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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3年 

提案單位 ▓團隊提案：教育局-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陳慧俐   貢獻度：30％(臺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主任) 

參與提案人： 

林秀雲   貢獻度：30％(臺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辦事員)  

邱國光   貢獻度：20％(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自主旅行小組志工隊長) 

許瑞雲   貢獻度：20％(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自主旅行小組志工副隊長) 

提案範圍 一、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 

    等之改進革新事項。 

二、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旅遊真人書-樂齡‧學習‧easy go 

提案緣起 

    我國自 82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

持續攀升，根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截至 102年底，臺北市老

年人口比率已達 13.5%，邁入高齡化社會，拜資訊科技及醫療技術

大幅進步，人類壽命不斷向後延長，且高齡人口出現提早退休趨

勢，他們有更多時間可以運用，旅遊通常成為高齡者退休後生涯規

劃的首選，且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臺灣 60 歲以上高齡者 102

年出國旅遊為 1,471,564 人次，比率佔該年齡層總人口為 36.17%，

較 97年成長 7.58%，更比十年前成長 15.73%。 

    市府推動學習型城市計劃中倡導終身學習，鼓勵高齡者退而不

休持續參加活動，旅遊可以增廣見聞，開拓個人視野，讓學習變得

生動有趣，對於高齡者來說，旅遊融入學習是寓教於樂的良好方式。

臺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自 99年以來接受中央及市府補助成立大

同區樂齡學習中心，以 55歲以上高齡者為服務對象，開辦五大類型

課程，總場次近 1000 場，服務總人數高達 3萬人次。其中由志工於

100 年 9 月 9日成立自助旅遊小組(附件一：自助旅遊小組介紹)，

該小組成立至今，走遍大臺北地區知名景點，除達到體健增能目的，

更培養學員彼此默契。102年及 103年完成樂齡壯遊之舉，為期 30

多天深度自助旅遊，足跡遠至新疆、內蒙、山東、華北等大陸地區，

並每年規劃樂齡壯遊路線，挑戰自己旅遊的里程碑。由於他們皆是

旅遊愛好者，自助旅遊經驗豐富且樂於分享旅遊體驗，遂有「旅遊

真人書-樂齡‧學習‧easy go」創意源起，期望結合旅遊與學習，

整合高齡旅遊學習一系列活動，利用真人面對面交流及網路分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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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長者陪伴長者」、「長者服務長者」方式，成為高齡者旅遊

學習樂園。 

    旅遊學習不僅可增進高齡者身心健康、社交人際能力，其於旅

遊中獲得的自我實現及滿足感，可豐富高齡者的精神生活，期藉此

「旅遊真人書-樂齡‧學習‧easy go」提案達到活躍老化之目的，

使高齡者追求身心健康，並鼓勵高齡者自主參與，貢獻所長，以提

升本市為高齡者心中的友善之都。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一、 旅遊融入學習元素，提升快樂 

