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進修教育中心樂活學苑 107 年春季班
春季班開課資訊※本校成人教育部保有修正課程的權利!!
課程總覽(課程開課第一週開放試聽※國台語歌唱班不開放試聽)
星
期

上課日期

時間

老師

課程名稱

週
一

3/5.12.19.26
4/9.16.23.30
5/7.14.21.28

09:30-11:30
14:00-16:00

蘇正文
鍾芳珍

WORD 文書處理基礎進階班

SC107101

進階日語

SC107102

14:30-16:30

蒲武雄

唱歌學日語 A 班

SC107103

09:30-11:30
09:30-11:30

簡有慶
夏珮玲

台灣遊透透
Fun English 輕鬆學英文

SC107104

09:45-11:45

陳亮妤

初級日語五十音班

SC107106

10:00-12:00

蔡月雪

國台語歌唱 A 班※需加設備費 540

SC107107

週
二

3/6.13.20.27
4/10.17.24.5/1
8.15.22.29
(輕鬆學英文 3/13-6/5)

週
三

週
四

週
五

3/7.14.21.28
4/11.18.25.5/2
.9.16.23.30

3/8.15.22.29
4/12.19.26.5/3
.10.17.24.31

3/9.16.23.30
4/13.20.27.5/4
.11.18.25.6/1

報名資料

14:00-16:00

黑島千代 實用日語會話 A 班

SC107108

蔡月雪

國台語歌唱 B 班※需加設備費 540

SC107109

13:30-15:30

陳亮妤

基礎日語 A 班

SC107110

09:45-11:45

陳亮妤

基礎日語 B 班

SC107111

09:30-11:30
09:45-11:45

蒲武雄
陳亮妤

唱歌學日語 B 班
日本旅遊與文化導覽

SC107112

10:00-12:00

黑島千代 實用日語會話 B 班

SC107113
SC107114

14:00-16:00

蕭婷予

午後歡唱班

SC107115

14:00-16:00

蘇正文

手機平板基礎進階班

SC107116

14:00-16:00

鍾芳珍

日語讀本基礎班

SC107117

14:00-16:00
14:00-16:00

蘇正文
陳若慧

行動支付微信 WECHAT 班
生活藝術-水墨篇

SC107118

14:00-16:00

鍾芳珍

日語會話班

SC107120

SC107119

※填列本表即視同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料供淡江大學教學行政用途或課程資訊提供，本校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範使用，
基於必要時，才會將個資提供給第三方(如：保險公司、醫療單位或警政單位等)，如需刪除資料請另行提出申請。

身分證字號(必填)
(室話/手機)

出生年月日(必填)

地址
E-mail

SC107105

14:00-16:00

姓名(必填)
電話(必填)

班 勾
團 選

收據號碼及日期

年

月

日

報名規定
報名須知

課程於 107 年 3 月 5 日開課即日起開始報名，每班上課 12 週 24 小時。
※新生請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課程費用

多元研習課程：舊生 1,200 元，新生 1,400 元(1,200 元+200 元行政處理費)。
生活資訊訓練課程：舊生 2,000 元，新生 2,200 元(2,000 元+200 元行政處理電
腦維修費)。

*報名第二科課程，折價 100 元學費*（限同季）
※早鳥優惠:107 年春季班課程於 1/26 前報名，第一科課程即可折價 100 元學費。
上課地點

淡江大學台北校園-台北市大安區金華街 199 巷 5 號。

轉班規定

繳費上課後（第一週）若覺得不適合，開課兩週內可申請轉班逾期恕不受理。

退費規定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 1/3 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數。開班上課
已逾全期 1/3 者，不予退還。※申請退費請攜帶收據正本

課程洽詢電話：02-23216320 轉分機 8866 潘佳昀小姐
課程參考網頁: http://www.dce.tku.edu.tw/index.jsp?pageidx=11&subidx=03

淡江大學台北校園-交通資訊圖
公車資訊：
◎信義金山南路口站 A
0 東、20、22、38、204、294、670、信義幹線
◎公企中心站 B、捷運東門站 C
0 東右、214、237、253、670、671、606、0 南
◎師大站 D：3、15、18、74、235、237、254、
672、278、295、和平幹線

