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雄 市 岡 山 社 區 大 學 

103 年春季班招生簡章  

 校本部：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 36 號 

♥(岡山國小東側教室) 

 電話：07-622-4415；07-623-3442 

 傳真：07-623-0937 

 電子信箱：ccgsdk@gmail.com 

 Facebook(臉書)請搜尋『岡山社區大學岡山社區大學岡山社區大學岡山社區大學』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綠繡眼發展協會 
 

走入社區、服務社區、關懷社區、改善社區 
 

              

報名點報名點報名點報名點    報名地址報名地址報名地址報名地址    報名電話報名電話報名電話報名電話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報名時間報名時間    

校校校校本部本部本部本部    
岡山國小東側 

岡山區柳橋東路

36號 

07-6224415 

07-6211406 

週一至週五 

08:30-20:00  

中午休息一小時 

週六08:30-12:00 

彌陀圖書館彌陀圖書館彌陀圖書館彌陀圖書館    
彌陀公園分館 

彌陀區中正路 

281巷50號 
07-6107928 

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週一、國定假日休館 

燕巢圖書館燕巢圖書館燕巢圖書館燕巢圖書館 
燕巢區西燕里中

民路592號 
07-6167179 

週二至週六 

09:00-21:00 

週日 09:00-17:00 

週一、國定假日休館 

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身心障礙    

福利服務中心福利服務中心福利服務中心福利服務中心 

岡山區公園東路 

131號 

07-6226730 

分機139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阿蓮區老人阿蓮區老人阿蓮區老人阿蓮區老人    
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中心活動中心 

阿蓮區成功街 

66 號 
07-631715 

週二至週日 

08:30-17:00 

周唐伃或董小姐 

 入學資格：不須入學考試、無學歷限制。 
 舊生出示學員證；新生填寫學員資料表並附上 2 吋照片一 張，

製作學員證用，選課繳費完成報名手續。校門管制出入請出示
學員證。 

 開課時間：報名額滿陸續開課，除課程取消及延後上課外，請
學員上課時間準時出席，課程包含公民素養週(定 5 月最後一
周)，請配合參與相關活動。 

              

 

 報名費 100 元（含學員證製作及保險等費用） 

 學分費：1 學分為 900 元，1 學分上課時數為 18 小時、 

2 學分為 36 小時，以此類推。（教材、講義自費） 

 

 

 因國定假日或逢颱風、豪雨、地震等不可抗拒之重大天災，停
止上課，均依照人事行政局或市政府之規定，恕不另行通 知，
所耽誤之課程，順延乙週。 

 
          (均需攜帶證明文件) 

 每門課程均提供招生名額5%做為身心障礙學員保障名額。 

 102 年秋季班舊生、新住民、原住民享95折優惠。 

(舊生上學期需參與課程一半以上) 

 65歲(含)以上長者、夫妻共同報名、7學分(含)以上享9折優惠。 

 身心障礙者、102 年秋季班班代，有協助課程進行並參與每 

學期班代會議等，協助社大辦理各項講座、活動者， 

享85折優惠。 

 回饋岡山國小及各級學校，凡提供教學場所，其教職員工 

及退休教師享8折優待。 

 加入社大志工隊且年度服務時數達200小時者，享8折優惠。 

 若為多重優惠者，則僅能擇一優惠方式辦理。 

 

 

 報名後至通知開課前，可辦理退費，惟需扣除行政業務 

費用 100 元。 

 報名後如因人數不足（可轉其他課程，限轉一次，不得再轉） 

或因故無法開課，則全額退費。 

 【請於電話通知後 14 日內憑收據辦理退費，逾期不予受理】 

 開課後，學員欲辦理轉班，限轉一次，不得再轉。 

 學員因特殊情形申請退費者，依規定： 

1111....報名費不予退費。 

2222....學分費：於實際上課日至第十四日申請者，全額退還。 

第十五日起至第二十一日申請者，退還百分之七十。第

二十二日起至全期三分之一申請者，退還百分之五十。

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者，不予退還。 

 退費地點：校本部(高雄市岡山區柳橋東路 36號) 

