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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書 

     (一)計畫目標 

         本區為配合市府倡導『終身學習』精神，鼓勵本市老人「活到老、學到老」

增進自我成長，特開辦各項語文、才藝、休閒、健身、育樂課程，提供老

人再進修及社會參與的機會，藉以拓展老人學識領域、充實生活內容，提

昇老人福利服務功能，而本期大安區開辦 28 班於各村里授課，並請資優老

師擔任指導。 

     (二)實施期間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為一全期，分上下兩學期，每學期

16 週。 

    (三)服務對象 

        本市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上亦可兼收，不拘學歷、籍貫、性別，

對本研習活動有興趣或有志學習者。 

    (四)課程內容 

         開班類科：   1. 國語基礎班   2. 日語基礎班 

      3. 日語應用班   4.海墘日語班 

   5. 歌唱技巧班   6. 南埔音樂班 

   7. 南庄音樂班   8. 西安音樂班 

        9. 海墘音樂班 10. 海墘抗衰老運動隊 

 11. 東安抗衰老體操班 12. 南埔抗衰老體操班 

 13. 安中外丹功班 14. 永安外丹功班 

 15. 松雅太極拳班 16. 海墘傳統武術班 

 17. 西安土風舞班 18. 海墘土風舞班 

 19. 安中健身班 20. 運動舞蹈班 

 21. 社交舞蹈班 22. 國樂二胡進階班 

 23. 國樂二胡基礎班 24. 腳底按摩班 

 25. 家政拼布班 26. 書法班 

 27. 藺草編織班 28. 走讀大安歷史人文 

 



[大安區公所] 

  

二、執行成效：(一)行政管理 

1 行政規範-(1)人力管理情形 

本區長青學苑師資 

李玉印 老師 .................. 安中健身班、國語基礎班 

林玉英 老師 .................. 日語基礎班 、日語應用班 

張玲玲 老師 .................. 海墘日語班 

陳春木 老師 .................. 歌唱技巧班 

楊肇家 老師 .................. 西安音樂班、海墘音樂班、南庄音樂班 

陳敏雄 老師 .................. 海墘抗衰老運動隊 

黃鼎珂 老師 .................. 東安抗衰老體操班 

莊 圳 老師 .................. 南埔抗衰老體操班 

李明樵 老師 .................. 安中外丹功班 

張季雀 老師 .................. 永安外丹功班 

李霞櫻 老師 .................. 西安土風舞班、海墘土風舞班 

郭碧茹 老師 .................. 松雅太極拳班  

蔡善慶 老師 .................. 南埔音樂班 

莊梅英 老師 .................. 海墘傳統武術班  

李玉枝 老師 .................. 運動舞蹈班 

梁鴻英 老師 .................. 社交舞蹈班 

王毓釧 老師 .................. 國樂二胡進階班 

魏仲濱 老師 .................. 國樂二胡基礎班  

卓春源 老師 .................. 腳底按摩班 

李培濒 老師 .................. 家政拼布班 

林文城 老師 .................. 書法班 

周素蘭 老師 .................. 藺草編織班 

張慶宗 老師 .................. 走讀大安歷史人文 

李澄清 老師  ................ 走讀大安歷史人文 

陳芳敏 老師 .................. 走讀大安歷史人文 

 

                       本區長青學苑業務單位 

區  主  任……………..大安區公所 區長 周琇茹 

承辦課長……………..大安區公所 社會課長 柳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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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大安區公所 社會課 張佳惠 

 

1 行政規範-(2)志工管理 

 

【大安區長青學苑班級幹部】 

成立目的：本區長青學苑提供樂齡者，多元學習課程及活動，有鑒於老人服務

之工作必須長期及持續不斷之提供，由本所協助老年民眾加入長青

幹部，並輔導其參與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工作，期盼藉由其不同的能

量，為老人社會工作服務更周詳。 

參加資格：設籍本市年滿五十五歲身心健康，參與本區長青學苑並具有服務熱

忱與愛心者。                             

工作內容： 

1.協助推展本區長青學苑業務（協助招生、點名上課、課務行政庶務、

影印等工作）。 

                2.協助本所辦理老人文康活動（如開學結業典禮、觀摩研習等）。 

  3.老人福利諮詢服務：協助解答老人福利各項問題，或轉介本所社福承     

     辦人員。 

                4.關懷訪視缺課原因不明之學員。 

 

