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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招生簡章 

一、宗旨：為倡導「終身學習」精神，鼓勵本市老人「活到老、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 
          實現老人達到「學無止境」之理想，特開辦各項語文、才藝、休閒、健身、育 
          樂課程，提供老人再進修及社會參與機會，藉以拓展老人學識領域、充實生活 
          內容，提昇老人福利服務功能。 
二、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南區區公所 
四、承辦單位：國立空中大學 
五、協辦單位：臺中市南區各里辦公處 
六、招收對象須符合：1.本市市民年滿 55歲者(民國 57年次) 、年滿 45 歲原住民(民國 67年次)

及身心障礙者。 
2.完整接種 2劑 Covid-19 疫苗並超過 14天(未接種滿 2劑疫苗滿 14天
者,須提供開課當天快篩陰性證明)。 

七、報名檢附文件：身分證及 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供驗證。 
八、上課期間：自民國 112 年 3月 1日起陸續上課(請參照課程資料) 
九、收費標準：(不含上課用材料費、書籍費、戶外教學活動保險費及影印費)(上下學期) 

一學年收費 

(上、下學期) 

55歲-64歲 
(57年次至 48年次) 

65歲以上 
(47 年次至 28年次) 

85歲以上 
(27年次以前) 

學費 報名費 合計 學費 報名費 合計 學費 報名費 
合計費
用 

報名 1班 $1,200 $200 $1,400 $0 $200 $200 $0 $100 $100 

報名 2班 $2,400 $400 $2,800 $1,200 $400 $1,600 $1,200 $300 $1,500 

報名 3班 $3,600 $600 $4,200 $2,400 $600 $3,000 $2,400 $500 $2,900 

※ 收費標準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0年 12月 3日府授社青字第 1100317604 號函 

※ 班級總數量為臺中市全區長青學苑班級數量合併計算。 

★課程編號09-長青導覽走讀文史班，免收學費(每人收報名費200元)。 
★年滿85歲(民國27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以上者，選讀第一班，檢附證明報名費減半及免學
費。 

★年滿65歲(民國47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以上者、本市仁愛之家院民、列冊本市低收入戶、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選讀第一班，檢附證明免學費。 

★夫妻報名同一班，其中一人報名費減半。 
★本學苑收費以一學年費用計算，如上學期已結束並於下學期始報名學習者，費用得以學期
計算，僅收取下學期費用。 

(1)「報名費」既經報名概不退費。 
(2)轉班以1次為限，自第2次起將酙收手續費100元。 
(3)部分課程上課須使用材料及教材，上課時將收取材料或教材費用，教師將於開課第一
週說明費用。 

十、報名時間及課程錄取相關說明： 
(一)即日起至 2月 17 日截止，各班額滿即採用抽籤方式錄取。 
(二)為保障學員就學權益，如次年度該課程報名額滿需以抽籤方式決定錄取名單時，將參卓本

年度到課時數，除發生重大變故者(需檢附證明文件)，缺課時數達 1/4小時以上者，不得
納入抽籤名單中，並以不予錄取認定。 

十一、報名地點(報名請攜帶身分證、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及費用)： 
(一)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12樓 1204室）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辦公室/南區長青學苑服務台(04)2286-0150轉 1430 
(二)各課程聯絡人(詳如課程資料所列) 
(三)臺中巿南區區公所(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2 號四樓) 

社會課辦公室/(04)2262-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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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開學日期：依本簡章各班開課時間正式上課，確定開課者不另行通知。(若課程未能開
設，將於開課前電話或簡訊通知) 

十三、退費規定：(退費請攜帶收據) 
(一)錄取後報名費不退費。 
(二)學員於開課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全額學費；開課後二週內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學費之

八成，第三週內退還學費之五成，第四週(含)起不予退費，除了不可抗力之因素，需攜
帶證明，按比例退還。 

十四、注意事項： 
(一)本學苑課程以實體為主，如因疫情受主管機關室內容留人數等相關規定限制，有需要變

更上課地點、上課方式（線上課程）或停課等，將機動調整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上課期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災，以臺中市政府公告【小學】停課標準辦理。 
(三)報名人數未達成班條件（每班學員不得少於 20人，其中年滿 65 歲以上者至少 15 人）