對於高齡者來說，從職場退休後重新回歸生活，是另一個嶄新

的開始，市府鼓勵高齡者繼續社會參與、終身學習，而旅遊是高齡

者喜愛的休閒活動之一，學習融入旅遊便是良好方案，學習不分時

間、不分地點、不分年齡、不分型式，自主規劃旅遊行程，蒐集各

方面旅遊資訊，設計獨樹一格的旅遊方案，是一種學習；於旅程中

接受外在新刺激、開拓個人視野，是一種學習；分享旅遊體驗予他

人所獲得的成就感及樂趣是一種學習；期待高齡者旅遊時不再是走

馬看花，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旅行社已安排好的行程，中心提供園

地供高齡者分享，諮詢，融入學習深化高齡者旅遊系列活動，因此

統整提出「旅遊真人書-樂齡‧學習‧easy go」專案。所謂「行萬

里路勝讀萬卷書」，鼓勵長者踏出步伐享受旅行中的樂趣、成就感、

自我實現，除達到獨樂，藉由分享更能達到眾樂，期此專案能更深

化及全面性打造學習型城市及高齡友善之都。 

二、「旅遊真人書-樂齡‧學習‧easy go」專案規劃 

    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於 100 年 9 月 9日成立自助旅遊小組。特

別的是在成立三年間由學員自行規劃兩次大型樂齡壯遊，為期 30 至 

42 天的自助旅遊(附件二：樂齡壯遊)，活動籌備者受邀至臺北電台

分享樂齡壯遊之趣聞，獲得廣大迴響，而「旅遊真人書-樂齡‧學習‧

easy go」專案的構想即源於此，除結合自助旅遊小組中的真人書資

源，並統整高齡旅遊學習系列活動，規劃不同的方案內容，包括「非

讀 Book - 旅遊真人書」、「樂齡來 Talk - 旅遊交享會」、「樂齡 Love

學習 - 地方文化交流」及「樂齡‧學習‧easy go 平台」等，服務

對象及提供服務者皆以高齡者為主，高齡者服務高齡者較有同理心

且會考量高齡者生理狀況，並結合樂齡中心辦理學員證(辦證對象為

55 歲以上，居住臺北市高齡者)方式，採取會員制，以利提供優質

服務內容。 

(一) 非讀 Book - 旅遊真人書 

    此旅遊真人書定位在旅遊體驗分享，不主動安排行程，不幫忙

訂機票、飯店，也沒有鉅細靡遺的店家住址介紹，不像旅遊書中有

提供詳細的旅遊景點、住宿飯店、美食店家介紹，也不像旅行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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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式各樣的套裝行程，只要繳一筆錢即可享受出遊，旅遊真人書

