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辦理 98 年度全國樂齡學習工作團隊初階及進階培訓
壹、目的
為培育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及社區終身學習中心之承辦單位主管、業務執
行人、志工在高齡教育專業規劃知能的提升，以落實推展社區老人教育工作，
爰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辦理本培訓活動。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及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三、協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
教育研究所、一粒麥子基金會（台東市樂齡學習資源中心）
參、參與對象
一、初階培訓：
新設置樂齡學習資源中心之工作團隊負責人、承辦人及志工計 3 名；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負責樂齡學習資源中心或社區終身學
習中心之承辦單位科長（主任、課長）或承辦人員。未來所有課程培
訓活動，須由相同的團隊成員參與。因此，各中心請勿隨意指派代表
與會。
二、進階培訓：
續辦之樂齡學習資源中心、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高齡學習中心及社區
玩具工坊）之工作團隊負責人、承辦人及志工計 3 名；直轄市政府教
育局、各縣市政府負責樂齡學習資源中心或社區終身學習中心之承辦
單位科長（主任、課長）或承辦人員。未來所有課程培訓活動，須由
相同的團隊成員參與。因此，各中心請勿隨意指派代表與會。
肆、活動時間及地點：（如有變更將另行公告與 E-mail 通知）
一、進階培訓：
（一）活動梯次及時間：分北區、中區、南區等三個梯次。各梯次培訓內
容相同，每梯次培訓時程為一日，北、中、南三區研習時間為
09：00～16：30。
（二）各縣市參加區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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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區參加縣市：基隆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
竹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2. 中區參加縣市：苗栗縣、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3. 南區參加縣市：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臺南縣、高
雄縣、高雄市、屏東縣。
（三）各梯次活動時程如下表一：
表一 進階培訓活動時程表
1. 研習日期：98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2. 研習時間：9：00～16：30
北區場次

3. 研習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 511 階梯教室（5 樓）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07 號（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
口，近捷運新店線公館站 2 號出口）

交通資訊：http://training.dpd.ntu.edu.tw/ntu/contact.html
1. 研習日期：9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2. 研習時間：9：00～16：30
中區場次

3. 研習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L 棟國際會議廳
地

址：台中縣沙鹿鎮晉江里中棲路 34 號

交通資訊：http://www.hk.edu.tw/inschool/school06.html
1. 研習日期：98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一）
2. 研習時間：9：00～16：30
南區場次

3. 研習地點：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2 館 1 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交通資訊：http://www.ccu.edu.tw/layer2/map.php
二、初階培訓：
（一）活動梯次及時間：分北區、中區、南區、東區等四個梯次。各梯次
培訓內容相同，每梯次培訓時程為二日，北、中、南、東四區培訓
時間為（第一天 10：00-16：30；第二天 09：00-16：30）
。
（二）各縣市參加區域如下：
1. 北區參加縣市：基隆市、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
竹市、宜蘭縣、澎湖縣、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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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區參加縣市：苗栗縣、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3. 南區參加縣市：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臺南縣、高
雄縣、高雄市、屏東縣。
4. 東區參加縣市：花蓮縣、臺東縣。
（三）各梯次活動時程如下表二：
表二 初階培訓活動時程表
1. 研習日期：98 年 10 月 01、02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第一天 10：00-16：30；第二天 09：00-16：30
東區場次

3. 研習地點：迦南銀髮生活福祉中心 B1 大禮堂
地

址：台東巿寧波街 195 號

交通資：http://www.tch.org.tw/tCH/09/09_index.php
1. 研習日期：98 年 10 月 08、09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第一天 10：00-16：30；第二天 09：00-16：30
中區場次

3. 研習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L 棟國際會議廳
地

址：台中縣沙鹿鎮晉江里中棲路 34 號

交通資訊：http://www.hk.edu.tw/inschool/school06.html
1. 研習日期：98 年 10 月 22、23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第一天 10：00-16：30；第二天 09：00-16：30
南區場次

3. 研習地點：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十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交通資訊：http://w3.nknu.edu.tw/
該校區停車位有限，請將車輛停至對面文化中心停車場或其他停車處。
1. 研習日期：98 年 10 月 29、30 日（星期四、五）
2. 研習時間：第一天 10：00-16：30；第二天 09：00-16：30
3. 研習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18 樓第 5 會議室
北區場次

地

址：台北市徐州路 5 號（台大醫院急診室對面）。

4. 交通資訊：中央聯合辦公大樓位於台大醫院急診室對面（教育部本
部正後方）
，可於台北車站轉乘捷運（新店線或南勢角線）於「臺大
醫院」站（2 號出口）
。公車請於「臺大醫院站」下車。