不開班。 
(四)開學後兩週內無故未到課者，由學苑逕行遞補名額，不予保留。 
(五)開學後座位排定，未經校方許可不得隨意更換或轉班。座位需優先禮讓 65歲以上長者。 
(六)請勿頂替他人上課或恣意旁聽，以維持上課秩序及學員權益，經發現應立即停止上課。 
(七)本苑保留適度修改的權利，如有異動請以本苑網站或班級 LINE 群組最新公告為準。 
(八)請以正楷填寫報名表，並於報名時攜帶身份證正本及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以供查驗。 

十五、課程時數認定原則： 
(一)每一課程以小時計算，不足 1小時者不列入課程時數，每 50 分鐘得休息 10分鐘。 
(二)如遇國定假日(含連假)課程將順延一週。 
(三)課程期間如遇人事行政局公告停班停課日，依公告停課。 
(四)校外教學、參觀、訪問與觀摩等活動，得利用課餘時間進行，或依課程需求規劃辦理，

但不得因此集中課程時間進行活動，倘利用平日課程時間辦理，依原課程時數認定。 

十六、學制與研習時間： 
(一)本學期研習時間約 32至 36週，每週 3至 6小時，共計 128小時。 
(二)修業完成每位學員發給結業證書，惟本學苑結業證書不作學歷之認定。 

十七、聯絡及申訴電話： 
(一)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中興大學綜合大樓 12樓） 

          電話：(04)2286-0150   
傳真：(04)2287-2056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30-12:30；下午 13:00-17:00 

(二)臺中巿南區區公所社會課 
電話：(04)2262-6105 轉 206 陳小姐    

 
~請翻至後頁，還有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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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課程資料:(※各科教材費用依各班教師教材項目收費) 

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1. 生活竹工藝班 魏春棋 

星期六 
08:00-12:00 

(3/4 開課) 

25 

竹工藝在生活上的應用與實作。 
開課後收材料費:2,000元 (上下 32週) 

南和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工學三街 23號) 
 
聯絡人:黃寶蓮里長 

04-22650665、0980429081      

2. 樂活人生班 包雨禾 

星期三、五 
14:00-16:00 

(3/1 開課) 

30 

以豐富多元的課程(茶道課、禪繞畫、粉
彩畫等)提升長者身心靈的健康。 

南和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工學三街 23號) 
 
聯絡人:黃寶蓮里長 

04-22650665、0980429081 

3. 輕鬆學二胡班 陳盈安 

星期二 
14:00-16:00 

星期四 
08:30-10:30 

(3/2 開課) 

40 

課程內容淺顯易懂，透過活潑多元的上課
方式，使新學員在短時間內即可自己輕鬆
上手演奏樂曲，同時也能對於曾經學習過
二胡，進度卻無法突破的學員，帶來大大
的助益。 

崇仁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柳川西路 1段 59號） 

 
聯絡人:葉家宏里長 0933-428995 

4. 
資訊手機科技
創作應用班 林素娥 

星期一、三 
14:00-16:00 

(3/1 開課) 

35 

國台語雙聲教學讓學員更易懂如何學習運
用手機科技，一次學習安卓/GDS蘋果2種
作業系統操作、使用手機運用更加便利。
手機APP相關設定、有效利用Play商店APP
資源、認識網路雲端科技真假訊息防止詐
騙、利用手機AI，AR科技讓學習手機更加
有趣。 
崇仁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柳川西路 1段 59號） 

 
聯絡人:葉家宏里長 0933-428995 

5 壓克力繪畫班 呂和謙 

星期一、二
14:00-16:00 

(3/6 開課) 

30 

以簡單輕鬆風景畫和靜物為主題，依循序
漸進的方式，讓學員從身邊經常接觸的景
物裡，練習構圖與混色，並在創作過程中，
學習壓克力技法。  

福平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 2段 158號) 
 
聯絡人:張啓龍里長  04-2265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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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6. 鬥陣來唸歌班 羅韋喬 

星期二、五 
09:30-11:30 

(3/3 開課) 

30 

學習歌唱基本功，讓學員唱歌更輕鬆，達
到健康快樂休閒活動。 

福平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 2段 158號) 
 
聯絡人:張啓龍里長  04-22652911 

7. 拼布應用班 陳秋燕 

星期四 
08:00-12:00 

(3/9 開課) 

30 

布的選擇、拼縫的技巧及針法，基礎的製
圖，大致以手縫為主，配合節日及長輩們
的程度來上課。 

長榮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9號) 
 
聯絡人:林政蒼里長 04-22296563 

8. 
銀髮族藝術創
作班 江蕙君 

星期一
08:00-12:00

(3/13 開課)

