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洽詢電話：04-8381955     傳真：04-8381922    網站：http://www.ylcu.org.tw/

◆預選報名：7月11日(二)～7月21日(五)每日下午14：30~ 20：30 【例假日休假】                                                                      

◆報名日期：8月11日(五)～8月20日(日)每日下午14：30～20：30【例假日無休】 

◆報名時，建議儘量以步行、YouBike(站點:員林農工)或機車代步為主。

◆學分費：每學分1,000元

                     《優惠辦法擇一使用》

◆攜帶證件：舊學員請帶學員證、身分證；新學員請帶身分證並繳交身分證影本和1吋照片2張

◆報名費：舊學員100元、新學員200元(106年春季班班代及志工免費）

◆團體保險費100元(依團體保險規定，投保年齡以70歲為限。【民國36年3月11日前出生者，不列入投保對象】)

◆校內教室均在三樓，基於安全考量，行動不便者，應審慎評估，並主動告知。

◆學員如有特殊疾病或應特別注意事項者，應於報名時主動告知。參與學習之學員須具備行為自主及自理能力。

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生活藝能 36001 健身塑體核心運動A 劉妤庭 1 星期一 上午 08:10~09:0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002 曲線瘦身有氧(A) 黃郁婷 1 星期一 上午 08:30~09: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003 瑜珈綜合基礎(A) 曹慧珍 2 星期一 上午 09:00~1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04 健身塑體核心運動B 劉妤庭 1 星期一 上午 10: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005 電腦入門與文書及網路樂活 周彗婷 3 星期一 下午 13:30~16: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民權街

社團課程 36006 二胡基礎【推廣課程9折】 如意樂坊師資群-許家棟 2 星期一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正興街

學術 36007 台灣瀑布美學及生態探索 彭國棟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08 茶藝與休閒美學 劉秋固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09 生態環保~有機作物栽培(進階) 賴茂勝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0 生活日語會話(五) 蘇玉華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11 有機農業~蔬菜有機栽培【推廣課程9折】 謝瑞裕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2 Android 平板及智慧型手機(進階) 潘銹芸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13 植物種苗培育與組織培養技術 陳威臣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4 素描與色鉛筆【推廣課程9折】 李淨慈、李一芳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5 無痛刮痧-認識十二經脈DIY養生篇 許麗花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6 房地產快樂投資入門【推廣課程9折】 吳耀宗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7 英語遊樂園~說走就走旅遊趣 曾文瑜 2 星期一 晚間 18:30~20: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8 芳香魔法~精油生活 賴佩怡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19 愛上烏克麗麗 林萱芳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20 舞動指尖~電子琴彈唱A【推廣課程9折】 詹蕙安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自備『電子琴』

生活藝能 36021 民謠吉他彈唱進階 蔡宗明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22 用心跑步-馬拉松長跑訓練基礎 張世昌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司令台

生活藝能 36023 楊氏太極拳競賽套路 陳英輝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024 鄭子太極拳37式氣功推手 廖漢棖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社團課程 36025 二胡研習 如意樂坊師資群-許家棟 3 星期一 晚間 18:20~21:10 校外教室-員林市正興街

社團課程 36026 弦情藝緻~絲竹室內樂 陳洲呈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027 西點烘焙 吳武才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永和街

生活藝能 36028 小提琴演奏(進階) 王美方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南昌路

社團課程 36029 國台語流行歌曲技巧教學A 林金福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東路一段

◆課程之開設與否，依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未開之課程，全額退費 ◆行事曆&教室位置若有異動，依校方最新公告為準

◆報名地點：員林樂活社大辦公室(員林農工內)      

◆開課日期：9月11日起陸續開課，學期期間為 106.9.11～107.1.12共計18週(含公共參與週、教學觀摩週兩週)

◆指導單位：開南大學進修及推廣教育處  ◆辦理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推廣教育學會                  

◆各班團體報名日：7月10日 (一) 下午14：30~ 20：30【當天恕不受理個別報名】

◆代收代辦費：

(2)部分課程酌收雜費(如:冷氣費、電腦維護、設備使用等)、材料費、書籍費。報名前請參閱各課程「十八週課程規劃說明」

員林樂活社大【106年度秋季班】課程清單

                      夫妻同報請帶身分證、低收入戶請帶鄉鎮市公所社會課，所開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暨戶籍謄本

