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中原大學 

承辦系所/中心名稱：推廣教育中心 

報名/查詢專線電話：（03）2651313/1314 

上課地點（含地址）：中原大學/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 

招生簡章及報名網址： http://oee.cycu.edu.tw/oee 
 
（請提供「樂齡大學專區」網頁之連結網址，以利中高齡者查詢，請勿僅提供學校

網站首頁或系所、中心首頁網址。） 

預計開課日期：104 年 9 月 16 日 預計招收人數： 30 名 

預計報名截止日期：104 年 9 月 6 日  

104 學年度樂齡大學特色：  

一、規劃理念及學校特色： 
    教育部因應我國高齡社會來臨，鼓勵大學校院開放豐富的教學資源辦理「樂齡

大學計畫」，是為創新推動銀髮教育多元學習管道，提供銀髮族的朋友們使用。本

校一直抱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心態，以「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

習社會」為己任，將終身學習與全人教育的理念相互結合，並以「終身的全人教育、

全人的終身教育」為目標，提供社會上各年齡層、各類型的全人教育學習課程。本

校推廣教育中心一直不斷推動資源共享之觀念，過往以來都有舉辦各類社區服務性

質之講座、活動，以服務社會大眾。 

二、課程簡介說明（請以條列式或表格呈現，並說明預訂每週上課時間）： 

第一學期(共 18 週，108 小時) 
週次 日期 時間 課程 教師 

一 104.09.16(三) 0900-1200 開訓典禮 康 淵教授 

二 
104.09.21(一) 0900-1200 『健』入佳境 呂佩如老師 

104.09.23(三) 0900-1200 這樣生活沒壓力 林惠菁老師 

三 
104.09.30(三) 0900-1200 『聲』入人心 楊美貞老師 

104.10.05(一) 0900-1200 有機『樂』生活 林惠菁老師 

四 
104.10.07(三) 0900-1200 細說『茶』事 趙玲芝老師 

104.10.12(一) 0900-1200 輕鬆入眠 陳家金老師 

五 
104.10.14(三) 0900-1200 不『藥』而癒 王政鵑老師 

104.10.19(一) 0900-1200 『健』入佳境 呂佩如老師 

六 
104.10.21(三) 0900-1200 土風舞之樂 陳銘椒老師 

104.10.26(一) 0900-1200 『聲』入人心 楊美貞老師 

七 104.10.28(三) 0900-1200 細說『茶』事 趙玲芝老師 



104.11.02(一) 0900-1200 有機『樂』生活 林惠菁老師 

八 
104.11.04(三) 0900-1200 藝文欣賞-藝術中心特展 本校藝術中心專員 

104.11.09(一) 0900-1200 這樣生活沒壓力 林惠菁老師 

九 104.11.11(三) 0900-1800 探訪九份-九份金礦博物館 張振煌老師 

十 
104.11.16(一) 0900-1200 『聲』入人心 楊美貞老師 

104.11.18(三) 0900-1200 土風舞之樂 陳銘椒老師 

十一 
104.11.23(一) 0900-1200 細說『茶』事 趙玲芝老師 

104.11.25(三) 0900-1200 大家 E 起來 高義強老師 

十二 
104.11.30(一) 0900-1200 書法之美 宋良銘老師 

104.12.02(三) 0900-1200 大家 E 起來 高義強老師 

十三 
104.12.07(一) 0900-1200 別讓地球『碳』氣 王雅玢老師 

104.12.09(三) 0900-1200 樂設計-鄉村風彩繪小物 梁瑋芸老師 

十四 
104.12.14(一) 0900-1200 大家 E 起來 高義強老師 

104.12.16(三) 0900-1200 書法之美 宋良銘老師 

十五 
104.12.21(一) 0900-1200 不『藥』而癒 王政鵑老師 

104.12.23(三) 0900-1200 土風舞之樂 陳銘椒老師 

十六 
104.12.28(一) 0900-1200 書法之美 宋良銘老師 

104.12.30(三) 0900-1200 輕鬆入眠 陳家金老師 

十七 
105.01.04(一) 0900-1200 細說『茶』事 趙玲芝老師 

105.01.06(三) 0900-1200 樂設計-鄉村風彩繪小物 梁瑋芸老師 

十八 
105.01.11(一) 0900-1200 簡單麵包輕鬆做 阮麗蓉老師 

105.01.13(三) 0900-1200 土風舞之樂 陳銘椒老師 

第二學期(共 18 週，108 小時) 
週次 日期 時間 課程 教師 

一 
105.02.22(一) 0900-1200 文學之旅 黃孝光老師 

105.02.24(三) 0900-1200 銀髮藥健康 紀戊霖老師 

二 
105.03.02(三) 0900-1200 難逃『法』眼 石朝左老師 

