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 
103 年秋季班暨暑期班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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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ww.ccgsdk.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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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地點報名地點報名地點報名地點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報名時間報名時間    

岡山社區大學 

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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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00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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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巢區西燕里

中民路 592 號 
07-6168670 

週二至週六 
09:00-21:00 

週日 09:00-17:00 
週一、國定假日休館 

阿蓮區老人 

活動中心 

阿蓮區成功街

66 號 
07-6317151 

週二至週日 

08:30-17:00 

周唐伃或黃小姐 

身心障礙 

福利中心 

岡山區公園東

路 131 號 

07-6226730

分機 139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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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第四

周)，請配合參與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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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休，欲

晚上辦理退費者請白天先聯絡社大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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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為多重優惠者，則僅能擇一優惠方式辦理。 

 103 年春季班舊生、新住民、原住民、新生揪團5人以上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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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春季班班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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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介紹新生新生新生新生加入社大行列(中途未退費者)，一位一點，集滿三

點學分費折抵100元。 

 每門課程均提供招生名額5%做為身心障礙學員保障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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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6日(六)18:00岡山社大成果展暨招生博

覽會，歡迎來逗鬧熱！地點：橋頭竹林公園 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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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須須須
修滿學術課程修滿學術課程修滿學術課程修滿學術課程 4848484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社團活社團活社團活社團活
動課程動課程動課程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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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高雄市市長名即以高雄市市長名即以高雄市市長名即以高雄市市長名
義頒發結業證書義頒發結業證書義頒發結業證書義頒發結業證書。。。。    

課程如人數不足，則順延，
開課以電話通知為主。 

招生資訊 

停課標準 

優惠訊息 

岡山燈會 公民素養週 藝術下鄉 岡山空軍醫院院慶 異鄉粽藝比賽 



103 年暑期班課程 

星期 課 程 名 稱 上課時間 
授課 
教師 

上課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 用 課 程 簡 介 上 課 地 點 

一 

現代化社交舞及 
國標舞之教學 19:00-21:00 蘇建華 9 7/21 900 

因應社會潮流，提倡正當之休閒娛樂，導向
正向風潮。 岡山國小穿堂 

二胡演奏(二) 19:00-21:00 陳宛渝 9 7/7 
900(器材維
護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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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 調基礎) 

岡山國小會議室 

二 

相約一起縫拼布 09:30-11:30 張芳滿 9 6/24 
900 

(材料自費) 
從基礎拼布針法開始扎根，進而延伸拼布技
巧，活用於居家生活 二樓教室四 

氣功書法 19:00-21:00 許杰宏 9 7 月初 
900 

(材料自費) 

行書、草書一氣呵成、氣功運筆法、如何寫
好一手漂亮的字，鉛筆、原字筆、毛筆訣竅
傳授。(小一以上皆可學習) 

二樓教室四 

笛饗宴 19:00-21:00 楊 宗 9 7/8 900 
竹笛的介紹與吹奏技巧練習，學習吹奏樂
曲，發揚竹笛之美 

岡山國小 
南棟地下室 

懷念台語老歌訓練班 19:00-21:00 李三郎 9 7/22 
900(器材維
護費 200) 

發音訓練、臺風、技巧、節奏、音準、音色
等練習。 岡山國小會議室 

拉丁舞~恰恰恰 19:30-21:30 黃虛中 9 7/8 900 
學會簡易拉丁舞步，以基礎教育為主，由淺
至深，同時美姿美儀的養成，營造自我的健
康與活力，散發熱情活力的光采。 

岡山國小 
活動中心 

三 

好玩的溜溜球研習營 14:00-15:30 林子富 
4 7/9 

600 

(含材料費) 

認識溜溜球構造原理-了解溜溜球、它不只是
玩具；訓練溜溜球玩法技巧入門、進階真功
夫溜溜球玩法展現。培養對玩溜溜球，簡單
陳述，欣賞的能力 

岡山國小活動中
心前空地 

好玩的溜溜球研習營 19:00-20:30 莊淑真 
岡山國小活動中

心前空地 

二胡演奏(三) 19:00-21:00 陳宛渝 9 7/16 
900(器材維
護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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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 D 調、
G 調、F 調一、二、三把位音階。) 

