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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社區大學
課務系統

報名選課
系統教學

※111年度起採用「課務系統」線上選課，請掃描QR-Code進入系統選課。
課務系統連結：https://hualien.cloudschool.com.tw/
報名選課系統教學：https://bit.ly/3pTuE1J
※「現場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18:30～21:30
（白天時段不受理現場報名，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報名日期】：111年7月4日(一)～111年7月12日(二)止。(六、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報名優惠】：7月4日(一)～7月6日(三) / 舊生9折、新生95折。
7月7日(四)起恢復原收費辦法。 (詳見內頁報名須知及收費辦法。)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一)起，陸續開課。
★本季課程採線上、實體及混和教學方式進行，部分實體課程安排於校外教室，請學員選課時特
別注意。 (各課程「授課方式」請詳見內頁說明)
★【玉里分班、瑞穗分班、東里國小分班同步招生中】
111年中南區玉里分班、瑞穗分班課程熱情招生中，歡迎中南區的民眾踴躍報名，詳細課程內容
及優惠詳見內頁P.20-21
★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課程同步招生中，詳見內頁P.22

加碼優惠

凡報名參加「越打越健康～太極拳系列課程」(編號67048～67050)，學費6折優惠。

報名須知
●報名資格：不限學歷、戶籍、免入學考試，歡迎想充實自我和再進修意願者參
加學習。
●報名日期：111年7月4日(一)～111年7月12日(二)止。(六、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報名優惠：111年7月4日(一)～111年7月6日(三)止。
（※111年7月6日(三)前完成繳款，方可享有優惠，7月7日(四)恢復原收費辦法。)

●現場報名時間：晚上18:30～21:30（白天時段不受理現場報名。）
●報名地點：社區大學辦公室（花蓮市林政街7號，國風國中內）。
●收
費：①報名費：新、舊生皆100元。（每季每人不限選課數，只繳交一次）
②學費：每學分（18小時）1000元整，依學分數收費。（每一門課
程學費均標示於課程內，詳見招生課程）
教材、材料費：此費用由各班上課後，配合任課講師規劃，班上
③
自行處理繳交，以利學習。
④雜費：冷氣費、場地及設備維護費…等。考量使用者付費原則，
部份班級收取相關費用，詳見各班課程說明。
⑤學員證補證費：每次50元。（於申請時繳交）
●報名方式：①現場報名：(a)新生請攜照片1張（一或二吋），製作學員證用。
（限晚上時段）(b)舊生（含分班）請攜學員證至現場報名。
(c)可代理報名。
(d)至社區大學辦公室填寫報名資料，繳交學費，完
成報名手續。
②線上報名：(a)111年7月4日（一）～111年7月12日（二）止。
(b)請於二日內完成繳款，逾期則取消選課。
課務系統連結
https://hualien.
cloudschool.com.tw/

報名選課系統教學
https://bit.ly/3pTuE1J

●繳費方式：①至本校當場繳交現金。
②匯款：戶名：財團法人花蓮縣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銀行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花蓮分行
銀行代號：812
銀行帳號：023-10-001330-1-00
※臨櫃匯款請於備註欄註明報名者姓名，並請來電告知已
匯款。
※以ATM、網路銀行轉帳後，請務必來電告知轉帳後5碼，
線上報名
亦可至本校網站「線上報名繳款回覆表」或掃描左方
繳款回覆表
QR-Code填寫匯款資料，以利後續作業。
●上課地點：以花蓮縣國風國中內為教學中心，少數則配合講師及課程特性另做
安排。
●上課通知：各課程開課將公告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不另行通知；若未達
開課人數標準則於開課前5-7天，以電話聯繫後續作業。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紀錄：凡於本校選修課程結業（上課次數需達三分之二）之公
務人員，本校將登錄您的學習時數於終身學習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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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退

書：每門課程成績通過者，均發給學分證明書，以做為學習肯定。
費：①若招生人數不足未能開班，憑繳費收據辦理全額退費或換選別門
課程。（換選課程學費多退少補）
註冊費：(a)上課後或開課前退課者：不退還。
②
(b)未開課程：退還。
※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課者，不退註冊費。
※若歸責社區大學之事由，致未能開課，註冊費全額退還。
③學分費：(a)上課未逾三分之一者，退費7成；達三分之一者（含）
，不退費。
(b)中餐烹調達人課程若只上一堂課，退費９成；若上
二堂課以上至三分之一內堂次，退費７成。
(c)中餐乙級技術士課程若只上一堂課，退費8成；若
上二堂課以上至三分之一內堂次，退費７成。
●轉班規定：各班實際開課日後二週內，可申請轉班，以一次為限。（以實際開
課班級為限），申請轉班者恕不受理退費申請。
●基於成本考量，若未達開班人數標準，本校有權決定不開班。
●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敬請合作。
●本校遵循菸害防制規範，校園內（包括教室外空間）嚴禁吸菸。

收費優惠辦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以下優惠內容為學分費，教材、材料費不包括在內 )
舊學員 95 折
低收入戶 7 折 ( 鄉鎮市公所備案者 )
身心障礙人士 85 折
國風國中教職員 8 折 / 眷屬 9 折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員工 9 折
本校簽約之特約商店員工 95 折
選修 3 門課 ( 含 ) 以上，每門課程 95 折 ( 若退課或有未開課程，
則取消優惠，需補足差額 )
三人同行報名，每人 97 折優惠（限同時報名同課程，可代理）
樂齡優惠：65 歲以上 7 折；80 歲以上 5 折
以上①～⑥項請攜帶證明文件或影本報名
僅能擇一辦理優惠

