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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才藝品格營 才藝教室課程內容 

選課重要公告：（1）每人選擇一門課程，兩天參加同一個課程、（2）若課程選課未達 15 人 ，該課程將會予以取消 ，大會將通知並協助已選課者進行換課。 

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01 競速體能 籃球進階 富邦勇士隊 男     

受過正規訓練兩年以

上，並現（曾）為校

隊、體育班（籃球專

長）者。 

 需穿著運動服裝(排汗衫、運動褲、背心為佳)、可保

護腳踝的襪子、籃球鞋(若無則穿慢跑鞋)                                     

 女生請綁頭髮，瀏海因安全考量盡量不要使用硬式髮

夾，可綁起或使用運動髮帶。 

 自備：一顆標準籃球、毛巾、水壺（如有需要請自備

護具） 

 注意：請勿穿著牛仔褲、或有拉鏈皮帶的褲子、請勿

佩戴任何飾品、上課期間請勿攜帶手機  

02 競速體能 

籃球初階 

（基本籃球技巧教

學） 

富邦勇士隊 男     無 

03 競速體能 壘球 路翔皓 男 

目前就讀嘉義大學，體育與健

康休息學系，嘉義大學（KANO)

棒球隊隊員。 

指導學員投球、打擊、守備、等基本動作

和利用比賽的方式，讓各位學員體驗實戰

的經驗。 

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無特殊疾病 （如：高

血壓 心臟病） 

適合運動服裝、棒球手套、帽子、水、舒適的鞋子、壘球

或棒球 

04 競速體能 輪風四起 柯婉儀(貝兒) 女 

經歷：花蓮高商直排輪社社

長、南台科技大學直排輪社社

長、台南魔力直排輪教練、台

北 DSP 直排輪教練。 

訓練身體協調、腿部及腰部肌肉及平衡

感。課程將按照學生程度來區分，課程內

容如下：入門：起立、跌倒練習、平衡及

跨步向前、直線滑行。初級：前、後葫蘆

及 S 滑行、煞車、S 型轉彎。進階：單腳

直線及 S 型滑行、 前、後剪冰。高階：蟹

型滑行、前後單輪直線及 S 型滑行。 

無 
直排輪、護具(護掌、護膝、護肘)；服裝以輕鬆舒服好活

動即可。 

05 競速體能 
Tennis Go Go 

（女生班） 
陳昆憲 男 

大學時期擔任網球社社長及網

球代表隊隊長。擁有網球 C 級

教練證。 

吸引對網球有興趣的人，給予基礎觀念及

入門學習。 
無 

著運動服、球鞋。有球拍者可自行攜帶。自備水。 

重要：此班招收對象為女生。 

06 競速體能 
排球教室 

（男生班） 
楊尚旻 男 

東海大學男子排球隊的隊員，

擔任過兩次隊長，獲得過永信

杯大專男子組第五名，合家盃

第六名。 

學習排球的基本動作，低手碰球，高手托

球，高手發球等等，也讓大家實戰比賽。 
無 

請著運動衣褲和運動鞋 

重要：此班招收對象為男生。 

07 

 

 

競速體能 

 

 

排球小教室 

（女生班） 

 

 

蔡含宜 

 

 

女 

東海女子排球隊的一員。        

105 學年度北貿盃第四名、     

105 學年度至西屯國小教導四

到六年級國小生、105 學年度擔

任校隊總務。 

不管是新手或是高手，歡迎來打排球，嘗

試不同的球類，體驗不同的團隊合作，了

解排球的基本動作以及規則，最後嘗嘗上

場比賽的臨場感，加入排球世界會是一個

很棒的選擇。 

 

 

 

 

 

 

 

沒有  

 

攜帶水壺及毛巾，穿著運動服裝以及運動鞋。 

重要：此班招收對象為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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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08 競速體能 羽眾不同 葉智常 男 東海羽球校隊 

