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09 年度推廣教育非學分班第 62 期簡章 

課程特點：小班教學  專業師資  特優場地 

上課期間：自 109年 07月 04日起陸續開課，一期三個月，共計 12堂。 

上課地點：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木柵校區 

一、 折扣優惠： 

1. 新生報名費 200元，若報名 2項課程或兩人以上同行，則與舊生同享 9折優待。 

2. 本校教職員及子女 85折優惠，本校學生 8折優惠。 

3. 本校現職志工 7折優惠。 

※ 銀髮太鼓班不適用相關折扣優惠。 

二、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請至本校網站「推廣教育線上報名」項下填具相關資料辦理。 

2. 現場報名：請於星期一至六，上班時間（9：00～17：00）親至內湖校區進修推廣組辦理 

※ 洽詢電話：2796-2666 分機 1230、1242 (內湖校區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三、 繳  費： 

1. 報名後，請於報名後三天內轉帳繳費或上課當日現金繳費。 

2. 繳費方式： 

(1)電匯或轉帳：第一銀行內湖分行，銀行代碼 007，帳號 15050250500，戶名國立臺灣戲曲學

院推廣教育專戶（請將收據影本註明姓名、課程名稱、報名人數及聯絡電話，傳真至 2794-

1238，並電話確認，始完成報名程序）。 

(2)親至內湖校區進修推廣組辦公室繳納。 

四、 注意事項： 

1. 各課程之報名人數達 4或 6人以上、音樂相關課程則需達 4人，即通知開班。 

2. 部分課程樂器或材料費，請自備或另行繳費由任課教師代購，不包括在學費內。 

3. 本校保有調整課程人數、內容、師資與停開課等權利。若逢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因素，則該活動

進行與否，逕依臺北市政府之公告。至於國定假日連假，或任課教師請假，或校務活動需用場

地等因素，以致課程無法如常進行，則本組將視情況，事先通知停、補課之相關事宜。 

4. 繳費之後，設若無法繼續上課，依本校推廣教育退費辦法辦理退費（請至本校網站推廣教育區

查閱）。倘為個人因素請假，則恕不退費，亦不補課。 

※ 汽機車停車需酌繳停車費用，請洽教務處進修推廣組辦理停車繳費；停車僅限於上課期間內，

以外時段恕不提供停車。 

五、 交通資訊： 

內湖校區：臺北市內湖路二段 177號 

1. 近捷運內湖線文德站 

2. 公車 21、247、267、278、28、521、552、小 2達人女中站 

木柵校區：台北市木柵路三段 66巷 8之 1號 

1. 捷運木柵線至「木柵站」下，轉指南客運：3、282，欣欣客運：236、251至

「木柵農會」、「永安街」、「保儀站」等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MvKN54


2. 聯營公車：294、298至「木柵分局」、「木柵」等站 

3. 指南客運： 1、2、3、6、282至「木柵農會」、「永安街」、「保儀站」等站 

4. 欣欣客運：236、237、611、251至「木柵農會」、「永安街」、「保儀站」等站 

5. 台北客運：10至「木柵農會」、「景文中學」等站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第 62 期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一覽表 

 

特色課程介紹： 

1. 國際標準舞(初、中階班)：每堂上課均從暖身、基本功開始，再循序漸進教授各類舞科花

步，舞科採摩登、拉丁交替教學，課程輕鬆愉悅，歡迎呼朋引伴一起來舞動青春，舞出健

康活力。 

2. 瑜珈提斯：融合傳統瑜珈與彼拉提斯兩種不同類型的緩和運動，兼顧身體穩定性訓練與柔

軟伸展，透過持續的身體訓練，達到體態與身心靈之間的平衡，舒緩生活壓力穩定情緒。 

3. 蝶谷巴特：將美麗圖型剪裁，拼貼裝飾於家飾物品或傢俱上，展現出創意設計的裝飾藝

術。 

4. 編織手作小物：運用麻繩收編各式提袋，不同編織方式產生不同花紋，提袋、花器吊繩、

拖鞋都可以輕鬆編織，擁有質樸風格又可以環保減塑。 

編

號 
課程名稱 費用 

堂

數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招生對象 名額 

授課教

師 
備註 

上課地點：內湖校區 

A01 
*國際標準舞 

(初、中階班) 
1,800 12 07月 04日 六 08：00-09：30 有興趣者 8-14名 郭寶珠 (常態開班) 

A02 *京劇表演藝術 4,050 12 07月 04日 六 09：00-10：30 有興趣者 4-15名 萬裕民 

(常態開班) 

道具自備或 

教師代購 
A03 *銀髮太鼓 2,400 12 07月 04日 六 09：00-10：30 50歲以上 8-25名 吳承翰 

(常態開班) 

提供樂器 

A04 

快樂熊熊的 

烏克麗麗教室 

(初階班) 