◆入學資格：凡年滿18歲，學歷不限!只要有學習成長和再進修的意願者均可報名入學。

◆優惠措施：●滿七十歲以上長者95折(民國36年9月10日(含)前出生者)   ●推廣課程9折  

                       ●夫妻同報85折  ●選修兩門(含)以上，且有學術課程者85折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等7折

                      ●滿八十歲以上長者，1科免學分費(不限學分數)，第2科起5折(民國26年9月10日(含)前出生者)【須出示身分證正本】

                      身心障礙請帶殘障手冊、原住民請帶戶籍謄本。滿八十歲長者請攜帶身分證正本。

                       (請持有效期間內的證件，若未帶證件恕不給予優惠)

(1)代收員農校區停車費 (腳踏車45元、機車110元、汽車500元)

◆本校所開設課程，均可列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研習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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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課程 36030 國台語歌唱進階表演 張齡月(詠安) 3 星期一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鹿路(三義社區活動中心)

生活藝能 36031 快樂養身瑜珈 陳淑莉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水路(廣天宮)

生活藝能 36032 蝶古巴特拼貼 李綺萍 2 星期一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33 世界民族風舞蹈(泰國) 劉妤庭 2 星期一 晚間 19: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034 體適能皮拉提斯(A) 邱燕妮師資群-劉靜江 1 星期一 晚間 19:30~20: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035 體適能皮拉提斯(B) 邱燕妮師資群-劉靜江 1 星期一 晚間 20:20~21:1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生活藝能 36036 社交舞輕鬆學 曹碧玲、牟淑蘭 3 星期二 上午 08: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生活藝能 36037 長青運動-室內健身肌力訓練A 張世昌 2 星期二 上午 09:00~1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

生活藝能 36038 皮拉提斯 邱燕妮師資群-顏春雪 1 星期二 上午 09:20~10:1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039 藝術與環保手工皂DIY(A) 陳玉萍 2 星期二 上午 09: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東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40 舒活能量瑜珈A【推廣課程9折】 楊雅惠 2 星期二 上午 09: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和平街

生活藝能 36041 贏向數位生活~電腦手機基礎 儲昭芳 3 星期二 下午 13:30~16: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民權街

社團課程 36042 弦情藝緻~二胡進階A 陳洲呈 2 星期二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社團課程 36043 流行歌曲歌唱技巧 江意銘 3 星期二 下午 14:00~16: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建國路

學術 36044 如何妥善處理車禍糾紛 許國良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45 生活日語會話(二) 蘇玉華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46 坐著火車去旅行，賞古蹟【推廣課程9折】 吳成偉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47 藥用植物(藥草)認識與應用 張友萍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48 食在保健-養生食品加工與利用A 陳英波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49 Easy go英文旅遊趣 王宜姍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社團課程 36050 書法 黃俊偉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1 Android 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基礎一) 潘銹芸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2 無痛刮痧怯酸痛及各種症狀 洪文圳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3 初級日語 方若評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4 基礎空中攝影【推廣課程9折】 江浚騰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5 韓式時尚美睫專修 江惠君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6 氣球造型藝術-進階 張惟淑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57 魅力人才-主持人養成【推廣課程9折】 許玉玲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8 體驗硬筆之美-鋼筆書法樂活 詹仗名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59 全民體適能與心肺適能發展【推廣課程9折】 謝維忠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司令台

生活藝能 36060 快樂瘦身舞(基礎) 張巧欣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061 武術養生-雲龍劍A 張秀羚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062 社交舞基礎 牟淑蘭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社團課程 36063 弦情藝緻~二胡進階C 陳洲呈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064 長笛基礎吹奏 蕭愉潔 3 星期二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南昌路

生活藝能 36065 高爾夫球研習(A) 何柏霞 2 星期二 晚間 18:30~20:20 校外教室-埔心鄉油車村二抱路

社團課程 36066 順氣健康法-高階 林蓓莉師資群-林蓓莉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靜修東路

