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的心因生活的繁忙

有時候很脆弱

找出你的學習泡泡

開始疫情後的學習

屏東
終身學習中心
8月簡章

8月課/單元課/視訊體驗課/兒童暑期課程



8月單月
課程

8/1-8/31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C13 日語50音入門 D 三 18:30-20:00 6 800 8/4-8/25 湯雅鈞

適合未接觸日文之初學者。課程內容包括：50音、寒暄用語、簡單自我介紹、發音練習與比較等。
【書籍簡單學日語Ⅰ:265元請洽櫃台購買】

E06 舞動有氧 二 10:00-11:00 5 800 8/3-8/31 李佳玲

隨著音樂的節拍律動，就能達到快樂又健康的效果，透過跳舞，維持年輕的體態，也幫助他甩開煩惱、
踢掉負面情緒，把舞蹈有氧變得簡單、時尚而且好玩，不管男女老少、高手或新手都能在課堂上盡情流汗、

開懷大笑，１小時課程下來，有汗水、有歡笑，因為跳舞釋放了負面的情緒。(請自備乾淨運動鞋跟毛巾)

E07 活力有氧 五 09:50-10:50 4 650 8/6-8/27
林瑄琳
Lin Lin

活力有氧課程適合初學者或任何程度的學員，藉由音樂節奏帶動身體訓練協調能力及心肺耐力達到燃脂效果。
(請自備乾淨運動鞋跟毛巾)

E08 開心放電有氧+核心伸展 五 14:00-15:30 6 900 8/6-8/27
曾盈家
家家

• 將各式舞蹈風格與有氧教學結合，舞出流行同時達• 以時下台灣流行舞曲及西洋、日韓等明星的勁歌熱舞，
呈現出簡單、好玩、有趣的舞蹈動作，不僅能讓同學們揮灑汗水，更能開心享受舞動的樂趣

• 50分的有氧+40分的核心伸展準備好跟著活力有勁的老師舞動青春了嗎？快來一同體驗這堂熱情超嗨的課程
吧!!!(請自備乾淨運動鞋跟毛巾)



8月單月課程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E17 TRX 懸吊訓練C 六 10:00-11:00 4 750 8/7-8/28
盧勁逞

( 趙雲）

利用繩子在手,對齊錨點,全程核心參與,對抗旋轉與產生旋轉,同時間發生對稱動作利用不對稱阻力
達成身體部位的運動,並且強化穩定度讓身體肌肉的強化與伸展,搭配一些音樂完成功能性訓練與流汗效果。

(請自備瑜珈墊(厚墊， 並著鞋底乾淨運動鞋)

E21 愛戀肚皮舞 三 18:30-20:00 6 900 8/4-8/25
李長樺
(菲比)

利用學習肚皮舞的方式，循序漸進的探索自己的身體，藉著運動鍛鍊肌肉的力量，
進而使骨骼強壯，減少腰痠背痛和文明病的產生，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了解中東文化與背景。

（請自備腰巾或上課詢問教師哪裡購買）

E27 伸展瑜珈 五 11:00-12:00 4 650 8/6-8/27
林瑄琳
Lin Lin

伸展運動並不吃力，緩和鬆弛的，不必遵循刻板規則，以身體伸展呼吸為主，配合體位法簡單的方式，
漸進式增加身體肌力與柔暖度，跟著老師一起來體驗。(請自備瑜珈墊、毛巾、水壺)

E35 基礎核心瑜珈 一 14:00-15:00 5 800 8/2-8/30 王沁琳

專門為完全沒有接觸過瑜珈的學員所設計的課程
能增進身體健康 , 並促進循環、放鬆神經、強化自身免疫力使身體更加柔軟 , 

塑身、增強肌力、加強核心肌群 , 能紓解壓力 ,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帶入 , 培養其穩定靜心 , 
讓自己更加認識自己面對自己。

瑜珈可增加柔軟度、肌耐力、刺激內臟、強化心肺功能、促進新陳代謝、
穩定情緒、放鬆身體、舒緩緊張壓力、提升專注力、感受心靈的平衡。(請自備毛巾及飲用水 )

E36 流行街舞-LOCKING鎖舞班 一 19:30-21:00 7.5 1099 8/2-8/30 孫宸維

有想過自己能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的一天嗎? 一直覺得自己的肢體不協調嗎?
本期將會教授街舞舞風中的locking鎖舞並結合各個舞風如hiphop、breaking霹靂舞、popping機械舞，

開發您的肢體，享受音樂節奏，盡情跳舞，這次的課程也將會開發每個人的特質散發自己的舞台魅力!
讓你在未來不會再畏懼舞台。由老師精心編排一段符合音樂節奏、情緒變化、甚至是對應歌詞的動作，

