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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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6年 12月 15日（五）上午 11點起至 107年 1月 22日（一）下午 4點止。 

二、報名方式與洽詢方式 

1.線上報名：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3-1003-1134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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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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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月 5日（五）下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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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及舊生：享學費 8折優惠。 

4.各課程學費及教材費一覽表：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授課教師 學費 教材費 

107/01/29 

(一)  

幸福「植」人 

(09:00-12:00)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 

張允瓊 老師（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系博士） 
500 300 

107/01/30 

(二) 

變身小小色彩魔法師 

(09:00-16:00) 

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陳華偉 老師（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 
900 600 

107/01/31 

(三) 

骨頭的秘密 

(09:00-16:00)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官淑惠 博士 
1,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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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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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3-1134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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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小學堂                                                                 當小學生遇見大學教授 

幸福「植」人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幸福植人 (10601B006) 授課日期： 2018-01-29 (星期一)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張允瓊 老師 

課程費用： 800 元 (含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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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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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10 午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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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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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小小色彩魔法師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變身小小色彩魔法師 (10601B007) 授課日期： 107-01-30 (星期二)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陳華偉 老師 

課程費用： 1,500 元 (含 900 元學費與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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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中天然植物色彩，可藉由水質的調整幻化成各種天然繽紛色彩，搭配無毒安全的化妝

品級原料，透過動動小手及激發大腦方式，創作天然馬卡龍色彩的親敷保養品，讓小朋友們對色

彩有感、對肌膚好奇，豐富並引領小朋友們對自然與生物科學之學習興趣與探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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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水果)中，有哪天然的繽紛色素？天然色素和人工合成色素哪

兒不一樣？來試試蝶豆花、薑黃、洛神花等，在不同水質下的幻化色

彩。同時激催化及視覺化小朋友左右腦的無限邏輯與想像。  

動手做：科技萃取分離天然色素與水質調控繽紛馬卡龍 (色相分離技術)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6:00 

主 題：漂亮肌膚長哪樣？  

動手做：讓小朋友拍下人生的第一張肌膚寫真照。(數位顯影技術) 

主 題：肌膚的功能有哪些？肌膚的成分大部份是水嗎還有哪些？ 

動手做：讓小朋友感官觸碰肌膚中的主要成分：玻尿酸、角鯊烯及乳酸等。. 

主 題：天然繽紛色彩與肌膚中所含的成分，組合創作屬於自己的馬卡龍

STYLE 親敷保養品，觀察水相與油相如何慢慢相容(溶)。 

動手做：繽紛的水乳交溶的界面現象 (馬卡龍護手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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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華偉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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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小學堂                                                                 當小學生遇見大學教授 

骨頭的秘密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骨頭的秘密 (10601B008) 授課日期： 107-01-31 (星期三) 

授課對象： 國小 3~6 年級 授課教師： 官淑惠 老師 

課程費用： 1,100 元 (含 1,100 元學費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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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這些走、跑、跳甚至游泳和飛翔等運動能力，與骨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趕快來

宜大小學堂一探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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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頭的秘密 

(1) 運動的奧秘-動物與植物最大的差異，在於能自主運動/移動。你知道嗎？這

些走、跑、跳甚至游泳和飛翔等運動能力，與骨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趕

快來宜大小學堂一探究竟吧！ 

(2) 咬牙切齒-牙齒也是骨頭之一，是動物進食很重要的工具。課程將以 2 個有

趣的活動，重現達爾文演化論中經典的實例，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生物演

化！ 

12:00-13:10 午餐時間 

13:10-16:00 

主題：骨頭大觀園 

(1) 摸骨恐怖箱-刺激又有趣，到底手伸進箱子裡會摸到什麼驚人的「骷髏頭」

呢？別害怕，等您親自來體驗「摸骨的滋味」，就知道箱子裡賣什麼藥囉！ 

(2) 骨頭拼圖大挑戰-人全身上下有幾塊骨頭？人體中最小/最大的骨頭在哪裡？

不同種動物的骨頭，是不是長得不一樣呢？你可以幫忙把骨頭「拼回來」

嗎？下午將帶領小朋友一起動手「拼骨」，並認識不同動物骨頭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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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淑蕙 博士 

現任：國立宜蘭大學學術副校長室；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 107宜大小學堂(寒期) 報名表 
推廣教育非學分專班 

 

請以正楷填寫下列報名資料，打*部分因課務通知、保險及證書製作之需，請務必填寫。 

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第二部分 報名課程 

註：線上預約報名時可先預選修讀課程，確認之課程以實際繳費後為準。 

選課 
課程 

時間 

課程名稱 

(適合對象) 
授課教師 學費 教材費 課程簡介 

 
1/29 

(一) 

幸福植人 

(國小 3～6年級) 

園藝學系 

張允瓊 副教授 
5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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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二) 

變身小小色彩魔法師 

(國小 3～6年級) 

化工系 

陳華偉 助理教授 
900 600 

透過水質調整幻化成各種天然植物色

彩，搭配無毒安全的化妝品級原料，創作

出天然馬卡龍色的親敷保養品，從中激

發色彩敏感度與對肌膚的好奇。 

 
1/31 

(三) 

骨頭的秘密 

(國小 3～6年級) 
官淑惠  老師 1,100 0 

你知道嗎？這些走、跑、跳甚至游泳和飛

翔等運動能力，與骨頭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趕快來宜大小學堂一探究竟吧！ 

※是否需代訂 80元午餐(便當為代訂服務不開立收據) 

是 葷素 1/29(一) 1/30(二) 1/31 (三)    否 

※本欄由進修推廣組承辦人員填寫，學員請勿填寫，謝謝。 

報名別：一般民眾早鳥優惠本校教職員(工)生子女或舊生 
合計應收費用： 

注意 Note： 

1、 本報名表內的個人資料僅供本組行政人員處理申請報名事宜之用。 

2、 申請人請提供完整資料，以利本組有效即時處理。 

3、 根據個人資料隱私保障，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申請人如須查閱或更改其個人資料，請來電或親洽本組。 

4、 請妥善保存便當兌換券，以利課程當日領取午餐或憑以退費。 

5、 退費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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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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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並填寫退費申請表。 
6、 聯絡方式：03-9317052、03-9317079；電子郵件：kaiyu@niu.edu.tw 
 
 
 

*報名別： 

一般民眾 

早鳥優惠(107/01/05 17:00前完成報名繳費享學費 85折優惠) 

本校教職員(工)生子女及舊生(享學費 8折優惠) 

本校職員(工)生或舊生  姓名：__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__ 

*學員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及年級：  

*家長姓名：  
*家長行動電話：  

*家長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家長簽名：  報名日期：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收費(件)： 
 

mailto:kaiyu@ni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