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次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通過初審名單（104.11.04） 

序 課程名稱 機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建議更名 

1.  實用生活日語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游淑娥 2  

2.  職場生活英語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何緯華 3 職場與生活英語 

3.  初級日語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曾琬鈴 3 日語初級 

4.  快來學 ABC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許素英 2 生活英語 ABC 

5.  韓語初級 2 新北市勞工大學 張育菁 3  

6.  六祖壇經 嘉義博愛社區大學 釋有祥 2  

7.  
考古學概論 國立臺東大學 葉長庚 3 

考古學與台灣史前

文化 

8.  河洛漢語詩詞吟唱 宜蘭社區大學 許澤耀 2 台語漢詩吟唱 

9.  客語初級(大埔腔)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邱文偉 2  

10.  
古蹟與文化旅遊 臺南市私立崑山科技大學 王美惠 3 

台南古蹟與文化旅

遊 

11.  書法 臺南市永康社區大學 鄭清和 2 書法初級 

12.  書法藝術 桃園市八德市民大學 羅錦松 2  

13.  樂活影像人生 桃園市八德市民大學 游麗卿 2 電影賞析與人生 

14.  彩墨花鳥及花卉寫生

初級 1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林玉怜 2 

花卉寫生初級 

15.  國畫山水創作與賞析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張友華 3 國畫山水初級 

16.  戲劇與創意人生 宜蘭社區大學 邱少頤 3  

17.  30 年代老電影 2 桃園市桃園社區大學 陳錘鐘 2 電影藝術賞析 

18.  數位攝影中級 苗栗縣社區大學 郭文景 3  

19.  傳統客家民謠二胡 桃園市平鎮區市民大學 李勝波 2  

20.  美容彩妝造型實務 新北市勞工大學 林秋英 3  

21.  生態環保電影賞析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游麗卿 2  

22.  傳統客家民謠二胡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李勝波 2  

23.  
音樂與早期療育 

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

基金會 
劉芳妤 2 

 

24.  
概論舞蹈治療 

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

基金會 
姜愛玲 2 

舞蹈治療概論 

25.  
靈性療癒與自我成長 

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

基金會 
胡瑞芝 2 

 

26.  0-3 歲兒童發展檢測

及發展訓練 
財團法人精英文教事務基金會 林珮如 1 

0-3 歲兒童發展評

估與應用 

27.  長壽科學與成功老化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郭哲誠 3  

28.  生活及實戰法律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鄭中睿 2  



序 課程名稱 機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建議更名 

29.  個人理財一點通 苗栗縣社區大學 孔秀琴 2 個人理財初級 

30.  投資理財初級 苗栗縣社區大學 李玫郁 1  

31.  稅務會計 新北市勞工大學 鄭惠文 3  

32.  網際網路應用入門 苗栗縣社區大學 黃宗杰 2  

33.  有機農業生產與生活

中級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張騰維 2 

 

34.  有機農業生產與生活

初級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張騰維 2 

 

35.  遊程規劃與設計 臺南市私立崑山科技大學 劉靜慧、李承峻 3  

36.  濕地生態探索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陳德鴻 3  

37.  

文山生態學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郭城孟、黃世仁、

張秋蜜、林寬興、

黃婉玲 

3 

 

38.  台灣多元化登山入門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崔祖錫 3  

39.  我的自然週記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蔡桉浩 3  

40.  中式點心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楊勝凱 3 中式點心製作 

41.  茶道與生活美學 嘉義博愛社區大學 莊嫚娟 2  

42.  環境教育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黃富昌 2  

43.  綠生活與節能減碳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李宗勳 2  

44.  農村再生與休閒農業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鄭瑞壬 2  

45.  寵物飼養與管理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傅瀅濱 2  

46.  鄉村旅遊概論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鄭瑞壬 2  

47.  茶葉文化與生活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曾信光 2  

48.  綠色科技、社會與全

球化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鍾愛 2 

全球環境變遷與

綠色能源 

49.  與自然做朋友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陳仰聖 2  

50.  觀光導遊與領隊實務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黃哲鎭 2  

51.  園蔬生活與花茶藥草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劉秋芳 2  

52.  太極導引養生藝術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黃藍穎 2  

53.  國際標準舞-倫巴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胡玉梅 2  

54.  國民旅遊領團實務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黃哲鎭 2  

55.  休閒咖啡茶品調製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詹鋐泉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