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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樂齡學習網資料庫平臺—樂齡大學使用說明會 

(中區場次)  

壹、活動目的： 

為使樂齡大學承辦人員熟悉教育部樂齡學習網填報作業，提升資料庫平臺填報的熟稔度與確

保填報資料正確，故辦理系統操作實機教學說明會。本活動將以現場電腦實機操作方式進行，

逐步說明網站及前後臺與資料庫平臺之使用方式。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參、 參加對象： 

教育部核定 109學年度通過之樂齡大學網站管理及資料上傳承辦人。 

肆、說明會資訊說明如下： 

一、時間：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4 時 (報到時間 1 時 50 分至 2 時)。 

二、地點：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臺中教育中心 306 電腦教室（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8

號 3 樓)。 

三、報到地點：306 電腦教室。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額滿為止。 

二、說明會採線上報名方式，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完成，報名網址如下：

https://forms.gle/U79QzQxSQ7TtEsys7，報名後將以 E-mail 通知是否錄取。 

三、本次說明會辦理採實機操作說明練習，囿於場地限制，請各校派請一位樂齡大學負責網

站管理及資料上傳之人員參與。 

四、報名成功者，若無法出席，請務必於說明會活動前三日來電或來信取消報名。 

五、聯繫窗口：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樂齡網維護小組 

05-5529728 廖小姐  05-5529819 楊小姐 

電子信箱：senior@mail.tcte.edu.tw 

  

https://forms.gle/U79QzQxSQ7TtEsy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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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它注意事項 

一、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政策，如近期有出入境者，將請依相關防疫規定自

主隔離。 

二、 因應防疫政策與研習場地限制，研習開始前，出席人員請依需求配戴口罩(口罩請自備)

並須接受體溫量測。遇有發燒(額溫攝氏 37.5 度以上者)或有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

狀者將禁止進入研習場域。 

三、 參與說明會人員，須具備樂齡網資料庫平臺承辦人使用權限且攜帶 109 學年度申請計畫

書電子檔或紙本。 

四、 囿於會場未提供停車位，建請善用大眾運輸工具。往返交通請說明會人員自理。 

五、 為響應環保，會場不提供杯水或瓶裝水，請說明會人員自備環保餐具(杯、筷)。 

六、 本研習訊息同步公告於教育部樂齡網最新消息(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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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說明會課程表如下表。 

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至 4 時。 

教育部樂齡學習網資料庫平臺—樂齡大學使用說明會 

(中區場次)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01:50-02: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306 電腦教室 

02:00-03:30 
樂齡學習網前臺、資料庫平臺教學及操作(實機練

習) 
306 電腦教室 

03:30-04:00 Q&A 時間 

04:00 歸賦  

備註:上述流程視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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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交通路線圖如下。 

 
臺中教育中心位於在臺灣大道三段、光明陸橋旁，【Rich 19 大樓】。  

 

汽車 

※國道一號：於中港交流道下出口匝道，往臺中市方向前進，沿臺灣大道直行，至河南路迴

轉即可抵達。 

※臺74號快速道路(或稱中彰快速道路，或稱臺74號環線)： 

1. 由國道三號霧峰段連接74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三】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西屯路)；

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朝馬路)均可抵達。 

2. 由國道三號快官交流道連接74號快速道路，於【西屯一】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市政

路)；或於【西屯二】下出口匝道(出口標示為青海路)均可抵達。  

高鐵 

※搭乘高鐵至臺中烏日站，可轉乘以下交通工具來回本校： 

◎計程車：若交通順暢，約時15分鐘 

◎臺中市公車：均為付費公車。目前自備悠遊卡或icash卡搭乘臺中市公車， 享有10公里免

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用。 (優惠辦法依臺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公車編號 經營業者 路線 高鐵站上車

月臺編號 

來程下車站 回程上車站 

151 統聯客運 朝陽科大－

新市政中心 

16 月臺 ◎朝馬(臺

灣大道)：臺

中商旅前 

◎朝馬 2(臺灣大道)：

阿秋大肥鵝餐廳前 或 

◎秋紅谷(朝陽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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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秋紅谷

(朝陽橋) 

153 豐原客運 高鐵臺中－

谷關 

21 月臺 ◎秋紅谷

(朝陽橋) 

或 

◎朝馬

2(臺灣大

道)：阿秋大

肥鵝餐廳前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臺灣大道)：臺

中商旅前 

155 統聯客運 高鐵臺中－

麗寶樂園 

21 月臺 ◎秋紅谷

(朝陽橋) 