在每一堂課上教會學員，一首歌或一支舞碼教學的週數則隨老師編排創意和學員總體程度而異。
(請帶室內鞋底乾淨運動鞋來更換)

https://www.cyccea.org.tw/IISystem/Portal/blue/


8月單月課程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Q18 兒童陶笛速成班 一-五 09:30-10:30 5 1700 8/9-8/13 李雯婷

以流行名曲及歌謠帶領孩子進入音樂的世界，學習6孔陶笛吹奏技巧，並教授簡易樂理。
(教材費＄100，代購高音陶瓷陶笛＄400。)

◎Q19 小小鋼琴家初級速成班 一-五 10:30-11:30 5 1700 8/9-8/13 李雯婷

輕鬆入門學鋼琴，認識鋼琴與基本彈奏姿勢，手指運動，聽唱與節奏訓練，
高低音五線譜視譜等，5堂課就能彈奏耳熟能詳的曲子。 (教材費＄100)

Q20 寶貝FUN英語 三 15:00-16:30 6 900 8/4-8/25
吳芝儀

Celestie

使用KK音標搭配自然發音學習，除了了解發音規則，還補足英語許多不規則的發音問題，
讓你變成發音小辭典，看到字會讀、聽到字會拼，對於英語發音更有自信。

Q21 寶貝律動啟蒙 一 15:00-16:00 5 800 8/2-8/30 王沁琳

培養啟蒙幼兒身體的感覺.統合訓練從舞蹈遊戲中建立平衡.協調柔軟組合能力【適3 足歲至中班,男女不拘】
【可代購舞衣、舞襪、舞鞋,購買整套 ( 優惠 1200 元 )加贈一只防水舞蹈袋】

Q22 兒童舞蹈 三 13:30-14:30 4 650 8/4-8/25 王沁琳

適合有律動基礎的進階班,課程以民族及芭蕾基本訓練為主【適小三至小五,男女不居】
【可代購舞衣、舞襪、舞鞋,購買整套 (1450元 ) 加贈一只防水舞蹈袋】

Q23 兒童MV熱舞班 五 14:00-15:30 6 900 8/6-8/27 王沁琳

由韓國團體人氣引起的熱潮,曲風呈現俏皮節奏的流行音樂,
輕快又有活力的歌曲,滿足每位學生天生的表演才華

【上課請攜帶鞋底乾淨運動鞋至教室更換,女生穿褲子,並攜帶毛巾、開水】

Q24 NEW 嘻哈街舞-風格兒童班 六 10:30-12:00 12 1800 8/7-8/28 孫宸維

老師將會教授不同風格FREESTYLE的排舞，結合嘻哈hiphop和各個舞風，讓孩子小就能對跳舞產生興趣，
開發肢體，提升協調度同時增加對舞台憧憬，在舞蹈中感受節奏，培養興趣。
每堂個都將會教授一支由老師編排的舞並錄影下來記錄當天小朋友們的舞姿!

一首歌或一支舞碼教學的週數則隨老師編排創意和學員總體程度而異。(請帶室內鞋底乾淨運動鞋來更換)

https://www.cyccea.org.tw/IISystem/Portal/blue/


精選單堂課
零基礎－手作課程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特價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A01 核桃肉桂捲麵包 六 15:00-17:30 2.5 350 8月14日 陳彥璁

分組教學，學員親自操作。(材料費每堂需另繳300元，自備大保鮮盒)

◎A02 芒果磅蛋糕 六 15:00-17:30 2.5 350 8月28日 陳彥璁

分組教學，學員親自操作。(材料費每堂需另繳300元，自備大保鮮盒)

◎A03 東山鴨頭製作 六 15:00-17:30 2.5 350 9月18日 陳彥璁

分組教學，學員親自操作。(材料費每堂需另繳300元，自備大保鮮盒)

