 

3.系列性課程（需含課程及講師背景） 

 

六、實施代間教育

課程 

1.申請學校如何將高齡學習中心或社區玩具

工坊結合學校學習課程辦理。 

2.學校如何將世代議題納入正規學習課程。. 

 

七、與社區資源連

結網絡之整合

能力 

1.如何連結社區之老人學習等資源，進行資源

整合 

2.與鄰近大學院校如何進行專業連結 

 

八、計畫執行進度規劃 各項工作項目之期程（可以圖表顯示）  

九、預期達成目標及

效益（請填具體數

據） 

第 3 年預期效益及具體數據之預期效益（如

辦理幾場活動，預估有多少人受益等） 

 

第 2 年 

執行成效 

一、提出改進措施 依據本部委託國立中正大學所提之綜合建議

提出第 3 年預定改善措施 

 

二、代間教育執行成效 申請學校第 2 年執行代間教育具體實施成效 

（請檢附相關資料） 

 

三、簡述第 2 年具體成

果（含場次及人數

等） 

申請學校第 2 年執行高齡學習中心、社區玩

具工坊之具體成果（請參閱表四製作，並檢

附相關資料） 

 

 



表三、第 3 年計畫經費申請表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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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依實際需要填報】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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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費小計   

雜支 
    業務費總和 5

％為雜支 

  

計畫總金額  
業務費+雜支 

總和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 91 年 5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

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

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

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不補助人事費；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

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業務費、雜支、設備三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表四、98 年續辦社區終身學習中心第 3 年計畫初審表 

設置鄉鎮名稱：____________ 縣市審查時間 書面審查：○年○月○日 

申請續辦單位名稱： 縣市政府是否 

推薦續辦 

□是    □否，原因 

請檢附縣市政府督導團歷次會議紀錄或

相關輔導紀錄 

計畫內容項目 占分 縣市初審評分 評分指標 

一、設置目標及願景 
5％ 

 是否符合本部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之目標及

設置願景。 

二、設置地點空間設備 
5％ 

 所布置場地及空間設備是否符合老人學習需求 

三、組織運作機制及運作特色 
10％ 

 經營團隊是否有永續經營能力。 

 

四、第 3 年志工人力培訓及

運用 
10％ 

  志工培訓課程、議題與未來的運作，是否符合

本計畫規範（與第 2 年比較）。 

五、第 3 年課程規劃之特色 

10％ 

 未來一年課程規劃是否符合計畫規範，另各項

課程之期程是否合適，講師群之專業背景是否

符合。 

六、實施代間教育課程 
10％ 

 學校除推動老人的學習活動，是否將世代議題

納入學校正規教育落實推動。 

七、與社區資源連結網絡之整

合能力 
10％ 

 除邀請老人進入學校學習外，是否有連結學校

外的社會資源。 

八、計畫執行進度規劃 5％  計畫進度是否合理。 

九、預期成效 

（請填具體數據） 
5％ 

 所擬定之成效，是否符合本計畫執行效益 

十、提出改進措施 
10％ 

 是否依據本部委託之輔導督導團「建議改進事

項」提列明確之改善措施。 

十一、代間教育執行成效 
10％ 

 第 2 年執行成效中是否符合本部對於承辦學校

代間教育落實之期待 

十二、簡述第 2 年具體成果 

（含場次及人數等） 
10％ 

 依據承辦學校所提之成果冊，評估第 2 年執行

成效。  

縣市初審總分  縣市綜合評語  



表五：教育部補助設置社區終身學習中心第 2 年成果報告表 

填表單位：○○縣市○○國民小學（或中學） 

設置類別：□高齡學習中心   □社區玩具工坊 

活動計畫名稱：（請填所執行之子計畫名稱，如：活力老化系列講座）                     

本部補助金額 新台幣     元整 
辦理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縣市自籌經費 新台幣     元整 

活動場次  參與人次 
男  女  

合    計  

附件 □ 印刷品 □課程表或流程表 □電子檔  □其他 

執行成果概述： 

 

效益評估（如問卷調查或學員回饋意見等）： 

  

檢討與建議事項： 

其他： 

※填寫規定： 

1.請依所辦理之子計畫不同逐一提報，如：學校一整年中規劃辦理活力老化系列講

座、活化歷史表演營訓練等子計畫，就必須分開逐項提報成果。 

2.每一項子計畫除了依據本表填寫外，需檢附至少 6 張照片，輔以文字說明辦理情

形，加附於本表後。 

 3.請將第 2 年成果報告製作成冊，並依下列規定依序放置：（1）封面（封面文字如

：縣市名稱辦理社區終身學習中心之高齡學習中心第 2 年成果報告）、（2）目錄、

（3）各項子計畫一覽表、（4）各項子計畫成果報告表（含實施計畫、文宣單張或

流程等資料）。



【封面範例】 

 

 

 

 

（縣市名稱）辦理社區終身學習中心 

之高齡學習中心（或社區玩具工坊） 

第 2 年成果報告 

 

 

 

 

 

 

              承辦單位：（○○縣市○○國小） 

                   

                   98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