了解及培養羽球正確的知識、指導正確的

運動方式、欣賞羽球運動之美和學習正確

的比賽方式。學習目標，先是以握拍的方

式開始，然後學揮拍的姿勢和發力的方

式，從這邊開始做延伸，學習平推、高遠

球、殺球和切球。並在課堂中安排一些小

比賽讓同學們互相切磋一下球技。 

不限 攜帶球拍、水壺、穿著運動服裝和運動鞋 

09 競速體能 桌球 林哲宇 男 東海大學桌球校隊 
依照程度簡單分成兩組，會打及不會打，

分開來進行教學。 
無 寬鬆衣服、運動鞋 

10 競速體能 
基礎網球教學 

（男生班） 
邱郁然 男 

東海大學男子網球代表隊助理

教練、東大附中網球社團教

練、現役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網

球甲組、有 C級教練證及 C級

裁判證、曾協助帶領東海大學

男子網球校隊參加福星盃並獲

得全國第四的佳績、多次於愛

迪達分級排名賽中 5.0及 6.0

層級的單、雙打獲得優異成

績。自行教學經驗豐富，能夠

掌握學生的問題以及需求。 

課程內容：正拍抽球、反拍抽球、隔網對

打、發球、截擊、比賽規則 

學習目標；能夠清楚了解網球比賽方式，

並進行簡易的比賽。 

無 
運動服裝、運動鞋(有網球拍者也可自行攜帶) 

重要：此班招收對象為男生。 

11 藝術創作 想像力創作教室 柯妤臻（小妤） 女 

2011 年成立 PINKDALE 品客

黛兒手繪館，希望創作帶給人

們愛、盼望、勇氣，認識自己、

看見自我的價值，實踐夢想。

熱情在於幫助各弱勢機構，帶

領孩子或成人們看見自己生命

中的寶藏。 

對於繪畫，你是否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障

礙？想像力創作教室不只要教你如何運用

你的想像力來創作，還要透過一般人不常

使用的創作媒材，讓你除了創作，更要玩

得盡興！除了激發你各種的創意來創作以

外，還要激發你使用各種媒材來創作的慾

望。當你看到一張空白的紙或牆壁或木板

或各種能繪畫的地方，你感受到的將不再

是壓力，而是更多的探索、更多的自我認

識體驗以及更多的創意釋放！ 

自願性選課（不是被

安排來的） 

8 開水彩紙 6 張（或直接買整本方便攜帶）、鉛筆（自動

鉛筆也可以）、橡皮擦或軟橡皮、口紅膠、複寫紙 2 張 a4

大小（顏色不拘）、剪刀、口紅膠、各種雜誌上喜歡的圖

片、水彩或壓克力顏料、畫筆、水桶、調色盤。 

以下是如果有也可帶的媒材：碳精筆、彩色墨水、碳筆、

粉彩筆、蠟筆、色鉛筆、麥克筆 

12 

 

 

 

 

藝術創作 

 

 

 

 

 

 

 

用角色說故事－創

意動漫角色設計 

 

 

 

 

 

 

廖近妤（女） 

簡劭哲（男） 

 

 

 

 

 

 

- 

 

 

 

 

 

 

 

廖近妤現職遊戲公司角色概念

設計師。風格多元，擅長設計

有魅力的角色造型，喜歡用角

色來說故事。曾參與知名線上

遊戲《幻想神域 Online》、手

機遊戲《幻想神域－起源女神》

等角色概念開發。 

課程內容著重於人物角色的繪製方法，包

括基礎的人物五官、髮型、動作等，搭配

知名角色的設計案例分析，並帶領同學實

際操練繪製出具有生命力的動漫角色。 

 

 

 

 

 

 

 

平時喜歡畫圖，並對

人物角色設計有興趣

的人皆可! 

 

 

 

 

 

基本必帶：鉛筆、橡皮擦、黑色簽字筆、白紙或繪圖本。 

另外也可攜帶自己習慣的上色用具如彩色筆、色鉛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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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13 藝術創作 戲劇。好。好。玩。 張育晏 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學