◎A04
餐飲花藝設計
仿真多肉蠟燭

日 14:30-17:00 2.5 350 8月15日 宋汶娟

森林系的小東西，非常美！尺寸比較迷你！療癒系仿真多肉蠟燭、乾燥花冰淇淋，
精緻盒裝、婚禮小物、餐桌擺設、送客謝禮都非常實用。(材料費各另繳300元)請自備剪刀

◎A05
餐飲花藝美學
乾燥花冰淇淋

日 14:30-17:00 2.5 350 8月29日 宋汶娟

森林系的小東西，非常美！尺寸比較迷你！療癒系仿真多肉蠟燭、乾燥花冰淇淋，
精緻盒裝、婚禮小物、餐桌擺設、送客謝禮都非常實用。(材料費各另繳300元)請自備剪刀

◎A06
尊爵的花禮

黏土乾燥花盆花
日 14:30-17:00 2.5 350 8月22日 宋汶娟

手作多肉擴香石、黏土乾燥花盆花為友情永恆不變的花禮，精緻典雅充滿浪漫的氣息，浪漫優雅造型，
讓您的花禮散發出獨一無二的光彩！(材料費各另繳300元)請自備剪刀

◎A07
尊爵的花禮

手作多肉擴香石
日 14:30-17:00 2.5 350 9月5日 宋汶娟

手作多肉擴香石、黏土乾燥花盆花為友情永恆不變的花禮，精緻典雅充滿浪漫的氣息，浪漫優雅造型，
讓您的花禮散發出獨一無二的光彩！(材料費各另繳300元)請自備剪刀

◎A08
時尚花藝設計美學

苔球設計
日 14:30-17:00 2.5 350 9月12日 宋汶娟

苔球小巧又療癒，想要自己動手 DIY 一顆苔球，就先從認識苔球的幾本知識下手、還有苔球多久澆一次水
、需不需要日曬…讓您上一堂課學到滿滿的知識！(材料費另繳300元)請自備剪刀

◎A09
婚禮花藝設計美學

手作乾燥花浪漫擴香石
日 14:30-17:00 2.5 350 9月19日 宋汶娟

深情浪漫採用日本大地農園頂級不凋花製作，讓您體驗永生花擴香石的浪漫與美麗，
可以設計成贈送好姊妹或來賓的婚禮小物。(材料費另繳300元)請自備剪刀



視訊體驗
課程

需自備電腦、平板、
鏡頭等視訊上課用具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H01 徒手功能性訓練 五 18:10-19:10 4 600 8/6-8/27
盧勁逞

( 趙雲）

以最簡易的動作帶動身體運動的方式,在有限時間內達成消耗卡路里的效果,
並且善用周邊的東西來輔佐運動成效,搭配音樂方式讓運動更多樣化。

H02 愛派對瘦身有氧 二 18:45-19:45 5 700 8/3-8/31 宋孟潔

將流行音樂結合有氧步型，使每個人輕鬆記住動作，沒有運動經驗的新朋友，
都能獲得運動樂趣與效果，有效提升心肺訓練並燃燒脂肪。

趕快換上你的運動服穿上鞋底乾淨室內運動鞋，帶著水和毛巾和我一起開有氧派對吧!

H03 ZUMBA數位版 六 12:00 24 499 8/7-8/28
吳芝儀

Celestie

Zumba為拉丁有氧不需要記動作，是間歇式有氧能燃燒熱量修飾線條達到健身目標，
只要跟老師的指令跟著音樂盡情跳舞，享受音樂就像是參加一場PARTY，

讓沒有基礎的舞蹈基礎的學員也能很快上手。【上課請自備毛巾及水壺，並著乾淨運動鞋】
24小時內不受時間地點限制、可重複觀看影片，讓你輕鬆快樂地舞動揮灑汗水！

H04 英語輕鬆學 五 18:30-20:00 6 650 8/6-8/27
吳芝儀

Celestie

使用KK音標搭配自然發音學習，除了了解發音規則，還補足英語許多不規則的發音問題，讓你變成發
音小辭典，看到字會讀、聽到字會拼，對於英語發音更有自信。



兒童暑期
課程

爸媽的神隊友大救兵

8月暑假兒童快樂成長營 (8/2-8/27)

報名一週 W01- 2,900元 / 報名二週 W02- 5,600 元
報名四週 W04- 11,000元
7/20前報名4週(-500)元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50-09:00 相見歡~晨光小叮嚀(品格教育與環境整理)

09:00-10:30
知識小學堂
0900-1000

我是著色家 課業輔導
品格故事屋
0900-1000

小主廚動手
做

0900-1200

10:30-12:00
創意美術
1000-1200

輕鬆學英文
花藝手做
1000-1200

創意玩黏土
1000-1200

12:00-13:20 休憩時間

13:30-15:00
嗨起來跳舞
1350-1450 增加自信表

演
1400-1600

小小科學家
1400-1530

電影欣賞
&

狂歡同樂會

嗨起來跳舞
1350-1450

15:10-16:30 一起桌遊趣 一起桌遊趣

16:30~ 點心時間~回家



8月兒童暑假密集班 (舊生優惠88折、新生95折)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F02 閱讀與寫作
三
五

