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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第 37 學期擔任班級正副聯絡人（並出席 2 次聯絡人會議）、

各社團正副社長、校務代表、校務義工社及生態園區工作、123

師資、積極參與校務的學員，均可於 1/8(一)優先選課，同時享

有報名 38 學期課程免 200 元報名費之優惠。 

■優先選課時間：1/8（週一）下午 4:00～9:00。 
 

公共性社團幹部  

社團名稱 學號 姓名 

801 校務義工社 292076 林碧雲 

802 探索家庭與自我成長社 319087 謝瓊瑛 

803 社會關懷社 294854 劉餘蓉 

804 原住民文化社 
306497 邱瑞聰 

313823 張黎玲 

805 步道行動教室 319718 顏恭益 

806 動態影像紀錄社 313417 張禮智 

807 城市故事導覽志工隊 320804 黎秀玲 

808 生態保育社 
319429 游士毅 

297460 陳美多 

809 瓦磘溝願景社 307565 蔡志輝 

810 福和濕地志工隊 
319454 林銘智 

310583 賴演惠 

811 城鄉好行單車社 316043 洪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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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社服務滿 50 小時   

（本名單統計 106 年 7 月至 106 年 11 月止。） 

學號 姓名 

291347 胡麗珠 

311166 孫宗銘 

010112 黎玉照 

010163 劉呂華鳳 

292076 林碧雲 

302693 楊友琴 

313588 何華富 

313885 莊君台 

314781 徐桂仙 

314870 陳小英 

315019 彭彩瑄 

316331 洪錦龍 

316688 梁肇邦 

316818 邱龍英 

317562 廖惠玲 

317831 陳育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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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319593 張淑美 

319615 周玉鳳 

311833 黃麗英 

321778 謝素蘭 

320677 蔡雲慈 

316657 張琴音 

290789 李建中 

296877 田文美 

315676 高秦安 

315006 許素卿 

318328 張燕玉 

312439 黃吳麗珠 

321825 李素琴 

322061 楊永茂 

 

校務代表

學號 姓名 附註 

317980 陳佳𩓧  

學號 姓名 附註 

310583 賴演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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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附註 

319662 葉振忠  

290091 陳高素鳳  

319593 張淑美  

322307 周益利  

315513 廖偉庭  

學號 姓名 附註 

321586 蘇靜媛  

307565 蔡志輝 社團代表 

320804 黎秀玲 社團代表 

 沈黎珠 畢友會代表 

 

福和濕地生態教育園區 

學號 姓名 

010661 廖新一 

297632 陳新翼 

297945 林淑蓮 

299825 吳文模 

309163 周孝一 

310583 賴演惠 

314450 陳偉欽 

319169 孫順清 

319454 林銘智 

319477 曹水清 

學號 姓名 

319963 廖寶琴 

320034 曹田欣 

320750 林永忠 

321205 蔡宇光 

011007 林桂秋 

  

  

  

  

  

 



永和社區大學 38 學期優先選課及免報名費名單 
 

 5 

123 社區師資

學號 姓名 

010376 陳秀鳳 

020067 甘克華 

319169 孫順清 

307578 張蔭淥 

312688 張 品 

學號 姓名 

312666 張清霖 

290091 陳高素鳳 

  

  

  

 

勇者瑜珈課程志工  

學號 姓名 

302410 賴瑞姝 

305360 王蘇玉梅 

學號 姓名 

319798 楊惠萍 

  

 
社區朋友 

學號 姓名 

314079 林宗明 

314080 林育德 

010759 陳東華 

311118 梁銘剛 

291232 許明正 



永和社區大學 38 學期優先選課及免報名費名單 
 

 6 

學號 姓名 

291376 呂慶炎 

 

聯絡人及副聯絡人 

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週

一 

101 希臘神話旅行地圖 /周亞麗  316757 徐俊富 

102 當蘇軾遇見莫札特：音樂人生

講堂/應志遠 

 315750 陳小娟 

201 創造連結：老後人生補給站/

陳懷萱 

 307545 黃倩鴻 

202 遊戲的力量：玩牌卡/桌遊學

紓壓/李翊平 

 310522 周昌煥 

 314840 楊子靚 

414 快樂寫書法/馬魁瑞 321427 蔡志強 

452鄭子太極拳與功法 (入門)/吳

嘯 
311166 孫宗銘 

502 生活陶藝/范秋霞 308178 姚仁勇 

912 輕鬆學日語一/夏正侯 

321158 曾華薇 

321390 戴敦英 

917 輕鬆學日語一/郭欣怡 309479 劉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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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321948 陳依蓴 

週

二 

204 心理學-人際關係成長團體/

周志盈 
317754 孫雪莉 

303 食物與營養保健/簡怡雯 

319403 柯泳瑜 

321888 包美蘭 

401 健康療癒種香草/蔡以倫 
321123 高金國 

402 鬆筋按摩與保健/谷德郁 
317101 勵偉雄 

320488 黃金正 

403 中醫體質養生藥膳班/程世騏 

314293 王翠雲 

305860 劉淑鳳 

413 大家來畫蠟筆畫/王立心 314901 丁國華 

434 OK 學陶笛/李政忠 

322458 林紀修 

322255 黃怡菁 

454 Step into the beats! 踩進

節奏玩踢踏/張念祖 

311704 沈蕙蘭 

308514 呂忠虔 

455 身心調和瑜伽 /林桂秋 321610 陳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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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504 三頂編織帽：運用鉤針與棒