生活藝能 36067 瑜珈綜合基礎(B) 曹慧珍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68 藝術與環保手工皂DIY(B) 陳玉萍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東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69 桌球A 許文強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永興街

生活藝能 36070 紙黏土＆鄉村彩繪【推廣課程9折】 李綺萍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71 青春舞國界-國際民族舞蹈【推廣課程9折】 黃俊嘉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民權街(員林火車站後站)

生活藝能 36072 舒活能量瑜珈B 楊雅惠 2 星期二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和平街

生活藝能 36073 Oriental Belly Dance 東方肚皮舞 劉妤庭 2 星期二 晚間 19: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074 中東肚皮舞(A) 邱燕妮師資群-邱燕妮 1 星期二 晚間 19:20~20:1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075 塑身有氧曲線A 張晏需 1 星期二 晚間 20: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76 中東肚皮舞(B) 邱燕妮師資群-邱燕妮 1 星期二 晚間 20:10~21:0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生活藝能 36077 生活日語會話(四) 蘇玉華 3 星期三 上午 09:00~11:5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三民街(興賢書院)

社團課程 36078 順氣健康法-基礎(A) 林蓓莉師資群-王寶秀 2 星期三 上午 09:00~1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靜修東路

生活藝能 36079 瑜珈綜合基礎(C) 曹慧珍 2 星期三 上午 09:00~1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080 活力輕體~空中瑜珈 陳絮旎 2 星期三 上午 10:10~12:00 校外教室-員林市育英路

生活藝能 36081 中東肚皮舞(C) 邱燕妮師資群-邱燕妮 1 星期三 上午 10:10~11:0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082 電腦入門與影像剪輯樂活 周彗婷 3 星期三 下午 13:30~16: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民權街

社團課程 36083 卡拉OK歌唱技巧(A) 顏榮貴 3 星期三 下午 14:00~16: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新生路

社團課程 36084 弦情藝緻~二胡基礎 陳洲呈 2 星期三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085 生活日語會話(一) 錢亮文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86 生活與法律之訴訟實戰 康弼周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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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學術 36087 生態環保~有機作物栽培(實用) 賴茂勝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88 書法藝術基礎 張炳城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89 油畫創作【推廣課程9折】 紀玲玉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0 英語歌唱與西洋音樂賞析【推廣課程9折】 吳宛靜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1 投資與股票分析 趙家甫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2 烏克麗麗輕鬆彈 張珉禎 2 星期三 晚間 18:30~20: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3 走進中醫-中醫養生學【推廣課程9折】 黃頌儼主任&彰基中醫部醫師群 2 星期三 晚間 18:30~20: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4 歐式花藝設計 陳  卒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095 斗星之探討與應用 侯雪娟、黃宏文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6 氣球造型藝術-基礎 張惟淑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7 美國金屬線編織 許麗鈴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8 基礎人像攝影 萬  朋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099 鄭子37式太極拳和養生氣功八段錦 許登榮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100 魅力瘦身舞(基礎) 張巧欣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101 社交舞進階 曹碧玲、牟淑蘭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社團課程 36102 卡拉OK雙向教學現場演奏A 楊惠絜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三橋街

生活藝能 36103 長笛吹奏(四) 蕭愉潔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南昌路

生活藝能 36104 咖啡教學 黃宗寶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學術 36105 美麗人生之快樂人際溝通【推廣課程9折】 黃茂榮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至善街

社團課程 36106 明日之星歌手養成 楊子芸 3 星期三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107 高爾夫球研習(B) 何柏霞 2 星期三 晚間 18:30~20:20 校外教室-埔心鄉油車村二抱路

生活藝能 36108 魅力東方肚皮舞A 陳怡如 2 星期三 晚間 18:30~20: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惠明街

生活藝能 36109 瑜珈綜合基礎(D) 曹慧珍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110 游泳訓練(基礎)A 海洋森林教練群-謝瓊冠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建國路

生活藝能 36111 藝術與環保手工皂DIY(C) 陳玉萍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東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112 手作木工鄉村傢俱 柳江墾 2 星期三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浮圳南巷

