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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安樂區建德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4321234#10 個性小夜燈DIY
7/2(二)、7/9(二)~7/12(五)13:00-
16:00, 08:00-09:00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29號(科技教室) 蔡坤龍 建德國中科技教師 無 搭配暑期營隊舉辦

生活日文班 7/5(五)13:30~15:30 大湖樓1樓 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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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藝術
7/4(四)、7/11(四)、7/18(四)、
7/2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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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9392821#140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逸仙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8914537#150.151.152.153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武功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9314360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新興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5714211*603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明德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822-9732#1403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樹藝
7/1(一)、7/8(一)、7/15(一)、
7/22(一)、7/29(一)13:10~15:50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西街15號 陳錦文 石碇國小美勞教師 無 課程須自備花草植物

烏克麗麗
7/4(四)、7/11(四)、7/18(四)、
7/25(四)13:30~15:00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西街15號(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許佳迪
石碇樂齡講師、豐年樂齡講師，法鼓山社會
大學講師

無 須自備烏克麗麗

舞蹈
7/3(三)、7/10(三)、7/17(三)、
7/24(三)、7/31(三)9:30~11:30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西街15號(活動中心) 王美蘭 石碇樂齡講師 無 課程須著舞鞋

坪林區坪林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6656210#31 老少共學：手作蝶古巴特 7/19（五）1300-15:00 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4號 陳彥容 退休教師 無 免費

快樂學中文
7/7(六)、7/14(六)、7/21(六)8:30-
10:30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 陳金枝 國小退休教師 無 無

手作生活創意設計DIY 7/28(日)8:30-10:30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 林瑩潔 成功國小教師 無 請自備環保水杯

氧氣人生 ,活力滿分
7/7(日),  7/14(日),  7/21(日),  
7/28(日)10:30-11:30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里12鄰104-1號 盧定良 健身教練 無 請自備環保水杯,毛巾,穿著輕便運動服裝

通霄鎮城北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7)754504#11 育樂營、社區晚會、電器維修
7/2~7/6 8：00--16：00、18：00--
21：00

城北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台科大社會
服務隊學生

台科大社會服務隊志工 無 歡迎社區民眾參加

卓蘭鎮豐田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2589-2164#12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心靈成長藝術創課~布雕 7/3(三)13：30-16：30 周美純校長 外聘退休校長、本校教師、聯大教授等 免 實做工具如剪刀、碎布(材料)自備外均免費。

安全生活~居家創意點心DIY 7/10(三)13：30-16：30 張愛美老師 免

運動保健~老少共學羽球 7/17(日)13：30-16：30 林振淵教授 免

客家飲食文化 7/24(三)13：30-16：30 徐國寶老師 免

走讀各地風情 7/31(三)13：30-16：30 江增雄聘督 免

鹿谷鄉瑞峰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671712#12 乾燥花香氛磚 7/20(六)、7/27(六)9:15-12:00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仁愛路154-1號 曾羽瑈 瑞峰國中藝文領域教師 無 無

家政/美容課程
7/16(二) 、 7/23(二) 、 7/30(二) 
9:00-12:00

南投縣集集鎮成功路200號(社區多元教室) 高慧鈺 南投縣同德家商教師 無

1.電話報名，請致電到集集國中2762013轉15找吳主任或李老
師
2.可報名單次課程
3.截至活動時間前一天都可以報名唷，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手工藝創作
 7/12(五) 、7/19(五) 、7/26(五)9:00-
11:00

南投縣集集鎮成功路200號(社區多元教室) 陳美玲
1.勞委會職訓局講師 2.集集國中創意編織老
師 3.集集在地文創工作者

無

1.電話報名，請致電到集集國中2762013轉15找吳主任或李老
師
2.可報名單次課程
3.截至活動時間前一天都可以報名唷，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美感教育畫布課程
 7/17(三) 、 7/18(四) 、 7/24(三) 、 
7/25(四)13:00-16:00

南投縣集集鎮成功路200號(社區多元教室) 陳惠珊 集集國中教師 無

1.電話報名，請致電到集集國中2762013轉15找吳主任或李老
師
2.可報名單次課程
3.截至活動時間前一天都可以報名唷，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課程會用到壓克力顏料，請自備圍裙或工作服。

10807社區學習中心課表
(詳細報名資訊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南投縣

臺北市

苗栗縣

新北市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14鄰3號造橋國小校園多元學
習中心及活動中心

造橋國小校園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7-542686

後龍鎮成功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7)722211

集集鎮集集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762024#15

石碇區石碇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6631244#13

大湖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2)2791-58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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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社區學習中心課表
(詳細報名資訊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整體瑜珈
7/1(一)、7/8(一)、7/15(一)、
7/22(一)、7/29(一)16：30-21：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三樓瑜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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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堂
課

已額滿

來畫畫吧！創作者是你自己（
老少共學）

7/12(五)、7/19(五)、7/26(五)、
8/2(五)、8/9(五)、8/1618：30-21：
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三樓多功能教室） 顧孟菁
AxMon手繪工作室、擔任專職的彩繪壁畫插
畫設計

750/6堂
課

已額滿

親子瑜珈派對
7/17(三)、7/24(三)、7/31(三)18：
30-21：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三樓瑜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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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堂
課

尚可報名

想說的話被身體聽見（老少共
學）

7/4（四）、7/11（四）、7/18（
四）、7/25（四）18：30-21：20

南投縣竹山鎮自強路100號（三樓瑜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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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堂
課

尚可報名

新竹縣 竹北市竹北國中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555-2064#21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祖孫同歡唱，歌聲滿路上