4,800 12 07月 13日 一 18：00-19：30 國小 4-10名 陳沛元 

樂器自備 

或 

教師代購 

A05 民族舞蹈 4,050 12 07月 14日 二 18：00-19：30 成人 12名 胡予欣 材料費 350元 

A06 兒童扯鈴 4,050 12 07月 18日 六 09：00-10：30 國小 20名 彭  湛 
扯鈴自備或 

教師代購 

A07 幼兒律動 3,000 12 07月 18日 六 10：30-11：30 4-6歲 12名 洪佩玉 60分鐘 

A08 韻律體操 4,050 12 07月 18日 六 10：30-12：00 國小 12名 陳韻安 
服裝自備或 

教師代購 

A09 兒童律動 4,050 12 07月 17日 五 18:00-19:30 1-3年級 8-12名 李淑玲  

A10 瑜珈提斯 4,050 12 07月 17日 五 20：00-21：30 有興趣者 8-12名 李淑玲 
軟墊自備或 

教師代購 

A11 兒童芭蕾 4,050 12 07月 18日 六 14:00-15:30 國小 8-12名 廖麗珠 
服裝自備或 

教師代購 

A12 
數位音樂 

混音編曲 
4,900 12 07月 18日 六 13：30-15：00 國小 4-10名 陳德全 

含電腦網路使

用費 

A13 *兒童武術 4,050 12 08月 29日 六 14：00-15：30 國小-國中 8-20名 姜雅萍 
常態開班 

(寒暑假停課) 

上課地點：木柵校區 

B01 笛聲戲語 4,800 12 07月 18日 六 10：00-11：30 有興趣者 4-10名 陳可恩 中國笛 

B02 蝶谷巴特 4,050 12 07月 18日 六 10：30-12：00 有興趣者 20名 孔祥萱 材料費另計 

B03 
愛地球作環保 

編織手作小物 
4,050 12 07月 18日 六 13：30-15：00 有興趣者 20名 孔祥萱 材料費另計 



5. 兒童武術：每期教授各種武術套路，包括刀槍劍棍及拳腳等。強調強身健體的基本功效。 

6. 銀髮太鼓：達到運動與音樂節奏結合，震撼的鼓聲帶給人正向能量，不僅有運動效果，更

可上台表演。 

7. 快樂熊熊的烏克麗麗教室《初階班》：小巧可愛的烏克麗麗，簡單易學、輕鬆上手。培養小

朋友對音樂的興趣，快樂彈唱，內容包含基本樂理、視譜、曲目演奏、基礎和弦、節奏練

習、伴奏練習、分散和弦、自彈自唱；還能與老師一同討論學習想要彈唱的歌曲。 

8. 民族舞蹈：練習使用竹快板以及大飄扇道具為基底的民族舞蹈，「竹板舞」是富有民族特色

和地方特色的民間舞蹈，属于東北地秧歌類；「扇舞」源於古代巫女及民間民俗的活動，演

變成各種形式與風格的舞蹈，課程中將學習竹板舞蹈一首，飄扇舞蹈一首。 

9. 數位音樂混音編曲：愛音樂，有著創作音樂的夢想，但不會樂器、樂理，也能自行編曲做

音樂！課程由淺入深，帶著學員認識現在最當紅的數位編曲。從音樂風格解析、認識數位

編曲軟體、素材取樣、混音，一直到實作出自己腦中的音樂點子，循序漸進的課程讓創作

不再困難。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第 62 期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生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宅:                       公司:                       

手機:                       

通訊地址 

□□□      縣     鄉市     里   鄰 

        市         鎮區         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室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手機： 

監 護 人 

（未滿 18歲必填） 

（□同上） 

姓名：         關係：        手機： 

報名班別   E-mail  

繳費身分 

□新生  

□二人同行(9折) 

□同時報名二種課程(9 折) 

□舊生(9 折) 

□本校教職員及子女(85折) 

□本校學生(8折) 

□本校現職志工(7折) 

*銀髮太鼓班不適用以上優惠規定 

費    用 

報名費：                 元 

學  費：                 元（原學費           元 *        ％折扣） 

合  計：                  

繳費紀錄 

□已繳金額              元 

□未繳費  

□取消報名 

 個資宣告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於招生與開課期間所涵蓋的必要範圍內，僅限「推廣教育之報名、課

務管理、學籍管理、退費申請」等目的，供業務相關人員處理及利用。您將享有個資法第 3條

規定的五項權利。 

簽名  

※繳費方式 

1. 電匯或轉帳： 

第一銀行內湖分行，銀行代碼 007，帳號 15050250500，戶名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推廣教育專戶（請將收據影本註明姓

名、課程名稱、報名人數及聯絡電話，傳真至 2794-1238，並電話確認，始完成報名程序）。 

2. 傳真或現場教費： 

請將報名表傳真至 02-2794-1238，並來電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洽詢電話：02-2796-2666 分機 1230、1242    內

湖校區：臺北市內湖路二段 177 號；或親自到內湖校區教務處進修推廣組繳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