生活藝能 36113 美式流行熱舞 邱燕妮師資群-陳威儒 1 星期三 晚間 18:30~19: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14 拉丁有氧A 劉妤庭 1 星期三 晚間 19:10~20:0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115 活力有氧提斯 邱燕妮師資群-洪偉倩 1 星期三 晚間 19:30~20: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16 拉丁有氧B 劉妤庭 1 星期三 晚間 20:10~21:0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生活藝能 36117 現代社交國標舞 賴映諠 3 星期四 上午 08: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生活藝能 36118 曲線瘦身有氧(B) 黃郁婷 1 星期四 上午 08:30~09: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19 說唱學日文(進階) 蘇玉華 3 星期四 上午 09:00~11:5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三民街(興賢書院)

社團課程 36120 卡拉OK歌唱(基礎) 蔡郁沛(謦安) 3 星期四 上午 09:00~11: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新生路(南平社區活動中心)

生活藝能 36121 塑身有氧舞蹈 張瓊文 1 星期四 上午 09:20~10:10 校外教室-員林市和平街

生活藝能 36122 書法美學A 李文華 2 星期四 上午 09: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生活藝能 36123 贏向網路行銷~電腦應用 儲昭芳 3 星期四 下午 13:30~16: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民權街

社團課程 36124 國台語流行歌曲技巧教學B 林金福 3 星期四 下午 14:00~16: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東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125 西洋花藝設計 許雍儀 2 星期四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三橋街

社團課程 36126 弦情藝緻~二胡進階B 陳洲呈 2 星期四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127 身體評估與健康體適能【推廣課程9折】 江昌益 2 星期四 下午 16:00~17: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台鳳路

學術 36128 古蹟巡禮-遊山玩水賞古蹟 吳成偉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29 實用攝影基礎 江村雄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130 生態旅遊及保育實踐 彭國棟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131 導遊領隊&導覽領團證照 蘇德義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2 幸福的手作襪子娃娃【推廣課程9折】 徐彩琴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3 彩墨藝術-國畫 楊筱筠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4 中醫的奧秘(基礎-上篇)【推廣課程9折】 洪春南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5 書法篆刻基礎【推廣課程9折】 賴錦源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136 景觀植物與居家庭園設計【推廣課程9折】 江宏國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7 會計學丙級證照【推廣課程9折】 吳宗欣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8 書法美學B 李文華 2 星期四 晚間 18:30~20: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39 快樂英語ABC 曾文瑜 2 星期四 晚間 18:30~20: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40 醫學氣功 杞見勝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41 口琴基礎 謝安定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42 生命靈數的認識與應用 邱千珍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43 用心跑步-馬拉松訓練 張世昌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司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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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藝能 36144 陳氏38式太極拳和養生氣功八段錦 許登榮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145 燃脂瘦身舞(基礎) 張巧欣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社團課程 36146 卡拉OK歌唱技巧(B) 顏榮貴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新生路

社團課程 36147 卡拉OK歌唱 蔡郁沛(謦安)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新生路(南平社區活動中心)

生活藝能 36148 創意繪畫與賞析【推廣課程9折】 徐垂文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社團課程 36149 二胡基礎 盧雋懋 3 星期四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北和街

生活藝能 36150 瑜伽經穴養生 曹慧珍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151 桌球B 許文強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永興街

生活藝能 36152 池坊花道暨創意花藝(基礎)A 張儷齡(妙芬)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社團課程 36153 順氣健康法-基礎(B) 林蓓莉師資群-黃淑萍 2 星期四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靜修東路

生活藝能 36154 流行舞蹈 劉妤庭 2 星期四 晚間 19: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155 體適能有氧舞蹈 邱燕妮師資群-洪偉倩 1 星期四 晚間 19:30~20: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56 哈燒韓國MV 邱燕妮師資群-陳威儒 1 星期四 晚間 20:20~21:1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57 塑身有氧曲線B 張晏需 1 星期四 晚間 20: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生活藝能 36158 ZUMBA有氧健身舞A 劉妤庭 1 星期五 上午 08:10~09:0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生活藝能 36159 長青運動-室內健身肌力訓練B【推廣課程9折】 張世昌 2 星期五 上午 09:00~1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