士、台北靈糧神學院道學碩

士。現為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

傳道人。曾榮獲數次演說朗讀

歌唱比賽、及參與數次舞台劇

演出並榮獲相關獎項。 

倘若人生如戲 那麼 你要怎樣好好扮演你

的人生？透過戲劇語言和劇場元素，讓我

們一起用生命探索青春。 

兩天的課程，訓練你打開感官能力，發展

想像力與創造力，並且在遊戲當中學習，

互助合作、表達溝通，亦能在玩樂當中體

會，戲劇與生活的超連結。 

有心最重要 寬鬆的衣服 

14 藝術創作 皮革好好玩 詹寧 女 

2010 年創立 Shekinah 手工皮革

設計、開版、製作皆親力親為，

也時常在學校社團、咖啡廳、

教會等地方開課教學。 

第一堂：手作皮革手環 or 項鍊:帶領學生或

編織或裝飾，發揮創意製作出屬於自己獨

一無二的手環或項鍊。 

第二堂：手縫小鞋鑰匙圈:學習皮革手縫技

法，親手縫出超級可愛的小鞋鑰匙圈，是

好又實用的皮革小物唷：） 

無 

剪刀（不能太鈍）、尖嘴鉗 

【自費：每人需自備 200 元至課程教室購買材料（皮料/

五金）】 

15 藝術創作 
喬老師帶你做鋼彈

模型 
林子喬 男 

現職密斯特喬企業社執行總

監。 

專業領域：各類模型製作、木

材工藝、視覺效果傳達、工藝

設計與創作 

負責項目：課程規劃、課程講

解、模型製作講解、美學設計

發想、創意連結。曾獲得無數

獎項。 

透過講解讓您認識模型的每一部分和說明

製作流程；最後，讓您自己動手製作，藉

由助教從旁指導，能學習到基礎模型組裝

知識和理解說明書之技能，進而能自行組

裝模型。 

有心想體驗即可參加 
【自費：需自費 399 元於課程時購買〈鋼彈（鐵血孤兒系

列機體 1/144)〉（價值 700 元） 】 

16 藝術創作 北極熊與小王子 陳于丹 女 

於藝術大學畢業，熱愛藝術插

畫創作，運用各種材料製作療

癒小物，羊毛氈教學分享。 

熟悉羊毛氈的特性，學習氈化塑型的基本

技巧，激發想像力和創造力，享受自己動

手做的樂趣。 

 

無 
【自費：每人需自備 150 元至課程教室購買材料（墊子/

針/羊毛）】 

17 

 

 

藝術創作 

 

 

 

 

 

 

 

魔力全開 

 

 

 

 

 

 

 

羅宥理 

 

 

 

 

 

 

 

男 

 

 

 

 

 

 

 

2015 魔術王國奇蹟之夜表演

者。2015 國度豐收協會才藝品

格 營 魔 術 班 老 師 。  2015. 

2016TMA 台灣魔術發展協會年

度大會翻譯 

 

 

 

 

 

 

 

 

 

魔術的迷人魅力，在於用簡易的物品、精

進口語表達的台風，創造自己個人的舞台

魅力及不可思議，也可以提升人際相處、

靈機應變能力。不須花俏的道具，困難的

手法，你也能創造屬於你的掌中奇蹟。 

 

 

 

 

 

 

 

 

 

無限制 

 

 

 

 

 

 

 

撲克牌一副、硬幣數枚、吸管數支(有紙套、塑膠套外包裝

的吸管更佳，長度越長越好)、筆記本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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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18 藝術創作 

踏出成為攝影大師

的第一步：平面攝影

觀念與實務演練 

熊昔麒 男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曾任多名政商領袖名人隨行攝

影師。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平

面攝影組組長。中華民國外交

部、海悅廣告、台灣經濟研究

院等單位之特約攝影師 

照片就是用光線創作的畫作 

攝影就像神奇的時光紀錄器 

課程內容跟往年有約 60%重疊，曾選修過

之同學今年可加強實作演練。 

今年課程內容預定如下： 

1. 平面攝影觀念基礎：美國柯達影像基本

教材； 

2. 未來攝影大師的十字箴言與五項秘訣； 

3. 二十類專業攝影師如何養成？ 

4. 基礎商品攝影、人像攝影、風景攝影演

練； 

5. 團隊合作式演練：採三人分組教學。 

1. 平常就喜歡拍照

的朋友 

2. 未來想從事攝影

行業者 

數位相機（傻瓜或專業皆可）、腳架、備用記憶卡、小筆

記本、好寫的筆、遮陽用帽子 

19 藝術創作 
用你的手機來製作

創意影片 
郭世宣 男 

對於影像創作，只有說不完的

熱誠。從劇情短片紀錄片到網

路廣告或 MV，每支影片背後

都是一個值得訴說的故事。 

代表作品： 

劇情短片：夢遊海灘-入圍BSFF

柏林學生影展 

劇情短片：珍味人生-入圍 39

屆金穗獎學生組 

從構圖，分鏡，講故事的方法，配合 Cameo

這個軟體來實作。讓學員在短時間內就能

獨立製作自己的創意影片。 

 

 

 

 

 

 

無 智慧型手機 

20 

藝術創作 

 

 

 

先讓英雄救貓咪 

 

 

 

林秉聿 

 

 

 

男 

 

 

 

