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2學期推廣教育系列課程介紹
本系列課程均可給予公務人員進修認證；即日起接受報名，108年2月18日起陸續開課 ....

報名電話：(03)8572158-2398陳小姐

◎隨班附讀學分班

一、研究所學分班:

        1.報名資格:大學(專)畢業或同等學力，具報考研究所資格者。

        2.可報名系所: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二、 二技學士學分班:
        1.報名資格:專科畢業或同等學力，具報考二技資格者。

        2.可報名系科: 護理系，進修部護理系、嘉義大林進修學院護理系

※以上各班各科系課程查詢網址:http://linuxweb.tcust.edu.tw/tcust/service/

※學分費:$1500/學分

※上課時間: 108/2/18~108/6/23
隨班附讀二技護理學分班(非同步遠距)

醫護、電腦、語文、美術、健康養生系列(學分/非學分班)

課程名稱 教師 上課日期 星期 上課時段
總時

數
學費 課程內容

高等應用生物統計學(研究所2

學分)_
辜美安 02.20-06.19 三 18:30-20:15 36H 3000

本課程旨在加強學生在醫藥衛生研究統計分析的推論思考理

解能力。課程的重點主要在迴歸分析方法，包括多項式線性

迴歸（用於探討多個自變項與連續依變項之間的關係）、羅

吉斯迴歸（用於探討自變項與二元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卜

瓦松迴歸（用於探討自變項與離散型連續依變數之間的關

係）、Cox迴歸（用於探討自變項與存活狀況之間的關

係）。此外，亦會介紹使用決策樹分析大數據的方法。各項

統計方法的應用會以研究論文及電腦操作配合解說。預期修

習完本課程後，同學能具備以高等生物統計方法分析醫藥衛

生研究數據之能力。

實證健康照護(研究所2學分) 宋惠娟 02.22-06.21 五 10:10-12:00 36H 3000

本課程學習目標乃讓學生能夠瞭解實證健康照護的相關基本

知識，課程將介紹各類型的研究證據、資料庫、評讀方式及

工具、軟體介紹及系統性文獻回顧、照護指引、證據的臨運

用。學生透過實作進行文獻搜尋、評讀，並運用軟體撰寫系

統性文獻回顧計劃書。

健康評估(二技學士學分班2學

分)
徐少慧 02.19-06.18 二 10:00-12:00 36H 3000

健康評估是臨床評估學理與技巧運正之重要課程，課程內容

主要提供成人、孕產婦及嬰幼兒評估技巧及知識，以促進學

生臨床照護能力。

健康評估實驗(二技學士學分

班2學分)
徐少慧 02.19-06.18 二 12:30-14:30 36H 3000

1)取得及運用健康史，並運用學理與評估技巧於臨床上進行

各身體系統與功能評估。

2)運用評估技巧確立異於正常解剖生理的情況，擬定可能的

健康問題及相關處置。

全民英檢初級GEPT證照密集

班
唐玉珍 03.04-04.10 一、三 18:30-20:30 24H 2200

本課程實戰演練全民英檢初級聽、說、讀、寫題庫，傳授學

員英檢聽、說、讀測驗解題技巧和寫作技巧。以及補充必考

文法與背單字技巧，擴充字彙量，以利學員能通過全民英檢

初級證照。

多益英文TOEIC證照密集班 唐玉珍 03.05-04.11 二、四 18:30-20:30 24H 2200

多益TOEIC測驗的全名為國際職場英語溝通測驗，現為許多

企業招募員工進入職場的基本條件，本課程安排以講授基礎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輔以實戰演練多益聽力及閱讀題庫，

以提升同學聽力與閱讀的能力並培訓學員能獲得英語TOEIC

高分證照為目標，以利提升職場就業競爭力。

世界精品咖啡協會SCA 國際

義式咖啡師 初中級(含材料

費、考照費另計)

王晨宇 03.03-04-14 日 13:00-17:00 28 H 14900

只要會沖煮咖啡就是名咖啡師嗎?專業咖啡師須具備的能力

不只沖煮咖啡更重要的是了解咖啡的萃取拉花咖啡的製作、

設備操作能力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國際咖啡師嗎!?那就別錯過

這次的機會喔!P.S. 本課程通過考核頒發『中華精品咖啡推廣

協會』之認證證書，若想取得SCA國際認證初中級，需加考

試證照費6000元。

世界精品咖啡協會SCA 國際

咖啡沖煮師(金杯) 初中級(含

材料費、考照費另計)