可貴在於面對面的旅遊體驗分享，沒有華麗的文字包裝，也沒有任

何商業性質考量，完全是自己真實的旅遊體驗，例如分享在捷克旅

行的小故事，因迷路且語言不通卻感受到當地居民濃濃人情味，挺

身相助，或搭乘大陸長程鐵路與當地人民進行文化交流，瞭解當地

風土民情等，再者，隨著他們旅遊步伐拓展，可提供更多當地最新

旅遊資訊。藉由旅遊行程規畫安排、旅遊情境問題或旅遊趣事分享

更能引起高齡者共鳴，從而激發出更好的創意旅遊行程，或能成為

共遊夥伴。 

1. 旅遊真人書單：目前是由中心志工及自助旅遊小組成員擔任，需

有旅遊經歷者並熱忱服務，在書單上列出書名(給自己的書取一

個響亮的稱號)、簡介(用兩句話介紹旅遊的心得或想法)及經歷

(從民國 100 年起的旅遊經歷，包含旅遊方式、時間天數、國家

及地區)，主要提供國外旅遊體驗，目前中心旅遊真人書單約有

15 位(附件三：旅遊真人書單)，由中心志工整理書單歸類於樂齡

中心，依據旅遊年份、旅遊方式、旅遊國家城市、新進真人書等

進行分類，讓高齡者能善加利用，以滿足個人需求。 

2. 出借方式：採預約制，高齡者憑樂齡學員證現場預約，於一週前

預約，在樂齡中心開放時間皆可進行交流，高齡者再攜帶樂齡證

至樂齡中心進行真人書實體交流，每次交流時間至少一小時，地

點即在樂齡中心，交流時由中心值班志工於一旁共同參與，除提

供支援外，若有任何違反規定狀況，中心有權停止真人書服務權

利(附件四：真人書借閱辦法)。 

3. 真人書招募：由於旅遊景點擴及全球，且旅遊資訊不斷更新，中

心現有資源無法廣羅，因此中心需持續招募更多有旅遊經驗的高

齡者以志願服務方式加入團隊，並鼓勵借閱過真人書的高齡者，

能回饋成為中心的真人書，資源生生不息，如此才可永續經營(附

件五：真人書服務公約)。 

(二) 樂齡來 Talk - 旅遊分享下午茶 
    除了提供真人書預約服務，本中心亦開闢園地供高齡者分享，

於中心視聽室舉行，視聽室有電腦、投影機、麥克風等視聽設備，

可供高齡者使用，分享主題為旅遊體驗甘苦談，如紐西蘭旅遊分享、

遊輪旅遊分享、大陸地區分享等，以旅遊行程規劃、旅遊照片等，

高齡者在分享過程可得到成就感及自信心，並能激發參與者興趣。

目前規劃每季一次，於 3 月、6 月、9 月、12 月間各舉行一次，參

與對象為樂齡學員，另不定時邀請旅遊達人來交流深度旅遊經驗，

以增進樂齡旅遊者技巧。 

1. 旅遊交享會主題：由樂齡中心自助旅遊小組於每週五聚會時間時



 4 

討論並訂定活動事宜，如時間、主題、分享者，再由中心承辦人

統籌，於活動前一個月公布於中心宣傳，主要以新進的旅遊真人

書為主，期能提供最新旅遊資訊及旅遊甘苦談，讓參與者體驗真

人書最真實地感受。 

2. 旅遊達人講座：中心不定時規劃邀請部落客或旅遊書作者以演講

形式，吸引更多人參與本活動，達到宣傳之效。 

(三) 樂齡 Love 學習 - 地方文化交流方案 

    透過旅遊參訪方式，進行機構之間交流，由中心規劃一日的旅

遊行程，並融入學習元素，高齡者藉此活動可瞭解不同地區風土人

情、地方特色，並與其他機構的學員交流，除能結交新朋友，並可

與其分享生活旅遊經驗，將有助高齡者擴展人際關係、追求自我成

長、學習新知等，再者，機構間也可互相觀摩學習。 

    目前此種方案規劃以國內同性質的樂齡中心、樂齡大學、社區

大學為主，活動對象均為樂齡學員，較能引起雙方共鳴，進而推廣

樂齡旅遊學習概念，活動時間以一日為限。 

1. 機構交流：由中心主任、承辦人員與自助旅遊小組成員共同討

論，再以中心名義與機構洽談，以小團體方式交流，開放樂齡學

員參加，並幫忙所有參加者辦理保險，目前規劃每年一次，費用

由樂齡補助經費支出。 

2. 課程規劃：交流之行程表由雙方機構共同研議，內容需符合高齡

者生理、心理需求，不宜過累或過勞，並以安全為最重要考量，

課程內容大綱為旅遊學習、機構參訪、文化體驗等項。 

(四) 樂齡‧學習‧easy go 平台 

    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已設置一粉絲專頁，放置樂齡活動花絮，

自助旅遊小組每週出遊資訊照片已放置於網頁(附件六：粉絲專頁介

紹)，中心未來規劃另闢一專屬此專案粉絲專頁，名稱為「樂齡‧學

習‧easy go」，並於其上放置此專案內容資料，包括真人書單、最

新訊息、活動報名、活動花絮、旅遊照片等，高齡者可在此留言、

討論、分享，粉絲專頁對所有網路使用者公開，加入之粉絲可收到

最新訊息，期藉網路科技提供更廣泛且即時的服務。 

1. 管理：由中心承辦人員、工讀生、自助旅遊小組帶領人及三位成

員擔任主要管理員，管控訊息發佈及回答粉絲問題。 

2. 優質旅遊網站推荐：由自助旅遊成員推荐好用的旅遊網站，以供

高齡者規劃旅遊活動之參考。 

三、過程遭遇之困難點 

(一) 就服務理念考量 

    本中心第一次嘗試旅遊真人書服務，雖然參考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真人書服務辦法及網路相關資訊，然而對於真人書服務、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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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訂定還不臻完善，於實際運作後再加以修正。另高齡者分享旅