台灣製片人，專注於各種類型

電影的劇本創作、策劃與製片

工作見長。創作電影劇本《母

老虎》曾榮獲新聞局優良劇本

優等獎。擔任製片人策劃的電

影籌備案曾 4 次獲入選金馬創

投。擁有多次國際合作經驗。

FOX 影集《菜鳥新移民》第三

季首集在台拍攝製作人。 

編劇是專業的故事創作，學編劇的第一步

就是寫好故事。故事創作是透過對真實人

生的觀察與模擬，以虛構故事的方式來表

達對真實人生的獨特見解。賣座的好萊塢

商業電影中，存在著被成功驗證的類型電

影結構與故事邏輯，這些成為觀眾買票進

電影院觀影後的滿足感，也成為類型電影

成功的基本法則。 

 

 

對電影劇本創作感興

趣者 

 

 

筆記本、筆、筆記型電腦（非必需）、熱情、腦子。 

 

 

 

21 舞蹈律動 HIP HOP 街舞 TBC 團員 女 

 

 

 

TBC 團員 

 

 

 

 

學習 hip hop 的基礎律動、身體表達、和

基礎排舞 
無 

寬鬆方便運動的服裝、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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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22 舞蹈律動 Locking 
楊聲濤 /  

小捲 
 男 Mirage 新光盃 威寶盃冠軍 街舞 Locking 無 球鞋 寬鬆衣服 毛巾 水 

23 舞蹈律動 基礎機械舞教學 吳維  男 

TBC, Flexion BoogZ, 

Flavabots. 曾經贏過第 12 屆

臺大盃冠軍-團名：AirCon、

2010 年 OBS popping 冠軍、

2016 年參與台灣街舞劇團創

作"夢舞街”、2017 年到廣州

大劇院表演，表演資歷豐厚，

為台灣資深街舞 Dancer，具有

深厚的 Popping(機器舞)舞蹈

實力，同時也是位資深 DJ，曾

擔任各大國際賽式及派對 DJ，

也與多位藝人合作及演出。 

適合熱愛 popping的初學者，想趁機打好

基礎者。慢速的講解和示範，讓大家可以

打好 popping的基礎。 

上課的內容包含 popping 基本動作如：

Walk out、Fresno、Twist，還有基本手部

電流和步伐開發與訓練(Footwork)。如果

你完全不會 popping 又很想踏出你的第

一步，不要再猶豫啦！ 

無 寬鬆方便運動的服裝、運動鞋、不可以穿裙子 

24 舞蹈律動 Girl's Hip hop KOKO 女 

TBC舞蹈教室的 KOKO老師，

NIKE簽約選手。 

與 WONDER WOMAN 得到 2016第

13屆新光盃 亞軍、ACDU冠軍

代表台灣前往上海，新北市 FUN

街頭 亞軍。 

 

GIRL'S HIP HOP  

讓你學會如何展現個人的曲線和特色，以

及舞蹈律動及音樂性的訓練。 

 

無 
可運動的衣服、球鞋 

 

25 舞蹈律動 新潮爵士 
余瑞萍 

(Lilian yu) 
女 

為資深舞蹈老師，參與眾多舞

蹈演出，並曾服務於眾教會。

目前於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參

與舞蹈敬拜服事。歷年來多次

擔任才藝品格營舞蹈老師，渴

望帶領年輕學子更多認識自

己，踏上築夢之路。 

此風格的較注重的，包含「身體的延展」、

「手部動作的無限延伸」，還有它的動作

大都有定點姿勢和特殊的擺弄方式。本課

程目標為先帶領大家初步認識各類爵士，

期待大家認識爵士舞的廣度，再於課程中

透過舞蹈課程，了解新潮爵士的風貌，進

而在此類舞蹈中培養自信魅力。 

無 適合跳舞有彈性的衣服，請攜帶毛巾，水。 

26 舞蹈律動 street jazz 陳宛琳 女 

專長爵士舞， 擅將各類舞風揉

合以表達音樂情境，風格可街

頭亦可古典，除商業活動和MV

演出外，與街舞工作室、現代

劇場及傳統戲曲團隊皆有合作

經驗。 

有多項編舞作品。教學經歷:台

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台北

海洋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

JAZZMEN 舞團、TBC 舞蹈休閒

館、我愛黑澀會等等。 

 

 

融合 jazz 的力與美和 hip-hop 的帥氣，用舞

蹈訴說音樂裡的故事。課程會從暖身、基

本的腳步和律動開始，加上正確運用身體

的觀念，再從舞蹈組合中體驗如同 MV 舞

者的感受。一起來釋放你的 power 吧 ! 