13:30-15:00 12 1800 8/4-8/27 王貴慧

激發學童的想像與創造力，亦能從中學習「起、承、轉、合」之文章分段及撰寫能力，
並準確使用標點符號。各另收講義費30元。(限小三-小六)

F04 創意美術 一 10:00-12:00 8 1200 8/2-8/23 王貴慧

用具請自備：鉛筆、橡皮擦、彩色筆，各另收材料費120元。(限國小)

F06 增加自信表演 二 14:00-16:00 8 1200 8/3-8/24 劉家得

表達心意及創作思考能力，進而培養小朋友尊重別人的觀念及與人互動的方式，
各另收材料費200元。(表演道具製作)(限國小)

F08 嗨起來跳舞
一
五

13:50-14:50 8 1200 8/2-8/27 宋孟潔

配合流行音樂節奏，舞出自信(上課請穿著運動服，自備水，毛巾，乾淨鞋底運動鞋)。(限國小)

F10 輕鬆學英文 二 10:30-12:00 6 900 8/3-8/24 朱孟美

重要的國際語言，就從輕鬆學英文開始~(限國小)

F13 創意玩黏土 四 10:00-12:00 8 1200 8/5-8/26 曹陽

動手做黏土，讓孩子在創作中學習觀察並發揮想像力，各另收材料費200元。(限國小)

F15 兒童花藝 四 09:30-11:00 3 600 8/5、8/12 宋汶娟

本課程主要培養兒童對花草植物的欣賞和美學，讓孩子與大自然面對面，
了解如何利用自己聰明的金頭腦設計出不同的花束、花禮，呈現不同風格的花藝作品，

充滿現代感、可愛風美麗的花藝設計美學作品。
7月份:花卉精油香皂、花卉精油果凍蠟燭。8月份:苔球設計、乾燥花小品。

各另收材料費:450元(限國小生）

https://www.cyccea.org.tw/IISystem/Portal/blue/


8月暑假精選營隊 (7/20前同一人報名報兩項折200元/三項以上折300元)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V03 趣味遊戲美食營 四 09:00-16:00 6 1400 8/19
蔡孟軒

教學團隊

歡迎來到歡樂王國，一邊玩趣味遊戲，一邊發揮創意自己動手做美食。
課程內容：彈力乒乓球打擊大賽、厚煎蛋玉子燒、搞怪彈力紓壓雞彈彈賽、打我鴨射擊空氣槍大戰、

脆皮三明治、蛙人天堂路障礙闖關、新鮮水果茶、九宮格黏巴球。好吃又好玩喔！
（脆皮三明治及新鮮水果茶會製作2份，一份當場享用另一份可帶回家和家人分享）

參加對象：小班-2年級，攜帶：2個大保鮮盒、小湯匙、衛生紙一盒或廚房紙巾
（材料費200元於上課時繳交給櫃檯）

V09
快樂記憶不忘記

(國小五年級~國二)
二三 09:00-16:00 12 2400 8/10-8/11 錢曉慧

最強有趣的記憶課程,融合動.靜態多項隨身可帶的記憶技能,可以記的多.記的快.記的久!
讓記憶有效率儲存學後能活用在學校課業超實用,豐富同學今年的暑假,培養自信與品格力

(教材費另繳:450元，教材按年級分程度)【請自行攜帶：文具用品.水壺.外套】

V11 翻滾吧無人機-飛行家航空營B班 一二 09:00-16:00 12 2400 8/2-8/3 江雨蒨

一般無人機的做有一定的困難度，此組吳人跡搭載陀螺儀晶片來達到平衡，氣壓定高模組，
一鍵起飛操作不再是難事，還能順利表演操作一鍵翻滾特技技能，

透過課程教學讓小朋友都能順利安全操作，圓每個小小心靈中想飛的夢想，每人帶回一組套件組，
材料費另繳1000元(含組機組、遙控器、鋰電池、充電器等) 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老師。

V15 神奇趣味魔術營初階 一 09:00-16:00 6 1400 8月9日 魔神

實際操作各式魔術手法，學習魔術道具的操作與表演，激發學生創意、增添生活樂趣。
內容:十二星座、拉長皇后、搞怪牌、夾紅心六、千里眼、你想的牌、啪啪桶等，

學成後會在課堂上舉辦小型成果展。(另請繳材料費200元)

V16 神奇趣味魔術營初階 一 09:00-16:00 6 1400 8月16日 魔神

實際操作各式魔術手法，學習魔術道具的操作與表演，激發學生創意、增添生活樂趣。
內容:口香糖變鈔票、破牌還原、小丑變色卡、三杯球、ESP超級感應、跳躍之星等，

學成後會在課堂上舉辦小型成果展。(另請繳材料費200元)