遊體驗，每個人表達的方式不同，且依據是自助旅遊、半自助旅遊、

跟團旅遊等方式，可分享的旅遊深度相異，和預約者的預期心理的

落差程度，很難掌控。本中心鼓勵真人書講述時從旅遊多面向探討，

同時宣導預約者持同理心，真人書貴在面對面的分享、交流、討論，

並不是要尋找一個正確答案。 

(二) 就旅遊真人書募集考量 

    本中心先行招募對象以自助旅遊小組成員及本中心現有樂齡學

員為主，期能透過樂齡學員口耳相傳、粉絲專業及機構間推廣，方

能逐漸募集旅遊真人書，拓展旅遊真人書的深度或廣度。 

(三) 就人力及成本考量 

本中心考量困難之處有四，分述如下： 

1. 人力：本中心主要以中心主任、承辦人員、工讀生各 1位，及自

助旅遊小組成員(約 12 位)為本專案工作人員，就工作內容分

配，恐需增加志工協助相關事宜。 

2. 場地費：專案使用之討論旅遊場地及講座場地，由中心提供樂齡

學習中心及視聽室使用，不需額外費用，但需事先規劃。 

3. 講師費：不定時邀請旅遊名人的講師費，一次 2小時約 1600 元

鐘點費，由中心樂齡補助經費講師費項下支出，但需獲得補助款。 

4. 保險費：一年一次之旅遊參訪所需保險費用，由中心樂齡補助經

費支出，但需獲得補助款。 

(四)  高齡者的資訊落差 

    「旅遊真人書-樂齡‧學習‧easy go」專案，為使服務更全面

及廣泛，規劃設立「樂齡‧學習‧easy go」粉絲專頁，而許多高齡

者對於此種新興網路科技的使用有障礙，中心未來會於規劃樂齡課

程時加入電腦相關課程，讓高齡者可以輕鬆學會使用。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實際執行 

(一) 現有人力資源運用 

 臺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接受教育部及臺北市教育局補助款 

，成立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已近 5 年，此專案整合高齡旅遊學習一

系列活動，深化原本成立的自助旅遊小組，此專案的實行，中心站

在輔助角色，由自助旅遊小組成員及樂齡志工管理真人書單、預約

服務、招募旅遊真人書、粉絲專頁、訂定旅遊分享主題等，中心則

協助宣傳、場地登記、旅遊講師規劃、機構間交流等行政作業，以

及規劃完整的作業流程，以免因中心人事變動，而無法傳承，方得

以永續經營。 

(二) 現有宣傳管道運用 

    本專案規劃完成後，再與自助旅遊小組成員及志工開會討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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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節分配，初步將於臺北市立圖書館六個樂齡中心宣傳，印製真

人旅遊書海報，並發佈訊息在臺北市樂齡學習網，以達宣傳之效。 

二、內部效益 

(一) 就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本中心辦理高齡者多樣化課程，辦理學員證即可參與課程活

動，辦證資格為居住臺北市，年滿 55歲以上的長者，目前學員證辦

理人數(統計至 6月)已有 780人，此專案採取結合樂齡學員證方式，

期可增加辦證人數，並鼓勵學員參與其他樂齡中心課程，達到樂齡

中心活躍老化目標。 

(二) 就臺北市立圖書館 

    旅遊真人書為近來圖書館的新興服務，目前國內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已開始試辦真人書服務，而此專案旅遊真人書的推出，可擴

大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原有服務內容。 

三、外部效益 

(一) 推廣市府學習城市計畫 

    高齡者常受到生理退化的限制因素喪失學習、成長的機會，此

專案採寓教於樂的方式，讓高齡者在輕鬆愉快的情境下學習，提升

高齡者的興趣，以期更多高齡者加入旅遊學習行列，達到市府推動

的學習型城市計畫。 

(二) 改變高齡者形象 

    一般大眾對於高齡者的刻版印象較為負面，認為高齡者就是需

要幫助、健康狀況不好、記憶差等，而此專案讓高齡者繼續參與學

習，並用自己的旅遊經驗回饋服務，提升高齡者自信心，高齡者不

但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還能貢獻一己之力，贏得大家尊重。 

四、預期成效 

(一) 拓展高齡者的社交圈 

    高齡者於退休後，自主時間增多，中心提供園地供高齡者分享

旅遊經驗，也規劃旅遊參訪行程，高齡者可在此共同分享聯絡情誼，

拓展人際網絡，豐富老年生活。 

(二) 生命帶來活力，提升快樂 

    高齡者希望自己退休後能生活自主，不要仰賴子女，也不要給

子女造成負擔，中心藉旅遊學習系列活動提高高齡者學習興趣，鼓

勵高齡者勇於走出戶外，繼續學習，使生活不再空虛孤寂，也不會

與社會隔闔，學習為退休生活帶來活力，創造樂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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