退費時間：週一～週五 09：30~16：30 止，中午休息一小時， 

欲晚上辦理退費者請白天先告知社大行政人員。 

 

 

 優惠課程：每學分收 100 元整。 

 免費課程：酌收 500 元保證金，學期結束後核算出席率達五 

分之四者，全額退還保證金。 

 

              

 歡迎有愛心具熱忱民眾加入社大志工隊，祥和計畫-志願服務 

第 333 隊。安排上志工訓練課程，取得志工手冊及志願服務 榮

譽卡，主要服務對象為岡山區樂齡學習中心、社區關懷服 務、

公益慈善活動及協助社大課程、公民素養週、公共論壇 等社

大各項活動進行。 

 

                    

 公務人員及新住民參與社大之課程，可抵研習時數，請於報 名

時告知，以利行政人員登錄，提出申請一週後，學員再向貴單

位人事室做"覆核"動作)，需攜帶身分證，以確認身份。 

 

 

 歡迎有國樂基礎者加入國樂團(社)  

1 月 18 日岡山社大成果展暨招生博覽會， 

歡迎來逗鬧熱！ 

地點：岡山國小東側活動中心前廣場 招生資訊 

招生資訊 

停課標準 

優惠訊息 

退費、轉班規定 

優惠課程及免費課程 

歡迎加入社大志工隊 

研習時數折抵 

歡迎加入國樂團（社） 

只要依選課規定修滿只要依選課規定修滿只要依選課規定修滿只要依選課規定修滿 12812812812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須修滿學術課程須修滿學術課程須修滿學術課程須修滿學術課程 4848484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社團活動課程社團活動課程社團活動課程社團活動課程 4040404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生活藝能課程生活藝能課程生活藝能課程生活藝能課程 4040404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者者者者，，，，    
即即即即以以以以高高高高雄雄雄雄市市市市市市市市長長長長名名名名義義義義頒頒頒頒發發發發結結結結業業業業證證證證書書書書。。。。    



                   

 

 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網站：http://www.ccgsdk.org.tw 

 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cgsdkgo 

 高雄市岡山樂齡中心粉絲團：http://www.facebook.com/kgsll 

 

                                             vul                                            

 

星星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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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活瑜珈 

14:00-15:30  

楊璠璵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藉由修習瑜珈體位法、呼 
吸調息法、靜坐冥想喚醒 
身體自癒及覺知力，讓身 
體活力充沛、內心平靜。 

有氧瑜珈 

19:30-21:00 

林宜萱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改變身體原有的用力習 
慣，並且學會正確的呼吸 
法鍛鍊核心肌群。 

開口說美語會話班 

19:00-21:00 

黃議玄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K.K.音標發音與音調矯正。
簡易生活美語會話， 
暨聽力訓練。 

二胡演奏(二) 

19:00-21:00 

陳宛渝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2學分$1800(二胡自備) 
在輕鬆愉快的課程中培養 
學員對音樂的喜好，並學 
會基本的二胡演奏法。 
(須有二胡基礎)。 

現代化社交舞及國標舞 
和拉丁舞  

19:00-21:00 

蘇建華老師 

岡山國小穿堂 
2學分$1800 
因應社會潮流，提倡正當 
之休閒娛樂，導向正像風 
潮。 

跟上流行-안녕하세요 
韓語我最行  

18:30-20:30 

吳紫容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認識韓文子母音和收尾 
音。發音正確且完整的教 
學就是要讓學生開口說正 
確的韓語。同時了解語尾 
規則並從童謠與文章中認 
識韓國文化。 

國標拉丁舞 
19:30-21:30 
劉和芳老師 
&郭倞毓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國際標準舞:倫巴、恰恰、 
捷舞、森巴等拉丁舞，由 
老師親自指導學習正確的 
舞步及技巧，讓熱情的拉 
丁舞展現出你的優美舞 
姿。 