人數：大安區 107 長青學苑幹部，每班 3 名，共計 84 位。 



[大安區公所] 

  

1 行政規範-(3)教學日誌及點名簿 

 
教學日誌 

每年初由學苑印製各班教學日誌，由教師填寫教師紀錄，並於期末交回學苑。 

出席紀錄簿 

每年初由學苑印製各班出席紀錄簿，由各班班長填寫出席紀錄，並於期末交回學
苑。 

 

2 場地設施及空間配置 

【長青學苑各班上課地點】 

以服務可近性為考量，本區長青學苑上課場地共 16 處所。 

(1)臺中市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 國語基礎班 

 日語基礎班 

 日語應用班   

 歌唱技巧班 

 社交舞蹈班 

 國樂二胡進階班 

 國樂二胡基礎班 

 腳底按摩班 

 家政拼布班 

 書法班 

 走讀大安歷史人文 

 

 

 

(2)大安國小操場 ------------------------ 安中健身班、安中外丹功班 

(3)西安社區楊柳活動中心 -------------- 西安土風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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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安社區活動中心 ------------------- 西安音樂班 

(5)海墘社區長壽俱樂部 ----------------- 海墘音樂班、海墘日語班 

(6)東安里永安宮廣場 ------------------- 東安抗衰老體操班 

(7)松雅里保安宮廣場 ------------------- 松雅太極拳班 

(8)南庄社區活動中心 ------------------- 南庄音樂班 

(9)南埔社區活動中心 ------------------- 南埔音樂班 

(10)海墘社區活動中心 ------------------ 海墘土風舞班 

(11)海墘里和安宮廣場 ------------------ 海墘抗衰老運動隊 

(12)海墘國小活動中心 ------------------ 海墘傳統武術班 

(13)福德社區活動中心 ------------------ 運動舞蹈班 

(14)南安路 410 巷廣場 ----------------- 南埔抗衰老體操班 

(15)頂安社區活動中心 ------------------ 藺草編織班 

(16)永安國小操場 ---------------------- 永安外丹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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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計畫與執行 

 

(1)辦理各類課外活動或觀摩活動 

活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臺中市大安區長青學苑

107 年度校外教學活動 

107 年 10 月 3 日 

107 年 10 月 4 日 
台江國家公園 

 

(2)召開各項會議 

活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107 年第一次行政會議 107 年 1 月 11 日 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107 年第二次行政會議 107 年 6 月 20 日 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107 年第三次行政會議 107 年 10 月 24 日 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107 年長青學苑志工聯繫會議 107 年 2 月 27 日 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107 年長青學苑志工讀書會 107 年 3 月 28 日 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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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益服務-(1)申訴處理作業流程 

   1.長青學苑設有學員意見箱，提供學員反應意見 

 

                           2.臉書 FB 大安區長青學苑交流園地: 提供學員反應意見 

 

(2)課程需求調查結果 

                          年度學期結束，長青學苑提供學員評量表，填寫相關建議及整體

課程滿意度、意見等。 

(3)服務滿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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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對課程內容整體滿意度表示非常滿意，30%表示滿意，0%表示不滿意。 

74%對講師敬業態度滿意度表示非常滿意，26%表示滿意，0%表示不滿意。 

62%對學苑辦理情況滿意度表示非常滿意，37%表示滿意，1%表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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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效：(二)專業服務 

各班任教老師皆學有專精、學經歷豐富可以提供長者良好之教學品質 

李玉印 老師 .................. 大安國小退休老師、元極舞教師 

林玉英 老師 .................. 大甲長青學苑日語歌唱班教師 

張玲玲 老師 .................. 大甲長青學苑日語講師 

陳春木 老師 .................. 臺中市海線地區知名音樂老師 

蔡善慶 老師 .................. 大甲長青學苑資深音樂講師 

楊肇家 老師 .................. 大甲長青學苑音樂講師 

陳敏雄 老師 .................. 中華民國抗衰老體操運動協會任助教 

黃鼎珂 老師 ..................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倡導銀髮族社區運動 

