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地點 

國立宜蘭大學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 1 段 1 號 

洽詢專線 

03-9357400 轉 7079, 7052 

國立宜蘭大學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相關資訊 

FB 搜尋「國立宜蘭大學推廣教育課程」 

 

 

宜大小學堂                                                                 當小學生遇見大學教授 

 
一、報名日期 

1.自 106年 09月 11日（一）上午 11點起至 106年 10月 13日（五）下午 7點止。 

二、報名方式與洽詢方式 

1.線上報名：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4-1003-9898,r20-1.php?Lang=zh-tw 

2.現場報名：本校教務處進修推廣組辦公室(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綜 203辦公室)。 

3.洽詢電話：(03)9317079、9317052；電子郵件：kaiyu@niu.edu.tw。 

三、收費標準 

1.一般民眾：以原價計算。 

2.早鳥優惠：106年 09月 22日（五）下午 7點前 (以系統時間為準)完成報名並繳費，享學 

費 85折優惠。 

3.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員)之子女：享學費 8折優惠 (請於報名時出示職員證)。 

4.各課程學費及教材費一覽表：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適合對象) 
授課教師 學費 教材費 

10/20(五) 
我是名偵探 

(國小 2～6年級) 
柯銳杰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1,200  500  

10/23(一) 
我是綠能先鋒隊 

(國小 3～6年級) 
王金燦、林宗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1,000  300  

10/24(二) 
我是烘焙達人 

(國小 3～6年級) 
保愛貞 (食品科學系) 1,200  200  

10/25(三) 
我是程式設計師 

(國小 3～6年級) 
朱志明 (資訊工程學系) 1,200  0  

10/26(四) 
我是園藝小尖兵 

(國小 3～6年級) 
張允瓊 (園藝學系) 1,000  300  

四、繳費方式 

※繳費成功才視為報名成功。若課程額滿，未繳費者列入候補名單。 

※繳費完成請提供姓名及帳號後 5碼、匯款申請書或交易明細，傳送至 kaiyu@niu.edu.tw或傳送訊息至國立宜蘭 

大學推廣教育課程 FB粉絲專頁。 

1.ATM轉帳、網路銀行轉帳繳費(實際繳費金額，請以本組發送的簡訊與電子郵件之金額進行轉帳繳費） 

銀行別：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銀行代碼 050-1600） 

戶名：國立宜蘭大學 402專戶 

帳號：16008050043 

2.現場繳費：本校教務處進修推廣組辦公室辦理繳費 (僅收現金)10:00-19:00 週一至週五。 

五、注意事項 

1.退費規定：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費用之 9成。 

（2）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得電話通知已報名學員不予開班原因，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3）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表。 

2.如遇天然災害，則依宜蘭縣政府公佈之停課辦法實施。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4-1003-9898,r20-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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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名偵探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我是名偵探 (10601B001) 授課日期： 2017-10-20 (星期五)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柯銳杰 老師 

課程費用： 1700 元 (含 1200 元學費與 500 元教材費) 開班人數： 10 人以上 

其他事項： 1. 建議小朋友可自備水壺，學校備有飲水機。 

2. 請自備午餐或由本校代訂便當，小朋友統一用餐 (家長攜回用餐者除外)。 

 

課程說明 

透過遊戲與活動的方式培養小朋友們細心的觀察力、專注力與邏輯推理能力，讓小朋友們體

認邏輯推理可以創造冒險精神，從冒險精神培養毅力與認識自己的特長。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8:20-09:00 報到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辦理報到) 

09:10-11:00 來玩「桌遊」囉！訓練小朋友們的觀察力與專注力 

11:00-12:00 您能夠成功的完成「密室脫困」嗎？訓練小朋友們的邏輯推理能力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6:00 透過「引導反思圖卡」製作今日學習的相框，把學習放在相框內 

16:10-17:30 助教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等候家長接送) 

 

師資說明 

柯銳杰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總幹事 

學歷：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士 

經歷：亞洲體驗教育學會認證正引導員 (2011 迄今) 

      歷奇國際有限公司資深引導師與講師(2006 迄今) 

      國立台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休閒漁業課程講師(2006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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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綠能先鋒隊-燃料電池的世界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我是綠能先鋒隊 (10601B002) 授課日期： 2017-10-23 (星期一)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王金燦 老師、林宗鴻 老師 

課程費用： 1300 元 (含 1000 元學費與 300 元教材費) 開班人數： 10 人以上 

其他事項： 1. 建議小朋友可自備水壺，學校備有飲水機。 

2. 請自備午餐或由本校代訂便當，小朋友統一用餐 (家長攜回用餐者除外)。 

課程說明 

甚麼？？透過細菌也可以發電！！透過一系列的「遊戲方式」，讓小朋友們實際接觸與操作燃

料電池，培養小朋友們擁有對於環境與燃料電池的基本認識，並藉由一連串的小遊戲競賽激發小

朋友的熱情與興趣，進而引發他們的求知慾望以及愛護地球的精神。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8:20-09:00 報到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辦理報到) 

