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多元中心
(連絡電話)

活動名稱 上課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講師簡歷) 報名費用 備註

桌遊與烘焙班
6/3(一)、6/10(一)

13:30~15:30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大湖樓1樓)

楊鳳環老師
(明湖國小、大湖國小學生才藝課程老師) $600 已額滿

銀髮族保健班
6/4(二)、6/11(二)

13:30~15:30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大湖樓1樓)

邱詩紋老師
(前三軍總醫院護理師) $100

氣機導引班
6/5(三)、6/12(三)、
6/19(三)、6/26(三)

9:40~11:40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大湖樓1樓)

彭順連老師
(東醫氣機導引教練) $100 已額滿

生活日文班
6/14(五)、6/21(五)、

6/28(五)
13:30~15:30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大湖樓1樓)
全秀娥老師

(大湖國小志工成長班講師、救國團講師)
$500 已額滿

養氣健身-太極拳
6/03、6/10(一)

9:00-11:00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90號(4樓展演廳)

賴慶惠老師
(國家級教練)

$200(場地水電
費)

奇妙手工皂
6/06(四)、6/13(四)

9:00-12:00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90號(2樓多功能教室)

曾美蓮老師
(社區大學專業講師)

$1200(場地水
電費200元+材

料費1000)

編織手作 6/4(二)、6/11(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138巷61號(明道國小樂齡教室)
顧宏藝

(社區大學講師)
無

古箏古樂
6/6(四)、6/13(四)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138巷61號(明道國小多功能教室)
吳寶玉

(學生社團教師)
無

健康好生活
6/6(四)、6/13(四)   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七段34號(花猴子點心工作坊)

葉國輝
(烘焙師傅)

無

有氧運動
6/3、6/10、6/17、
6/24（一）1400-

1530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2號韻律教室 菲特邦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無

保健知識 6/4、6/18（二）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2號 會議一
王建欣

(杏和&禾康康復之家主任)
無

環保樹藝課
6/14、6/28（五）

1400-1600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2號 會議二

許梓恬
(國語日報文化課講師)

無

簡易烘焙課
6/12（三）1330-

1600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2號 烘焙教室

林佳佳
(烘焙丙級、逸仙家長會配合講師)

無

臺北市大湖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791-5870#61

108年6月多元學習中心課表
(實際報名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小社區多元學
習中心

(02)2822-9732#1403

臺北市明道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9392821#140

臺北市北投區逸仙國小社區多元學
習中心

(02)28914537#150、151、152、
153



社區多元中心
(連絡電話)

活動名稱 上課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講師簡歷) 報名費用 備註

108年6月多元學習中心課表
(實際報名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Steam仿生獸
6月每星期一
15:40~17:30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 10 鄰 47 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教室)
鍾政洋(山腳國小校長)
李佩軒(山腳國小教師)

無

菜豆鹹粥(樂齡社團)
6/12(三)

09:00-12:00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 10 鄰 47 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教室)
陳月英

(山腳國小教師)
無

烘焙課程(新隆國小教師
研習)

6/12(三)
13:30~16:30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 10 鄰 47 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教室)

鍾政洋(山腳國小校長)
徐敏芳(新隆國小校長)

無

畢業餐會(畢業生活動)
6/18(二)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 10 鄰 47 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教室)

徐姿華
(山腳國小學務主任)

無

快樂學中文
6/2(日)、6/9(日)、

6/16(日)、6/23(日)、
6/30(日)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苗栗縣成功國小)
陳金枝

(退休教師)
無

有氧人生活力滿分
6/2(日)、6/9(日)、

6/16(日)、6/23(日)、
6/30(日)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苗栗縣成功國小)
盧定良

(健身教練)
無

手作生活創意設計Diy 6/30(日)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苗栗縣成功國小)
林瑩潔

(國小教師)
無

Hello親子英語ABC
6/7(五)、6/14(五)、
6/21(五)、6/29(五)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苗栗縣成功國小)
謝幸雯

(國小教師)
無

咖啡達人秀(一)
6/5(三)

13:00-16:00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二段36號(寶山國小)

陳啟忠
(現任彰化生活美學館、職訓局、農會咖啡研

習教師)
無

咖啡達人秀(二)
6/12(三)

13:00-16:00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二段37號(寶山國小)