30 

運用隨手可得的媒材，搭配鉛筆、蠟筆、
色鉛筆等工具，享受速寫、纏繞畫等繪畫
的樂趣，使學員從生活培養美感，透過創
作展現自我。 

長榮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9號) 
 
聯絡人:林政蒼里長 04-22296563 

9 
長青導覽走讀
文史班  李憲發 

星期一 

室外課 

13:30-17:30 

室內課
13:30-16:30 

(3/6 開課) 

25 

以多元形式讓長輩近距離接觸文學，深入
了解臺中市舊城區的歷史脈絡與文學的發
展，其中指導地圖走讀並盤點資源，將由
多位文史工作者參與授課指導，帶大家走
訪從日據時代迄今的臺中市歷史與文化，
以舊城區作為導覽重點，尋訪在地社區的
歷史痕跡。  
長榮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9號) 
 
聯絡人:林政蒼里長 04-22296563 

10 
樹德和風拼布
班 李蓉芳 

星期五 
13:00-17:00 

(3/3 開課) 

30 

課程以學員各自的進度為主，讓學員可以
充份發揮創意為主要目的，並授課縫紉的
基楚課程，漸進式的引導學生進入拼布的
另一個領域，找出自己的樂趣。  

大慶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 100號) 
 
聯絡人:余銘記里長 04-2265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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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11 
每日一句日語
歌唱班 

-

星期一、四
14:00-16:00 

(3/2 開課) 

40 

三堂課教一首日本演歌，從歌詞中學習日
文單字，每堂課一句簡單的生活會話，以
生動樂趣不斷問答的方式，讓學員們快樂
學習，增進日文能力。敎手機日文輸入
法，讓學員們活用日文會話。  
大慶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 100號) 
 
聯絡人:余銘記里長 04-22654526 

12 
樂齡益智桌遊
班 鄭鈞元 

星期一
09:00-11:00

星期三
14:00-16:00

時間未定

(3月開課)

30 

讓長者認識桌遊基礎知識，再來體驗桌遊，
並且變化規則運用。累積多種桌遊經歷，
分組體驗、討論、學習，玩出桌遊實(十)
力：專注力、思考力、記憶力、反應力、聯
結力、溝通力、協調力、合作力、解難力、
領導力。 
第一次上課時，酌收教材使用費$100/人。 

大慶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 100號) 
 
聯絡人:余銘記里長 04-22654526 

13 
輕鬆唱歌學日
語班 郭泰元 

星期一、二 
14:30-17:30 

(3/6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
二為主要上課
日。 

35 

唱歌學日語，由淺入深熟習日本文化習俗，
激發學員對日語的興趣，藉由生活短句融
入情境對話，實際體會如何使用日語。  

崇倫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崇倫街52-3號)  
 
聯絡人:曾素貞里長 04-23724508  

14 
崇倫里活力歡
唱班 

邱欽茂 

星期二 
08:30-11:30 

星期五 
14:00-17:00 

(3/7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
二為主要上課
日。 

35 

簡單輕鬆學習歌曲、從未曾唱歌訓練已達
到可以自由歡唱，調整每個學員唱歌技巧
使學員可以輕鬆無壓力唱歌，增加學員樂
理符號的認識。 

崇倫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崇倫街52-3號)  
 
聯絡人:曾素貞里長 04-2372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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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15. 

番仔火不老鼓
樂隊班 
 
 

甘佳勳  

星期二、四 
09:00-12:00 

(3/7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二

為 主 要 上 課

日。 

26 

鼓藝課。認識太鼓與節奏，搭配音樂、話
劇、肢體動作……等，達到多元表演呈現，
有助於長輩在身體律動、身心健康上，有
不一樣的體驗。 

永興宮香客大樓 
(臺中市南區永興里工學二街236號)  
 
聯絡人:劉淑貞 0911289876  

16 
資訊手機科技
生活應用班 

林素娥 

星期四、五 
14:00-16:00 

(3/2 開課) 

30 

國台語雙聲教學讓學員更易懂如何學習運

用手機APP相關設定、有效利用Play商店

APP資源、認識網路雲端科技真假訊息防止

詐騙、利用手機互通訊息擴展視野。 

福順里集會所  
(臺中市南區福德街 157號)  
 
聯絡人: 鄭正叡里長 0905993791  

17. 
資訊手機科技
美工應用班 

林素娥 

星期三、五 
19:00-21:00 

(3/1 開課) 

30 

國台語雙聲教學讓學員更易懂如何學習運

用手機APP相關設定、有效利用Play商店

APP資源、認識網路雲端科技真假訊息防止

詐騙、利用手機互通訊息擴展視野。 

南門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瑞光街33號)  
 
聯絡人: 何湞惠里長 04-22851220 

18. 

