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進修教育中心樂活學苑 108 年冬季班  

課程總覽 課程開課第一週開放試聽，歡迎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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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團 

勾
選

週
一 

12/2.9.16.23. 

30.
109
1/6 

09:30-11:30 蘇正文 
OTT 新網路電視+手機訂

餐及叫車【$1150/$1350】 
SC108401  

11/25.12/2.9. 

16.23.30 
13:30-16:30 鍾芳珍 進階日語【$1730/$1930】 SC108402  

12/9.16.23.30.
 

109
1/6 

14:00-16:30 彭春陽 初階日本語【$1150/$1350】 SC108403  

12/9.16.23.30.
 

109
1/6.13 

14:30-16:30 蒲武雄 唱歌學日語A班【$1150/$1350】 SC108404  

週
二 

12/10.17.24.31

.
 109

1/7.14 
14:00-16:00 莊美娟 進階日本語【$1150/$1350】 SC108405  

12/3.10.17.24.

31.
 109

1/7 
14:00-16:00 蔡月雪 國台語歌唱班【$1690/$1890】 SC108407  

週
三 

11/27.12/4.11.

18.25.
 109
1/8 

13:30-16:30 鍾芳珍 初級日語【$1730/$1930】 SC108408  

12/4.11.18.25.
 

109
1/8.15 

14:00-16:00 蕭碧盞 初級日語(一)【$1150/$1350】 SC108406  

12/11.18.25. 
109
1/8.15 

14:30-16:30 蒲武雄 唱歌學日語B班【$1150/$1350】 SC108409  

週
四 

12/5.12.19.26.
 

109
1/9.16 

14:00-16:00 蕭婷予 午後歡唱班【$1150/$1350】 SC108410  

12/5.12.19.26.
 

109
1/2.9 

14:00-16:00 鍾芳珍 日語讀本基礎班【$1150/$1350】 SC108411  

週
五 

12/13.20.27. 
109
1/3.10.17 

14:00-16:00 鍾芳珍 日語會話班【$1150/$1350】 SC108412  

報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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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必填)  身分證字號(必填)  

電話(必填) (室話/手機) 出生年月日(必填)     年   月   日 

學歷(必填) 
□國小□國初中□高中職□大專以上 

收據號碼及日期 
□新生  □舊生 



辦理目的 為推展終身教育及回饋社區精神，本校舉辦一系列適合長者學習之訓練課

程，促進長者身心健康、充實精神生活、拓展交際圈以及增廣學識見聞，

達到活到老學到老之目標。 

報名方式 課程 108 年 11 月 25 日陸續開課，即日起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影本臨櫃報名。 

課程費用 舊生 1,150 元，新生 1,350 元(1,150 元+200 元行政處理費)。 

 進階日語及初級日語 3 小時課程，舊生 1,730 元，新生 1,930 元 

國台語歌唱班另酌收 540 元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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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班及退費 繳費上課後(第一週)若覺得不適合，當週可臨櫃申請轉班；申請退費依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理。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

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

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數。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

之一者不予退還，逾期恕不受理。若開班不成，全額退費。 

交通資訊  

公車： 

◎信義金山路口站(214、237、671、248、606、670、

0 南) 

◎信義永康街口站(0 南、38、22、204、20、0 東、

1503、88、588) 

◎捷運東門站(金山)(0 南、214、214 直、237、248、

606、670、671) 

◎信義新生路口站(668、675、680、72、676、311、

109、254、290、211、280、505、642、643、280、

280 直、1501、1505、1728、672、1550) 

捷運： (捷運出口步行約 10~15 分鐘) 

◎東門站 5號出口迴轉走麗水街(步行約 5分鐘) 

◎古亭站 5號出口走和平東路至師大校門對面轉

麗水街(步行約 15 分鐘)  

 

捷運轉公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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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華公園停車場﹝金華街 254 巷地下一樓停車

場﹞ 

開放時間：24 小時停車費用：每小時 50 元 

停車位：198 位    電 話：(02)2357-8564 

◎金山停車場﹝台北市金山南路二段 33 號﹞ 

開放時間：07:00-23:00 

停車費用：11 點前每小時 40 元；11 點後每小時

60 元 

停車位：220 位    電 話：(02)2358-4766



課程簡介  

◎語文教學 

 鍾芳珍老師：  

  初級日語：藉由「日本語讀本第一冊」之講解，循序漸進地奠定文法規則及正確發音習慣。課程

進度：第 24 課形容詞的導入及公式說明演練、課文講解及分析與形容詞的整理及練習。 

  進階日語：藉由單字解讀、學員自行翻譯課文、教師講解分析句型、學員作業練習及檢討作業拉

高學習層次。課程教材：「日本語中級讀解入門」第 8 課家族~第 10 課留學生的生活。 

  日語讀本基礎班：藉由閱讀文章、翻譯句子分析提升日語文章閱讀能力，並透過限時互讀的訓練

強化口說能力。此外，每週得錄並檢討五句日本的「諺語」，除訓練聽力外並拉

高學習層次。課程教材：「日本語讀本第二冊」第 9課~第 23 課。 

  日語會話班：透過情境短劇理解登場人物的人際關係、對話發生的場合及話題內容，學習如何依

男女性別上下親疏不同而做不同之正確表達。每個單元亦會先進行相關文法之複習

及整理，強化表達能力，提高正確度。課程進度：「情境日本語初中級篇Ⅰ」第 10

課「マンミヨン」。 

 蒲武雄老師：  

    唱歌學日語 A、B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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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和歌曲。課程內容以「歌詞」為主、除授以簡易樂理及發聲之外並介紹歌

星及歌詞相關之歷史文化背景，輔以多媒體影音教材並於期末舉辦校外教學

以增進歌唱實力。※A班：發聲練習：每週一首歌及日文慣用語，並解釋歌

詞介紹演唱者；※B班:文章選讀、歌曲一首：解釋內容及文法結構和用法、

介紹演唱者。 

 

 彭春陽老師：  

    初階日本語：內容：文法講解、口語練習，並透過網路資料，增加對日本文化的認識       

教材：大新書局大家的日本語改訂版初級 I L9～L11  

     

 莊美娟老師：  

進階日本語：內容：聽說讀寫全方位日本語，課程前半段教授文法、後半段將輔以會話練習，本

期預計進度為受授表達，傳聞表達和部分敬語表。              

教材：大新書局大家的日本語改訂版進階 IIL46～L48 

 

 蕭碧盞老師：  

初級日語(一)：內容：日文字母讀寫、正確東京音調、PTK、母音無聲化、外來語特殊音、基本

句型                   

教材：大新書局日本語讀本第一冊 L1~L6 



◎藝術人文教學 

 蔡月雪老師：  

    國台語歌唱班：隨著時代改變、社會意識抬頭、養身健康知識的認知，唱歌儼然就是一種最佳維

持身心健康的方法，讓我們一起開心唱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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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婷予老師：  

    午後歡唱班：本班以流行歌曲為主，不限風格、類型。以有趣的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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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字發音及聽力訓練等等。每個 

星期都會設定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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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課程教學 

 蘇正文老師： 

      OTT 新網路電視+手機訂餐及叫車：認識 OTT 網路隨選影片服務，電影隨選、電視追劇新趨勢，     

Netflix 網飛 免費收看方案，Apple TV+蘋果 免費收看方案，Android TV、

Apple TV 雙雄爭霸，電視棒+電視盒，免費網路影片資源，手機訂餐：

FoodPanda，Uber Eat，手機叫車：Uber，Line Taxi 參加對象適合基礎及進

階學員，視各班程度彈性調整內容，保證學會及課後複習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