陳啟忠
(現任彰化生活美學館、職訓局、農會咖啡研

習教師)
無

咖啡達人秀(三)
6/26(三)

13:00-16:00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二段38號(寶山國小)

陳啟忠
(現任彰化生活美學館、職訓局、農會咖啡研

習教師)
無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小社區多元學
習中心

(037)745024#740

苗栗縣成功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7)722211

彰化縣寶山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525010 # 203



社區多元中心
(連絡電話)

活動名稱 上課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講師簡歷) 報名費用 備註

108年6月多元學習中心課表
(實際報名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紙雕油桐花
6/3(一)

13:0~16:00
南投市光華里光華四路2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范鳳娥
(氣球造型及紙雕教學)

300元

發現心樂園
6/6(四)

19:30~21:30
南投市光華里光華四路2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吳青陵
(光華國小資優班教師)

無

方寸之間，淺談集郵 6/18(二) 南投市光華里光華四路2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張振肇 無

紙只我心中小小話劇 6/24(一) 南投市光華里光華四路2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許碧純 無

整體瑜珈
6/3(一)、6/10(一)、
6/17(一)、6/24(一)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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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水墨藝術 6/4(二)、6/11(二)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唐龍財

（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實用日語 6/5(三)、6/12(三)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陳淑卿
（1.私立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2.
具專科以上學校講師證書3.雲林科技大學、

修平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講師）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健身瑜珈 6/5(三)、6/12(三)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楊玉雲

（1.中華民國瑜珈協會瑜珈導師證明書2.南投
縣婦女大學瑜珈研習班老師）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生活與法律 6/6(四)、6/13(四)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劉邦遠

（前南投地方法院法官）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玩瑜珈
6/6(四)、6/13(四)、
6/20(四)、6/27(四)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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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南投縣前山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643699

南投縣光華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391038#815

邱寶如
（1.AII Yoga正念陰瑜伽60小時師資培訓認

證2.南投市光榮國小瑜伽社團指導老師）
正念瑜珈-回歸到自己 6/14(五)、6/21(五)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前山國小3樓多功能教室）

報名費1500元
/12堂課



社區多元中心
(連絡電話)

活動名稱 上課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講師(講師簡歷) 報名費用 備註

108年6月多元學習中心課表
(實際報名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石膏盆器 6/1(六)、6/2(日)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仁愛路154-1號(瑞峰國中)
曾羽瑈

(瑞峰國中藝文老師)
無

水泥灌模 6/15(六)、6/16(日)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仁愛路154-1號(瑞峰國中)
曾羽瑈

(瑞峰國中藝文老師)
無

玫瑰酥餅 6/22(六)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仁愛路154-1號(瑞峰國中)
曾羽瑈

(瑞峰國中藝文老師)
無

祖孫養生氣功班
6/6(四)、6/13(四)
16：00～17：20

台南市新營區東學路77號(新泰國小)
呂宗泰

(太極拳國家級教練及裁判)
$1,000

社區有氧律動
6/3(一)、6/10(一)、

6/17(一)
16：00～17：20

台南市新營區東學路77號(新泰國小地墊教室) 黃書婷(蔓裟樂舞坊負責人) $1,200

老少共學—認識校園常
見植物

6/5(三)
14:00~16：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仕隆國小)
陳志鵬

(高雄市鄉土教育教材研發與教學推廣小組召
集人)

無

老少共學烘焙趣
6/27(四)

9:00~12：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仕隆國小)

梁薰桓
(橋頭區樂齡學習中心講師)

$100

簡單好生活
5/8-6/26每周三下午

1:40-4:1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林園區多元學習中心)

曲冠潔
(樂齡講師、長青中心專員)

無

銀養好時光
5/6-6/17每周一下午

1:40-3:1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林園區多元學習中心)

蔡佩吟
(營養師)

無

手作小洋裝-傳愛非洲
6/4-12/31每周二下

1:40-3:1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林園區多元學習中心) 林秀敏 無

生活陶藝
6/3至6/24每周一上

9:00-11:4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林園區多元學習中心)

鄧雅姍老師
 (艾瑪藝術工坊負責人)

無

臺南市新泰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6)6330496

高雄市仕隆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6113517#50

高雄市林園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6412125# 20

南投縣瑞峰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6717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