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臺中市外埔區長青學苑招生簡章 
為倡導「終生學習」精神，鼓勵本市老人「活到老、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實現老人達到「學無止

境」之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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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藉以拓展

老人學識領域、充實生活內容，提升老人福利服務功能。 

一、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外埔區公所 

二、課程諮詢：外埔區公所   聯絡窗口：吳先生 04-26832216分機 303。 

三、招收對象：凡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但55 歲以上 (原住民為年滿45 歲以上亦可兼收) 、54歲

以下(或非設籍本市)，以及身心障礙者亦可例外兼收，惟每班招生學員數不得超過 65 歲

以上者 1/2 人數。 

四、開課時程：自 111年 3月1日起至6月30日，111年9月1日起至12月31日，共計 2 學期。 

五、收退費機制(採學年度計算，分上、下學期，共 2 學期) 

(一)收費標準(採學年度計算) 

身分別 54歲以下(57年次(含)以下) 

(或非設籍本市) 
55-64歲(47-56年次) 

(45~54歲原住民) 

65歲以上(46年次(含)以下) 

(55歲以上原住民、低收

入戶及身心障礙手冊) 

項目 報名費 學費 
合

計 
報名費 學費 

合

計 
報名費 學費 合計 

報名1班 200 3000 3200 200 1200 1400 200 0 200 

報名2班 200 3600 3800 200 1200 1400 200 600 800 

報名3班 200 5000 5200 200 1200 1400 200 600 800 

備註: 
1. 年滿65歲以上者、身分為低收入戶、及持身心障礙手冊者，檢附相關證明，得第一班免學費。 

2. 各學苑課程所需材料費、書籍費與課程運作相關費用，由各班自行收取。 

3.非設籍本市55歲以上者，每學期每班學費至少2500元整，並於年底報結時繳回社會局。但非社會局補助之班級

(以下簡稱自費課程)不再此限。 

 (二)退費機制 

1.學苑課程既經報名概不退費。 

2.學費退費方式：學員於開課前申請退費者，全額退還；開課後兩週內申請退費者，退還七成；第三週

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五、學苑課程報名方式與相關作業流程：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學苑各班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填寫長青學苑報名表及報名所需相關文件繳交至報名地點。 

     (三)繳交資料：(1)111 年臺中市外埔區長青學苑報名表 

                    (2)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與特殊身分證明 

                    (3)繳交報名費及學費 

(四)報名地點：外埔區公所:社會課 

（五）退費方式：報名成功與繳費完成之學員因故無法參與課程，無法退費。



六、注意事項 

(一)上課期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以臺中市政府公告【小學】停課標準。 

(二)學苑開課標準各班人數需達 20 人，其中年滿 65 歲以上者至少 15 位，得准予開班。 
(三)若未達開班門檻，將全數退還已繳費用，為維護各里民權益，本苑未設延班或轉讓辦法。
(四)開學後兩周無故未到課者，由學苑逕行遞補名額，不予保留。 

(五)開學後座位排定，未經苑方許可不得隨意更換或轉班。座位優先禮讓 65 歲以上者。 
(六)請勿頂替他人上課或恣意旁聽，以維持上課秩序及學員權益，經發現應立即停止上課。
(七)本苑保留適度修改的權利，如有異動請以本苑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八)請務必熟讀與遵守學苑課程班級公約，守護自身權益也保障學習品質。 

八、學制與研習時間 
     須參加本學期課程並通過學勤考核，缺課紀錄表未超過各科目應上課時數三分之一（含）者， 

   於學期結束後發給結業證書，為本學苑結業證書不作學歷之認定。 
九、長青學苑課程報名據點(外埔區公所 社會課) 

 十、長青學苑學年課程資訊一覽表 

編號 班別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指導老師 
星期 時  間 

1 長青歌唱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四 08：00 ~ 10：00 廖啟清 

2 大同歌唱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四 10：00 ~ 12：00 廖啟清 

3 進階歌唱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五 10：00 ~ 12：00 廖啟清 

4 廍子歌唱班 廍子社區活動中心 二五 08：00 ~ 10：00 廖啟清 

5 手語舞蹈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五 08：00 ~ 10：00 劉李霞櫻 

6 健康律動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四 10：00 ~ 12：00 劉李霞櫻 

7 土風舞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五 10：00 ~ 12：00 劉李霞櫻 

8 社交舞初級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三 14：00 ~ 16：00 甘艾立 

9 社交舞進階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三 10：00 ~ 12：00 甘艾立 

10 生活美語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五 
14：00 ~ 16：00 

13：00 ~ 15：00 
徐美彩 

11 瑜珈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四 13：00 ~ 15：00 楊意美 

12 筋絡養生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四 15：00 ~ 17：00 楊意美 

13 東風絲竹國樂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四 13：00 ~ 17：00 許睿軍 

14 國樂進階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 13：00 ~ 17：00 許睿軍 

15 烏克麗麗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三 08：00 ~ 10：00 許睿軍 

16 書法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五 10：00 ~ 12：00 蔡永洲 

17 棋藝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五 
08：00 ~ 10：00 

08：00 ~ 10：00 
蔡永洲 

18 國畫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五 14：00 ~ 16：00 李福見 

19 國語文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三 
10：00 ~ 12：00 

08：00 ~ 10：00 
陳玉麟 



編號 班別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指導老師 
星期 時  間 

20 槌球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三五 15：00 ~ 17：00 邱進登 

21 民俗技藝班 廍子社區活動中心 一三 19：00 ~ 21：00 吳秀卿 

22 日文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四 08：00 ~ 10：00 劉哲榮 

23 東洋歌唱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四五 
10：00 ~ 12：00 

08：00 ~ 10：00 
劉哲榮 

24 生活資訊電腦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四五 
08：00 ~ 10：00 

10：00 ~ 12：00 
柯亭卉 

25 日語生活會話班 鐵山社區活動中心 一四 10：00 ~ 12：00 林玉英 

26 觀光日語班 鐵山社區活動中心 一四 08：00 ~ 10：00 林玉英 

27 樂活排舞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四五 
08：00 ~ 10：00 

13：00 ~ 15：00 
姚錦雲 

28 太極養生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三五 
13：00 ~ 15：00 

15：00 ~ 17：00 
郭煌池 

29 太極功夫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一三 15：00 ~ 17：00 郭煌池 

30 薩克斯風初級班 鐵山社區活動中心 二五 09：00 ~ 11：00 陳水源 

31 生物能氣功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三五 10：00 ~ 12：00 陳進財 

32 戲曲演藝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二 13：00 ~ 17：00 陳碧玉 

33 活力班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四五 15：00 ~ 17：00 柯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