莊 圳 老師 .................. 大安區體育會理事 

李明樵 老師 .................. 外丹功教練 

張季雀 老師 .................. 外丹功教練 

郭碧茹 老師 .................. 太極拳 B 級 C 級裁判與教練 

李培濒 老師 .................. 大甲國中退休教師 

莊梅英 老師 .................. 中華太極拳總會教練、裁判 

魏仲濱 老師 ..................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碩士 

王毓釧 老師 .................. 台中技術學院二胡老師 

卓春源 老師 .................. 中華民國足部反射療法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講師 

李玉枝 老師 .................. 臺中市舞蹈工會摩登舞教師級 

林文城 老師 .................. 臺中市書法家學會、淡江大學藝群玩家美展 

李霞櫻 老師 .................. 台北市世界土風舞總會理監事，經歷 21 年 

梁鴻英 老師 .................. 大甲國中長青社交舞 AB 班指導老師 

周素蘭 老師 .................. 大甲長青學苑藺草乙班、西歧班老師 

張慶宗 老師 .................. 大甲地區文史研究 

李澄清 老師  ................. 地方社區資源調查紀錄 

陳芳敏 老師 .................. 頂安社區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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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訓練名稱 辦理單位 辦理日期 時數 參加人數 

長青學苑資訊系統

教育訓練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107/05/22 3 2 

長青學苑系統擴充

功能模組使用者教

育訓練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107/11/06 3 2 

                                                  

(2)宣導與推廣策略 

1.利用社區活動及各項會議宣導長青學苑課程、推動目的、成效 ，並鼓勵社區

長輩報名參與。 

2.安排長青學苑班隊於社區、農會、公所活動中表演，隨時增加學習動力，並為

招生之活廣告。 

3.於區公所網站設立長青學苑專區及 FB 長青學苑交流園地，隨時將長青學苑各

項消息上傳，使學員能掌握訊息，互相交流，並收推廣之效。 

4.利用長青學苑開學典禮、結業式暨成果展，邀請媒體互動，以達宣導推廣，展

現成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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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效：(三)學員資料統計表 

 

 

 

 

 

107 年度大安區長青學苑 

學員資料統計表(上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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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效：(四)課程及活動照片 

1.  107 年度課程 

編號 班別 

1 國語基礎班 

2 日語基礎班 

3 日語應用班 

4 海墘日語班 

5 歌唱技巧班 

6 南埔音樂班 

7 南庄音樂班 

8 西安音樂班 

9 海墘音樂班 

10 海墘抗衰老運動隊 

11 東安抗衰老體操班 

12 南埔抗衰老體操班 

13 安中外丹功班 

14 永安外丹功班 

15 海墘傳統武術班 

16 西安土風舞班 

17 海墘土風舞班 

18 安中健身班 

19 運動舞蹈班 

20 社交舞蹈班 

21 松雅太極拳班 

22 國樂二胡進階班 

23 國樂二胡基礎班 

24 腳底按摩班 

25 家政拼布班 

26 書法班 

27 藺草編織班 

28 走讀大安歷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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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7 年度開學典禮 

辦理日期：107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 

地點：臺中市立大安國民小學 

參加人員：各界長官來賓、長青學苑指導老師暨各班幹部及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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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幹部會議-行政會議 

辦理日期：107 年 1 月 11 日、6 月 20 日、10 月 24 日 

地        點：大安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參加人員：各班指導教師、班級代表暨學苑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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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7 年校外教學活動 

辦理日期：107 年 10 月 3、4 日(星期三、四) 

地        點：台江國家公園 

參加人員：各班班級導師、長青學苑學員暨學苑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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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中花博參觀 

辦理日期：1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 

地        點：台中花博后里馬場、外埔園區 

參加人員：各班班級導師、長青學苑學員暨學苑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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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 年度結業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辦理日期：107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 

地        點：臺中市立大安國民小學 

參加人員：各界長官來賓、各班班級導師、長青學苑學員暨學苑行政人員 

 

動態成果展 

 

靜態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