校本部位置

校本部-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成功教室-花蓮市中福路96號

●花蓮市林政街7號(國風國中內)
●停車及門禁管理：有停車需求學員請於19:00前進入
校園停放，各班下課後10分鐘內由南側門離校，敬
請配合。

●花蓮市中福路96號(原後山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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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小叮嚀
1. 新、舊學員每人每季皆須繳交報名費100元。（每人每季不限選課數，只繳交
一次）
2.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強化COVID-19疫苗第3劑接種規範」，進入
校園須完成COVID-19疫苗第3劑接種，敬請配合。
3. 111年7月6日(三)前報名即享早鳥優惠(愛上古典鋼琴、太極拳/劍不適用)。
4. 校本部課程安排於國風國中內，部份課程安排於校外教室上課，上課地點地點
註明於簡章內，請詳見各課程說明。
5. 本季新增校外「成功教室」，地址：花蓮市中福路96號（原後山電台）。
6. 本季課程授課方式採實體、線上或混合方式進行，依疫情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
滾動式調整。
7. 自第67季起，為建立學員正確公民素養觀念，本校每季課程將規劃公民素養課
程(或專題講座)1～2堂次，於開課後第4週起進行，請講師及學員務必參與。

【學術類】
67001 走讀花蓮-探索繁華的1940花蓮港市
（每週四晚上18：50－21：30、每週日上午8：50－11：30）

地方知識

◎講
師：黃家榮（文史工作者）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戶外混合）
◎學
分：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戶外課平安險15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課程包括室內課程３堂及戶外課程３堂，共計６堂次。
〈室內課〉
1.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港市。
2.繁華的車頭─消失的聲音。
3.時光「洄」影─從老照片探索今昔花蓮樣貌。
〈戶外課〉
1.車站附近─探索舊花蓮車站周邊。
2.穿越溝仔尾，探索王禎和筆下的電影場景。
3.花岡山傳說─尋幽走讀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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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2 河你在一起～守護花蓮溪流系列（每週三晚上19：00－20：50）

新

◎講
師：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講師群
◎開課日期：111年10月起（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分：1學分，專案課程，酌收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花蓮是台灣的後花園，好山、好水、好風景，保留著許多
未被工業污染的天然景緻，是讓人流連忘返、人人嚮往的世外桃源，要如何維持
與守護美麗的家園，需要仰賴你我的力量。冀望透與第九河川局的合作辦理課
程，強化民眾的河川環境保護觀念，共同守護花蓮人最引以為榮的淨土，使大家
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這片樂土做為目標。課程內容：1.認識花蓮溪流。2.認識花蓮
海岸。3.河川管理、水質、水量的關係。4.花蓮在地溪流與生活。
●上課地點：花蓮市仁愛街19號（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會議室）
●受疫情及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人事異動影響，課程順延至111年10月，實際開課日期將另行公
告通知，敬請見諒。

67003 好宅好設計（每週二晚上18：50－21：30）

地方特色建築探訪

◎講
師：邱志浩（克里建築工作室主任）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分：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本課程以居家空間設計知識概念為主軸，兼顧理論與實務應用，並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做系統性的介紹說明，同時亦關注花蓮在地建築的歷史與發展，以提升學員對
建築基本觀察體驗的能力。內容包括：1.當代建築的發展及經典案例的介紹。2.本
土設計發展現況。3.造型基本原則。4.設計關鍵字及基本識圖。5.從設計到施工的
基本流程。6.設計應注意的機能型態(人體工學、色彩學、照明、格局、採光通風、基
本水電、建材特性及其運用…等），最終希望學員可以從中得到一個整體基本設計
概念。學期中亦將擇日走訪地方特色建築以落實上課所教授的諸多內容，以期在最
短時間內讓學員感受到優質建築本應具有的力與美！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04 手機創意攝影（每週三晚上18：30－20：30）

新

◎講
師：葉鴻洲（金鐘獎最佳導演、最佳剪輯獎、入圍最佳攝影獎）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36小時，18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分：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隨著行動網際網路的發展，手機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通
訊工具，它的方便、快捷、高畫質，取代傳統的影像製作
概念。「手機創意攝影」包含靜態攝影、動態錄影，課程除了影像製作理論、平
面攝影技巧、微電影、App軟體後製…等，並進行實務操作及後製指導。
●上課地點：需自備智慧型手機。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福路96號（成功教室）

4

67005 創意療癒園藝（每週日上午8：30－10：30）
◎講
師：林詣晉（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專業講師、指導員）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18小時，7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分：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8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課程包括室內課程6堂及戶外課程1堂，共計7堂
次。安排以五感刺激為核心的療癒系園藝活動，
透過活動發揮植物的療癒力量，紓解壓力、復健
心靈、促進社交、情緒、小肌肉訓 練、認知訓
練、專注力恢復、精神健康等。內容包括：認識
植物種子、創意盆栽設計、歐式園藝掛畫、認識
永生花及戶外園藝療癒體驗等，每堂課都有作品可以帶回家。
●上課地點：017 Cafe' （花蓮市博愛街325號）
●本班限額12名，額滿截止。