捷運資訊 (捷運出口步行約 10~15 分鐘)
◎東門站 4,5 號出口(捷運出口步行約 5 分鐘)
◎古亭站 5 號出口 ◎中正紀念堂站 2 號出口

捷運轉公車資訊
◎古亭站 4 號出口轉乘 214 或 606 公車
◎台大醫院站 1 號出口轉乘 670 或 20 路等
◎台北車站 8 號出口轉乘信義幹線或新光三越前轉乘 671 公車

停車資訊
◎金山停車場：$120/2~5hr、$200/5~9hr、$320/9hr~當日 23:00
(停車證需於 101 櫃檯加蓋淡江戳記才予以優待)
◎金華公園地下停車場：$30/hr

課程簡介
生活資訊訓練課程※使用設備：每人一部電腦
星
期
一

老師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蘇正文

WORD 文書處理

(09:30-11:30)

基礎進階班

教您利用 Microsoft Word 輕鬆製作文件表格圖片海報，搭
配範例實際操作。課程內容包含：快速複習實用進階功能、
繪圖工具及圖片海報進階功能等…。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多元研習課程
星
期

老師
鍾芳珍
(13:30-16:30)

進階日語

一
蒲武雄
(14:30-16:30)

簡有慶
(09:30-11:30)

夏珮玲
(09:30-11:30)

唱歌學日語
A班

台灣遊透透

FunEnglish
輕鬆學英文

二
陳亮妤
(09:45-11:45)

蔡月雪
(10:00-12:00)

黑島千代
(14:00-16:00)

初級日語
五十音班

國台語歌唱
A班

實用日語會話
A班

藉由閱讀文章、句子分析提昇日語文章閱讀能力，並透過
限時互讀的訓練強化口說能力。此外，每週得聽寫兩句日
本的「諺語」，除訓練聽力外並拉高學習的層次。使用教
材：日本語讀本第二冊、完全掌握三級。
利用活潑互動的上課方式，使學員們能在輕鬆的環境中自
然學習基本的日本語。課程內容包括日語各種發音、簡易
會話、基礎文法及日本流行歌謠並教授數字樂譜及歌唱發
聲法。教材以自編講義為主，輔以多媒體影音教材，並以
「日本語讀本」作為補助教材。※A 班：需看懂日文字母及
簡譜者。
介紹台灣的歷史文化、風土民情，以室內課堂搭配實地訪
查、體驗的課程，讓學員輕鬆愉快地認識臺灣具有歷史、
民俗藝術與文化等特色的人文、生態景點、史蹟、寺廟、
特產，同時參訪在台灣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史館及博物
館，並從宏觀的視野，微觀的角度，剖析寶島台灣多元且
豐富的真實樣貌。
「輕鬆學英文」是個內容豐富，量身訂做輕鬆活潑且多元
化的課程!包括金曲老歌歡唱、旅遊光觀、西方美食介紹(及
品嘗)、認識品牌英文、英文自我介紹等…，還可以跟外國
人報路並介紹台灣!透過遊戲、豐富的圖片及短片教學來輕
鬆學習，了解美國文化、食衣住行及購物等相關實用英語!
強調實用的教學題材營造輕鬆的學習氣氛，以「已知」來
啟發「未知」，輕輕鬆鬆重新愛上 English! 課程內容：有
趣的動物世界、春天輕旅遊、生活發音輕鬆讀等…。
輕鬆愉快的氣氛、循序漸進的步調打下日語基礎，本期課
程內容為平假名、片假名、濁音、日式英文字母發音、歌
曲教唱等…。
每週 2 小時的課程中，學員將學習正確的歌唱姿勢、呼吸、
丹田發聲、樂譜解說、音準與節拍調整、卡拉 OK 伴唱與台
風練習。每週將教授 1 首新歌，曲目內容以老歌、民歌、
國台語流行歌等為主。教材以講義為主，輔以簡報及多媒
體影音教材。
以各種場合會話為主，例如：於飯店、車站、找工作等的
會話。透過會話練習理解日本人常用的說法語日本社會習
俗並掌握現代日語待遇表現與應用以加強學員與日本人溝
通的能力及技巧。