王晨宇 03.02-04.13 六 13:00-17:00 28 H 14900

咖啡萃取主要是在討論手沖咖啡以及義式咖啡在沖煮的過程

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如何的萃取才是好的呢？其實答

案在沖煮者身上由沖煮者調整參數沖煮出最佳的風味表現不

會有最完美的風味但一定會有最佳的萃取參數借由SCA咖啡

沖煮師課程中您將可以有系統的規劃屬於自己的萃取方式並

了解在萃取中每一個變因所帶來的影響,讓您能在多變的萃

取變因中取得最佳的風味無論是您自己在沖泡一杯咖啡，或

是在咖啡店內沖泡一杯咖啡，讓您更於刃有餘

從入門到入迷：帶你喝好、

烘好、沖好一杯好咖啡(材料

費另計)

王晨宇 03.02-04.27 六 10:00-12:00 18 H 1800

本課程為SCA世界精品咖啡協會的認證講師親自授課一開始

我們會從如何“喝 ”咖啡作為出發點再使用各種濾杯作為

教具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帶領各位沖出好喝又好玩的手沖咖

啡加上容易取得的烘焙器材-手網烘焙讓你在家就可以直接

烘焙讓您隨時喝到最新鮮的咖啡讓您不只是在家的咖啡達人

更要帶你晉升為咖啡玩家!上完課程後還可以拿到『中華精

品咖啡推廣協會』所頒發的認證證書



中式丙級素食證照班(含材料

費、考照費另計)
吳建國 02.23-06.15 六 13:00~17:00 68H #####

針對考照、實地烹調等，告訴您刀工、火候、計數拿捏的竅

門，讓您完全掌握國家考試的脈動，幫助您輕鬆通過嚴格的

技術測驗。

烘焙丙級麵包(含材料費、考照

費另計)
張少騫 03.03-03.31 日 09:00~17:00 40 H 6,500

課程透過示範教學，精闢講解，了解烘焙製作原理與實務，

課程設計以考取丙級檢定為導向，在最短時間內考取丙級證

照！

第二外語課程─日文1 吳亭穎 03.05-05.21 二 18:00-20:00 24 H 2,000

1.學會日語的正確發音、以及假名等拼音法。

2.理解日語基本語法結構，如：助詞、敘述句、疑問句等。

3.學習及練習基本、日常生活會話，便能簡易日語溝通。

4.瞭解會話背後的日本文化及禮儀。

第二外語課程─日文2 石丸雅邦 03.04-05.13 一 18:30-20:30 22 H 2,000

本校近年來推動國際交流，與日本學校簽署合作，派學生赴

日交流及學習。為讓學生更深入學習及學習，有具備更高之

日語能力的需要，尤其本校與日本學校進行交換留學，當學

生在日本學校上課時，有加強閱讀日文能力之需要。學員為

修過日語基礎的學生。主要內容繼承104學年度第1學期的內

容，從第３課開始。等生活上的基本用語，進而進行句型說

明及練習，並解釋日本的食衣住行等日本民情，幫助同學了

解日本文化，並提高學習興趣與動機。

觀光英文 唐玉珍 03.07-06.13 四 18:30-20:30 28 H 2,200

本課程涵蓋實務的觀光英文用語和知識，以及出國時會面臨

的各種情境和狀況。授課內容涵蓋機場、出入境、飯店住

宿、餐廳用餐、交通、問路和報路、緊急事故、購物、導

遊、觀光等課程。讓你不用跟團也能自己輕鬆旅行，並可讓

想投入熱門觀光旅遊行業者，先加強專業觀光英文實力，以

利考取外語領隊、導遊證照。

韓語-門診會話 趙宓楊 03.08-05.17 五 18:00 -19:30 15H 2,000
藉由本課程，協助今後從事護理工作之本校學生、醫護人員

能和韓籍學生、家長簡單說明門診、病情、用藥、休養……

等。

咖啡 與 磅蛋糕(材料費另計) 劉曉波 03.03-03.24 日 09:00-12:00 12 H 1,500

輕鬆作出好吃的磅蛋糕，用這些隨手可得的食材(奶油、砂

糖、麵粉與蛋)，在家自己動手輕鬆製作出來好吃又健康的

磅蛋糕

咖啡與甜點的搭配(入門

班)(材料費另計)
劉曉波 03.09-03.30 六 09:00-12:00 12 H 1,500

咖啡與甜點的搭配，品嚐一杯香濃的咖啡總免不了配上誘人

的甜點，兩者的氣味在口腔中彼此融合、相輔相成，甜點引

出咖啡的甘甜，咖啡帶出甜點的綿密

間單介紹咖啡與甜點的搭配，讓學員學習自己製作簡單容易

上手的甜點

咖啡 與 手工餅乾(材料費另

計)
劉曉波 03.09-03.30 六 13:00-16:00 12 H 1,500

讓學員學習如何自己動手製作 簡易烘焙讓全家人都能吃得

健康、吃得安心的無添加人工香料及色素的手工餅乾。點心

時刻泡一杯咖啡，搭配手工餅乾，享受自己製作的美味點

心。

烘焙主義饗宴(材料費另計) 張少騫 03.09-04.27 六 13:00-17:00 32 H 2,200

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學員們學習各類麵包物料配方、酵母

發酵方法、麵包製作流程、各式基本甜麵包、鹹麵包、法國

麵包、流行歐式麵包、養生麵包、各種吐司及基本點心製作

…等。

健康養生新素食煮章(材料費

另計)
吳建國 03.06-05.08 三 18:30-21:30 30 H 2,200

（一）依材料之特性，表現素食之真意與價植。

（二）建立學員健康飲食觀，利用天然食材創造佳餚，讓身

體從內而外達到淨化、養生的效果。

（三）推廣慈濟「新素食儀」的理念，建立學員們正向的飲

食觀。

腊筆話人生(材料費另計) 黃楚楚 02.20-05.29 三 18:40-21:40 45 H 2,400
培養對美術繪畫有興趣之民眾，以美學陶冶心性提昇 ，增

進藝術氣習。

剪紙樂(材料費另計) 詹淑美 02.18-03.11 一 19:00-21:00 8 H 800
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對稱剪紙、喜慶剪紙，薪傳