67006 小資族的金融理財方程式（每週二晚上18：50－21：30）
◎講
師：邱益文（金融產品教育訓練講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分：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1.課程介紹股票和基金二種金融商品。2.正確的理財方式，
你應該留意什麼， 銷售員不告訴你的事。3.你應該知道，
而忽略的理財陷阱有哪些？4.了解自己需要什麼投資商品。
5.股票 / 基金 / 海外債 / 定存 / 你一定要了解的投資商品。
6.市場應該怎麼看。7.邁向投資的第一步，我該怎麼做？
●適合初學者報名學習。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07 神奇的奧修禪塔羅～占卜解讀（每週二晚上18：50－21：30）
◎講
師：徐瑞璞（塔羅牌占卜師∕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分：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揭開塔羅牌的神秘面紗，帶您認識其內涵與象徵意義，並以實際案例帶領學員熟
練解牌技巧。從基礎的占卜原理、占卜心態、占卜方法，到進階的牌陣解讀、故
事分析。透過學習塔羅，可以幫助我們整理思緒、轉換情緒，從而放鬆心情、了
解自己，進而找回自信與人生的方向感。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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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8 《做自己的情緒柯南》情緒調節心法（每週三晚上18：50－21：30）
◎講
師：劉芷妤（諮商心理師）
新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講義費5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當情緒來時並沒有附上說明書，到底我們該怎麼調節與因應，該如何轉化因應而
來的負能量，才不損傷美好的自我價值感，此課程將學習有效因應情緒之能力與
選擇，拿回人生主控權，厚植好好安撫自己的能力，活在此時此刻而不過度焦慮
擔心。我們一起在生活中練習調節情緒之心靈療癒處方！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09 手語教學基礎班（每週四晚上18：50－21：30）
◎講
師：吳怡靚（手語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７月21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手語基礎課程，了解聾人文化、手語基本手型、手語簡易
生活單字、手語簡單生活語詞、手語簡易生活會話等。
●有無基礎者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10 KK音標及英文基礎入門（每週二晚上18：50－21：30）
◎講
師：李明雪（資深英文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4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自然發音、基本單字、文法、實用句型…等。從基礎教起，學會拼音、拼字、簡
單輕鬆快樂學習，生活會話，打好英文基礎。
●適無基礎者。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11 英文初級與西洋歌曲教唱（每週三晚上18：50－21：30）
◎講
師：李明雪（資深英文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4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KK音標複習，單字、文法、實用句型、簡易生活會話、英文歌曲教唱…等，課本
及線上影片教學並用，聽說讀寫全方位輕鬆愉快學習，打好英文基礎。
●適有KK音標、基本單字、拼音基礎者。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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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2 韓語40音與歌曲教唱（每週二晚上19：00－21：00）
◎講
師：趙宓楊（慈濟科技大學∕花蓮女中第二外語韓語指導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需自備輔助書籍【高麗大學韓國語(1)】市價約480元
◎課程簡介：藉由韓語歌曲熟練40音之發音規則，接續進入基礎
課程。內容包括：1.認識韓國文字的由來、文字的組
合、認識40音（子音、母音、雙子音、雙母音）、讀
音的變化。2.透過歌曲加強拼字練習。
●適無基礎者。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13 韓語初級（Ⅱ）（每週四晚上19：00－21：00）
◎講
師：趙宓楊（慈濟科技大學∕花蓮女中第二外語韓語指導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需自備輔助書籍【高麗大學韓國語(1)】市價約480元
◎課程簡介：介紹家族成員、郵局寄信、銀行存提款、至藥局買藥/症狀說明/用藥方法等。
●已修習韓語基礎課程半年至一年者。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生活藝能類】
67014 凍人心弦-立體果凍花藝術（每週四晚上18：30－21：20）
◎講
師：高翠萍（2021 加拿大國際餐飲大賽(CIGTC)果凍花組金牌）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及講義費16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
取管理）
◎課程簡介：果凍花是一種好吃、好玩又漂亮的天然甜品，
藉由地瓜、紅蘿蔔、火龍果、蝶豆花、南瓜、
地瓜葉及菠菜等純天然材料製作，不僅是味覺
上的饗宴，亦有視覺上的享受，自用送禮都適
宜。讓無製作經驗者也能做出美麗的甜品。
●本班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縣社區大學-烹飪教室（國風教職員宿舍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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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67015 調酒實作班（每週五晚上18：50－21：30）

新

◎講
師：程茵艾（專業調酒師）
◎開課日期：111年10月14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0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調酒其實並不難，學會基礎調酒，在家也能輕鬆製作，放鬆
疫情期間緊繃的心情。一杯霜凍瑪格麗特、龍舌蘭日出、長
島冰茶或螺絲起子，享受放鬆紓壓的時刻。
●本班限額15名，額滿截止。
●修課對象：須年滿18歲以上，需自備個人用具，於第一堂課介紹及說明。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福路96號（成功教室） 【※請遵守酒駕相關法規，飲酒後不駕車。】

67016 手沖咖啡實作班（每週一晚上18：50－21：30）
◎講
師：古明弘（社區大學專業指導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培養學員具備選豆、沖煮、品嚐一杯好咖啡的能力。內容
包括：咖啡的發展歷程、咖啡分級制度、咖啡萃取原理、
練習沖煮一杯好喝的咖啡，學期末辦理社大驗收認證（酌
收400元認證費），在就業或生活上都能有相當的助益。
●本班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福路96號（成功教室）

67017 咖啡吧檯飲調班（每週二晚上18：50－21：30）
◎講
師：古明弘（社區大學專業指導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8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培養學員具備擔任咖啡店吧檯師的能力，能穩
定出杯。內容包括：咖啡店營運相關知識、咖
啡豆後製及烘焙、品質掌控、義式咖啡機操
作、烘焙示範與簡易烘焙器具操作演練等。
●本班限額12名，額滿截止，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利用假日安排1～2次咖啡吧檯實作。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華路70號（eye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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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18 水彩與油畫（每週四晚上19：00－21：50）
◎講
師：李宏彬（花蓮縣文化薪傳獎得主）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自費購買個人用具
◎課程簡介：學習基礎素描、光影、色彩、質感、造型實
繪，並輔以講述西洋美術史，讓學員更進一步
認識西洋美術史的精髓與內涵。上課過程輕鬆
歡樂、精彩易懂、培養興趣，習得一技之長。
●本班限額15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新城鄉嘉里村三街23-1號（陶魚館）