蔡月雪
(14:00-16:00)

陳亮妤
(13:30-15:30)

三

陳亮妤
(09:45-11:45)

蒲武雄
(09:30-11:30)

陳亮妤
(09:45-11:45)

黑島千代

四

(10:00-12:00)

蕭婷予
(14:00-16:00)

蘇正文
(14:00-16:00)

鍾芳珍
(14:00-16:00)

蘇正文
(14:00-16:00)

陳若慧

五

(14:00-16:00)

鍾芳珍
(14:00-16:00)

國台語歌唱
B班

基礎日語 A 班

基礎日語 B 班

唱歌學日語
B班

日本旅遊與
文化導覽
實用日語會話
B班

午後歡唱班

手機平板基礎
進階班
日語讀本
基礎班
行動支付微信
WECHAT 班

生活藝術
-水墨篇

日語會話班

每週 2 小時的課程中，學員將學習正確的歌唱姿勢、呼吸、
丹田發聲、樂譜解說、音準與節拍調整、卡拉 OK 伴唱與台
風練習。每週將教授 1 首新歌，曲目內容以老歌、民歌、
國台語流行歌等為主。教材以講義為主，輔以簡報及多媒
體影音教材。
輕鬆愉快的氣氛、循序漸進的步調打下日語基礎，在課堂
上練習簡單的聽力及會話，開口說日文。課程內容：宿題読み物、可能形等…。
輕鬆愉快的氣氛、循序漸進的步調打下日語基礎，本期課
程內容為表達「い形容詞、な形容詞、名詞仮定」、「副
詞、接続詞、会話表現のまとめ１」…等。
利用活潑互動的上課方式，使長青學員們能在輕鬆的環境
中自然學習基本的日本語。課程內容包括日語會話、文法
及新舊流行歌曲和如何識譜與發聲、配合 VCD 練唱以提昇
學習之効果。本課程以教授新歌為主、懷念老歌為輔，教
材使用講師自編隨堂講義，並以「大家來學日本語」、「日
本語讀本」、以及多媒體影音等教材輔助。※B 班:適合初
中級之日本語程度及看懂簡譜者。
運用淺顯易懂的方式，讓只看懂五十音的您，也能夠習得
旅遊日語。透過課堂上的學習來了解當地的旅遊資訊與文
化。※需會五十音
以各種場合會話為主，例如：於飯店、車站、找工作等的
會話。透過會話練習理解日本人常用的說法語日本社會習
俗並掌握現代日語待遇表現與應用以加強學員與日本人溝
通的能力及技巧。
本班以流行國台語歌曲為主，以有趣的風格、多媒體教材
讓學員能夠學會簡譜、歌詞分析、肌肉及氣的控制運用、
風格詮釋、假音的使用、咬字發音及聽力訓練等。主題式
教學針對每個人的問題加以補充、討論。最後將實施戶外
教學，體驗唱歌時的實際音響及感受，驗收及分享整學期
的學期內容與心得。
隨著智慧型手機功能越來越多樣化及時下最流行的隨手拍
下紀錄生活，搭配範例實際操作。課程內容：Android 及
Apple 雙系統教學、複製照片音樂影片電子書到手機平板
等…。
藉由「日本語讀本第一冊」之講解循序漸進地學習奠定文
法規則及正確發音習慣。進度：L31~34 課。
隨著智慧型手機功能越來越多樣化及時下最流行的手機支
付，教您了解科技新趨勢。課程內容：認識手機安全支付
及申請方式、認識 We Chat 微信常用功能讓您在不同的地
區也能暢行無阻。
本課程為中國水墨畫之基本畫法，內容以四君子竹、蘭、
梅、菊、鳥類為主題，指導學員如何用筆、運墨、及構圖
變化，以研習中國水墨畫的本技法，進而提升欣賞水墨畫
的趣味與神韻。※已略有基礎。
透過會話的方式達成語彙的整理與吸收、分析句子結構提
升記憶速度、利用相互對話提升班級凝聚力，培養在眾人
面前開口說日語的勇氣及自信心。使用教材：情境日本語
初中級篇 1，進度：「貸してもらう」、ウォーミングアッ
プ、重要表現、スクリプト、もうぱつぱ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