唱日本歌，學日本語(一)
19:00-21:00 
張莉艷老師 
音樂教室 
2學分$1800 
日本演歌歌曲教唱，以教唱
昭和與平成年代的老歌為
主，經由日語練唱，增強日
語能力，以學過50音為佳。

 

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    
二二二二 

一起相約逢拼布 

09:30-11:30 

張芳滿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材料自費) 
從基礎拼布開始扎根，進 
而延伸拼布技巧，活用於 
居家實用拼布中。 

探索身心靈合一 

的健康瑜珈 

09:30-11:00 

黃玉茹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提昇瑜珈學習至學理層 
次，帶給社區民眾健康的 
知識。 

傳承技藝-宋江獅文化 

09:00-11:00 

潘瑞華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 
湖內葉厝社區是宋江獅和 
五行獅的故鄉，認識傳統 
技藝獅頭文化，學習製作 
與保存文物。 

純手感婚禮  
19:00-21:00 
蔡育蓉老師 
校本部會議室 
2學分$1800(材料自費) 
想要一個與眾不同的婚禮
嗎？想要自己做的成品在
婚禮上讓親友們讚嘆不已
嗎？或是你想要送給好姊
妹小物呢?創造屬於你獨一
無二的婚禮吧！ 

空手道初級班  
19:30-21:00 
胡進木老師 
岡山國小穿堂 
2學分$1800 
學員體驗真正武道空手之 
術真隨，發揮一擊必殺之 
諦，發揮空手道有效之擊 
踢掃攻擊與結合柔道各種 

笛饗宴 

19:00-21:00 

楊宗老師 

岡山國小南棟地下室 

2學分$1800 

竹笛的介紹與吹奏技巧練 
習，學習吹奏樂曲，發揚 
竹笛之美。 

懷念台語老歌教唱 

19:00-21:00 

李三郎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 

(器材維護費$200) 
發音練習，技巧、樂理、 
聲音共民練習。 

有氧瑜珈 

18:30-20:00 

林宜萱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前半段有氧暖身，後半段 
筋絡瑜珈、拉筋伸展，健 
康瑜珈動作、觀念傳授。 

完美女神肚皮舞 

20:10-21:40 

金璇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透過一系列針對腰臀腿等
部位的運動，幫助身體雕塑
進健康，進而增進個人的自
信與美麗。 

拉丁舞~恰恰恰 

19:30-21:30 

黃虛中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2學分$1800 

學會簡易拉丁舞步，建立良
好休閒習慣，推展國際標準
舞學習，孕育拉丁舞技能。

神采飛揚開運迎新春 

18:00-20:00 

蔡秀莉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 

減緩現代文明所產生的壓 
力，讓身心靈放鬆，快來 
參加讓您自行在家就能舒 
壓的手繪課程。 

熱力‧舞蹈 

18:40-20:10 

侯姵君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透過舞蹈，紓解生活上的 
壓力，結合有氧與流行舞 
蹈，增加身體肌耐力。 

有氧瑜珈 

20:00-21:30 

林宜萱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前半段有氧暖身，後半段 
筋絡瑜珈、拉筋伸展，健 
康瑜珈動作、觀念傳授。 

唱日本歌，學日本語(二) 
19:00-21:00 
張莉艷老師 
音樂教室 
2學分$1800(器材維護費

$200) 
日本演歌歌曲教唱，從日
語50音教起，以教唱昭和
年代經典老歌為主，透過
歌曲練唱，學習日本人文
地理及語法句型等。 

 

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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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瑜珈 

09:30-11:00 

黃玉茹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健康瑜珈動作及經驗傳 

授。每堂課前半段有氧， 

後半段瑜珈。 

商旅美語會話班暨 TOEIC 
實力班 

19:00-21:00 

黃議玄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商用美語會話，聽力訓 
練，暨英文歌曲教唱。 

二胡演奏(三) 

19:00-21:00 

陳宛渝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二胡自備) 

二胡演奏技巧教授。 

(須有D調、G調二胡基礎) 