無 水、毛巾、方便活動的衣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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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舞蹈律動 MV 舞蹈 陳姵樺 女 

中山女中舞爵舞蹈社師、安心

亞 MV 舞者及商演,演唱會舞

者、吳建豪  C'est LA V 音樂派

對演唱會,小婚禮 mv 及各校園

演出 dancer、蕭雅軒 super girl 

mv 及商演出 dancer、潘緯柏 

釋放自己 及伊甸園 世界巡迴

演唱會 dancer、黃鴻升 2012 夜

王 巡迴演唱會 dancer、A-Lin 

聲納世界巡迴演場會 dancer 

課程內容：分解時下流行 MV舞蹈教學，讓

學員也能跳與ＭＶ動作一樣的舞蹈。 

學習目標：教導學生在 COVER 舞蹈動作

時，學習用身體記憶來幫助動作與動作間

的流暢度。 

無限制 寬鬆衣服即可，自備水及毛巾 

28 電腦操作 
直播、實況與網紅 - 

你就是下一位 
周書丞 (Mu) 男 

Loveholyx / 創辦人、 237 In 

Trunk / 策略長、Fanily 社群平

台 / 技術長、「未來有問題」

網路節目 /直播導播、高雄「大

港開唱」音樂祭 / 直播導播、

閃靈鎮魂護國演唱會  / 直播

導播、中華電信學院新媒體社

群與傳播 / 講師、台灣大學資

訊管理所 / 博士生，主要在做

電影/網路劇/微電影/舞台劇的

腳本開發與製作、網路直播節

目、網紅素人社群經營等等。 

網路直播及實況/youtuber 從劇本發想規

劃、錄影/錄音技巧以及基本後製。 

現今網路發達，「社群」已經成為實質的

經濟體系，正大規模地入侵媒體與商業版

圖。但無論是「網路紅人」、YouTuber、

直播主、Facebook名人，爆紅的人眾多，

真的能走得長久的人少。本課程將一窺他

們的經營模式與商業策略，以及如何在這

「網紅叢林」中找到新的一片天。 

無 需自備：智慧型手機一支 

29 電腦操作 
哇 ! 我的第一個

APP 
郭春吟 女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博士班、義

守大學資訊工程碩士、教育部

部定大專院校講師、兒童程式

設計實戰講堂作者 (2017/5)、

ACTC  亞洲兒童程式教育協

會副秘書長、認證種子講師、

有 得 雙 語 中 小 學 機 器 人

(Dash&Dot)社團授課講師、桃

園市創意機器人教學教師研習

活動指導教師、Hour of Code 

一小時玩程式種子志工、

CodeSchool 翻轉教育 種子師

資、中壢市市民大學 電腦與影

像處理班 授課教師、中壢區樂

齡大學 電腦課 授課教師、電

腦技能基金會  Cloud Service 

Planning 和 Fundamentals of 

e-Commerce 合格證書。 

 

課程內容：運用 App Inventor2讓不會程

式設計的初學者可運用圖形化介面以拼圖

的概念，拖曳出想要設計的 APP 程式並可

直接在自己的手機上執行。 

學習目標：運用兩天共 4 小時的課程，完

成 2 個 APP 專案，猜拳(牌)遊戲及拼圖遊

戲，並讓學員可於自己的手機執行及展示。 

想自己學會設計 APP

的學員 

1.攜帶智慧型手機(Android 為主) 

2.事先申請好 google 帳號，將帳號、密碼帶至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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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時尚造型 時尚達人 蕭知恩 女 

廣告、電影、偶像劇、演唱會、

雜誌拍攝等整體造型師、企業

講座、學校課程、美術設計、

品牌視覺 

造型，來自於對自己的認識。造型，不是

讓你變成別人，而是讓人看見最真實的

你！ 

無 平常穿的服裝、飾品、造型品 

31 

時尚造型 

 

 

 

正妹養成班 

 

 

 

陳奕云 

 

 

 

女 

 

 

 

