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次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通過決審名單（105.1.13） 

序 課程名稱 機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更名 

1.  
文物調查程序與案例分析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黃翠梅、 

盧泰康、李建緯 
2   

2.  
文物保存概論與案例分析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吳盈君、 

蔡斐文、邵慶旺  
2   

3.  古物分級法規與實務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劉怡蘋  2   

4.  旅遊日語中級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賴佩琳 3   

5.  日語初級 1 新竹縣竹東社區大學 彭靖潔  2   

6.  河洛漢語詩詞吟唱 臺北市大安社區大學 張淑容、許澤耀  3 臺語傳統詩詞吟唱 

7.  
瑜伽師地論 1_聲聞地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香光尼眾佛學院) 

李台光 

(釋見參)  
2 瑜伽師地論 1：聲聞地 

8.  
瑜伽師地論 2_菩薩地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 

(香光尼眾佛學院) 

李台光 

(釋見參)  
2 瑜伽師地論 2：菩薩地 

9.  
《維摩詰所說經》導論 1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香光

尼眾佛學院) 

陳夏珠 

(釋悟因)  
2 維摩詰所說經導論 1 

10.  觀光日語 苗栗縣社區大學 許錦華 2 觀光日語初級 

11.  

文化資產保存導論 
臺北市中國科技大學文化資產

保存研究中心 

閻亞寧、米復

國、李乾朗、岩

素芬、趙金勇 、

王鑫、溫峻瑋、

江韶瑩、王維

周 、符宏仁、薛

琴 、顏敏傑 

2   

12.  行動族實用進階日語(一)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施淑惠  2 實用進階日語 1 

13.  實用上班族日語-基礎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劉有煉 2 實用基礎日語 

14.  生活旅遊日語-中級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廖家弘 2 生活旅遊日語中級 

15.  生活旅遊日語-初級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廖家弘 2 生活旅遊日語初級 

16.  韓語初階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黃珍良 2 韓語初級 

17.  日語初級 1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 陳立峰 3   

18.  客家採茶戲-唱作班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李勝波 2 客家採茶戲 

19.  生活陶藝初級 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嚴鼎新 3    

20.  直笛巨星 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陳俐惠 3  快樂吹直笛 

21.  國、台語經典名曲卡拉 OK 歌唱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林柏吟  3  經典名曲卡拉 OK 歌唱 

22.  薩克斯風中級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廖約翰 3    

23.  數位風景攝影之基礎理論與拍攝

訣竅初級 
苗栗縣社區大學 蔡明發 3  風景數位攝影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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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兒童美術教材教法 財團法人兒童藝術文教基金會 

方朱憲、蔡振

明、張世宗、郭

掌從 

2    

25.  

兒童美術教學 財團法人兒童藝術文教基金會 

鄭玉疊、許信

雄、林明德、劉

宗銘、郭博州、

方朱憲 

2    

26.  時尚生活拼布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徐惠珊  2    

27.  中國書法中階篆隸楷形四體的認

識與學習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宋良銘 2  書法篆隸楷行四體中級 

28.  木工 DIY 初階-素人變達人 新北市永和社區大學 鄭邦家  3  木工 DIY 初級 

29.  生活心理學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張永安 2   

30.  從電影看生死教育＆心靈關懷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羅耀明  3 生死學 

31.  就業服務法令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陳月娥 2 就業服務與輔導 

32.  運動行銷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林東興 2   

33.  大家讀繪本 嘉義市社區大學 黃美智 2   

34.  

高齡養生概論班 財團法人糖葫蘆文教基金會 

李孟芬 、黃慧

君 、周秋燕 、

陳美秀、李明

昌 、李宜勳、簡

興邦、蔡雅伶  

1 高齡養生概論 

35.  

高齡理療概論班 財團法人糖葫蘆文教基金會 

鍾璧如 、周秋

燕 、李孟芬 、

尤懿敏 、李宜

勳、簡興邦、蔡

雅伶 、林彤

恩 、李明昌 

1 高齡理療概論 

36.  

高齡保健概論班 財團法人糖葫蘆文教基金會 

周秋燕 、李孟

芬 、尤懿敏 、

李宜勳、簡興

邦、蔡雅伶 、林

彤恩 、李明昌、

馮嫚漩  

1 高齡保健概論 

37.  居家環境綠美化 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梁群健  3   

38.  皮拉緹思運動 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林儀雯 3   

39.  臺灣茶藝文化 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 戴瑞民 3   

40.  咖啡與茶飲 桃園市桃園社區大學 陳炳東 2 咖啡與茶飲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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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太極拳養生氣功初級 桃園市桃園社區大學 賴月英 2   

42.  
非破壞檢測科技 

新竹市中華大學 

非破壞檢測與安全評估中心 
林鎮華 3   

43.  
工程結構安全評估 

新竹市中華大學 

非破壞檢測與安全評估中心 
張奇偉、林鎮華  3   

44.  穴位指壓與腳底按摩初級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王俊仁 2   

45.  靜坐氣功與紓壓放鬆初級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王俊仁 2   

46.  探索太極拳武藝 新竹縣竹北社區大學 洪鼎惠 2   

47.  創意手工皂 DIY 嘉義市社區大學 張綺玲 3 手工皂暨保養品 DIY 

48.  休閒咖啡茶品調製基礎 桃園市平鎮區市民大學 詹鋐泉 2 咖啡與茶飲調製 

49.  經筋結構健康學初級 2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莊麗雪  2  

50.  家庭水電維修 桃園市中壢社區大學 邱吉壽 2   

51.  藝文咖啡與輕食複合式料理製作 苗栗縣社區大學 曾羿華  2 咖啡與輕食製作 

52.  園藝植物繁殖技巧與實務 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 黃士峰 2 園藝作物繁殖技術實務 

53.  節能減碳與能源管理-居家水電

節能維修技巧實作-進階班 
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 廖元亨 2 

居家水電維修與實作中

級 

54.  住宅 DNA-檢視探討與實作 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 廖元亨 2 購屋租賃實務 

55.  養生 42 式太極拳 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 陳炎峯 3   

56.  試算表進階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李昀蔚  3 試算表中級 

57.  舒活瑜珈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陳家珍 2   

58.  世界風情肚皮舞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 鄭雅云 2   

59.  山林美學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林文和 2    

60.  藝術凝膠美甲初級 中華民國亞太服裝手工藝學會 吳綺晴 2  

61.  銀黏土飾品創作 中華民國亞太服裝手工藝學會 許玉秀、 謝東成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