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沙連社區大學 

（埔里、國姓、魚池） 

107 年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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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社區大學聯合資訊網網址： 

http://ntcun.ntct.edu.tw  

用手機掃下面的 QR-Code 也可連結到社大網站 

 

 

 

南投縣政府廣告 

每人每天至少運動 30 分、學習 30 分及日行一善 

校長的話 
水沙連社區大學  陳清濱 

前言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即是指「一輩
子的學習」。在近代世界，知識和科技急劇發展，經
濟結構急促轉型，知識型經濟成為主流，就業需要
相當知識，由於知識更替急促，舊知識很快就被新
知識取代，人們察覺到讀一門學科絕不能一世無
憂，因而衍生出終身學習這個概念。 
    終身學習的觀念，從我國自古「活到老，學到
老」、「學海無涯，學無止境」的說法，日本亦早有
「修業一生」的觀念，而二十世紀初，美國學者杜
威（J. Dewey）也提出教育和學習是終生歷程的說
法，故辦理社區大學，正是發展終身學習理念實
現。 
辦理現況 
    縣府辦理社區大學就是秉持著縣長施政之理念
的三大項第二條終身學習的理念，水沙連社大辦學
理念及辦學願景更是以「打造樂活城鎮藝文、建構
綠農養生生活」等二大項，除了呼應本校課程規劃
發展目標之外，另兼具本校辦學願景「打造健康樂
活的水沙連」，以提昇個人生活向上發展、促進活化
社區及公共參與為課程規劃之依據以達到社區全民
教育、樂活學習的目標，期能培養身心健康的優質
公民。 
    而水沙連社區大學組成為原社大埔里分校、魚
池分校、國姓分校三校合併，並以所在承辦學校大
成國中為主體，國姓國中、魚池國小為輔，辦理水
沙連社大業務，再配合在地精神、在地文化、在地
特色，其長期方向以「建構綠農養生生活、打造樂
活城鎮藝文」為目標，期能打造一個健康樂活的大
埔里生活圈，培養優質公民。 
計畫發展 
    社區大學的經營必需以長久性、發展性為目
標，擔任社大校長已滿一年半，對於教學環境，教
學設備之改善著力最深，但畢竟教學才是主要內
涵，從本年度開始，新聘教師特別安排由三個學校
校長親自面試、教學演示，由此程序期能達到棒棒
是強棒，個個是名師的目標，也讓學員在選課時無
後顧之憂。 
    再者，在加強社區參與方面，輔導公民參與社
區議題之演講，以在地議題，環境保護，農業生態
為主軸，系列的演講讓公民素養潛移默化提昇。 
    更結合了學習型城市之精神，配合觀光、農
業、巷弄、產業、咖啡、紅茶等六大軸線，積極發
展能不斷成長進步的學習型城市。 
結語 
    佐藤一子（1997）在其演說中則提到︰ 
「我認為『終身學習』應該是人們在多元化的生活
方式中，去從事廣泛範圍的活動，獲得新的生活或
行為模式，以追求更好的生存之道；這就是「學
習」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其功能目標。」 
    歐洲終身學習創協（ELLI）認為終身學習的定
義含括了人類生命經驗的完整歷程，它是未來人類
潛能發展的模式。 
   辦理社區大學，即是將學習的歷程延續，讓生命
不斷的成長，歡迎大家加入社大學習之團隊，讓生
活更加精采，生命更加充實。  

 表 2 

報名資格： 

凡年滿 18 歲(民國 89 年 9 月前出生者)的民眾

皆可報名入學，並依課程大綱內報名資格為

準。報名方式分成網路報名與現場報名，重要

時程如表二。 

 