岡山國小 
會議室 

四 

基礎日文 19:30-21:30 尤鴻琦 9 7/17 
900 

(教材自費) 
課程生動、易學、易懂，有啟發性的教學方
法。 

岡山國小活動中
心地下教室 

超實用社交舞 19:00-21:00 楊蕎瑄 9 7/10 900 實用社交舞，簡單的方法學會各式的舞步。 岡山國小穿堂 

生活拼布 
14:00-16:00 

施雪惠 
9 

7/17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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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手縫的技
巧，完成各種細緻溫暖的拼布作品。 

彌陀圖書館 

16:30-20:30 9 

五 

電影與人生 09:00-12:00 劉文端 6 7/18 免費 

本課程設計採系列影片教學：包括 [人生勵
志類]、[家庭生活類]、[高齡社會類]、[終
身學習類]、[社會參與類]，每個系列 2~3 部
影片表達學習主題，課程內容多元。 

二樓教室三 

實用商旅 
美語會話班 

19:30-21:30 黃議玄 9 7 月初 
900 

(教材自費) 

課程包含工作、商務、與旅行等的單字、片
語與句型，提昇工作與商旅會話能力與聽力;
享受工作與商旅美語會話的學習樂趣，與達
成商旅上的從容溝通。 

二樓教室四 

六 初級柔道與綜合防身術 09:00-11:00 吳玉聰 9 7 月初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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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二 

103 年秋季班校本部課程 星期 課 程 名 稱 上課時間 
授課 
教師 

上課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 用 課 程 簡 介 上 課 地 點 

星

期

一 

春仔花工藝 09:30-11:30 李淑華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學習製作春仔花再度溫習傳統技藝中細緻
優雅的生活美感。 二樓教室四 

精彩生活拍照 
我最行 18:00-21:00 吳清文 12 9 月初 

1,800 
(相機自備)  

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攝影觀念、熟悉運用相
機功能與拍攝技巧，融合兩者為自己創作出
精彩的記錄影像(基礎班) 。 

二樓教室四 

竹編小物 DIY 18:30-21:30 陳詠笙 12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竹材，對許多人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材
料。我們在這一堂課，將帶領大家喚醒對竹
材的記憶，並透過雙手完成一個個小作品來
美化生活環境。 

一樓教室一 

電影與人生 18:30-21:30 劉文端 12 9 月初 免費 

本課程設計採系列影片教學：包括 [人生勵
志類]、[家庭生活類]、[高齡社會類]、[終
身學習類]、[社會參與類]，每個系列 2~3
部影片表達學習主題，課程內容多元。 

二樓教室三 

小提琴團體班(一) 19:00-21:00 陳宜君 18 9 月初 
1,800 

(小提琴自備) 

音樂是一種提升內心情感的抒發，可以透過
音樂的學習，增添生活上的樂趣（無樂理基
礎可)(可代購小提琴) 

岡山國小活動

中心地下教室 

二胡演奏(二) 19:00-21:00 陳宛渝 18 9 月中 
1,800(器材維

護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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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 調基礎) 

岡山國小 

會議室 

現代化社交舞及 
國標舞之教學 19:00-21:00 蘇建華 18 9 月底 1,800 

因應社會潮流，提倡正當之休閒娛樂，導向
正向風潮。 岡山國小穿堂 

有氧瑜珈 19:30-21:00 林宜萱 24 7 月底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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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二 

國際標準舞摩登舞 20:00-21:30 陳柏伸 另計 9 月初 1,800 
國際準準舞教學，由老師親自指導學習正確
的舞步及技巧，讓您展出您的優美舞姿。 

岡山國小 
活動中心 

星

期

二 

相約縫拼布 09:30-11:30 張芳滿 18 8 月底 
1,800 

(材料自費) 
從基礎拼布針法開始扎根，進而延伸拼布技
巧，活用於居家生活 二樓教室四 

探索身心靈合一的 
健康瑜珈 09:30-11:00 黃玉茹 24 8 月初 

1,800 
(瑜珈墊自備) 

