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社區多元學習中心名稱 中心連絡電話 活動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姓名 講師簡歷 報名費用 備註

基隆市 基隆市建德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4321234#13

臺北市 臺北市大湖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791-5870#61 水墨藝術 8/2、8/9、8/16、8/23 週四上午 9:00~12:00 大湖樓1樓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 林孟鋒老師
全國國語文競賽書法教師組

第一名
$600 已額滿

輕鬆學書法
8/2(五)、8/7(三)、8/9(五)、

8/14(三)、8/16(五)、8/21(三) 13:00-16:00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147號(專科大樓5F) 陳銘鏡
中國書法草書協會前理事

長、顧問
無 已額滿

一機在手，生活樂無窮
7/30(二)、8/1(四)、8/6(二)、
8/8(四)、8/13(二)、8/15(四) 13:00-16:00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147號(專科大樓5F) 裴健雄

龍岡國中資訊組長

成教班講師
無 已額滿

休閒生活英文
7/29(一)、8/5(一)、8/12(一)、

8/19(一)、8/26(一) 13:00-16:00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147號(專科大樓5F) 陳思菁 龍岡國中英文老師 無 自編講義

花蓮縣瑞穗鄉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8811029#11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8861161

電子支付 8/12(一) 09:30-12:00 花蓮縣瑞穗鄉學士路30號 游惠恩老師 東華大學講師 無 已額滿

草帽編織 8/9(五) 18:00-21:00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學士路30號 李德珍 富源國中教師 無 已額滿

親子3D列印課程 6/12(三) 13:00-17: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宜昌國民小學電

腦教室)
陳信光 教師 無 親子3D列印課程

志工學習課程--大地遊戲 7/3(三) 0800-12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陳杰燕 教師 無 已完成

親子體驗-氣球折折樂 7/3(三)、7/4(四)、7/5(五) 0800-10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蔡依靜 教師 無 3場次，2小時

親子體驗-魔方轉轉樂 7/3(三)、7/4(四)、7/5(五) 1000-12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徐伯宏 教師 無 3場次，2小時

親子體驗-益智桌遊趣 7/3(三)、7/4(四)、7/5(五) 1300-15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胡映慈 教師 無 3場次，2小時

親子體驗-體能大挑戰 7/3(三)、7/4(四)、7/5(五) 1500-1700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5號 林煒哲 教師 無 3場次，2小時

108年8月社區多元學習中心課表
(詳細報名及上課資訊，請洽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8811029#11

(03)4562137#220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桃園市

花蓮縣

(03)8520209

本月未辦理

本月未辦理

本月未辦理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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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社區多元學習中心課表
(詳細報名及上課資訊，請洽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新竹縣立竹北國民中學 (03)5552064

新竹縣橫山鄉大肚國民小學 (03)5932380 暑期射箭射擊夏令營 7/29(一).7/30(二).7/31(三) 9:00-11:30 新竹縣橫山鄉中豐路二段157號(射箭場.射擊
教室) 林合營 大肚國小教師 $300 費用含場地及器材費

用

苗栗縣通霄鎮城中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7)754504#10 資訊與生活 8/7、8/14、8/21、8/28(三) 18：30--21：30 城中國小多元學習中心 巨匠電腦講師 巨匠電腦專任講師 無 無

苗栗縣造橋國小校園社區學習中心 (037)542686 客家歌謠傳唱與律動、客家飲時文化、安全生活-居家創
意點心DIY、運動保健-老少共學雨球

8/7(三)、8/14(三)、8/21(三)、
8/28(三) 13:30-16:30 社區多元學習中心、學校活動中心

廖淑萍老師

林振淵教授

張愛美老師

徐國寶老師

建功舞蹈班老師、聯合大學
教授、福智基金會講師、金

免費 無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391038#815 悠遊黑白間-書法講座 8/5(一)、8/6(二) 9:30-11:30 南投市光華里光華四路2號 蕭國良 光華國小學務主任 無 已額滿

整體瑜珈
8/5（一）、8/12（一）、8/19（

一）、8/26（一）
18：30-21：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3樓瑜珈教室） 翁素湄

1.台灣沖道瑜伽協會瑜珈師
資2.台中市光山社區大學瑜
珈老師3.曾任中華國際整體

瑜珈協會第一屆理事

6堂課/750 已額滿

想說的話被身體聽見（老少共學） 8/1（四）、8/8（四） 18：30-21：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 林冠妤

1.美國瑜珈聯盟300小時培
訓師資RYT200(國際瑜珈師
資證照)2.南華大學通識中心

講師3.美國催眠治療師

6堂課/750 已額滿

來畫畫吧！創作者是你自己（老少共學）
8/2（五）、8/9（五）、8/16（

五）、8/23（五）
18：30-21：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3樓多功能教

室））
顧孟菁

AxMon手繪工作室、擔任專
職的彩繪壁畫插畫設計

6堂課/750 已額滿

彰化縣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8982014#17 祖孫齊攜手，資訊樂遨遊
8/1(四)、8/2(五)、8/5(一)、
8/6(二)、8/7(三)、8/8(四)、 08:40-12:00 彰化縣芳苑鄉路上村新上路12號 黃志偉 路上國小教師 無 已額滿

雲林縣 雲林縣_埔心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5)5863154 基礎書法課程 8/16(五) 10:00-12:00 安定國小(雲林縣西螺鎮埔心路210號) 程志明 雲林縣書法協會成員 無 已額滿

台南市新市區新市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6)5992895#840

南新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6)6563129#18

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6)6330496#803

高雄市新甲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7668170#8041 大手拉小手~家味佳味-養生饅頭 8/20 9:00-12:00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55號(至真樓一樓多功能
教室) 戴麗觀 中正國小主任、教師 無 學員自備饅頭容器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6900057#20 老少樂陶陶-趣味手作
8/5（一）.8/12（一）.8/19（
一）.8/26（一）、9/2（一）

09：00-11：00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307號 張芬蘭 砂崙國小教師 無 已額滿

臺東縣 臺東縣知本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89-512234#204

高雄市

本月未辦理

本月未辦理

本月未辦理

本月未辦理

本月未辦理

(049)2643699南投縣/竹山鎮/前山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臺南市

南投縣

苗栗縣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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