網路報名注意事項 

1. 線上報名網站在【南投縣社區大學聯合資

訊網】，進入網站後點選【學員登入】，再

輸入帳號與密碼即可選課，新生一樣點選

【學員登入】後註冊新帳號即可使用。如

果還不清楚，可在網站內點選【選課步驟】

觀看或於上班時間來電詢問。 

2. 各課程網路報名名額為課程名額的 80%，

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3. 網路報名採至台灣銀行臨櫃繳納學分費者，

請於 107年 09月 06下午 3時前完成繳費，

逾期則選課無效。採 ATM 轉帳繳納學分

費者，請於下午 6 時前完成繳費，逾期則

選課無效。 

4. 繳費或轉帳時請依照網頁指示之【帳號】

與【應繳款金額】繳納。繳費完畢後，請

務必保留交易明細單，以便日後查詢之用。 

5. 請務必於繳費後上南投縣社區大學網站

【線上選課】查詢個人繳費狀況。 

表 2 

現場報名第一天注意事項 

現場報名第一天時間為 107 年 09 月 08

（星期六），埔里校本部報名地點在大成國中

三年三班教室，埔里校本部當天詳細時程如

表 2。請於教室外依照現場動線排隊領取號碼

牌，每人限領號碼牌乙張，每張號碼牌限報名

單人之課程，若需替他人報名，必須再重新領

取號碼牌。報名順序為年滿 70 歲(民國 37 年

9 月 3 日前出生者)以上長者本人或領有身心

殘障手冊本人（仍需取領號碼牌，需查驗國民

身分證正本）與現場排隊者同時雙號受理。國

姓分校報名地點在國姓國中國姓分校辦公室

內，魚池分校報名地點在魚池國小魚池分校

辦公室內，國姓與魚池分校皆是上午八點開

始受理報名，不用領號碼牌，現場報名不得跨

分校選課。 

現場報名需準備【國民身分證正本】；身

心障礙者請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影本

各一份（影本留存）；中低收入戶政府核發之

【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一份（報名後留存）。 

收費基準(重要!新規定) 

1. 學員報名水沙連社區大學之課程，得收取

報名費及學分費。 

2. 舊生(係指 107 年春季班有上課者)報名費

為新台幣 100 元整，新生報名費為新臺幣

150 元整，每學期每人不限選課科數，只

繳交一次，跨校(貓羅溪或濁水溪社區大

學)選課必須再繳一次報名費。 

3. 每一課程為 2 學分，學分費共計為新台幣

1400 元整。 

4. 每一課程視實際需求得酌收教材費等其

他費用，並可在該課程之授課大綱內查知。

重要時程         

網路報名 
09 月 03 日(星期一)至 09 月 06 日

(星期四)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止 

網路報名繳費截止 09 月 6 日下午 6 時 

現場報名第一天 
09 月 08（星期六）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未額滿 

繼續受理報名 

09 月 10 至 09 月 28 日 2 時 30 分

至 5 時，晚上 6 時 30 分至 8 時，

於社大辦公室受理。 

確定課程成班日 09 月 13 日 

未開班退費時間 
09 月 13 日至 09 月 14 日晚上 8

時之前，於社大辦公室受理。 

退全額學分費期間 
09 月 13 日晚上 8 時之前，於社

大辦公室受理。 

開學及正式上課日 09 月 17 日 

受理換選期間 
09 月 17 日 09 月 21 大辦公室受

理。 

受理加選及 

退學分費八折期間 

09 月 17 日至 09 月 28 於晚上 8

時之前，於社大辦公室受理。 

09 月 08 現場報名第一天重要時程 

開放校門 上午 6 時 00 分(埔里) 

發號碼牌 上午 7 時 30 分(埔里) 

現場報名 

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埔里、國姓、魚池) 

印刷品 



優惠辦法(重要!新規定) 

1.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政府機關核發之中低收

入戶證明者，每一門課程學分費折抵 500 元。 

2. 符合下列條件者，學分費優惠如下： 

(1). 上學期上課期間參與社區大學規劃之活動， 

    並經社區大學認可後每項活動可折抵 50 元。 

(2). 上學期上課期間擔任志(義)工，每服務滿 6

小時者，可折抵 50 元。 

(3). 上學期上課期間擔任班代，表現優良且經社

區大學核可者，可折抵 200 元。 

(4). (1)、(2)、(3)款之優待係指一門課程最多可折

200 元，如學員折抵超過 200 元以上，超出部

分則需選修第二門課程才可再可在折抵，以

此類推，並以學務系統上所登入資料為主。 

3. 前二項(1 與 2)優惠僅能選擇一項使用。 

註 1：報名時申請學分費折扣優惠者，若檢具之

證明文件不符、不全，請於 9/28 前備齊證件

於原分校辦公室申請辦理退費手續，逾期不

予受理。 

4. 於 107 年春季班期間出席水沙連社區大學各

分校辦理之公民素養週講座、社區回饋活動

等場次紀錄已登錄於學務系統，報名時將自

動依據紀錄計算學分費優惠金額。 

5. 於 107 年春季班期間擔任水沙連社區大學各

分校課程班代、志工服務時數等已登錄於學

務系統、報名時將自動依據紀錄計算學分費

優惠金額。 

退費基準 

1.  報名費：報名一科或兩科以上且皆沒開成， 

 於 09/14 退費。 

2. 學分費：課程未達最低開課人數致未能開班，

於 9/14 知學員全額退費。 

3. 學員報名後，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者，可執

相關証明及報名收據於 9/14 向各報名分校辦

理全額退學分費(報名費不退)，開學第一週到

第二週(9/17~9/28)辦理退費者退還八成學分

費(報名費不退)，不可跨分校辦理退費，10/01

起不接受退費。 

(★為新課程●為校外教學點課程) 