67019 生活陶藝～花蓮曼波篇（每週二晚上19：00－21：50）
◎講
師：李宏彬（花蓮縣文化薪傳獎得主）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結合花蓮特色歡迎您
◎其他費用：1.冷氣費200元、水電費100元（報名時繳交）
2.材料費10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由文化薪傳獎得主親自授課，本期將結合花蓮地方特色，主打學習曼波魚陶
藝。學習手捏、拉胚、雕塑實作…等，並講述探討中國藝術史與陶瓷發展史，
讓學員更進一步認識陶藝藝術的精髓與內涵。上課過程輕鬆歡樂、精彩易懂、培
養興趣，習得一技之長。
●本班限額12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新城鄉嘉里村三街23-1號（陶魚館）

67020 中國山水畫（每週六下午13：30－16：30）
◎講
師：湯大凰（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3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000元（可自備，含毛筆、墨汁、顏料、墊布、
宣紙、筆洗等用具）（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從基礎學起，學習構圖、山、水、石、樹、雲的畫法，
輕鬆學習中國山水畫。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康樂路267巷95弄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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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21 中國工筆畫研習（每週日上午9：00－12：00）

新

◎講
師：湯大凰（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000元（可自備，含毛筆、墨汁、顏料、墊
布、宣紙、筆洗等用具）（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
理）
◎課程簡介：從基礎學起，學習花鳥、走獸、白描及設色技巧。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康樂路267巷95弄55號

67022 色鉛筆彩繪基礎班（每週三晚上18：50－21：30）
◎講
師：陳珮斐（國風73藝術空間負責人）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100元、色鉛筆及畫冊950元（可自備或開課後代
購，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色鉛筆的顏色豐富、攜帶方便性，而且能夠在紙上畫出特
別的肌理效果，形成夢幻、浪漫、溫馨的繪畫風格。 2.色
鉛筆簡易好操控，是繪畫入門的最佳選擇。3.色鉛筆顏色多
樣，擁有豐富的色彩表情，學會運用色彩的意境來傳遞心
情。 4.學習認識色彩及美學構圖的廣泛應用。
●適無基礎者。
●本班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二段17號（國風73藝術空間）

67023 素描與粉彩～綜合媒材班（每週一晚上18：50－21：30）
◎講
師：陳珮斐（國風73藝術空間負責人）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61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有別於傳統素描課，以素描結合粉彩的藝術創作。
2.學習素描、構圖、色彩的基礎概念。
3.以隨手塗鴉的方式找回最初的樂趣。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本班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二段17號（國風73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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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67024 花蓮街景鋼筆速寫（每週二晚上18：50－21：30）

新

◎講
師：李瑞廷（鋼筆速寫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54小時，18次）（授課方式：實體／戶外混合）
◎學
費：3學分，3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近年國旅盛行，一到假日便出門休閒旅遊，除了拍照
紀念之外，何不如自己帶著畫筆旅行，用畫筆記錄自己
走過的每個風景，畫下旅行中最美好的畫面。
2.主要學習內容，畫面結構構圖，鋼筆筆觸變化張力，
色彩畫面營造。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本班限額20名，額滿截止。
●課程安排戶外實際街景寫生。
●上課地點：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250巷27號（Ms.carft藝術與手工藝品店）

67025 書法藝術（每週三晚上19：00－21：00）

新

◎講
師：羅澔銓（專業書法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各體書法介紹，唐楷、隸書、篆書、行書、草書體筆法教學，書法家與作品介
紹、歷代文人書寫風格的變化與解析等。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需自備個人用具，毛筆、硯台、墨汁、九宮格練習紙、書法墊布（四開）。
●上課地點：主和社區活動中心（花蓮市廣東街146號）。

67026 奈米精油與芳療按摩DIY（每週一晚上18：50－21：30）
◎講
師：林珊誼（英、美、加國際整體芳療暨按摩培訓學院-臺灣分校教育長）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線上／戶外）
◎學
費：1學分，專案優惠8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5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學會3C時代護眼保健 、肩頸、腰背痠痛、情
緒壓力等問題處理。
2.認識驚人的嗅吸（聞）科學，開啟生理與心理
一連串的魔法。
3.學會精油、溫敷、運動整合自我保健。
4.於週末戶外安排1堂，進行檢測你的脈輪能量精油體驗。
●限額20名，額滿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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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27 手工皂渲染技巧應用班（每週二晚上18：50－21：30）
◎講
師：Dora（手工皂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8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本課程適合喜歡DIY、對冷製法手工皂有興趣
者。2.以色彩為主軸，將美的感受加進肥皂中，
嘗試不同的手法，融合美學、創作與製皂技巧，
利用植物粉、礦物粉隨心所欲創作屬於自己的美
麗渲染。3.課程結束可帶回約10塊110公克的潔
顏沐浴皂以及一款居家護膚小物（每季不同）。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限額15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里14街24巷9號

67028 手鈎編織好好玩（每週二上午9：00－11：50）
◎講
師：黃秀蘭（編織工作室負責人）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0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運用簡單有趣的手鈎技巧，一針一線創作出獨一無二
的作品，內容包括：吊飾、鑰匙圈、零錢包及氣質手
提包等，學會技巧原理後也能加以應用調整尺寸，設
計實用生活小物或可愛玩偶，作品內容依學員學習進
度調整。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福路96號（成功教室）

67029 可愛羊毛氈手作DIY（每週四晚上18：50－21：30）
◎講
師：劉俐吟（羊毛氈手作講師 / 東華大學達人學苑工作坊羊毛氈講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5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各式動物造型針氈教學。2.濕氈舖毛技法及羊毛塑形技巧。
3.羊毛混色及接合方式教學。4.手刻章設計及刻章練習。
5.熱縮片製作及絹印設計。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250巷27號（Ms.carft藝術與手工藝品店）

12

67030 創意木工製作（每週日早上9：00－下午17：00）
◎講
師：劉加和（專業木工老師）、劉晉廷（助理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36小時，4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4500元、平安險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九宮格櫃製作：認識木材的結構與特性，學習各種
基本木工技巧。
2.自由創作：運用所學各項木工技巧，設計並自由創
作自己喜歡的作品，視學員學習進度調整。
●本班限額14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央路4段239-7號（610木工創作生活館）