09:10-10:20 
主  題：綠能先鋒隊微生物燃料電池特訓 

內  容：利用課堂教學與實體介紹，建立小朋友對微生物燃料電池的基礎認識 

10:20-10:30 

 

主  題：綠能先鋒隊英雄集結 

內  容：小朋友進行分組，並且進行決定隊名 

10:40-12:00 

主  題：綠能先鋒隊第一戰 

內  容：微生物燃料電池大富翁，哪個隊伍先獲得完整電池各部件即可得到最

高積分，依次遞減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4:20 
主  題：綠能先鋒隊氫氧燃料電池特訓 

內  容：利用課堂教學與實體介紹，建立小朋友對氫氧燃料電池的基礎認識 

14:30-15:30 
主  題：綠能先鋒隊第二戰 

內  容：氫氧燃料電池釣魚遊戲，各組進行單淘汰對抗賽，同時給予相對積分 

15:30-16:00 
主  題：綠能先鋒隊最終戰役 

內  容：總積分最高的兩隊進行燃料電池快問快答，贏者獲得總冠軍 

16:10-17:30 助教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等候家長接送) 

 

師資說明 

王金燦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博士 

林宗鴻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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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小學堂                                                                 當小學生遇見大學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博士 
 

我是烘焙達人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我是烘焙達人 (10601B003) 授課日期： 2017-10-24 (星期二)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保愛貞 老師 

課程費用： 1400 元 (含 1200 元學費與 200 元教材費) 開班人數： 10 人以上 

其他事項： 1. 建議小朋友可自備水壺，學校備有飲水機。 

2. 請自備午餐或由本校代訂便當，小朋友統一用餐 (家長攜回用餐者除外)。 

 

課程說明 

享受「自己做自己品嘗」的樂趣，讓小朋友們從最基本了解食材特性開始，到進一步動手做

做看喔。小朋友們可以體驗操作家中設備器材，即可製作烘焙點心，引發小朋友們對烘焙的興

趣。在家中也可以做出餐廳的下午茶點心，並且可以更衛生更健康，也可表現對家人的愛心。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8:20-09:00 報到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辦理報到) 

09:10-12:00 好好吃的水果慕斯怎麼做？一起動手做？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5:00 好漂亮的棒棒糖餅乾喔！一起動手做出健康又好吃的棒棒糖餅乾吧！ 

15:10~16:00 享受自製美味下午茶點心 

16:10-17:30 助教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等候家長接送) 

 

師資說明 

保愛貞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講師 

學歷：輔仁大學食品營養博士班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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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程式設計師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我是程式設計師 (10601B004) 授課日期： 2017-10-25 (星期三)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朱志明 老師 

課程費用： 1200 元 (免教材費) 開班人數： 10 人以上 

其他事項： 1. 建議小朋友可自備水壺，學校備有飲水機。 

2. 請自備午餐或由本校代訂便當，小朋友統一用餐 (家長攜回用餐者除外)。 

 

課程說明 

Google 資深副總裁 Susan Wojcicki 說：「學程式設計讓小孩覺得有威力！有創造力！有自

信！！」現在就讓我們來帶領孩子們進入有趣又神奇的程式設計世界和街景地圖吧！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8:20-09:00 報到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辦理報到) 

09:10-12:00 主題：使用積木程式 (Scratch)設計一場神奇寶貝 PK 賽 

內容：讓小朋友們設計一個可以用搖桿控制的神奇寶貝程式，再和其他小朋友進行

PK 比賽。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6:00 主題：跑跑，我的母校！超酷的地圖街景編輯程式！！ 

內容：讓小朋友以自己的母校校園為背景，設計一個尋寶遊戲，再彼此進行尋寶比

賽。 

16:10-17:30 助教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等候家長接送) 

 

師資說明 

朱志明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師 

學歷：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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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園藝小尖兵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我是園藝小尖兵 (10601B005) 授課日期： 2017-10-26 (星期四)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張允瓊 老師 

課程費用： 1300 元 (含 1000 元學費與 300 元教材費) 開班人數： 10 人以上 

其他事項： 1. 建議小朋友可自備水壺，學校備有飲水機。 

2. 請自備午餐或由本校代訂便當，小朋友統一用餐 (家長攜回用餐者除外)。 

 

課程說明 

「動手做做看」來激發讓小朋友們對植物的好奇心與熱情，開發並引導小朋友們對植物科學

之學習興趣與對自然世界之不同體認。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8:20-09:00 報到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辦理報到) 

09:10-12:00 主  題：您知道西瓜是長在南瓜上，而苦瓜是長在絲瓜上嗎？我們讓小朋友們

看到植物的無限潛能。 

動手做：科技天馬行空的最麻吉組合 (植物嫁接技術)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6:00 主  題：漂亮而吸睛的玻璃球盆栽該如何完成？掌握簡單步驟，您也可以成為

微景觀設計師喔。 

動手做：隨手綠生活 (微景觀 DIY) 

16:10-17:30 助教時間 (至綜合教學大樓 103 教室等候家長接送) 

 

師資說明 

張允瓊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副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