美術創作班 

19:00-21:00 

黃麗絹老師 

校本部會議室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提升美術繪畫的創作，自 
由聯想發揮自我的獨特 
性，表現與空間造型藝術 
的技巧。 

唱日本歌，學日本語(三) 
19:00-21:00 

張莉艷老師 
音樂教室 
2學分$1800 
(器材維護費$200) 
日本演歌歌曲教唱，以教唱
平成年代的新歌為主，增強
日語能力，以學過50音為
佳。 

揪團按讚，好康訊息不錯過！ ←←←←FBFBFBFB 的的的的 QRQRQRQR 碼碼碼碼 

終身學習行動331-每人每日至少運動 

30 分鐘、學習閱讀 30 分鐘、日行一善。 

校本部課程 

二胡社 志工討論會議 

一起相約逢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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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社 
19:00-21:00 
陳美足老師 
校本部南棟地下室 
2學分$1800 
(音響維護費100) 
組織演奏二胡團隊，團隊 
進階演奏技巧、默契培 
養。(須有二胡基礎) 

太鼓社 
19:00-21:00 
劉惠珍老師 
岡山國小穿堂 
2學分$1800 
(鼓棒自備) 
訓練團隊合作默契，熟練 
太鼓打擊技巧。 

社區電影學院  
18:30-21:30 
劉文端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 
本課程設計採系列影片教
學：包括 [家庭經營類]、 
[懷舊生活類]、[運動養身
類]、[終身學習類]、[動物
寵物類]與[生態環境類]， 

，課程內容多元。 

肚皮舞與中東文化發展 

10:00-11:30 
史佳欣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中東肚皮舞，結合運動達

到身體健康，展現自信與

美麗。 

 

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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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種出安全蔬果 
08:00-12:00 
凃福昌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 
認識安全蔬果的分別，如何
種出對健康有益的蔬果。 

中東肚皮舞研究社 
19:30-21:00 
史佳欣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 
中東肚皮舞，結合運動達 
到身體健康，展現自信與 
美麗。 

國樂團(社) 
19:30-21:30 
莊淑霞老師 
校本部南棟地下室 
2學分$1800 
發揚傳統國樂曲，強化團 
隊演奏技巧、培養默契。 
(須有國樂基礎) 

健身瑜珈 
09:30-11:00 
黃玉茹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健康瑜珈動作及觀念傳 
授。每堂課前半段有氧， 
後半段瑜珈。 

多變素材飾品創意  

14:00-16:00 
蔡明真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飾品設計及緞帶花設計製 
作，時尚流行褡配，新娘 
飾品造型，服裝改造設計。

MV時尚熱舞 
18:30-20:00 
侯姵君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透過學習舞蹈，增強學員 
學習自信心，提升民眾舞 
蹈藝術素養，促進社區藝 
文發展。 

少林養生氣功 
19:00-21:00 
許忠欽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2學分$1800 

透過有效的運動用以達到 
減緩大多數身體痠痛的發 
生，長久練習更可以緩解 
心血管疾病產生的機率， 
同時可以常保身體的活力 
與精神。 

精彩學日語，輕鬆遊東京
19:00-21:00 
王韻琇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以聽覺體驗真實的東京， 
機場、飯店、搭地鐵、東 
京美食暢遊無阻。 
(適合日文中級以上程度者) 

耳聰目明開運迎新春 
18:00-20:00  
蔡秀莉老師 
校本部會議室 
2學分$1800 
減緩現代壓力與低頭族： 
文書處理、電腦手機滑呀 
滑的，長期下來造成眼睛 
不適或肩頸痠疼或聽力減 
退或頭痛、偏頭痛等問題。

墊上核心有氧 
20:00-21:30 
侯姵君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心肺功能強化的有氧舞 
蹈，肌力和伸展的運動。 

   

長青社交舞  
19:00-21:00 
楊蕎瑄老師 
岡山國小穿堂 
2學分$1800 
實用社交舞，簡單的方法 
學會各式的舞步。 

生活美語會話班 
19:00-21:00 
黃議玄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教材自費) 
生活美語會話，聽力訓 
練，暨英文歌曲教唱。 