67031 快樂吹長笛（每週四晚上19：30－21：30）
◎講
師：曾淑芳(台東大學音樂系長笛講師∕國中音樂班長笛講師∕國小管樂團長笛講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約100元（依實際影印收費，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從最基本開始，即使不會看五線譜也可以來報
名參加。配合正確的腹式呼吸，還能達到增強
肺活量及舒緩心情的養身保健效果。透過個別
指導與團體合奏更能有效提升學習效果與演奏
程度，同時培養音樂素養與氣質。
●需自備樂器，若需購買可於報名課程後跟老師登記訂購。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32 口琴吹奏基礎班（每週一晚上19：00－21：00）
◎講
師：邱彬逢（資深口琴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口琴學習容易，藉由呼吸即可發出聲音，因此更
能傳達出個人情感。當熟悉音階排列後，看到簡
譜便能輕鬆吹奏旋律。從學習齊奏開始， 循序漸
進到重奏練習，讓學員享受到一起口琴吹奏的樂
趣。
●需自備「複音口琴」，可上課團購另費約1000元。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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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33 民謠吉他初階班（每週一晚上18：50－21：30）
◎講
師：周振隆（吉他 / 烏克麗麗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約100元（依實際影印收費）（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適合初學者學習，須自備樂器，便於課後自主練習。內容包括：1.認識民謠吉
他、視譜、基礎樂理。2.學習節奏練習、和弦練習。3.手指練習與基本技巧練
習。4.歌曲練習及視奏。5.自彈自唱練習。
●適合初學者，需自備木吉他，以利您的學習。
●本班限額15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34 愛上古典鋼琴（基礎班）（每週日早上9：00－10：40）
◎講
師：羅月桂（羅月桂音樂工作室負責人）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500元（專業課程，學費不折扣），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鋼琴維護費500元、教材費500元、可自費使用「可來音樂公司」授權音樂電子
書bandzo數位學習（以上費用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從基礎開始，認識五線譜、鍵盤，指法鋼琴基基本介紹，音樂風格及樂理理解彈奏
示範，實際彈奏練習，循序漸進，讓您克服看懂五線譜，悠然自得，輕鬆愉快的演
奏，進入鋼琴音樂領域甜美的世界。一人一琴教學，教室設備完善， 環境舒適。
●本課程採實體/線上實體混合教學，若遇疫情升溫採線上教學，需自備捲攜式鋼琴鍵盤、手機
及腳架，滾動式調整。
●需自備耳機，限額1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市長安街32號（羅月桂音樂工作室）

67035 愛上古典鋼琴（進階班）（每週日早上10：40－12：10）
◎講
師：羅月桂（羅月桂音樂工作室負責人）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500元（專業課程，學費不折扣），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鋼琴維護費500元、教材費500元可自費使用「可來音樂公司」授權音樂電子書
bandzo數位學習（以上費用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音樂風格及彈奏示範，樂曲解析，輕鬆愛上古典樂，輕鬆彈奏古典小品，藉由彈奏樂
曲中學習聲音之外的事、古典音樂賞析、分享音樂家精采豐富小故事。一人一琴教
學，教室設備完善，環境舒適。輔導鼓勵學員參加多項彈奏檢定、樂理檢定、鋼琴演
奏比賽，並不定期辦理多場音樂會，讓學員分享學習，增添學習效能與快樂生活。
●本課程採實體/線上實體混合教學，若遇疫情升溫採線上教學，需自備捲攜式鋼琴鍵盤、手機
及腳架，滾動式調整。
●需自備耳機，限額10名，額滿截止。
●修課對象：拜爾50首或音樂愛好者，視學員學習狀況調整進度。
●上課地點：花蓮市長安街32號（羅月桂音樂工作室）

14

67036 一起來唱歌！（每週日晚上19：30－21：00）

新

◎講
師：賴誼芬（專業音樂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大家都會唱歌，但如何唱好每一首歌就必須經過練
習、欣賞、演唱與指導,其中欣賞與演唱最為重要，透
過歌唱技巧的學習，能讓您的生活因為音樂而更加快
樂，更讓您認識更多愛好歌唱的好朋友。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上課地點：花蓮市林榮街45號（國風里活動中心）

67037 非洲鼓快樂學（每週六早上10：00－12：00）

新

◎講
師：王愛嬌（團長）
◎開課日期：111年7月23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1.認識鼓、非洲鼓高中低音綜合練習。2.聽出非
洲鼓引導中常用的信號。3.感恩歡迎歌、每天
我都很快樂等及非洲民謠。4.創意節奏組合句
型應用。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第一次上課免費借用樂器，第二次上課可租用，每堂次50元（未認識鼓
前請勿先購買）。
●上課地點：花蓮市林榮街45號（國風里活動中心）

67038 數位攝影入門（每週四晚上18：50－21：30）
◎講
師：劉萬枝（洄瀾攝影學會榮譽理事長）、SkyLai（洄瀾攝影學會第二、三屆理事長）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戶外混合）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從不同的角度看花蓮、探索花蓮、記錄花蓮的
美，學習操作相機的功能與拍攝技巧，一眼瞬
間拍出有質感的照片。課程中安排校外教學帶
您走訪花蓮熱門拍照景點，講師現場指導實拍
技巧。
●適合初學者，需自備相機(不限廠牌及類型)或智慧型手機。
●本課程將利用假日安排3～4次校外教學。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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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39 數位攝影照片後製教學（每週一晚上18：50－21：30）
◎講
師：SkyLai（洄瀾攝影學會第二、三屆理事長）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36小時，12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從基礎開始教授影像後製，從安裝Photoshop及Lightroom開
始一步步指導，後製軟體以Lightroom為主Photoshop為輔，
選擇Lightroom為主的理由，處理照片方式相當細膩，學習門
檻極低，適合初學者。
課程內容：1.結合了外拍的攝影與後製，讓學習更容易快速
溶入。2.各種照片實務後製。3.利用手機APP後製相片。4.攝
影與數位照片拍攝後製經驗分享。
●需自備筆記型電腦，具備基礎操作與打字能力。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67040 主持人培訓班（每週二晚上19：00－21：00）

