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社區大學 

110 年第 63 季開課公告(完整)                

                                                        更新日期：110.01.18 

 說明：1.請報名學員，依據以下公告內容查詢您報名課程的開課情形，如「開課」，請依 

        開課日期及時間，前往上課地點上課，不另發通知。  

       2.在國風國中上課者，請依一樓穿堂樓梯間教室指引圖上課。 

是否
開課 
情形 

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 

講師 
開課 
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停開 63001 勞動法令輕鬆懂 莊立勛  
(四)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02 無憂退休-初階財務規劃     ○滿  莊立勛 1/13 
(三)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03 小資族的金融理財方程式    ○滿  邱益文 1/12 
(二)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04 
理財方程式(二) 
如何經營自己的第一張股票    

邱益文 1/21 
(四)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05 好宅空間好設計 邱志浩  
(二)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06 創意療癒園藝              ○滿  林詣晉 1/14 
(四) 

晚上 7:00-9:00 

花蓮市博愛街 325 號
(017 café) 

停開 63007 銀髮族活動設計很簡單 林詣晉  
(二) 

晚上 7:00-9:50 

花蓮市博愛街 325 號
(017 café) 

停開 63008 計程車花觀光英語(入門班) 李明雪  
(一)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09 KK 音標及英文基礎入門 李明雪 1/12 
(二)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10 英文初級與西洋歌曲教唱 李明雪 1/20 
(三)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11 實用生活英語會話 李明雪  
(四)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12 韓語 40 音與歌曲教唱 趙宓楊 1/11 
(一) 

晚上 8:30-10: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13 韓語基礎（Ⅲ） 趙宓楊 1/15 
(五) 

晚上 7:00-8: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14 韓語基礎（Ⅳ） 趙宓楊 1/18 
(一) 

晚上 7:00-8: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15 越南文化與歌謠教唱 莫叡蓉 1/15 
(五)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16 Excel 基礎應用班 陳志華  
(一.四) 

晚上 6:50-9:50 

花蓮市國盛二街 85 號  
(三樓)-中華國小對面 



停開 63017 GOOGLE 雲端辦公室 蔡依玲  
(五)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18 「PS」修圖工具應用技巧 蔡依玲  
(三)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19 探索洄瀾之美～數位攝影基礎班 
劉萬枝 
SkyLai 

 
(四) 

晚上 7:00-9:5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20 數位攝影照片後製教學 SkyLai 1/13 
(三) 

晚上 7:00-9:5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21 生活陶藝～花蓮曼波篇 李宏彬  
(二) 

晚上 7:00-9:50 

新城鄉嘉里村三街23-1
號(陶魚館) 

開課 63022 水彩與油畫                ○滿  李宏彬 1/14 
(四) 

晚上 7:00-9:50 

新城鄉嘉里村三街23-1
號(陶魚館) 

開課 63023 色鉛筆彩繪基礎班           陳珮斐 1/13 
(三)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24 色鉛筆彩繪進階班(靜物風景篇) ○滿   陳珮斐 1/11 
(一)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25 寵物及人物速寫班 陳珮斐 1/12 
(二)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26 書法藝術－楷書入門        ○滿  李得雄 1/12 
(二) 

晚上 7:00-9:00 

吉安鄉民治路 307 巷 2
號(書法教室) 

開課 63027 
塔羅牌教學(基礎班)～神奇的奧
修禪塔羅 

徐瑞璞 1/12 
(二)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28 桌遊列國-玩出創意好關係 楊春麗  
(二)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29 奈米精油與芳療按摩 DIY  林珊誼 1/22 
(五)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30 芳香療癒擴香石                          林珊誼  
(四)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31 創意生活木工製作 
劉加和 
劉晉廷 

 
(日) 

早上 9:00-17:00 

花蓮市中央路 4 段
239-7 號(610 木工創作生活館) 

停開 63032 手縫皮件 DIY 
劉依綾 
陳綉如 

 
(六) 

下午 1:30-4:30 

花蓮市中央路 4 路
239-7 號(610 木工創作生活館) 

開課 63033 手工皂渲染技巧應用班 Dora 1/13 
(三)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34 編織與 DIY 手作包          ○滿                    張結鈞 1/14 
(四)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35 鋁線手作 DIY-鄉村風生活篇 Zoe  
(一)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36 可愛羊毛氈手作 DIY      劉俐吟 1/20 
(三)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37 多肉植物好好玩 邱子禾  
(五)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38 元宵手作燈籠 葉盛隆  
(五)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39 快樂吹長笛                    曾淑芳 1/14 
(四) 

晚上 7:30-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40 口琴吹奏基礎班        邱彬逢 1/18 
(一) 

晚上 7:00-9: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41 民謠吉他初階班 周振隆 1/18 
(一) 

晚上 8:00-9:5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42 輕鬆快樂的烏克麗麗(初階班) 周振隆 1/19 
(二) 

晚上 6:5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43 愛上古典鋼琴（基礎班）(晚班) 羅月桂  
(五) 

晚上 7:20-9:00 

花蓮市長安街 32 號   
(羅月桂音樂工作室) 

開課 63044 愛上古典鋼琴（基礎班）(假日班) 羅月桂 1/17 
(日) 

上午 9:00-10:40 

花蓮市長安街 32 號   
(羅月桂音樂工作室) 

開課 63045 愛上古典鋼琴（進階班） 羅月桂 1/13 
(三) 

晚上 8:30-10:10 

花蓮市長安街 32 號   
(羅月桂音樂工作室) 

開課 63046 手沖咖啡實作基礎          ○滿  古明弘 1/11 
(一) 

晚上 7:00-9:5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47 咖啡職人進階班            ○滿  古明弘 1/12 
(二) 

晚上 7:00-9:50 

花蓮市中華路 70 號   
(eye café) 

開課 63048 中餐烹調達人（葷食丙級)    ○滿  黃淑玲 1/4 
(一.三) 

晚上 6:00-9:30 
國風國中內 

停開 63049 年菜與家常料理 黃淑玲  
(五) 

晚上 6:00-9:5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0 日本歌謠卡拉 OK（基礎班）           林肇輝 1/15 
(五) 

晚上 7:00-9:00 

花蓮市國強里豐村78-2
號(國強里活動中心) 

開課 63051 日本歌謠卡拉 OK（進階班） 林肇輝 1/14 
(四) 

晚上 7:00-9:00 

花蓮市國強里豐村78-2
號(國強里活動中心) 

開課 63052 木箱鼓 Cajon 演奏初級班 
阿木兒.
拉達 

1/17 
(日) 

下午 2:00-4: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3 當木箱鼓 Cajon 遇上原民音樂 
阿木兒.
拉達 

1/17 
(日) 

上午 9:00-12:0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4 S 曲線有氧韻律舞 A 陳康濬 1/12 
(二) 

晚上 7:00-8: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5 S 曲線有氧韻律舞 B 陳康濬 1/15 
(五) 

晚上 7:00-8: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6 越打越健康～64 式太極劍 蔡惠琴 1/11 
(一.三) 

晚上 7:00-8:15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7 越打越健康～24 式太極拳 蔡惠琴 1/11 
(一.三) 

晚上 8:15-9:30 
國風國中內 

開課 63058 
越打越健康～24 式太極拳     
(假日班) 

蔡惠琴 1/16 
(六.日) 

早上 8:00-9:30 
國風國中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