台視文化「美人拉丁」及圓神

出版社「性感瘦」作者 。 

現任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舞蹈

講師。 

專長：Sexy Dance,Latino Dance, 

Party Dance, Kpop MV, Chair 

Dance， 美姿美儀，曲線雕塑，

居家美體操。 

是一堂全方位又有趣的體雕運動課程，運

用隨時隨地垂手可得的居家用品，設計簡

單易學有效果的動作，打造小蠻腰、翹翹

臀、馬甲線，還有～一定要學會的腹式呼

吸法，讓妳在每時每刻都能在吸吐氣之

間，達到腹部核心的律動。最後，加上特

別爲想要成為「正妹」的妳，所設計的美

姿美儀，讓妳經過兩天 4 小時的課程洗禮

之後，一生受用！ 

想變正妹的美眉們 

 

 

 

舒適衣服，運動鞋，毛巾，保特水瓶 

 

 

 

32 時尚造型 創意髮型設計 潘怡秀 女 

沐藍時尚沙龍店長、2016 當選

全國盃暨世界髮型美容競技大

會—傑出紋繡名師 

潮流、流行、時尚、設計個人風格 

想增加回頭率、加強自拍花樣 

男神女神必備手技、讓髮型成為妳/你的第

二張臉蛋。 

無 無 

33 時尚造型 彩妝造型 李思穎 女 

是位全方位整體造型師、專業

新娘秘書，四 B 年資經歷。 

多項整體彩妝造型：Levis 童裝

秀副秀+造型、法國 JACADI 童

裝秀造型師、忠孝/天母 SOGO

活動造型師 

維他露 P/舒跑/御茶園/每朝綠

茶 CF 造型師、美商嘉康利形象

拍攝造型師、BenQ 明碁電通公

司尾牙造型師"等等。 

針對國高中生簡單的妝容，從最基本的保

養皮膚認識到簡易彩妝品的運用，讓自己

更漂亮更有自信，也學習到如何挑選對自

己最適合的彩妝，讓在青春洋溢的國高中

生中在對的場合畫出合宜的妝容，使自己

更出眾加分！ 

無 可以攜帶自己的彩妝用品、鏡子、刷具 

34 時尚造型 精緻型男養成班 張志彬 男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一對一個人健身教練。 

帥氣是一種態度，教你如何練出迷人的胸

肌、二頭肌和腹肌，在大自然的陽光下揮

灑青春的汗水，一起成為大家眼中羨慕的

型男！ 

課程內容：健身運動簡介、胸肌訓練、二

頭肌訓練、腹肌訓練、綜合訓練教學等。 

學習目標：學習如何有效率的運動，並且

避免造成運動傷害。 

無 
請務必穿著運動服裝、運動鞋。 

並請攜帶：毛巾、水、跳繩、4.25kg/50kg 彈力帶（擇一） 

35 

 

時尚造型 

 

 

 

 

 

如何擁有健康好肌

膚 

 

 

 

 

楊靖 

 

 

 

 

 

女 

 

 

 

 

 

從事美容美體的工作 17 年，現

今經營一家小型的美容 SPA

館，當看見客戶因著擾人的皮

膚問題，透過護膚跟正確的保

養方式，肌膚得到健康，恢復

自信的笑容是我最大的滿足。 

 

進入青春期的你/妳，因著賀爾蒙和生理的

改變，臉部的肌膚因著皮脂腺會大量的分

祕油脂，阻塞毛孔而產生粉刺跟痘痘的困

擾，讓我們一起來。1.認識自己的皮膚(皮

膚生理學基礎概念)、2.了解自己皮膚的屬

性、3.如何保養自己的肌膚，讓青春期的

你/妳擁有健康好膚質。 

對美容保養有興趣者 

 

 

 

 

 

舒適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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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音樂素養 歌唱法 璽恩 女 
金曲超級星第二屆冠軍 

約書亞樂團主唱 

教你如何唱高音，也讓低音唱得更穩更

沉，擴張你的音域，可以駕馭更多不同的

歌曲哦! 

具備基本音準，敢於

站在台上唱歌的同

學! 