105.03.07(一) 0900-1200 健康飲食總動員 劉姵君老師 

三 
105.03.09(三) 0900-1200 樂齡歌喉讚 羅華升老師 

105.03.14(一) 0900-1200 生涯解碼 潘寶鳳老師 

四 
105.03.16(三) 0900-1200 『志』同道得 社區志工 

105.03.21(一) 0900-1200 電影咖啡秀 林惠菁老師 

五 
105.03.23(三) 0900-1200 銀髮藥健康 紀戊霖老師 

105.03.28(一) 0900-1200 『蚊』之色變 邱秀榮老師 

六 
105.03.30(三) 0900-1200 幸福居家美學 楊承洋老師 

105.04.11(一) 0900-1200 難逃『法』眼 石朝左老師 

七 
105.04.13(三) 0900-1200 健康飲食總動員 劉姵君老師 

105.04.18(一) 0900-1200 藝文欣賞-藝術中心特展 本校藝術中心專員 



八 
105.04.20(三) 0900-1200 生涯解碼 潘寶鳳老師 

105.04.25(一) 0900-1200 幸福居家美學 楊承洋老師 

九 105.04.27(三) 0900-1800 茶覺台灣味-天仁茶文化館 張振煌老師 

十 
105.05.02(一) 0900-1200 樂齡歌喉讚 羅華升老師 

105.05.04(三) 0900-1200 台灣風情 王雅玢老師 

十一 
105.05.09(一) 0900-1200 電影咖啡秀 林惠菁老師 

105.05.11(三) 0900-1200 『陶』冶人生 趙玲芝老師 

十二 
105.05.16(一) 0900-1200 文學之旅 黃孝光老師 

105.05.18(三) 0900-1200 生涯解碼 潘寶鳳老師 

十三 
105.05.23(一) 0900-1200 『蚊』之色變 邱秀榮老師 

105.05.25(三) 0900-1200 幸福居家美學 楊承洋老師 

十四 
105.05.30(一) 0900-1200 越『沉』越『香』 趙玲芝老師 

105.06.01(三) 0900-1200 『陶』冶人生 趙玲芝老師 

十五 
105.06.06(一) 0900-1200 文學之旅 黃孝光老師 

105.06.08(三) 0900-1200 樂齡歌喉讚 羅華升老師 

十六 
105.06.13(一) 0900-1200 防身術 宋正邦老師 

105.06.15(三) 0900-1200 台灣風情 王雅玢老師 

十七 
105.06.20(一) 0900-1200 生涯解碼 潘寶鳳老師 

105.06.22(三) 0900-1200 『蚊』之色變 邱秀榮老師 

十八 105.06.27(一) 0900-1200 結訓典禮 康 淵教授 

※以上課程內容時間將視實際教師時間編排，將可能異動，正確的課程順序請依上課時發放之正

確課表為準。 

三、特色課程說明（本學年度課程最大特點）： 
    本學年的樂齡大學主題為【活躍樂齡 銀光閃耀】 

    本學年課程特別為樂齡學員們規劃豐富多元及多面性的課程，從生活中學習配

合專業性課程，一整學年共有 216 小時的課程，每週一、三上午半天的課程規劃。 

    本課程根據銀髮族需求規劃，課間充滿健康、藝術、養生、旅遊、生活法律、

歷史、生活科技、心靈提升、情緒管理、代間交流學習、志工學習……等，使高齡

者提高學習意願與興趣。上課模式採取互動型、實作型、知識型、參訪活動、導覽

式等較為活潑的教學方式。期望能使高齡者體驗歡樂、充實、熱情的大學生活，與

現代社會接軌，融入年輕族群與銀髮族社團之活動。在課程中還特別規劃了代間座

談，讓各位也可以體驗大學生活，了解新的世代並充實自我。 

    希望課程結束之後學員也可繼續組織社團、籌組志工組織，除可運用本身豐富

知識，協助推動銀髮族教育工作，更可協助帶領其他健康老人共同學學習，鼓勵尚

未參加活動者，出來和社會互動並參與社區服務，可以讓更多的銀髮族走出家庭迎

向社會，有機會學習新知識、結交好友。 

四、報名辦法及時間： 
報名方式：中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櫃台辦理(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 號中原大學           



真知教學大樓 9樓) 

報名時間：104/9/1-9/6 採報名登記，9/7 下午錄取者另行通知繳費，請於 9/9 繳

費完成否則視同放棄。 

報名諮詢專線：03-2651313；課程洽詢專線：03-2651326 林小姐 
服務時間：週一至五 09:00-21:30；週六日 09:00-16:30 
繳交資料：身分證正反面影本、2 吋照片 1 張、報名表、健康調查表。 

五、收費方式： 
每位學員每學年收費 4,500 元整(攜伴參加兩人同行可享八折優惠)，學員若因故僅

能參加上或下學期，收費則為上學期 2,500 元整，下學期為 2,500 元整。此費用皆

含上課材料費及校外參訪車資及活動費用。 

六、其他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