新

◎講
師：DK（花蓮後山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婚宴企劃主持）
◎開課日期：111年7月19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本課程特別邀請名主持人DK老師，教您學習如何成為有溫度
的主持人。內容包括，口語表達能力、聲音表情訓練、基本舞
台概念、活動分類、主持技巧等。
●上課地點：花蓮市中福路96號（成功教室）

67041 免費快速建站與社群行銷（每週四晚上19：00－21：00）

新

◎講
師：范承豪（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碩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線上／實體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學習利用網路免費架站資源快速建立個人與商家形象網站，透過各種免費網路資
源(雲端硬碟、雲端地圖、Youtube影片…等)與Facebook粉絲專頁的結合，進行無
縫式的人際網路行銷。
●需自備筆記型電腦，具備基礎操作與打字能力。
●本班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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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42 POWER POINT 簡報製作基礎班（每週三晚上18：50－21：30）
◎講
師：蔡依玲（專業電腦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課程主要學習使用Power Point （業界最常使用的簡報軟體），內容包含：
1.基本認識。 2.美化版型。 3.資料編排技巧。
4.小海報製作。 5.圖表製作。 6.動畫多媒體應用。
7.常用資源分享。
●需自備筆記型電腦，具備電腦基礎操作與基礎打字能力。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內）

【社團活動類】
67043 日本歌謠卡拉OK（基礎班）（每週五晚上19：00－21：00）
◎講
師：林肇輝（日語領隊導遊∕日語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2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100元、場地使用費約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每季精選多首日本歌謠名曲，製作VCD、CD、講義教材，便利學習。2.每首歌
謠詞曲詳細解說，歌詞內漢字以平假名注音、歌詞翻譯，便利學習。3.歌謠教
唱、示範、學員上台演練。4.視需要安排課外卡拉OK歡唱。安排觀摩每年7月、
12月本縣社團舉辦之日本歌謠演唱會。
●需具備日語五十音發音基礎，限額25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市國強里豐村78-2號（國強里活動中心）。

67044 日本歌謠卡拉OK（進階班1）（每週四晚上19：00－21：00）
◎講
師：林肇輝（日語領隊導遊∕日語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1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100元、場地使用費約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提供日語多元學習途徑，融入日本庶民文化內涵，建立日語終身學習基礎。
2.每季精選多首日本新歌，彙集製作VCD、CD、講義教材，便利學習。
3.歌謠詞曲詳細解說，歌詞翻譯。
4.日本歌謠演唱技考示範ヽ指導ヽ學員上台演練。
5.視需要安排課外卡拉OK歡唱。安排觀摩每年7月、12月本縣社團舉辦之日本歌
謠演唱會。
●修課對象：需熟悉日語五十音，限額25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市國強里豐村78-2號（國強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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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45 日本歌謠卡拉OK（進階班2）（每週三晚上19：00－21：00）

新

◎講
師：林肇輝（日語領隊導遊∕日語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0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混合）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教材費100元、場地使用費約2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1、歌謠詞曲詳細解說、歌詞文意文法講解、翻譯。
2、歌謠演唱技巧示範、指導、學員上台演練。
3、視需要安排課外卡拉OK唱歌。安排觀摩每年7月、12月本縣日本歌謠社團舉
辦的年度歌唱發表會。
●修課對象：1.熟悉日本歌曲，有表演日本歌謠需求者。2.熟悉日語，對日本歌謠有興趣者。
3.參加本校日本歌謠基礎班、進階班五季以上學員。
●限額25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市國強里豐村78-2號（國強里活動中心）

67046 木箱鼓Cajon演奏初級班（每週日下午13：30－15：30）
◎講
師：阿木兒‧拉達（木箱鼓老師）、李秋芳（助教）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場地費清潔費50元、現場提供樂器租借，每堂5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木箱鼓（或稱鼓箱）是一種箱狀的木質打擊樂器，可搭配原住民音樂、傳統鼓
圈曲目、熱門音樂等。學習節奏、過門、律動、
伴奏與獨奏等表演，輕鬆有趣學習容易，無需基
礎、無需看譜、背譜，只需一顆認真的心，歡迎
對打擊樂有興趣的您報名學習。
●適合初學者，可自備樂器或現場租借，開課後可登記代購。
●上課地點：花蓮市林榮街45號（國風里活動中心）

67047 木箱鼓Cajon鼓圈演奏班（每週日上午10：00－12：00）
◎講
師：阿木兒．拉達（木箱鼓老師）
◎開課日期：111年7月24日（計18小時，9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場地費清潔費50元、無樂器者可自費租借450元（各班開課
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學習木箱鼓打擊手法，結合花蓮原住民樂舞文化等元素，
舞台表演和現場即興演奏訓練，深入介紹各式節奏打法及
音樂演奏的能力訓練。
●適合有木箱鼓打擊基礎者，需自備木箱鼓。
●上課地點：花蓮市林榮街45號（國風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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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48 越打越健康～42式太極劍（每週一、三晚上19：00－20：15）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36小時，29次）（授課方式：實體）
●上課地點：花蓮市和平路永吉橋下（花蓮縣永吉歌舞協會）

67049 越打越健康～24式太極拳（每週一、三晚上20：15－21：30）
◎開課日期：111年7月18日（計36小時，29次）（授課方式：實體）
●上課地點：花蓮市和平路永吉橋下（花蓮縣永吉歌舞協會）