日文基礎教學  
19:30-21:30 
尤鴻琦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地下教室一 
2學分$1800 
課程生動、易學、易懂， 
有啟發性的方法。 

  

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
五五五五 

從竹籬笆到大樓一甲子 

的回憶-岡山軍眷村發 

展史  
10:00-12:00 

楊雙福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免費課程 
研究岡山軍眷村的發展及
老照片、古文物及部分歷史
建築，一起替岡山軍眷村歷
史留下有系統的紀錄。 

二胡演奏(一) 
19:00-21:00 
陳宛渝老師 
岡山國小南棟地下室 
2學分$1800(二胡自備) 

在輕鬆愉快的課程中培養 
學員對音樂的喜好，並學 
會基本的二胡演奏法。 
(無基礎可) 

唱歌學日語 
19:00-21:00 
謝太福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 
(器材維護費$200) 
唱歌中學習日語、會話， 
從而得到快樂健康。 

有氧瑜珈 
19:30-21:00 
林宜萱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2學分$1800(瑜珈墊自備) 
前半段有氧暖身，後半段 
筋絡瑜珈、拉筋伸展，健 
康瑜珈動作、觀念傳授。 

 

 

小提琴團體班  
10:00-12:00 
陳宜君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地下教室一 
2學分$1800(小提琴自備) 
音樂是一種提升內心情感 
的抒發，透過音樂撫慰與 
療效，讓學習音樂者達到 
升華曼妙之境界，乃開課 
授與之所在是！ 

健康肚皮舞 
19:30-21:00 
史佳欣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一 
2學分$1800 
中東肚皮舞，結合運動達 
到身體健康，展現自信與 
美麗。(無基礎可) 

熱情大溪地草裙舞  
18:30-20:00 
戴芳芳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2學分$1800 
大溪地草裙舞是熱情散播 
歡的南島舞蹈，展現南島 
民族豐富的文化風情，讓 
我們一起熱情搖擺。 

阿根庭風肚皮舞  
20:00-21:30 
戴芳芳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2學分$1800 
藉由肚皮舞非常重視身體 
各核心肌群協的運用，協 
助學生雕塑身形。引導學 
生在優美的異國舞蹈洗禮 
下，從而更肯定自我價 
值、重拾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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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彩生活自己動手拍 
(入門攝影班)  
09:00-12:00 
吳清文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相機自備) 
經由主題式的講解與實
作，使學生了解平面攝影的
技術層面與記錄內涵，不僅
可以促進對平面攝影的技
巧認識，同時更能增加對攝
影的熱情。 

初級柔道與綜合防身術 
09:00-11:00  
吳玉聰老師 
岡山國小活動中心 
2學分$1800 
以護身倒法為基礎，學習 
初階柔道摔法，初窺柔道 
運動，可強身健體自我防 
衛。 

日本演歌研修班  
09:30-11:30 
謝太福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三 
2學分$1800 
(器材維護費$200) 
藉由歌曲陶治心靈， 
以歌唱方式達到健康快樂 
之目的。 

認識岡山老街文化  
09:00-12:00 
張哲男老師 
校本部一樓教室二 
1學分$850 
認識岡山老街文化、岡山述
古堂、太吉西藥房、岡山舊
市場。透過課程讓您以文化
的角度認識不同的岡山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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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文與越南文化  
09:30-11:30 
蔡氏清水老師 
校本部二樓教室四 
2學分$1800 
學會使用一些句型和常用
的生活用語，運用在生活
上。認識與了解越南文化。

    

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熱烈招生中！！ 
 
年滿55歲以上免費參加 
每週一、二上課(半天) 
 
預定103年3月開課 

 

 

快樂學習 忘記年齡 

平板電腦 瑜珈 

笛饗宴 MV 時尚熱舞 公民素養週 生活美語會話班 

二胡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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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快活保健養生 DIY 
09:00-11:00 
張妙珠老師 
岡山區維新路 131號 
2 學分$1800 
眼部、耳朵、肩頸、臉部保健教學。 