千變萬化紙藝
班 
 
課程有暑假 

莊依蓉 

星期二、四 
09:00-11:00 

 (3/7 開課) 

25 

利用身邊容易取得的紙材，運用剪、撕、
摺、捲等技巧，創作出美麗的作品與實用
的生活用品。一起動作創作，讓腦袋更靈
活，身心更年輕!  
 
和平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71巷31弄11號)  
 
聯絡人: 張敏生里長 0936306576 

19. 
多媒材實用家
飾手作班 范美娟 

星期二、四 
14:00-16:00 

(3/7 開課) 

30 

利用多種媒材創作生活實用之家飾物品，
豐富多樣的課程設計，以簡單的技巧轉變，
讓長者皆可完成美麗作品獲得成就感的同
時，亦能訓練手眼協調.延緩老化.預防失
智。 

福興里活動中心  
(臺中巿南區福南街 89號)  
 
聯絡人：陳友龍里長 0931-594193 

admin
打字機
*已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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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20. 幸福書法班 陳貞惠 

星期四、五
14:00-17:00 

(3/2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四
為 主 要 上 課
日。 

30 

行書班。 
由基本書法入門架構作品布局從小作品至
條幅作品等。由基本筆法一筆一畫柔落在
紙上緩慢的動作可達修身養性。 

中興活動中心4樓(4-1教室) 
(臺中巿南區復新街89號) 
 
聯絡人: 余惠貞里長 04-22856637 

21. 
資訊手機科技
數位應用班 

林素娥 

星期二、四 
19:00-21:00 

(3/7 開課) 

30 

國台語雙聲教學讓學員更易懂如何學習運
用手機APP相關設定、有效利用Play商店
APP資源、認識網路雲端科技真假訊息防止
詐騙、利用手機互通訊息擴展視野。 

長春里/城隍里聯合活動中心2樓 
(臺中市南區合作街6號) 
 
聯絡人：林炳儀里長 0921-755981 

22. 
生活創意手作
班 高嘉憶 

星期一、四 
14:00-16:00 

(3/2 開課) 

20 

學習運用唾手可得的工具、環保資收物，
化腐朽為神奇，創作專屬自己的工藝作品，
美化家居療癒心靈，讓我們一同化身為小
小的工匠，無論是廢棄的繩索、紙張、塑
膠瓶、衣物、捲筒、塑膠袋或玻璃瓶，透過
靈巧的雙手，賦予汰舊物品第二個生命，
成為點綴生活的藝品。 

平和里守望相助隊部 
臺中市立圖書館南區分館旁(五權南路370
號旁) 
 
聯絡人: 柯永宏里長 04-22622538 

23. 
歌唱技巧與健
康槌球多元班 

羅韋喬 
曾啓進 

星期一 
09:30-11:30 

 
星期五

07:00-09:00  
(3/3 開課) 

25 

1.歌唱：學習基本功，讓學員唱歌更輕鬆，

達到健康快樂休閒活動。 

2.槌球：基礎握桿/打擊球定位/姿勢調整
/打擊/閃擊過門/技巧練習。透過分組組隊
練習/團隊合作精神/包括球技及戰略/戰
術培養/達到健身槌球的樂趣。 

工學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139巷141號) 
美村南路健康公園槌球場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8號) 
 
聯絡人 王文明里長 04-226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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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24. 
逗陣來玩創作
班 

柯佑儒 

星期四 
08:30-12:30 

(3/2 開課) 

30 

中西方美術不同藝術作品相關介紹，國畫、
西畫、版畫、壓克力畫、水彩畫、粉蠟筆、
插畫等點線面及色彩運用，在課堂中認識
美術元素和各類畫法練習與體驗，讓生活
在藝術繪畫的光影色彩中繼續發光發熱。
(作品參考:立體畫、食物模型、杯中魚) 
 
開課後依實際上課內容酌收材料費（創作
用材料等） 
長春里/城隍里聯合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合作街6號) 
 
聯絡人：林姍汝里長  04-22230373 

25. 
樂活大自然快
樂操班 

賴翠嫈 
江楊素品 

星期二、四 
09:30-11:30 

(3/2 開課) 

30 

通過舞動身體、休閒才藝、藝文團康和心
靈交流的途徑來提高學員的健康和生活指
數，運用一些簡單的動作，團體的才藝訓
練創造身體和心理的感應，達到快樂的心
境。邊跳邊唱可以從歌詞潛移默化地改變
負面的思想與情緒。 