提昇瑜珈學習至學理層次，帶給社區民眾健
康的知識。 一樓教室一 

氣功書法 19:00-21:00 許杰宏 9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行書、草書一氣呵成、氣功運筆法、如何寫
好一手漂亮的字，鉛筆、原字筆、毛筆訣竅
傳授。 

二樓教室四 

  



星

期

二 

有氧瑜珈 
18:30-20:00 

林宜萱 24 7 月底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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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二 20:00-21:30 

手機的攝影世界 19:00-21:00 陳詠帆 18 9 月初 
1,800 

(手機自備) 

課程設計兼具傳統、數位教學，深入淺出帶
領學員，探索影像的美好世界，透過學習及
多方互動，進而深化學員對家人與家鄉的情
感，透過手機鏡頭，記錄與家人生活的點
滴，以及所生所長之故鄉美! 

岡山國小活動

中心地下教室 

熱力舞蹈 18:40-20:10 侯姵君 24 8 月初 1,800 

藉由有氧運動與流行舞蹈的結合，增進身體
的心肺功能、肌耐力。從舞蹈中享受運動，
讓運動不再單調無趣，進而達到理想的體
線。 

一樓教室一 

懷念台語老歌 
訓練班 19:00-21:00 李三郎 18 9 月底 

1,800(器材維
護費 200) 

發音訓練、臺風、技巧、節奏、音準、音色
等練習。 

岡山國小 

會議室 

會說話其實很簡單 19:00-21:00 莊名賢 18 9 月初 
1,800 

(教材自費) 

自我肯定、情緒管理、人際溝通、兩性關係、
對話技巧、風趣有成效的表達訓練，造就您
友善熱忱、更富有彈性；並培訓社區活動主
持人及大會司儀人才 

校本部一樓 

會議室 

笛饗宴 19:00-21:00 楊 宗 18 9 月初 1,800 
竹笛的介紹與吹奏技巧練習，學習吹奏樂
曲，發揚竹笛之美 

岡山國小 
南棟地下室 

唱日本歌，學日本語 19:00-21:00 張莉艷 18 8 月中 
1,800(器材維
護費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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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內容學習
增強日語能力，以學過 50 音者為佳。 

二樓教室三 

拉丁舞~倫巴 19:30-21:30 黃虛中 18 9 月初 1,800 
學會簡易拉丁舞步，以基礎教育為主，由淺
至深，同時美姿美儀的養成，營造自我的健
康與活力，散發熱情活力的光采。 

岡山國小 
活動中心 

活力肚皮舞 20:10-21:40 史佳欣 24 9 月初 1,800 
以皮拉提斯加強肌耐力，加強核心肌群，防
止運動傷害，健康舒解壓力，增加自信與美
麗。(無基礎者可) 

一樓教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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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瑜珈 09:30-11:00 黃玉茹 24 8 月中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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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二 

中東文化與肚皮舞 10:00-11:30 史佳欣 24 9 月初 1,800 
中東肚皮舞，結合運動達到身體健康，展現
自信與美麗。 一樓教室一 

二胡社 19:00-21:00 陳美足 18 9 月初 
1,800(器材維
護費 100) 

組織演奏二胡團隊，二胡進階演奏技巧、默
契培養(須有二胡基礎)。 

岡山國小 
南棟地下室 

二胡演奏(三) 19:00-21:00 陳宛渝 18 9 月中 
1,800(器材維
護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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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 D 調、
G 調、F 調一、二、三把位音階。) 

岡山國小 
會議室 

初級演歌班 19:00-21:00 張莉艷 18 8 月中 
1,800(器材維
護費 200) 

從 50 音教起，經典日本歌曲，昭和年代老
歌為主。 

二樓教室三 

療癒系手作幸福班 19:30-21:30 李淑華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可愛甜點造型、動物造型它們化身成實用的
手作品，布偶 .吊飾 .布小物應用為實用小
物，每天拿來使用是多麼快樂！是療癒生活
壓力的最好享受。 

二樓教室四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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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何在家種出安全蔬果 08:00-12:00 凃福昌 9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認識安全蔬果的分別，如何種出對健康有益
的蔬果。 二樓教室四 

快樂玩皮趣 09:30-11:30 譚其弘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是手作，也是生活態度/讓學員從對於皮革
的瞭解進而自己去動手製作皮件，也可加上
自己的創意讓自己的手作皮件作品變的更
獨一無二。 