埔里分校課表 

上課地點：大成國中 

星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星期一

09/17 

開課 

純淨自然手工皂與保健

品應用實務班 
王瑞蘭 

★中餐丙級檢定 范光竹 

埔里分校課表 

上課地點：大成國中 

星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看新聞學法律-讓法

律走進生活裡 

因教師個人

因素，本班

將不開課 

在地特色文化課程-水

沙連生態保育與農業發

展 

陳新豪、焦盛

明、陳祈華、 

黃仁達 

★精品咖啡製作實務 張日新 

★籐編與 PP帶編織 林明珠 

星期二

09/18 

開課 

西點烘焙-進階 
莊明達 

連玳喻 

●賞玩世界好咖啡—水

沙連練習曲 
賴育正   

★實用英文旅遊會話我

的自行 Bon Voy 
李欣蓉 

【水墨人物•山水畫】

新概念與創作 
廖信壹 

★美姿線條與彩繪彩妝 凃國男 

有氧藝術太極 葉美雲 

數位攝影入門 張健龍 

★拼布手做樂 蘇虹寧 

★紙造鎮~筆紙刀的嘉

年華 
曾鈴蘭 

星期三

09/19 

開課 

★12堂香草生活課    郭昱宏 

網路行銷與網路開店 黃鴻鈞 

★快樂學日語 
洪鳳禧 

 

創意手工皂與保養品

DIY~進階班 
王瑞蘭 

太極養生(傳統武術養

生) 
陳易昇 

★在地食材養生風味餐 廖羅雪珍   

創意氣球遊樂園 
王恆君 

陳顗晴 

 

 

星期四

09/20 

 

曼妙肚皮舞 潘艷紅 

西點烘焙-初階 

茆晉日牂 

張英招 

葉秀蘭 

日語會話-初階 伊藤直哉 

埔里分校課表 

上課地點：大成國中 

星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四季養生與實用穴道保

健按摩 
李采儒 

國際標準舞-恰恰恰 林素月 

生活花藝 楊玉鳳 

茶藝之美 林麗月 

 

星期五

09/21 

開課 

 

 

 

★拈花惹草創意瘋 邱武誠 

烏克麗麗親子學 
何勝國 

劉鳳蘭 

活力瑜伽 王惠美 

創意快速彩繪 賴絮朎 

大溪地草裙舞 周友慈 

 

國姓分校課表 

上課地點：國姓國中 

星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星期一 

09/17 

開課 

★有機農業栽培管

理與利用 

蔡志農 

向為民 

國際標準舞 
李姿緩 

姚智皓 

星期二 

09/18 

開課 

刻畫國姓風采-版畫

序曲 
吳振益 

★咖啡。開店二三

事 
黃嘉宏 

星期三 

09/19 

開課 

台灣流行音樂Ｋ歌 蕭芬芳 

在地農特產品加工

與利用 

〈未定，若

選課前尚未

找到合適的

師資，本班

將不開課〉 

在地特色文化課程-

客家傳統國樂演奏 
彭貫哲 

布染布繪 賴絮朎 

星期五 

09/21 

開課 

鄉音客家情-歌謠    許麗芬 

動瑜珈 林亞霓 

 

魚池分校課表 

上課地點：魚池國小 

星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星期一 

09/17 

開課 

太極養生 趙志堅 

西點烘焙 陳幸敏 

星期二

09/18 

開課 

★生活木工 DIY(初

階) 
張金豐 

星期三

09/19 

開課 

流行有氧 潘艷紅 

★烘焙與西餐實作 陳幸敏 

紙雕藝術創作 曾玲蘭 

★日月潭步道生態

學 
李秀霞 

吉他技巧 何勝國 

 

魚池分校課表 

上課地點：日月星舞咖啡莊園 

星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星期二

09/18 

開課 

●CQI 杯測師帶你玩咖

啡 
沈詠為 

埔里校本部聯絡方式(大成國中內) 

Line ID：puli_cu、Email: ntcu.puli@gmail.com 

臉書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046243570901

9/ 

地址：54545 南投縣埔里鎮大城路 169 號 

電話：049-2915668   傳真：049-2915661 

上課注意事項：開學後，學員的汽機車進入校園開放時間

為 6 點 10 分至 7 點，逾時不得將汽機車駛入校園停放。 

國姓分校聯絡方式(國姓國中內) 

國姓分校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guo.sheda 

Line ID：2720676 

Email: cun544@webmail.ntct.edu.tw 

地址：54443 南投縣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 237 號 

電話：049-2720676   傳真：049-2720675 

魚池分校聯絡方式(魚池國小內) 

臉書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1458374192940

0/ 

地址：55542 南投縣魚池鄉瓊文巷 41 號 

電話：049-2899491   傳真：049-2899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