總太春上社區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南和路155號) 
 
聯絡人:賴翠嫈 0931-468063 

26. 
南區紀事錄-
傢飾彩繪班 

廖珮棋 

星期一
09:00-11:00

星期四
14:30-16:30

(3 /2開課)

40 

利用淘汰的生活用品及繪畫工具作畫，將
南區各里舊有文化及現有地方社造特色透
過彩繪或Q版方式畫入家中衣物布料、鞋
子、帽子、雨傘…等生活用品，讓家中用
品延續生命價值，改造舊物妝點生活，讓
日常變得有趣。 
 

自備一吋平筆、＃10號平筆、小尖筆、橢
圓筆＃6等，四種用途基本畫筆(可代購)。 
工學天下社區活動教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北路 155號) 
 
聯絡人:張秀鈴 0912-348198  

27. 
電子琴(鍵盤
樂器)教學班 羅聰協 

星期三 
13:00-17:00 

(3/1 開課) 

30 

電子琴結構及姿勢介紹；左右手配合，手
指靈活及耐力訓練；指法認識、音階訓練
及以不同的伴奏形式練習；多種指法、和
弦理論及和弦的彈奏練習；教授中、日、
及西方流行經典歌曲；鋼琴大師的歌曲作
練習；認識及欣賞世界著名電子琴手及經
典樂隊的演奏技巧。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2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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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28. 歡樂水墨畫班 邱景祥 

星期一 
13:00-17:00 

(3/6 開課) 

30 

生活藝術化，引導學生思考水畫素材本質，
進而表現個人繪畫能力。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9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29. 快樂學書法班 陳貞惠 

星期三、五
13:30-16:30 
(3/1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三

為 主 要 上 課

日。 

35 

隸書班。 
由基本書法入門架構作品布局從小作品至
條幅作品等。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8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0. 輕鬆學日語班 郭泰元 

星期三、五 
14:30-17:30 

(3/1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三

為 主 要 上 課

日。 

50 

引導學員以輕鬆大膽的演唱方式，盡情地

表演及自由自在的舞動肢體，並藉由學員

間的趣味互動，享受快樂的學習時光。 

運用直覺式教學法，搭配唱歌學日語，由

淺入深熟習日本文化習俗，激發學員對日

語的興趣，藉由生活短句融入情境對話，

實際體會如何使用。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3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1. 
日語唱說表演
藝術班 郭泰元 

星期四、五 
14:30-17:30 

(3/2 開課)  

每次上課 3 小

時，一周上課

1-2 次。星期四

為 主 要 上 課

日。 

50 

引導學員以輕鬆大膽的演唱方式，盡情地
表演及自由自在的舞動肢體，並藉由學員
間的趣味互動，享受快樂的學習時光。 
運用直覺式教學法，搭配唱歌學日語，由
淺入深熟習日本文化習俗，激發學員對日
語的興趣，藉由生活短句融入情境對話，
實際體會如何使用。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3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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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32. 
河洛語詩詞吟
唱班 

陳美玉 
林姿廷 

星期三、六 
09:00-11:00 

(3/1 開課) 

45 

有系統的學習河洛語發音及呼切原理,藉
各種經典如三字經、古文的研讀,及古典
詩詞的賞析、朗誦及吟唱，保存並推廣台
灣人最優美的母語。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3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3. 快樂學日語班 施妤攽 

星期二、四 
14:00-16:00 

(3/2 開課)  

課程有暑假 

50 

從生字、造句與句型的變化進而連結成對
話，並在日常會話中理解，用言語進行溝
通與交流。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1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4. 輕鬆學美語班 李江河 

星期二、四
09:00-11:00 

(3/2 開課)  

課程有暑假 

50 

讓學員能輕鬆愉快學到日常生活美語與旅
遊美語。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1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5. 快樂學美語班 李江河 

星期三、五
09:00-11:00 

(3/1 開課)  

課程有暑假 

50 

讓學員能快快樂樂學習日常生活美語與旅
遊美語。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1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6. 休閒學美語班 李江河 

星期三、五
14:00-16:00 

(3/1 開課)  

課程有暑假 

50 

讓學員能悠閒無壓力學習日常生活美語與
旅遊美語。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1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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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37. 
鄭子太極拳三
十七式(中級) 

班 
賴永誠 

星期一、四  
09:00-11:00 

 

(3/2 開課)  

