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布可布玩拼布（18小時.9週）

黃麗娟 2-1 煮一杯幸福滿溢好咖啡 A/B班
（36小時.18週）

4/7～6/2．每週二．19：00～21：00
收費：學費900元+材料費1800元
備註：自備針線或相關工具，部份工具可自行
於上課項講師購買。
每一項作品均從頭教起，無須擔心是否
有經驗。

1-2 打皂新生活進階（18小時.6週） 謝惠娟
梯次一：3/30～5/11（4/6清明停課1次）
梯次二：5/25～6/29
每週一．18：30～21：30
收費：學費900元+材料費2000元
備註：需上過初階班或有基礎手工皂學
習經驗。自備口罩、圍裙、舊報紙。

1-3 打皂新生活 A/B班
（36小時.12週）

謝惠娟

A班- 3/30～6/22．每週一．14：00～17：00
（4/6清明補假停課1次。）
B班- 4/2～6/18．每週四．18：30～21：30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3800元
備註：自備口罩、圍裙、舊報紙。

A班- 3/19～7/16．每週四．19：00～21：00
（4/6清明補假停課1次。）
B班- 3/20～7/31．每週五．10：00～12：00
（4/3清明、6/19端午各停課1次）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1600元
備註：本課程上課地點在WONNY咖啡教室。
（台東市成功路146號）

2-2 手作自然風素材藝術創作 A班
（18小時.6週）

1-5 春夏輕鉤織進階（36小時.12週）陳靖雯
3/26～6/11．每週四．13：30～16：30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1500元
備註：材料費含鉤織線材、鉤針。
備註：需上過社大初階班或熟悉基本針法者。
自備鉤針。

1-6 銅線飾品編織（18小時.6週）

陳靖雯

梯次一：3/31～5/5
梯次二：5/19～6/23
每週二．18：30～21：30
收費：學費900元+材料費900元
備註：具備鉤織經驗或熟悉基本針法者。

王美惠

2-3 手作自然風素材藝術創作 B班
（18小時.6週）

王美惠

梯次一：4/2～5/7
梯次二：5/21～6/25
每週四．09：00～12：00
收費：學費900元+材料費2000元

1-8 療癒系羊毛氈手作 A/B班
（36小時.12週）

吳子芸

A班- 4/11～7/4．每週六．09：00～12：00
（6/20端午節停課1次。）
B班- 4/12～6/28．每週日．09：00～12：00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1800元

1-9 無塑概念之手作日常雜貨
（18小時.6週）

蔡嘉琪

梯次一：4/12～5/17
梯次二：5/24～6/28
每週日．09：00～12：00
收費：學費900元+材料費800元
備註：自備針線。

4/18～7/11．每週六．
4/10～7/3．每週五．
09：00～12：00
18：30～21：30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備註：需自備筆電。
備註：需自備筆電。
6/19端午連假停課1次。 6-1 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學英語
Wilma Tan
5-4 手機程式開發
（18小時.12週）
App Inventor 2
4/1-6/17．每週三．
（18小時.6週） 王振民
10：00～11：30
收費：學費1100元
梯次二：5/23～7/4
備註：有興趣報名本課程者需先
每週六．13：30～16：30
於3/25（三）10：00參加
收費：學費1000元+講義費50元
課程interview（口試）。
備註：需自備筆電。
6/20端午連假停課1次。 6-2 Traveling English：

麥淑娟 梯次一：4/11～5/16

4/1～5/27．每週三．19：00～21：00
收費：學費900元
備註：需自備立鏡、基礎保養品、海棉、粉底、
眼影、腮紅、口紅、眉筆、眼線筆、假睫
毛、睫毛膏；也可由講師協助代購整組用
5-5 PHP & MySQL網頁資料庫
品4500元。

2-5 有機栽培田園樂
（36小時.12週）

王旭朗、易奉萱

2-6 健康飲食蔬食烹飪
（36小時.12週）

廖素珠、易奉萱

（36小時.12週） 王振民

4/15～7/1．每週三．
18：30～21：30
4/7～6/23．每週二．14：00～17：00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600元
備註：需自備筆電。
備註：課程上課地點於源緣園有機農場（賓朗），
學員先具有HTML與CSS基
學員需自行前往。
礎較佳。