二樓教室三 

健身瑜珈 09:30-11:00 黃玉茹 24 9 月初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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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二 

多變素材飾品創意 14:00-16:00 蔡明真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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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教室三 

MV 時尚熱舞 18:30-20:00 

侯姵君 24 

9 月底 1,800 熱門流行舞蹈舞步與動作教學。 

一樓教室一 
墊上核心有氧 20:00-21:30 9 月初 

1,800 
(瑜珈墊自備) 

透過舞蹈、體適能、瑜珈、皮拉提斯的結合
以安全為主達到運動的效果，增進健康與活
力，養成良好運動習慣。 

精彩學日語， 
輕鬆遊東京(2) 19:00-21:00 王韻琇 18 8 月初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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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日語中級以上程
度) 

二樓教室三 

超實用社交舞 19:00-21:00 楊蕎瑄 18 9 月初 1,800 實用社交舞，簡單的方法學會各式的舞步。 岡山國小穿堂 

少林養生氣功 19:00-21:00 許忠欽 18 9 月初 1,800 

透過有效的運動以達到緩減大多數身體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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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國小 

活動中心 

中東肚皮舞研究社 19:30-21:00 史佳欣 24 9 月初 1,800 
中東肚皮舞，結合運動達到身體健康，展現
自信與美麗。 一樓教室二 

國樂社 19:30-21:30 莊淑霞 18 9 月初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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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國小 

南棟地下室 

基礎日文 19:30-21:30 尤鴻琦 18 9 月初 
1,800 

(教材自費) 
課程生動、易學、易懂，有啟發性的教學方
法。 

岡山國小活動
中心地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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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提琴團體班(二) 10:00-12:00 陳宜君 18 9 月初 
1,800 

(小提琴自備) 
音樂是一種提升內心情感的抒發，可以透過
音樂的學習，增添生活上的樂趣。(須有基礎) 

岡山國小活動

中心地下教室 

肚皮舞入門班 10:00-11:30 卓渝樺 24 9 月初 1,800 
中東肚皮舞，入門基本動作，組合小品。(無
基礎者可) 一樓教室一 

實用商旅 
美語會話班 

19:30-21:30 黃議玄 18 9 月初 
1,800 

(教材自費) 

課程包含工作、商務、與旅行等的單字、片
語與句型，提昇工作與商旅會話能力與聽力;
享受工作與商旅美語會話的學習樂趣，與達
成商旅上的從容溝通。 

二樓教室四 

硬筆書法 19:00-21:00 吳明輝 18 9 月初 
1,800 

(教材自費) 

研討寫好鋼筆、簽字筆等硬筆的方法及有關
藝術。它是一門新興的藝術，與毛筆書法同
源異流。只要你會寫字，你就能享受書寫的
藝術(並與押花做結合)。 

岡山國小活動

中心地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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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胡演奏(一) 19:00-21:00 陳宛渝 18 9 月初 
1,800(器材維
護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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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國小 
會議室 

唱歌學日語 19:00-21:00 謝太福 18 8 月初 
1,800(器材維
護費 200) 

唱歌中學習日語、會話，從而得到快樂健
康。 二樓教室三 

健康肚皮舞 19:30-21:00 史佳欣 24 9 月初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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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一 

有氧瑜珈 19:30-21:00 林宜萱 24 8 月底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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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教室二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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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冷製手工皂 09:00-12:00 劉曉君 12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冷製皂是利用植物油和簡單工具製作的生
活基礎保養品。從了解油脂特性、實地操
作，你也可以輕鬆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天然、
環保、健康手工皂。 

二樓教室四 

影像記錄拍照我最行 09:00-11:00 吳清文 18 9 月初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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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習得平面
攝影的進階技巧，同時更能增加對影像內涵
的培養(進階班) 。 

二樓教室三 

水彩色鉛筆素描基礎 09:00-11:00 林嬋娟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了解藝術並培養對事物的美感、觀察，認識
造形基本概念。 一樓會議室 

開口說美語(會話) 14:00-16:00 黃議玄 18 9 月初 
1,800 

(教材自費) 