30 

鄭子太極拳是依據古典經論和古人遺留的
技藝結晶，並經鄭曼青大師數十年之研究
與實踐的經驗心得，從原有冗長之套路，
去蕪存菁，精簡為三十七式，每一招勢均
為精髓，太極拳之功能發揮，能以登峰造
極，其因素不是架勢之多寡，也不是練習
時間之長短，而是耐心、恆心和理論要訣
有無練到，這才是重點。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1樓 1111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8. 
鄭子太極拳三
十七式(初級) 

班 
賴永誠 

星期二、五 

14:00-16:00 
(3/3 開課) 

30 

鄭子太極拳是依據古典經論和古人遺留的
技藝結晶，並經鄭曼青大師數十年之研究
與實踐的經驗心得，從原有冗長之套路，
去蕪存菁，精簡為三十七式，每一招勢均

為精髓，太極拳之功能發揮，能以登峰造
極，其因素不是架勢之多寡，也不是練習
時間之長短，而是耐心、恆心和理論要訣
有無練到，這才是重點。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1樓 1111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39. 
飛躍年華的動

感A班 李紓雯 

星期三、五  
09:00-11:00 

 
(3/1 開課)  

25 

芭蕾、民族舞蹈、爵士、有氧、各族舞蹈。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5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40. 
飛躍年華的動

感B班 
李紓雯 

星期三、五 
14:00-16:00 

 
(3/1 開課)  

25 

芭蕾、民族舞蹈、爵士、有氧、各族舞蹈。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5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admin
打字機
*需抽籤

admin
打字機
*需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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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限額 
課程簡介 

報名及上課地點 

41. 搖滾重擊班 劉秀珠

星期一、四  
09:00-11:00 

 
(3/2 開課) 

20 

Pound Fit 搖滾重擊 (鼓棒有氧) 是結合
有氧心肺、無氧肌力的一項運動，藉由手
握鼓棒、搭配音樂的編排與律動，有效提
升心肺功能、肌力訓練及肢體協調性。 
需自備瑜珈墊、毛巾、水。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5 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42. 
開心樂活畫禪
繞班 張天瑜 

星期二、四  
09:00-11:00 

 
(3/2 開課)  

 
4/25-5/11不

上課 

30 

練習禪繞畫的過程，就是腦部的瑜伽鍛煉，
享受繪畫樂趣、培養生活美感的同時，鍛
煉頭腦和手部的協調能力，透過創作展現
自我。不需要繪畫基礎，利用最簡單的媒
材：一支筆、一張紙就可以創作一幅獨一
無二的作品。 
國立空中大學臺中中心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號 中興大學綜合
教學大樓 10樓 1009教室) 
 
聯絡電話:04-22860150 

admin
打字機
*需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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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臺中市南區長青學苑學員報名表 
請以正楷填寫報名表(報名時請攜帶身份證正本、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查驗及繳交報名費、學費)  

*姓  名(本人親簽)  *□新生  □舊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別 

□一般民眾 

□原住民 *生理性別 □女      □男 

*住宅電話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臺中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同上 

____縣/市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學  歷 
□不識字□識字 (自修)□小學□初 (國 )中□高中 (職 ) 

□專科/副學士 □大學以上 

E-Mail  

*緊急聯絡人  *電話  
*與緊急連絡

人關係 

 

*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情形 

第一劑:____年____月___日 第四劑:____年____月___日 

第二劑:____年____月___日 第五劑:____年____月___日 

第三劑:____年____月___日 第六劑:____年____月___日 

＊報名資訊來源 
□舊生持續報名 □LINE群組 □夾報、派報 □網站 

□親友或同事介紹 □簡章 □宣傳車 □紅布條/課程現場 □其他 
*選課內容/辦理繳費   (*全臺中市長青學苑班級數量合併計算) 

選課

編號 
班級報名排序 課程名稱 報名費 學費 小計 

      

      

總計金額 $ 

優惠選項 

□85歲以上□65歲以上□夫妻一同報名 

□仁愛之家院民      □列冊低收入戶 

□持身心障礙手冊    □其他 

各班代收人簽章 

 

經辦人簽章  收據編號  

備註 

報名者(以下簡稱本人)即視同同意南區區公所與南區長青學苑於相關法令規定

範圍內及學員資料保密措施下，為宣傳推廣或提供業務服務及課程訊息等目的，

得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進行蒐集、交互運用、電腦處理及傳遞。 

□身分證查驗 □收費登錄  □簽到表登錄  □空大系統登錄  □長青系統登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