7/2(二)、7/3(三)、7/4(四)、7/5(五)、
7/8(一)、7/9(二)、7/10(三)、
7/11(四)、7/12(五)、7/15(一)、
7/16(二)、7/17(三)、7/18(四)、
7/19(五)。09:00-12:00

彰化縣芳苑鄉新上路12號(學生餐廳) 廖婉茹 國立師範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畢業
無(教材
另計)

已額滿。

祖孫齊攜手，資訊樂遨遊

7/22(一)、7/ 23(二)、7/24 (三)、7/25 
(四)、7/26 (五)、7/29 (一)、7/30 
(二)、7/31(三)、8/1(四)、8/2 (五)、
8/5 (一)、8/6 (二)、8/7 (三)、
8/8(四)。09:00-12:00

彰化縣芳苑鄉新上路12號(學生餐廳) 黃志偉 路上國小教師 無 已額滿

雲林縣 埔心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5)5863154 基礎書法課程 7/12(五)、7/19(五)10:00-12:00 安定國小 程志明 雲林縣書法協會成員 無 無

臺南市 新營區新泰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6)6330496 老少共寫書法營 7/8(一)、7/9(二)18:00-21:00 臺南市新營區新泰國小書法教室 王美淇 新泰國小書法教師 無 已額滿

老少共學課程-蜜糖吐司 7/1(一)09:00-12:00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00號(烹飪教室) 蘇月香 故事斑馬志工團成長課程講師 $100 課程須自備一公升左右的容器

老少共學課程-養生南瓜豆漿
豆花

7/2(二)09:00-12:00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00號(烹飪教室) 蘇月香 故事斑馬志工團成長課程講師 $100 課程須自備一公升左右的容器

老少共學課程-日式洋果子 7/3(三)09:00-12:00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00號(烹飪教室) 蘇月香 故事斑馬志工團成長課程講師 $100 課程須自備一公升左右的容器

老少共學課程-巧克力創作手
作餅

7/4(四)09:00-12:00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00號(烹飪教室) 蘇月香 故事斑馬志工團成長課程講師 $100 課程須自備一公升左右的容器

老少共學課程-歐式麵包 7/5(五)09:00-12:00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00號(烹飪教室) 蘇月香 故事斑馬志工團成長課程講師 $100 課程須自備一公升左右的容器

手作小洋裝-傳愛非洲 7/9(二)、7/23(二)13:40-15:1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多元中心) 李慧芳 拼布證照老師、社大老師 無 需自備剪布剪刀

洋蔥染布
7/22(一)、7/23(二)、7/24(三)9:00-
11:0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多元中心) 李宜芳 林園國小美術老師 200元 親子課程、代間課程

放暑假玩氣球
7/17(三)、7/24(三)、7/34(三)9:00-
11:40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多元中心) 曲冠潔 樂齡講師 無 代間課程

老少共學趣味競賽(井底球生) 7/01(一)09:00-11: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操場)) 趙珮玲 仕隆國小體育老師 0 著輕便服裝

爺爺奶奶的生命故事 7/2(二)、7/9(二)09:00-12: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校史室)) 陳忠勝 仕隆國小教師 0 課程需自備老照片、個人故事分享

老少共學烘焙趣
7/2(二)、7/15(一)7/2(二)14:00-
16:00、7/15(一)09:00-11: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樂齡教室)) 梁薰桓 橋頭區樂齡講師 0 已額滿

老少共學健康體適能 7/3(三)、7/5(五)14:00-16: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操場) 楊曉美 橋頭區樂齡講師 0 已額滿

老少共學健康體適能 7/3(三)、7/5(五)14:00-16: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操場) 楊曉美 橋頭區樂齡講師 0 已額滿

老少共學趣味勞作-紙雕花 7/3(三)09:30-11:3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樂齡教室)) 邱莘予 橋頭區樂齡講師 0 已額滿、課程須自備剪刀

老少共學桌遊動動腦 7/4(四)09:00-12: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樂齡教室)) 陳忠勝 橋頭區樂齡講師 無 已額滿

老少共學咖啡趣 7/5(五)09:00-12: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樂齡教室)) 陳忠勝 橋頭區樂齡講師 0 已額滿、課程須自備手沖咖啡器具、咖啡豆

老少共學趣味勞作-毛線手偶 7/8(一)14:00-16: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樂齡教室) 邱莘予 橋頭區樂齡講師 0 課程須自備剪刀

老少共學手感陶藝 7/10(三)、7/17(三)09:00-12: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樂齡教室) 曾永鴻 橋頭區樂齡講師 200 已額滿、課程須自備乾淨抹布、廢棄的牙刷

老少共學作伙來運動(巾與我相
球)

7/12(五)09:00-11:00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操場) 劉佳嫃 仕隆國小體育教師 0 著輕便服裝

茄萣區茄萣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6900057#20 大手牽小手一起玩盆栽
7/17(三)、7/24 (三)、7/31(三)
9：00-12：00

茄萣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王財仁 彩色鹿文創設計工作坊執行長
材料費
每節100

課程需繳材料費每節100元

南投縣

高雄市

竹山鎮前山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9)2643699

林園區林園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6412125#20

橋頭區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6113517#50

前鎮區民權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7)5367177#310

彰化縣 芳苑鄉路上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4)8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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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社區學習中心課表
(詳細報名資訊及課程訊息請洽該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富里鄉東里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8861161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富源國民小學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3)8811029#11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台東縣 臺東市知本國小社區多元學習中心 089-512234#204 否(本月未辦理活動)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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