1-7 時尚婚禮小物DIY（36小時.12週）王美惠 4/11～7/4．每週六．14：00～17：00
4/2～6/18．每週四．18：30～21：30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3000元

⊙ 若為首次報名社大課程（不含外語課）者，
需另繳新生報名費200元。
⊙ 上課地點如無特別說明，一律均在社大教室
（臺東大學臺東校區教學大樓1F）。
⊙ 外語課程已為優惠課程，恕不適用社大優惠
辦法，且不含教材或講義費用。
⊙ 課程需於報名後4日內至本辦公室完成繳費，
才算報名完成，逾期恕無法保留名額。
⊙ 課程均需報名滿8人始能開班。
⊙ 詳細課程大綱請自行至社大官網查詢。
5-3 Android APP 程式開發 5-11 Linux伺服器建置
（36小時.12週） 王振民
（36小時.12週） 王振民

梯次一：4/1～5/6
梯次二：5/20～6/24
每週三．18：30～21：30
收費：學費900元+材料費2000元

1-4 春夏輕鉤織初級（36小時.12週）陳靖雯 2-4 就是愛玩美（18小時.9週）
3/26～6/11．每週四．18：30～21：30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1600元

陳世堉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1200元
備註：課程上課地點於福智臺東教室。
為響應環保，課程部份所需的器皿，請學
員自行攜帶，如碗盤、筷子等。

自由行英語
Wilma Tan
（18小時.12週）

4/10-6/26．每週五．
10：00～11：30
收費：學費1100元
備註：有興趣報名本課程者需先
於3/25（三）10：00參加
課程interview（口試）。
本課程有戶外教學。

5-6 網頁編輯設計：HTML5 &
6-3 初級生活美語 謝佩樺
CSS3 & Bootstrap &
（18小時.12週）
jQuery
3/24~6/9．每週二．
（36小時.12週） 王振民

10：30～12：00
4/8～6/24．每週三．
收費：學費1100元
14：00～17：00
6-4 中級生活美語 謝佩樺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18小時.12週）
3-1 鄭子37式太極拳-初級
吳錦枝 備註：需自備筆電。
3/24~6/9．每週二．
（36小時.18週）
5-7 超實用Office
13：30～15：00
（36小時.12週） 王振民
3/16～7/20．每週一．19：15～21：15
收費：學費1100元
4/13～6/29．每週一．
收費：學費1800元
6-5 實用日語會話 呂智剛
14：00～17：00
備註：課程上課地點於東大行政大樓間川堂。
（36小時.12週）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4/7～6/23．每週二．
4/6清明連假停課1次。
3-2 鄭子37式太極拳-進階
吳錦枝 備註：需自備筆電。
18：00～21：00