V19 3D列印筆B班 四五 09:00-16:00 12 2400 8/12-8/13 羅義雄

利用3D列印筆實作,訓練手感技巧以及創作力,開發無限藝術潛能,建立孩童的自信心,專注力。
限8-14歲學生，材料費另繳800元（3D列印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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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星期 時間 時數 費用 課程期間 授課教師

V21 遙控機器人 四五 09:00-16:00 12 2400 8/19-8/20 吳佩烜

好玩的遙控機器人透過複雜的電路板與紅外線組成，積木老師要透過好玩又有趣的引導方式，
帶領大家一起操作好玩的機器人，創造屬於自己的機器人世界，最後再來一場格鬥競賽！

創造屬於自己的機器人世界，最後再來一場格鬥競賽！
限8-14歲學生，材料費另繳900元（遙控機器人一組、其他教具使用費）

V23 潛艦探索家B班 四五 09:00-16:00 12 2400 8/12-8/13 吳佩烜

什麼是浮力?什麼是密度?讓我們一起在上課時探討阿基米德的原理吧!
限8-14歲學生，材料費另繳1000元（3D列印筆，耗材)

V29 科普空間解構系列-建構3D腦 三 09:00-16:00 6 1400 8月11日
高師大黃琴
扉教授團隊

結合智力鍛鍊、空間思維建構等特性，手腦並用有助於同時刺激左右腦，了解密碼鎖的秘密機率與概率
(限小三以上參加，另繳材料費950元含魯班鎖＋貓頭鷹密碼盒）

V30 小創客養成-益智拼圖+鹽來如此 二 09:00-16:00 6 1400 8月17日
高師大黃琴
扉教授團隊

課程中可以體驗益智拼圖的解謎樂趣，再動手組裝，把鹽做成屬於自己又富有特色的一幅畫以及許願瓶哦！
(限大班以上以上參加，另繳材料費400元含小恐龍羅馬凸塊鎖+鹽的作品)

V32 小主廚夢想店B班 一 09:00-16:00 6 1400 8月2日 蔡佳純

安心食材享受手做樂趣:芋泥紅豆派、提拉米蘇蛋糕、核桃巧克力豆餅乾、鳳梨果茶Q凍。
歡迎國小以上小朋友參加 (材料費請另繳420元)

V35 美食小達人C班 六 14:00-17:00 3 700 8月7日 陳彥璁

讓小朋友做中學、學中做，不添加防腐劑、人工色素，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做點心，
內容:燕麥奶油蛋糕，紅麴芝麻餅乾，歡迎國小以上小朋友參加 (材料費請另繳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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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6 美食小達人D班 六 14:00-17:00 3 700 8月21日 陳彥璁

讓小朋友做中學、學中做，不添加防腐劑、人工色素，讓小朋友自己動手做點心，
內容:巧克力瑪芬蛋糕，薰衣草餅乾，歡迎國小以上小朋友參加 (材料費請另繳350元)

V38 不只是兒戲-兒童戲劇營B班
三
四

09:00-16:00 12 2400 8/11-8/12 劉家得

從團體中發現個人特質及溝通方式，讓戲劇不再只是離我們很遙遠的東西
戲劇能讓孩子天馬行空的想法在表演當中顯現出來（另繳材料費100元）

V39 超級魔術方塊營 一 09:00-16:00 6 1400 8月2日 劉峻誠

魔術方塊很多人都有看過,但你有了解過嗎?一堂讓孩子快速入門如何復原魔術方塊,學習遇到困難時,
運用邏輯思考,突破瓶頸,一起來體驗魔術方塊的神秘世界吧!

(材料費另計:200元,含講義及魔術方塊一顆,送獨家魔術方塊收納盒)附贈午餐

V40 歡樂造型氣球營 二 09:00-16:00 6 1400 8月3日 劉峻誠

五彩繽紛的氣球人見人愛，陪伴孩子的童年，簡單的長條氣球能有千變萬化的造型，
高人氣寶劍、貴賓狗、兔子、熊熊，一起來進入氣球的頑皮樂園吧！

(備註：需自備大袋子裝氣球成品)(材料費另計200元，送打氣筒一支)附贈午餐

V41 桌遊潛能開發營 三 09:00-16:00 6 1400 8月4日 劉峻誠

你知道什麼是桌遊嗎?讓我們在遊戲體驗中學習團隊合作,增加人際關係,讓孩子在遊戲中成長,
報名課程送一套桌遊喔,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材料費另計300元，可體驗5~10款桌遊及贈送一套桌遊(價值260元)帶回家玩)附贈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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