生活家飾創作 
19:00-21:00 
曹馨尹老師 
凡穀創藝工坊(高雄市岡山區正言街 58 號) 

2 學分$1800(材料自費) 
利用各式紙張及簡單的彩繪、黏土，應用
各式傢飾上，美化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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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腦並用，快樂學習  

09:00-10:30 
講師團隊 
身心障礙福利服務中心 
免費課程 

有手工藝、手語帶動、音樂律動、故事講演及團康
等課程，以輕鬆、活潑的教學方式讓您手腦並用、
快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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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培  
09:00-12:00 鄭仙齊老師 
岡山區大仁路 105號 2 學分$1800 

現場學習操作、以輕鬆簡單明瞭的操作方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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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筆書法  
18:30-20:30 
吳明輝老師 
燕巢圖書館 
2 學分$1800 
只要你用心多練，你會找到
自己的風格，享受書寫的藝
術境界。 

學習電腦趣  
18:30-21:00 
李建坤老師 
燕巢數位機會中心 
2 學分$1800(教材自費) 

以實際的電腦操作及投影
片講解方式，讓學員快速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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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冷製手工皂  
18:30-21:00 
劉曉君老師 
燕巢圖書館 
2 學分$1800(材料自費) 
冷製手工皂是一門簡單的生活 

科學，利用植物油等天然素材和
簡單的工具即可創造出令生活
充滿驚喜的生活基礎保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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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拼布  
18:30-21:00 
張芳滿老師 
燕巢圖書館 
2 學分$1800(材料自費) 
從基礎拼布開始扎根，進而延伸拼布技
巧，活用於居家實用拼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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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拼布  
14:00-16:00 
施雪惠老師 
彌陀圖書館 
2 學分$1800(材料自費) 
由基礎布縮水原理，製圖、配色、畫布、裁剪、縫製；由淺入深的示範教學，
各種貼布縫針法的運用與縫法示範教學，用純手縫的技巧，完成各種細緻溫
暖的拼貼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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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冷製手工皂  
18:30-21:00 
劉曉君老師 
彌陀圖書館 
2 學分$1800(材料自費) 
利用植物油等天然素材和簡單工具創造出令生活充滿驚
喜的基礎保養品，使肌膚恢復建康狀態。在循序漸進的
課程中輕鬆學會製作獨一無二的天然環保手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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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及造園景觀 
19:00-21:00 
馬啟章老師 
橋頭仕隆國小 
2 學分$1800 
了解「三生農業」－生產、生活、生態，均衡
發展的重要，提升社區綠化造園景觀專業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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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摩登舞班  
19:30-21:30 
蔣憬輝老師&蔣宛庭老師 
蔣老師舞蹈補習班(橋頭區成功南路5-4號5F) 
10堂課$2500 
帶動全民運動，無論健身或競技均可，應
用社會潮流，全民運動，並培育新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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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在地-橋頭糖廠巡禮 
09:00-12:00 
許嘉芳老師 
橋頭糖廠 
免費課程 
認識橋頭糖廠歷史背景、在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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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灣人輕鬆寫台灣字 
19:00-21:00 

蔣日盈老師 
梓官區梓官路 
2 學分$1800 
能輕鬆用漢羅並用的方式，讀寫台灣，進一步潤色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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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鼓陣  
16:30-18:00 
陳惠真老師 
阿蓮多功能中心 
免費課程 
藉由跳鼓陣之教學、研習來傳承此一民間傳統藝術。 

 

 

 

 

 

 

 

 

 

 

 

 

 

 

岡山地區課程 

燕巢地區課程 

彌陀地區課程 

橋頭地區課程 

阿蓮地區＆梓官地區課程 

笛饗宴成果驗收 左營車站國樂團表演 岡山羊肉節肚皮舞表演 擁抱生命分享愛-太鼓表演 彩繪夢想點亮愛-二胡社表演 

星光愛心音樂饗宴 多踩多滋移民節 社區體驗學習之旅 志工專業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