攜帶紙&筆或筆記本、自己的作品 demo，以及事先寫下自

己喜歡的歌曲與音樂以便與大家分享。 

37 音樂素養 
基礎鍵盤 // 成為夢

想中的鍵盤手 94 狂 
李宛叡 女 

【學歷】國立藝專音樂科、             

東吳大學音樂系 

【現任】約書亞樂團 KB 手、

CROSSMAN 樂團 Bass 手、約

書亞專輯錄音、樂譜製作 

【經歷】教會鍵盤團體教學老

師、2007 才藝品格營才藝教室

Bass 團體老師、2016 才藝品格

營才藝教室鍵盤團體老師 

1. 基礎樂理：用簡單的方式搞懂樂理 

2. 就是要玩節奏：透過認識節奏讓彈琴更

有律動 

3. 和弦的認識及運用：不再只有死板的三

和弦，用不同的和弦聲響讓音樂更豐

富。 

4. 音色的使用：帶大家認識不同的音色變

化，讓你成為玩音色的鍵盤手。 

會一些基礎樂理 筆記本 / 筆 / 對音樂的熱情 

38 音樂素養 爵士鼓班 

洪德耀 男 

約書亞鼓手、第一屆 Canopus

鼓手大賽第六名、超自然敬拜

學院爵士鼓老師、才藝品格營

爵士鼓老師、台北靈糧堂敬拜

中心爵士鼓老師、功學社爵士

鼓老師 
課程除了基礎節奏與打點以外，還能夠學

到有趣的拉丁系列節奏(cha cha/Bossa 

nova)。 

需有基本節奏基礎能

力(4/8/16th notes 

pattern) 

鼓棒一雙 

 蔣孟平 男 

現任：教會團體爵士鼓老師（台

灣基督教婦女會、喜樂城靈糧

堂、天母禮拜堂）、Asia for 

JESUS 國度豐收協會超自然敬

拜學院爵士鼓講師、福和國中

社團爵士鼓指導老師、音樂教

室爵士鼓老師（功學社、高明

音樂） 

39 
音樂素養 

 

歡樂陶笛音樂營 

 

吳豪傑（Bon) 

 

男 

 

從小就喜愛各種不同的吹奏樂

器，國立臺灣藝術學院（前國

立藝專）國樂系畢業後進入臺

灣國樂團（前實驗國樂團）服

役於示範樂隊，目前於學校推

廣陶笛教學。 

 

 

希望透過短短的時間能讓參與的朋友們初

步能了解與認識 12 孔中音陶笛並演奏我

們熟悉的歌，在學習基本的技巧後能繼續

徜徉於音樂的世界中！ 
帶著喜愛音樂的心 

 

 

上課使用中音 12 孔 C 調陶笛（塑膠笛可） 

【需自備器材：陶笛】 

 

40 音樂素養 
母雞入家門  

（木吉入門班） 
宋恩生 男 

在約書亞、Crossman 和其他敬

拜團服事多年，精通四種樂

器、編曲以及作曲，並且在 16

才藝品格營也擔任木吉他的老

師。 

 

 

Basic music theory、Basic guitar chords 

Strumming、Pedal Notes、Ear Training、How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 

 

 

 

 

1. 能彈出常用開放

和弦 

2. 會調音 

齊全的木吉他（六根弦）、調音器、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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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音樂素養 
華語流行歌詞曲創