課程包含發音、拼音、音調、單字、片語與
句型，由基入淺，奠定英文基礎，享受學習
英文的樂趣。達成美語會話朗朗上口，體驗
更高品質的生活 

岡山國小活動

中心地下教室 
  

岡山地區課程 
星期 課 程 名 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 用 課 程 簡 介 上課地點 

一 

輕鬆快活 
保健養生 DIY 

09:00-11:00 張妙珠 18 9月初 1,800 眼部、耳朵、肩頸、臉部保健教學。 維新路 131 號 

生活家飾創作 19:00-21:00 曹馨尹 18 9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用各色黏土，由淺入深，應用各式傢飾上，
美化自己的家。 

凡穀創藝工坊 

三 
城市農夫的 
有機農業栽培 

14:30-16:30 
郭志榮 

講師群 
9 9 月 

900 

(材料自費) 

1.瞭解有機農業對人類的重要性。2.認識土
壤特性及正確施肥。3.介紹病蟲害非農藥的
防治方法。4.對各類作物之栽培有明確的體
認。 

和平國小 

六 

快樂木頭人－ 
創意木工初體驗 

09:00-16:00 王炳文 9 9 月 
2,700 

(材料自費) 

藉由認識生活週遭的木質材料資源開始，學
習基本的木工技術，重新將生活與環境產生
連結，在閒暇之餘，敲敲打打，製作獨一無
二的『特製化』作品。 

焙培 19:00-21:00 鄭仙齊 18 9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現場學習操作、以輕鬆簡單明瞭的操作方式
學習，選用當季在地食材。 

大仁路 105 號 

日 
高雄‧慢漫遊: 

縱走台 17 
隔週上課

09:00-16:00 
蘇福男 6 9 月 

1,200 

(雜費自理) 

由資深在地記者帶領學員走訪與高雄在地
生活緊緊相連的人文、歷史、產業等，以台
17線鄰近區域為主，走進住民的共同記憶和
故事，更走出了小地方的大感動。 

依課程安排 

(戶外課程) 

燕巢地區課程 
星期 課 程 名 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 用 課 程 簡 介 上課地點 

二 
硬筆書法 18:30-20:30 吳明輝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研討寫好鋼筆、簽字筆等硬筆的方法及有關
藝術。它是一門新興的藝術，與毛筆書法同
源異流。只要你會寫字，你就能享受書寫的
藝術(並與押花做結合)。 

燕巢圖書館 

學習電腦趣 19:00-21:00 李建坤 18 9 月初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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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巢數位 
機會中心 

四 手作拼布 19:00-21:00 張芳滿 18 9 月初 
1,800 

(材料自費) 
從基礎拼布針法開始扎根，進而延伸拼布技
巧，活用於居家生活 

燕巢圖書館 

彌陀地區課程 
星期 課 程 名 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 用 課 程 簡 介 上課地點 

四 
生活拼布 14:00-16:00 

施雪惠 18 
9 月中 

1,800 
(教料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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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作品。 

彌陀圖書館 

生活拼布 18:30-20:30 9 月中 

五 桃太郎讀書會 18:50-20:50 尤鴻琦 18 7/18 
1,800 

(教材自費) 
輕鬆、活潑、生動、發音方式、平民化的教學。 

彌陀圖書館 
3 樓 

橋頭地區課程 
星期 課 程 名 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 用 課 程 簡 介 上課地點 

一 橋頭糖廠巡禮 09:00-12:00 陳金和 9 9 月初 900 
橋頭糖廠、橋頭老街、水流庄、典寶溪等，
橋頭在地景點。 

橋頭糖廠 

四 心作創意花藝 19:00-21:00 何佳樺 9 9 月初 900 
(材料自費) 

將生活中信手可得之器皿及花草、枯枝、石
頭皆可創作，把自然借由插花，帶進每個家
庭生活。 

仕隆路進校巷

14 號 

阿蓮地區課程 
星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週數 

預計 
開課 

費用 課程簡介 上課地點 

日 跳鼓陣 16:30-18:00 陳惠珍 24 9 月初 免費 
藉由跳鼓陣之教學、研習來傳承此一民間傳
統藝術。  

阿蓮 
多功能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