67050 越打越健康～24式太極拳(假日班)（每週六、日早上8：00－9：30）
◎開課日期：111年7月23日（計36小時，24次）（授課方式：實體）
●上課地點：花蓮文創園區
◎講
師：蔡惠琴（國家級教練）
◎學
費：2學分，6折優惠12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1.透過舒筋及太極操，伸展筋絡、流通氣脈、增進氣
血循環，加強新陳代謝功能。2.太極緩慢的馬步功，
對神經與呼吸系統有很大效益，同時能增強內勁、怡
心養性。3.改善肺、心臟、糖尿病、高血壓、失眠、
甲狀腺等慢性症狀，可延緩老化，亦可塑身。是溫和
的最佳健身運動，有無基礎皆可報名。

67051 S曲線有氧韻律舞（每週二、五晚上19：00－20：20）
◎講

師：陳康濬（專業舞蹈老師∕曾獲全國標準舞錦標賽雙料冠軍、全國標準舞公開賽特
聘評審）
◎開課日期：111年9月6日（計18小時，12次）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課程簡介：結合著強烈節奏，以扭腰、擺臀、抖肩、屈膝等動作，來達到增進心肺功能、訓
練肌力、增強柔軟度、反射能力、消耗體脂肪、美化曲線等身體的有氧運 動。
並藉由運動來達到身心皆能放鬆的狀態，並能從舞蹈學習中獲得美感及成就感，
是一種中看又「瘦」用的有氧運動。課程中只需要跟著老師做動作，無須熟記舞
序輕鬆無壓力。
●有無基礎皆可報名此課程。
●上課地點：校本部（國風國中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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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社區大學中南區】
瑞穗分班、玉里分班、東里國小分班招生資訊
★瑞穗分班
瑞穗分班
獨享優惠

報名方式：請洽花蓮縣社區大學－校本部
【花蓮市林政街7號（國風國中內），電話03-8334439】

1. 報名完成即贈送市價2200元雙人房住宿券一張。
2. 身心障礙、低收入戶、原住民、65歲以上免費。
3. 參與者結訓時每人贈送東海岸玉石吊飾一個，市價約＄600–800元。

H11101 認識東海岸玉石（每週三下午14：00－17：00）
◎講
師：邱弘光（花蓮縣水域活動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開課日期：111年8月10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東海岸玉石原料，由東海岸玉石館免費提供。
◎課程簡介：認識東海岸的地質結構、玉石種類、玉石觀光產業及玉石研磨參觀。
●上課地點：花蓮縣瑞穗鄉中山路三段215之6號（東海岸玉石館-東海泛舟公司內）

H11102 溫泉產業體驗（每週五下午14：00－17：00）
◎講
師：邱弘光（花蓮縣水域活動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開課日期：111年8月12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花蓮縣溫泉分布簡介、花蓮縣瑞穗溫泉區的古往今來、安通溫泉區的古往今來、
溫泉與觀光面面觀、免費溫泉參觀和體驗。
●上課地點：花蓮縣瑞穗鄉北五路321號（黃家溫泉民宿）

★玉里分班

報名方式：請洽玉里協天宮【花蓮縣玉里鎮民生街52巷13號】

F11101 創意療癒園藝（每週六上午9：30－12：00）
◎講
師：林詣晉（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專業講師、指導員）
◎開課日期：111年8月6日（計18小時，7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8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課程包括室內課程6堂及戶外課程1堂，共計7堂次。療
癒系園藝活動，紓解壓力、復健心靈、促進社交、精神
健康、認識植物種子、創意盆栽設計、認識永生花等。
●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地點：花蓮縣玉里鎮民生街52巷13號（玉里協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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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102 立體果凍花藝術（每週二晚上18：30－21：20）
◎講
師：高翠萍（2021 加拿大國際餐飲大賽(CIGTC)果凍花組金牌）
◎開課日期：111年8月9日（計18小時，6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1學分，1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及講義費16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
取管理）
◎課程簡介：果凍花是一種好吃、好玩又漂亮的天然甜品，
藉由地瓜、紅蘿蔔、火龍果、蝶豆花、南瓜、
地瓜葉及菠菜等純天然材料製作，不僅是味覺
上的饗宴，亦有視覺上的享受，自用送禮都適
宜。讓無製作經驗者也能做出美麗的甜品。
●限額20名，額滿截止。
●上課及報名地點：花蓮縣玉里鎮民生街52巷13號（玉里協天宮）

F11103 八段錦與太極拳24式（每週一、三晚上19：00－21：00）

新

◎講
師：邱秀鑾（紐約皇后區長青俱樂部太極拳班教練）
◎開課日期：111年8月8日（計36小時，18次）（授課方式：實體）
◎學
費：2學分，2000元，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無
◎課程簡介：除了健身強體之外，透過長時間的太極拳鍛鍊身體，維持身體
健康，也能從中了解中華傳統太極拳的理念。內容包括：八段
錦、太極拳24式/42式，漸進式加入刀、劍、扇等。
●上課及報名地點：花蓮縣玉里鎮民生街52巷13號（玉里協天宮）

★東里國小分班

報名方式：請洽花蓮縣社區大學－校本部
【花蓮市林政街7號（國風國中內），電話03-8334439】

J11101 創意療癒園藝（每週六下午14：00－16：30）
◎講
師：林詣晉（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專業講師、指導員）
◎開課日期：111年8月6日（計18小時，7次）（授課方式：實體／線上）
◎學
費：1學分，專案免學分費，報名費100元
◎其他費用：材料費1800元（各班開課後，自行收取管理）
◎課程簡介：課程包括室內課程6堂及戶外課程1堂，共計7堂次。療癒系園藝活動，紓解壓
力、復健心靈、促進社交、精神健康、認識植物種子、創意盆栽設計、認識永生
花等。
●限額30名，額滿截止。
●上課及報名地點：東里國小-多元學習中心（花蓮縣富里鄉道化路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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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聯合招生
◆洽詢及報名專線：03-8227171 分機 291 (原民處藝文科-田先生)、花蓮縣社區大學 03-8334439
◆歡迎報名學習，各課程錄取名單以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粉專公告為準。
學程