針的編織法 /林佳蕙 

322148 簡意娟 

319972 張瓊文 

602 電腦維修 DIY/張書豪 296550 邱明順 

603 CAD 專業工程製圖【2D

初階幾何造型】/黃雅屏 

321895 黃正安 

902 活用手語班/林麗君 321968 蔡武奇 

914 輕鬆學日語四/郭欣怡 

294489 陳羿綪 

319858 吳憲昌 

931 基礎生活美語/劉恩慰 298973 林姮羽 

週

三 
205 法律與生活/邱永豪 

 322538 林曉菁 

 322615 聶官昱 

108 東方思想經典導讀 / 紀金

慶 

321407 黃楷君 

207 換位思考：溫柔的練習/陳亭

亘 

 322535 葉若瑛 

404中醫藥膳班／程世騏  302775 劉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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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305372 徐慧玲 

415 療癒橡皮圖章 DIY/謝美枝  322378 林品妤 

417 書法藝術賞析與創作〈行草

創作與現代書藝班〉／陳豐澤 

317483 蔣中誠 

319095 馬國英 

438 二胡初階班 /廖珮妤 320930 張玳瑜 

439 國台語經典名曲歌唱/沈

孟璇 

305803 魏娘清 

321521 劉栯瑄 

456 爵士舞蹈組合/蔡蕎隃 
314586 徐瑰蘭 

457 佛拉明哥初中級：哥倫比

亞那扇子舞 /張曉芸            

 310646 劉惠評 

506 單車維修 DIY /程計源 

 291031 陳立君 

 312705 歐素華 

913 輕鬆學日語二/林柏瑋 320285 費中明 

916 日語中階班 /郭欣怡 

 307929 游榮娜 

 316932 熊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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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週

四 

105 台灣文學夜間踏查/張純

昌、陳鈞昂、張詩勤、蕭智帆 
010661 廖新一 

106 認識民族:從電影看民族 /陳

清純 
311023 賀介圭 

304 園藝與生活/鄭誠漢 

293308 劉玟伶 

316161 陳志堅 

208 歷史中的社會：迴旋鄂圖曼/

郭思餘 
 309634 文亞芳 

419 藝術‧生活‧體現─油畫篇/林

滿紅 
 314180 關文信 

440 二胡中階班/廖珮妤  313326 鄭碧娟 

442 輕鬆 FUN 吉他 /張允翰  322505 林秀全 

458 開發身體原舞力 /林絲緞  319598 許淑玲 

459 自由自在玩踢踏 /張念祖 

 322021 黃榮郎 

317517 林秋香 

507 植物藍染-型染專修班 /葉雙  312218 徐君柔 

508 舊衣改造 DIY/林慧美 
319404 謝秀玲 

 321586 蘇靜媛 

509 居家水電維修 DIY/曾光山  315147 方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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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522 順天應食-蔬食、米食調理 /

張翡珊 

 321909 黃煒仁 

 316343 陳蕙琦 

607 大數據 Excel VBA 與

Power BI /楊貴傑 
 307778 劉美玲 

933 全方位英語 / 

    劉慧綺 
310769 張進良 

608 Photoshop 影像編修   

    /殷仁政 

314545 許幼美 

316312 王綉婷 

週

五 
110 微電影創作 /鮑紫玉 

 303953 陳漢順 

321713 林雅玲 

109 一人一故事劇場 /陳志軒 322309 葉又禎 

405 全方位中醫藥養生/王贊

勳 
322456 朱怡君 

407 藥師教您輕鬆學保健/吳厚

澤 
 010945 田戍娘 

421 色鉛筆與水彩/林德平 319943 劉芳惠 

420 玩藝術：素人繪畫創作力覺醒 

/陳韋鑑 
 320767 鄭婉君 

422 日常插畫-水性蠟筆篇/徐 321267 鄧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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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曉玫、林麗貞 

423 書法藝術賞析與創作(乙班) /

陳豐澤 

 315948 陳文玫 

 299349 賴興中 

444 中國竹笛 /施慶海 299982 鍾艷娥 

461 勇者瑜伽／連欽發 320036 林秀芬 

508 居家節能水電維修 DIY/陳幸

墩 

321742 鄭貴棟 

462 百變印度舞 /羅凱綺  304753 陳宏育 

523 自然手作的甜點滋味 

/張妍溱 
 318702 陳玉燕 

510 居家節能水電維修 

DIY /陳幸墩 

 321579 易春霞 

 319662 葉振忠 

904 生活韓語進階一/ 

    蕭佩均 
 315513 廖偉庭 

934 唱西洋金曲學英語/羅升

媛 

 321581 許梅香 

 316764 林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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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班級 學號 姓名 

週

六 

448 烏克麗麗-小吉他遊天下 /張

允翰 

 292516 吳維婷 

 316849 鄧羽庭 

465 國標舞 /宋一之  318470 莊貴姿 

467 練氣養生入門—太 

極導引及簡易太極）/郭國忠 

 318986 魏晨芳 

 320055 陳致綸 

香藥草花園志工 

(享春季《樸門應用技能系列工作坊》，半價優惠) 

 

學員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297088 陳金玲 320161 嚴正國 

311711 方雲卿 319389 林碧花 

315143 彭菊蘭 313932 朱子健 

320571 黃雅苓 304964 張勝隆 

295953 黃淑裕 319916 黃金生 

322042 鄭翠芳 322040 陳開昌 

 

社區朋友 

姓名 姓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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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姓名 姓名 

王麗珠 柯月裡 王珍梅 

張巧蓮 蘇錦強  

 

 

農場志工 
(享春季《樸門應用技能系列工作坊》，半價優惠) 

 

學員 

學號 姓名 學號 姓名 

319169 孫順清 316752 藍珮禎 

302577 林攸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