伍、培訓議程：
一、進階培訓：
（一）研習目標：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及社區終身學習中心團隊進階培訓的
目標，在協助第 2 年的經營團隊，針對學習課程，做深化與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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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並進行樂齡學習故事的蒐集、彙整與行銷宣傳，強化經營者
及社會大眾對於樂齡學習價值的認知、肯定與報導。
（二）研習方式：本研習採用「實做產出」的課程設計，希望研習後，各
中心經營團隊能達成一中心一特色的設計構想，並提出各中心創意
課程計畫、行銷宣傳計畫以及年度預期經營成效。教學方式強調研
討與實做，包括：分組研討、小組企劃實做、主題講述等。
（三）培訓內容：培訓課程內容之初步設計如下表三：
表三 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與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進階培訓課程規劃表
時間

課程

08:30~09:00

（報到）

11 :10-12:00
12:00~13:10

● 開幕致詞
● 教育部對於各學習資源中心之期許
（茶敘）
● 回顧與分享：全國交流會議的啟發
● 本土與國際：認識高齡心理特性與國際趨勢
● 創新經營策略(一)：課程設計與觀點深化
（午餐）

13:10~14:30

● 創新經營策略(二)：建構樂齡故事，行銷樂齡學習

14:30~14:50

（茶敘）
● 創新經營策略(三)：資源連結與訪視評鑑
（社區學習中心的轉型）
● 創意與領先：各中心的年度預期成效
● Q&A

09:00~09:50
09:50-10:10
10:10~11:10

14:50-16:00
16:00-16:30

二、初階培訓：
（一）研習目標：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團隊初階培訓的目標在使第一年的經
營團隊瞭解中心的經營策略方向，學習經營手冊的使用，並建立經
營團隊與志工團隊。
（二）研習方式：本研習之設計採用「應用導向」的課程設計，希望研習
後，學員能立即應用樂齡學習資源中心的經營手冊。教學方式強調
多元與互動，包括：小組研討、分組企劃演練、主題講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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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訓內容：培訓課程內容之初步設計如下表四：

表四 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團隊初階培訓課程規劃表
（第一天）

（第二天）

時間

課程

時間

課程

09:30~10:00

（報到）

08:30~09:00

（報到）

10:00~10:20
10:2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00~14:40
14:40~15:00

● 開幕及致詞
● 教育部推動老人

● 活用樂齡中心工作手冊：
籌備工作內容

教育政策之說明
● 中高齡者的心理
與特性
（午餐）
● 中高齡者的學習
需求與評估方法
(茶敘)
● 樂齡中心的課程

15:00~17:30

09:00~10:00
10:00~10:20
10:20~12:00
12:00~13:00
13:00~14:20
14:20~14:40
14:40~16:00

設計與計畫修
正：概念與實作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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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
● 活用樂齡中心工作手冊：
創新經營策略
（午餐）
● 他山之石：
各國樂齡學習案例欣賞
(茶敘)
● 活用樂齡中心工作手冊：
成果展示及訪視評鑑
● 綜合座談 Q&A：
創造標竿樂齡中心

陸、報名方式：
（一）傳真：05-2721192；電話：05-2720411 轉 26108

（二）郵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
中心及高齡者教育研究所收，並請在信封註明「報名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團隊培訓」字樣；
（三）聯絡人：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陳冠良先生，
E-mail：astglc@ccu.edu.tw
（四）教育部樂齡學習網站：http://moe.senioredu.moe.gov.tw
（五）報名截止日期：
1. 進階培訓：98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一）中午前
2. 初階培訓：9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前
（六）配合及注意事項：
1. 請每一個團隊攜帶一台筆記型電腦及原所送教育部之申請計畫，以
利上課教學使用。
2.中央聯合辦公大樓管制較為嚴謹，請參與之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及各
縣市政府需攜帶及出示本部之公文，方能上樓；如未攜帶，請於大
樓一樓正中央服務台處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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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請打

v）：

□屬教育部__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
□屬教育部社區終身學習中心（□高齡學習中心□社區玩具工坊）
教育部 98 年度樂齡學習資源中心團隊初階/進階培訓（報名傳真表）
1.
姓名

2.
3.

□男 □女
性別

□男 □女

職稱

電話

□男 □女

服務單位

用餐
參

通訊地址

加
1.
E-mail

聯絡

場

2.

次

3.

葷_____個，素_____個

□初階 □進階
□ 北區場次
□ 中區場次
□ 南區場次
□ 東區場次（初階）

※ 本表請自行影印。
※ 本表電子檔已上傳本部「樂齡學習網」
（http://moe.senioredu.moe.gov.tw）/服務專區/ 最新
公告。
※ 報名表：請傳真：05-2721192；或郵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國立中正大
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及高齡者教育研究所收，並請在信封註明「報名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團隊培訓」字樣；或電子傳送陳冠良先生（astglc@ccu.edu.tw）。
※ 聯絡電話：05-2720411 轉 26108（陳冠良先生，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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