或 

◎朝馬

2(臺灣大

道)：阿秋大

肥鵝餐廳前 

◎秋紅谷(朝陽橋) 或 

◎朝馬(臺灣大道)：臺

中商旅前 

160 和欣客運 高鐵臺中－

僑光科大 

12 月臺 和欣朝馬轉

運站(朝富

路) 

和欣朝馬轉運站(朝馬

路) 

161 和欣客運 高鐵臺中－

中科管理局 

11 月臺 朝馬(臺灣

大道)：下車

立即抵達本

校 

朝馬(臺灣大道)：臺中

商旅前 

因公車資訊時而更動，請另行向臺中市公車動態系統查詢：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index.html 
 

客運公司 

※搭乘國光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統聯客運者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請勿於中港轉運站下車) 

※搭乘新竹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和欣客運前來者，請於【朝馬轉運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阿囉哈客運前來者，請於【臺中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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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及優化公車 

請自備悠遊卡或icash卡搭乘臺中市公車，享有10公里免費搭乘優惠，歡迎多加利用。(優惠

辦法依臺中市政府公告為準)  

※由海線地區前來者，搭乘往臺中火車站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由臺中火車站前來者，搭乘往臺中榮總方向之公車，於【朝馬站】下車即可抵達。 

※搭乘優化公車前來者，於【秋紅谷】下車即可抵達。公車號碼 300~310 均為優化公車，計

11 條路線，均可抵達本校。 (註：優化公車乃指，行駛於臺灣大道路段之公車專用道) 

 

※優化公車路線導引： 

300：往返於臺中火車站與靜宜大學 

301：往返於靜宜大學與新民高中 

302：往返於臺中航空站與臺中公園 

303：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4：往返於港區藝術中心與新民高中 

305：往返於大甲、鹿寮與臺中火車站 

306：往返於清水、梧棲、臺中火車站 

307：往返於梧棲觀光漁港與新民高中 

308：往返於關連工業區與新民高中 

309：往返於高美濕地與 臺中火車站 

310：往返於臺中港旅客服務中心與臺中火車站 (詳細路線請參照臺中市交通局所提供之訊

息) 

 

汽車停車場 

※本大樓付費地下停車場位於B2~B5，除標示為「專屬車位」外，其餘均可停車。因採車牌

辨識系統，請勿跟車以免造成無法辨識 。停車場收費每小時40元，計次最高12小時/300元 (費

率若有修正，以現場公告為主 )。 繳費機位於B2，請先完成繳費後再行取車離場。 

※上安路、至善路、黎明路沿線之公有停車格，每小時收費30元。  

※本校周邊之公民營停車場，請詳見地圖。 

機車停車場 

※本大樓旁之光明陸橋下，提供公有免費之機車格。  

※本大樓沒有附設機車停車場。若您自行將機車停往大樓機車月租停車場，大樓管理中心將

會通報拖吊，敬請您留意。  

※本路段為交通樞紐地帶，人行道與紅線處均無法停車。臺中市政府採嚴格取締機車違規停

放，建議您將機車停往合法之停車格，以避免遭拖吊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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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室位置分布、電梯使用管制  

※一樓 諮詢與收費櫃臺、101蘋果電腦教室、102圖立方教室。 

※二樓 202教室、204教室 。 

※三樓 301教室~322教室。 

※A棟 一、二樓為獨立空間，無法通往3樓。如來賓、學員已確認上課教室位於3樓，請直接

前往3樓。 

※前往 3 樓之來賓、學員，請使用本棟大樓 A 棟電梯直達 3 樓 (進入大廳之右側電梯 B 棟電

梯未開放；亦可使用樓梯步行前往。 

 

(資料來源：

https://www.sce.pccu.edu.tw/downloads/%E5%8F%B0%E4%B8%AD%E6%95%99%E8%82%B2

%E4%B8%AD%E5%BF%83-%E4%BA%A4%E9%80%9A%E8%B3%87%E8%A8%8A.pdf ) 

https://www.sce.pccu.edu.tw/downloads/%E5%8F%B0%E4%B8%AD%E6%95%99%E8%82%B2%E4%B8%AD%E5%BF%83-%E4%BA%A4%E9%80%9A%E8%B3%87%E8%A8%8A.pdf
https://www.sce.pccu.edu.tw/downloads/%E5%8F%B0%E4%B8%AD%E6%95%99%E8%82%B2%E4%B8%AD%E5%BF%83-%E4%BA%A4%E9%80%9A%E8%B3%87%E8%A8%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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