生活藝能 36160 成人健康經營-輕鬆練瑜伽A 楊若琳 2 星期五 上午 09: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161 天然香草創意手作皂 黃鈴惠 2 星期五 上午 09: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萬年路一段

社團課程 36162 古箏彈奏(進階) 謝千瑩 2 星期五 上午 09: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生活藝能 36163 活力輕體~抗力球 陳絮旎師資群-楊雅惠 1 星期五 上午 09:40~10:30 校外教室-員林市育英路

生活藝能 36164 魅力東方肚皮舞B 陳怡如 2 星期五 上午 10:00~11: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惠明街

生活藝能 36165 ZUMBA有氧健身舞B 劉妤庭 1 星期五 上午 10:30~1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中正路

社團課程 36166 古箏彈奏(基礎) 謝千瑩 2 星期五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一段

學術 36167 生活與法律 康弼周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68 食在保健-養生食品加工與利用B 陳英波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69 生活日語會話(三) 周倩玉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類 36170 永續農園病害管理【推廣課程9折】 蘇俊峯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1 國畫【推廣課程9折】 蔡水鎮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2 結合手機和筆電做行銷 (筆電班) 張良洽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3 Android 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基礎) 潘銹芸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4 韓語【推廣課程9折】 孫宏偉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5 輕鬆學油畫 蘇湘竹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6 麵包花與紙黏土 梁怡祝 2 星期五 晚間 18:30~20:2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7 美魔女彩妝雕塑形象 江惠君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學術 36178 易卦思想與運用 侯雪娟、黃宏文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79 皮革手作基礎 賴麗連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80 永不凋謝的花朵~不凋花藝設計 林振宸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81 實用舞台妝入門 張郁汝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82 民謠吉他彈唱基礎【推廣課程9折】 蔡宗明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

生活藝能 36183 舞動指尖~電子琴彈唱B 詹蕙安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社大教室/自備『電子琴』

生活藝能 36184 武術養生-雲龍劍B 張秀羚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185 太極拳四十二式氣功推手 廖漢棖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內教室-員林農工籃球場

生活藝能 36186 國際標準舞、拉丁舞、摩登舞 曹碧玲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社團課程 36187 卡拉OK雙向教學現場演奏B 楊惠絜 3 星期五 晚間 18:30~21:20 校外教室-員林市三橋街

生活藝能 36188 情定西班牙-佛朗明哥舞 陳絮旎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育英路

生活藝能 36189 成人健康經營-輕鬆練瑜伽B 楊若琳 2 星期五 晚間 19: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同路二段

生活藝能類 36190 體適能有氧運動 張晏需 1 星期五 晚間 20:00~20: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員水路二段

生活藝能 36191 體適能皮拉提斯(基礎) 邱燕妮師資群-劉靜江 1 星期五 晚間 20:20~21:1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課程分類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老師 學分數 星期 時段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生活藝能 36192 高爾夫球研習(C) 何柏霞 2 星期六 上午 09:00~10:50 校外教室-埔心鄉油車村二抱路

生活藝能 36193 中東肚皮舞(D) 邱燕妮師資群-邱燕妮 1 星期六 上午 09:10~10:0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94 中東肚皮舞(E) 邱燕妮師資群-邱燕妮 1 星期六 上午 10:10~11:0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生活藝能 36195 多肉植物&水泥盆器DIY【推廣課程9折】 徐垂文 3 星期六 下午 13:30~16:20 校外教室-員林市大仁南街

學術 36196 認識古建築美學與導覽解說培訓 吳成偉 3 星期六 下午 14:00~16: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光明街(惠陽宮妙化堂)

生活藝能 36197 桌球C 許文強 2 星期六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永興街

生活藝能 36198 游泳訓練(基礎)B 海洋森林教練群-謝瓊冠 2 星期六 下午 14:00~15: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建國路

生活藝能 36199 薩克斯風綜合研習 張德靖 2 星期六 下午 15:00~16:50 校外教室-員林市出水巷(出水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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