中華文化，寓教寓樂，美化人生。

結飾編織(材料費另計) 詹淑美 03.18-06.03 一 19:00-21:00 24 H 2,000

它作為一種裝飾藝術，把不同的結飾結合在一起，或用其它

有吉祥圖案的飾物搭配組合，就形成了造型獨特、絢麗多

彩、內涵豐富的傳統吉祥飾物。

兒童美勞(材料費另計) 詹淑美 02.19-05.21 二 19:00-21:00 28 H 2,200
水彩應用、創意畫、設計會動玩具製作，培養有創意、有美

感、有判斷力的孩子

橡皮擦刻章小卡創意畫(材

料費另計)
杜穎如 03.05-05.07 二 19:00-20:30 15 H 1,500

版畫之於我們的生活中無所不見，你知道哪些東西來自於版

畫的原理嗎？利用版畫做生活中的小應用讓生活增添手感風

情。

玩紙趣(材料費另計) 杜穎如 03.05-04.30 四 19:00-20:30 18 H 1,800
衍紙是一種藝術形式,涉及使用紙滾條,形狀和粘合在一起來

創建裝飾設計。激發創意藝術。

創意玩黏土(材料費另計) 劉佳寧 03.04-06.10 一 18:40-20:40 30 H 2,200

藉由黏土可以做出具有實用性、裝飾性、療癒性…等作品，

可以把課程豐富有趣而且讓第一次接觸黏土的初學者能夠完

成一件作品，肯定會有很大的成就感，並培育學生欣賞作品

的能力，提供學生們捏塑專業創作能力。

水彩插畫好療癒-歡樂農莊(材

料費另計)
杜穎如 03.05-06.11 二 18:30-20:30 30H 2,200

好想有個農場可以種植作物養養動物，享受悠閒農莊生活，

讓我們用畫紙實現夢想的第一步，紙上沒有小黑蚊，沒有毒

日頭，不用除草也不用施肥喔~



天然精緻手工皂與保養品(材

料費另計)
姜歡芳 03.07-05.09 四 19:00-21:30 24 H 2,000

利用各個植物性油脂製作成各膚質適用的配方。

製作美麗的皂型和工法，讓您可將美麗的手工皂當做禮物贈

送親友，以及利用自然界的素材做為天然的保養品。

瑜伽養生與健美班(備瑜伽墊) 李曉娟 02.19-05.30 二、四 18:00-19:30 45 H 2,400

本課程藉由全身均勻伸展，達到塑身及減肥功效，並具有增

進健康、保持青春及防止老化的作用。  1.藉由全身均勻伸

展，達到塑身及減肥功效。 2.增進健康，保持青春。 3.防止

老化，使身心達到平衡與協調。

經絡養生保健 呂明儒 02.21-05.30 四 19:30-21:30 30 H 2,200
認識正確之經絡與穴位，介紹能量醫學、刮痧、拔罐、溫

灸、拍打及養生功法，讓學員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之養生保

健。

足部按摩家庭保健班 羅瑞智 03.09-04.20 六 09:00-12:00 21 H 2,000

透過學習使用簡單的足部按摩手法與技巧，迅速的達到輕

鬆、舒適、無劇烈疼痛、無副作用的保健效果，而且其兼具

有檢查身體、提升自癒力、免疫力、改善睡眠、恢復健康等

等多重效用之特色。

推拿實作班 徐冠新 03.06-05.22 三 19:00-21:00 24 H 2,000

1.緊頸與落枕2.頭痛3.視力問題4.五十肩5.腕隧道症候群6.膏

盲背痛7.腰痛8.腳跟痛9.腳裸痛等推拿實作技巧。本課程推拿

實作手法技巧，不在痛點調理而是一種一穴調整多病而非多