（36小時.18週）
3/17～7/14．每週二．19：15～21：15
收費：學費1800元
備註：課程上課地點於東大行政大樓間川堂。

5-8 擴增實境概念與實務
收費：學費2200元
（18小時.6週） 王振民 6-6 法語香頌學發音 陳美足
梯次一：4/12～5/24
（18小時.12週）

（5/10母親節停課1次） 4/12～6/28．每週日．
梯次二：5/31～7/5
09：00～10：30
3-3 靜心靜坐養生-日間/夜間班
蔡金珍
（6/21端午連假停課1次）
4/2～6/18．每週四．09：00～12：00
收費：學費1100元
（36小時.12週）
每週日．09：00～12：00
收費：學費1800元
6-7 帶著法語去旅行 陳美足
日間班- 4/7～6/23．每週二．14：00～17：00
收費：學費1000元+講義費50元
備註：需自備舊衣、鉛筆、橡皮擦、剪刀、直尺 夜間班- 4/2～6/18．每週四．18：30～21：30
（18小時.12週）
備註：需自備筆電。
(彎尺)、皮尺、大張白報紙(牛皮紙) 、
4/12～6/28．每週日．
收費：學費1800元
5-9 3ds Max動畫入門製作
計算機。
10：30～12：00
備註：學員需自備榻榻米一塊、軟墊一塊或講師
（36小時.12週） 王振民 收費：學費1100元
4-1 愛的吉他手1（18小時.12週） 高陳定豊
協助代購500元。
4/12～7/12．每週日．
4/11～8/22．每週六．09：00～10：30
6-8 小王子法語基礎 陳美足
3-4 認識手足部人體疼痛控制的方法 陳恭典 13：30～16：30
（36小時.12週）
收費：學費900元
（36小時.12週）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4/11～7/4．每週六．
備註：需自備吉他。6/20端午連假停課1次。
4/13～6/29．每週一．14：30～17：30
備註：需自備筆電。
09：00～12：00
4-2 愛的吉他手2（18小時.12週） 高陳定豊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1200元
5/10母親節停課1次。
收費：學費2200元
4/12～6/28．每週日．09：00～10：30
6/21端午連假停課1次。 6-9 西班牙語入門與會話-B班
5-1
園藝與樂活養生（36小時.12週）
羅聖賢
收費：學費900元
5-10 AutoCAD電腦輔助設計
（18小時.9週） 安東尼
備註：需上過社大「愛的吉他手1」或具基本和弦 4/10～7/3．每週五．09：00～12：00
軟體（36小時.12週）
收費：學費1800元+材料費800元
4/1～5/27．每週三．
概念與彈奏技巧；自備吉他。
王振民
備註：實作農場於龍過脈，學員需自行前往。
10：00～12：00
6/21端午連假停課1次。
6/19端午連假停課1次。
4/13～6/29．每週一．
收費：學費1100元
4-3 12孔陶笛C調初階（18小時.12週）王哲時
5-2 Google Sketchup（18小時.6週） 王振民 18：30～21：30
6-10 西班牙語入門與會話-C班
4/2～6/18．每週四．09：00～10：30
梯次一：4/7～5/12
梯次二：5/26～6/30
收費：學費1800元+講義費50元
（18小時.9週） 安東尼
收費：學費900元
每週二．14：00～17：00
備註：需自備筆電。
4/1～5/27．每週三．
備註：需自備需自備12孔陶笛（4C）或由老師協
收費：學費1000元+講義費50元
15：00～17：00
住代購700元。
備註：需自備筆電。
收費：學費1100元
印刷品／廣告

1-10 舊衣資源再利用-入門
（36小時.12週）

張雙林

印刷品／廣告

TAITUNG
COMMUNITY
UNIVERSITY

104 年
春季班

950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東大教學大樓Ｔ102
洽詢專線／089-335149

主辦單位：教育部、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社大官網：http://tcu.nttu.edu.tw/
FB：https://www.facebook.com/tcu102

招生對象：年滿18歲（含）以上，目前居住在臺東的民眾。

報名方式：

優惠辦法：

1.親自報名：臺東大學臺東校區

對象

優惠方案

備註

舊生

免 200 元報名

（持 LEARNING CARD）

費，學費 95 折。
臺東大學學生

教學大樓T102（東中對面側門）
2.電話報名：089-335149
（外語課程可撥 089-517543）
3.網路報名：線上報名網址請至

免 200 元報名費。

http://goo.gl/forms/ju6UF2OJKP

（持學生證）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 免 200 元報名

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親自報名＆繳費受理時間：

週一～週五

09：00～12：00
14：00～18：00
19：00～20：30

週六～週日

09：30～12：00

者、65 歲（含）以上 費、學費 85 折。
老人者
報名 2 門（含）以上 第 2 門（含）課程 新生仍需繳交 200 元報名費。
起學費 9 折。
平日日間課程優惠

學費 9 折。

5 人（含）團體報名 學費 8 折。
※本優惠辦法：
1.外語類課程已為優惠課程，不適用本優惠辦法。
2.各項優惠僅能擇一使用，不得合併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