作 
趙治德 男 

創作歌手、福音歌手、約書亞

樂團敬拜主領、超自然敬拜學

院/台北靈糧堂 敬拜詩歌創作

教師、        KickOff 敬拜團

團長，2012 年發行個人專輯「一

億次重來」，參與十多張福音

詩歌專輯錄製，包含詞曲創作/

演唱/和聲/合聲編寫與編曲，發

表數十首福音與流行歌曲，曾

任佳音電台主持人？ 

流行歌曲創作該預備什麼想法工具來更完

善的進入創作，關於弦律與和弦、弦律的

種類、歌詞的創作方法、韻腳，以及創作

人的創意與心態提升。 

歡迎任何對音樂創作

有興趣的學員報名，

但會一項樂器以上，

或是已經開始創作的

人更好。 

 必備：筆記本、筆 

 選備（不一定要有）：自己的創作（放在手機裡）、

寫好的歌詞、吉他或任何幫助自己創作的樂器 

42 其他 橋牌三缺一 柯建廷 男 

曾任建中慈幼社社團幹部 

政治大學企管系橋牌核心人物 

中山靈糧福音中心-學生空間

負責人 

撲克牌不知道要玩什麼了嗎？不想再玩大

老二、九九、吹牛、排七、心臟病了嗎？

歡迎來認識時下最潮的橋牌！絕對讓你和

同學都不一樣！ 

橋牌是一種撲克牌遊戲，主要由四人一桌

的方式一起來玩。 

熟悉規則後也有所謂的三人橋、雙人蜜月

橋，另外也有改編版本的「拿破崙」。 

課程主要會介紹大家基本的橋牌玩法，深

入認識後又將發現它的不同風貌！考驗記

憶力、對數字的敏銳度、與夥伴的默契搭

配等等，輸贏並不是重點，過程當中所展

現的幽默感、同伴之間的歡樂才是橋牌的

靈魂啊！ 

中文 撲克牌、鉛筆、小本子 

43 其他 理財達人 ABC 劉錫軒 男 

興趣是廣泛閱讀研究財經、投

資與時代趨勢的資訊，體會到

理財的重要性並以分享相關概

念為樂。現在是國中的專任生

物教師。 

聽說：「大學畢業只賺 22K，錢都不夠花

了，怎麼理財？」「我不是富二代，是負

二代」。不懂理財，賺再多也是月光族，

但是想要富足，就必須學習理財知識。本

課程教你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念，提升財務

智商，學習儲蓄與投資，認識資產與負債

的差異，透過現金流的遊戲活動，為你打

造一個富人的腦袋，豐富自己的人生，也

成為別人的祝福。 

無 無 

44 其他 哈韓瘋應用班 楊曉蕙 女 

安妞哈謝喔，韓姐來自於韓

國，自從來念大學後就愛上台

灣了！個性大方開朗，是個親

善大使，喜歡帶人『快樂地』

學習～^0^曾經翻過韓劇、錄韓

文教材、廣告影片、唱韓文歌，

韓文婚禮主持口譯。 

 

韓姐----道地邊玩邊學的【 哈韓應用班 】  

 教學內容：子、母音開始的基礎會話

班、韓劇流行語、韓文流行曲 

 課程特色：互動遊戲、趣味學習、實

際應用 

 學習目標：引起對韓文的興趣、學會

子音母音、基本單字 

不限 自帶筆和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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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45 其他 
特種部隊高空垂降

體驗 
張新創 男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委託生命教

育輔導計劃執行者五年，高關

班輔導計畫十年，帶領各樣年

輕人透過高空垂降體驗生命可

貴、冒險輔導、過度的安逸讓

您的靈性死亡，因此透過此高

空垂降體驗，可以讓您面對高

的恐懼、挑戰自我！ 

渴望想成為特種部隊或救難人員的成就

嗎？來此課程讓您體驗蜘蛛人及人對高度

的恐懼極限，也可學習繩結及救難姿勢，

更可運用在大樓火災逃難...等。 

無 
需要穿布鞋、用動鞋或涼鞋，請勿穿著拖鞋及暴露衣物或

裙子。 

46 藝術創作 氣球這樣玩 康亞迪 男 

氣球設計師，球齡 4 年，以氣

球佈置、派對手折表演為主，

期間也開過一些創業班以及

DIY氣球創意班，經歷： 

1.高雄夢時代、高雄義大世界

街頭藝人 

2.2015台灣國際氣球藝術大賽

團體組冠軍 

讓學生發揮創意快樂玩氣球為主的風格~

透過氣球的千變萬化，讓簡單的氣球泡泡

組合成各種可愛造型。 

不怕氣球的都可以 

 
剪刀 

47 時尚造型 名模不生死鬥 

楊稚汶 女 

多利安 model/演員 經歷 5年 

拍攝過洗髮精/機車/ikea/HTC

等廣告、精品化妝品專屬 model 

運動品牌/內衣/衣服/彩妝秀

等、平面拍攝 KEEDAN/妞新聞 第一堂： 

1模特工作介紹，職業內容心得分享 

2基本練習 

3基本台步練習 

4肢體訓練，身材維持方法 

 

第二堂： 

1拍攝訓練（眼神/肢體/情境） 

2走秀 final ->拍照情境模擬 

對表演，model工作

有興趣，想擁有自信

及健康的體態的人 

 第一天穿著方便活動的衣物，或是攜帶更換                                                                                                                        

 第二天穿著 or攜帶一套他最有自信，最能表現他個

人特色的服裝/飾品/搭配物件                                                                                                

 備註：女生當天請自備 

1.黑色全包高跟鞋（至少 5公分以上，不可以是涼鞋） 

2.上課的每一個長髮女生都要把頭髮綁乾淨. 杜威 男 

凱渥簽約模特資歷七年，2016

代表台灣出席韓國亞洲模特新

秀大賽，平面雜誌拍攝過

GQ/ELLE/VOGUE/ 美 麗 佳 人

/COOL 等雜誌，時裝秀包含

GUCCI/DIOR/salvatore 

ferragamo/MONCLER 等精品及

adidas等潮流時裝秀。 

同時身兼福音潮流品牌“立 

服”主理人，並專業體能訓練

師，曾協助出任台電女籃＆中

華女籃體能訓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