穴調整一病。

探索生命的藝術—發現內在

的和平
呂明儒 02.20-05.29 三 19:30-21:30 30 H 免費

只要找到答案和平、快樂、滿足、幸福、就接著而來，不以

語言文字的方式呈現，而是以感受、體驗的方式呈現，這個

答案就在每個人內在。本課程介紹普仁羅華先生及他所提供

的方法，幫助有興趣的人去探索內在，發現內在的和平，並

體驗到原來真實的自我是如此美妙！

香氣與禪繞生活練習(材料費

另計)
楊立如 03.04-04.29 一 14:00-16:00 18 H 1,800

學習過程裡透過紙與筆之間的流動去感受，去允許自己當下

創造出的美麗與錯誤。又如同精油香氣，由植物的身體中萃

取香氣的靈魂，植物一次又一次透過自己的生命帶給人類無

限的愛，讓我們能夠有能量去經驗自己、溫潤生命。

心靈點滴—話療人生 陳春梅 03.09-06.15 六 09:00-11:00 30 H 2,200

療癒自己，從心出發_找出你生命中最想唱的那首歌。心靈

點滴─看見每一個人都是一部電影、一本書。找到自性內法

的力量，你我都是最佳男女主角。

打造夢想花園 林超熙 03.09-04.13 日 09:00-10:00 6 H
報名費

100

以DIY園藝教學方式，讓學員認識並學習如何栽培四季不同

的植物花卉盆栽，除了讓民眾認識香草植物外，也希望能推

廣將香草應用於生活中，本課程鼓勵民眾及機關學校以團體

方式報名參加。

寒假-網球營 蕭秉達 01.21-02.01 一至五 08:00-10:30 25H 1,500

培養網球愛好者對網球的認識，進而有追求更高球技，球友

間相互切磋增進健康，並養成運動習慣。

學童桌球潛能開發班 徐偉峻 03.16-05.26
隔週

六、日
13:30-15:30 24H 3,200

為培育幼童及學生族群對桌球運動的認知能力，且養成規律

桌球運動的好習慣，加強桌球基礎專業之培養，以健全發展

學童對桌球運動之素養。

成人桌球潛能開發A班 徐偉峻 03.16-05.26
隔週

六、日
08:00-10:00 24H 3,200

為鼓勵成人或高齡者參與規律桌球運動習慣，加強桌球基礎

專業知能與技術，集聚同好以培養身心靈之全人運動教育課

程。

成人桌球潛能開發B班 徐偉峻 03.16-05.26
隔週

六、日
1000-1200 24 H 3,200

為鼓勵成人或高齡者參與規律桌球運動習慣，加強桌球基礎

專業知能與技術，集聚同好以培養身心靈之全人運動教育課

程。

銀髮族—智慧型手機入門與

生活應用
范承豪 03.07-05.23 四 19:00-21:00 24 H 2,000

本課程主要在於銀髮族經由學習智慧型手機的入門基礎，進

而加以靈活運用來增進生活便利性並優化生活體驗。內容包

括使用Line、Facebook免費通話、線上訂票、手機相片自動

備份等。並學習相關的隱私保護(手機帳號、Facebook帳號防

盜等)。

銀髮族—樂齡合唱教學 賴誼芬 03.04-06.17 一 19:30-21:00 24 H
每月

600

練習腹式呼吸法與發聲，學習基礎樂理，認識齊唱、輪唱、

合唱等演唱方式，並且運用正確的演唱方法，習唱中國藝術

歌曲、民歌、國語歌曲、閩南語歌曲、客家歌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