原住民語文教育學程
原住民歷史 原住民自然
資源學程
文化學程
原住民產業發展學程
部落社群及實用學程

主題

課程內容

辦理地點

辦理期程

Kiku 溪口部落生活
歌謠傳唱與教學

認識生活歌謠，族語書寫創
作，延續原住民歌謠文化。

壽 豐 鄉溪口 村
溪口二街 51 號

9月13日至10月21日●
每週二跟五●
晚上7時至10時

南勢阿美族青年古
謠傳唱暨族語學習

傳統古謠傳唱，了解傳統古
謠的歷史背景與禁忌性與儀
式性的文化脈絡。

花 蓮 縣吉 安 鄉
仁 里村 中正 路
34 號

9月6日至11月22日●
每週二●
晚上6時至9時

默示教學 - 太魯閣
族語線上初級班

透過默示族語教學法，自主
GoogleMeet●
性的說族語及學族語，並能
線上辦理
夠真正落實在家庭及生活中。

7月4日至9月19日●
晚上6時40分●
至9時40分

撒奇萊雅族語初級
學習班

建立族人對族語文化的自主
性及熱忱，歌謠翻唱、創作
將歌詞內化；鼓勵參加族語
認證。

花 蓮 市中山 路
一 段 205-1 號
第6間

7月6日至9月21日●
每週三●
晚上6時至9時

太魯閣族舊部落踏
查 ( 古白楊 ) 暨文
化實踐課程

以「太魯閣族」作為部落藝
術人文產業發展的導引，建
置與整合當代太魯閣族文化
歷史的產業鏈。

秀 林 鄉 富世 村
1-26 號

8月12日至8月14日●
晚上6時至9時

原住民水際活動探
索

1. 傳統捕魚祭教學。2. 傳統
及現代海上活動工具結合訓
練。3. 岸際漂流物價值再造
( 環保教育 )。

磯 崎 國 小、磯
崎六號店

8月6日至8月21日●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太魯閣族傳統網袋
(Towkan) 課程

透過課程將太魯閣族網袋
(Towkan)- 獵人袋之編織工藝
傳承。

吉 安 鄉干城 村
博愛街 15 號

8月6日至10月29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港口部落傳統編織
與傳統木工傢俱研
習課

阿美族編織文化的手工藝技
能傳承，用手的溫度將傳統
編織元素帶入創意，編織新
思維。

豐 濱 鄉港 口村
港 口 8 鄰 146
號

8月7日至10月9日●
下午1時至下午5時

演藝概念 & 規劃

如何找出自己的特色圓自己
一個夢想舞台。

花 蓮市華 西 路
123 號（視聽教
育館 4 樓）

7月26日至9月2日●
晚上6時30分●
至晚上9時30分

流行音樂企劃應用
技巧

流行音樂產業幕後工作介紹、
花 蓮市華 西 路
A&R、 音 樂、 網 路 宣 傳、 演
123 號（視聽教
唱會、Podcast 節目等企劃、
育館 4 樓）
補助案、文案撰寫技巧。

8月6日至8月20日●
下午1時至下午5時

重返－閱讀紀錄片
踏查影片拍攝現場

透過重返拍攝現場，展現紀
錄片所涉及、對應、延伸的
歷史情境、歷史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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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濱 鄉 新 社部
落

7月10日至8月21日●
上午8時30分●
至下午3時30分●
晚上7時至晚上10時

花蓮縣社區大學 特約商店
凡成為社區大學學員，憑學員證，即可享有以下
特約商店優惠。

餐飲類
●● 煙波大飯店慕拉西餐廳
●● 問鼎麻辣鴛鴦鍋
●● 鮮友火鍋    
●● 原野牧場
●● 008 James Pond
●● 上乘三家涮涮鍋共和國
●● 義式屋古拉爵 ( 花蓮遠百 )
●● 珈琲鋪子
●● 甜蜜之家簡餐茶鋪
●● 小馬飲料冰品專賣店
●● 勝華烘焙食品行
●● 曾師傅正手工麻糬
●● 東億名產店
●● 酒江街
●● Eye cafe'
●● 017 cafe'

董事長的話

旅遊住宿類
●● 藍天麗池飯店
●● 藍天民宿
●● 政大民宿
●● 統一的家民宿
●● 統帥租賃有限公司

數位生活類
●● 金茂攝影
●● 龍達數位影音
●● 萬昌鐘錶眼鏡行
●● 永麗眼鏡行
●● 廉升企業社 ( 冷凍空調 )
●● 緯誠汽車商行
●● 良友書局

紓壓保鍵
●● 丹菱經絡美容
●● 若水養生館

校長的話

社區大學課程豐富多元、推陳出新，
秉持「全齡學習、永續花蓮」的辦學
願景，讓花蓮鄉親能夠快樂學習、提
升自我，在新一季課程開始之前，廷
升以「勤奮向學、學無止境」與各位
同學相互期勉！

王廷升

花蓮縣社區大學不僅是提供學術、社團、生活藝能
等課程的終身學習機構，協助學員增加能力專長，
強化就業力並致力於培養學員掌握社會脈動、提升
公民素養、具備公民對公共事務參與能力。推動地
方公共事務及人文關懷，發展地方知識學強化在地
認同、進而發揮公民行動，創造在地風貌帶動地方
創生。歡迎鄉親們一起加入花蓮縣社區大學的學習
行列～

沈君茹

上班時間：（一至五）上午 9:00 ～ 12:00，下午 1:30 ～ 5:00，晚上 6:00 ～ 10:00
現場報名時間：（一至五）晚上 6:30 ～ 9:30（六、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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