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雄市 109年度第 1 期市民學苑師資、課程介紹一覽表 

開班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課程名稱：珠寶金工(5) 
（每期學費：一般生 4,250元。優惠 6折身分：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其配偶、65歲以上、外籍及大

陸配偶以及低收入戶者。電話：7172930轉 1751高師大成教中心） 

授課教師 張淵程 助理教授 

上課時間 
109年 2 月 26 日起，每週三上午 9至 12 時， 

每週 3小時，合計 36小時(共 12週次) 

學費 4,250元 

上課地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教室 

教師資歷 

1. 學歷:倫敦都會大學藝術設計碩士研究、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與精密工

程研究所博士。 

2. 經歷:高師大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高師大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珠寶金工課程教

師，國際技能競賽委員會珠寶鑲嵌裁判長，英國皇家寶石學院鑽石鑑定執照，愛

爾蘭鉑金老學校鍛敲班助理教授，法國波爾多、韓國首爾國際技能競賽珠寶鑲嵌

國際裁判。 

課程設計 

理念與目標 

本課程提供給對珠寶金工有興趣的學員，對初階與高級金工的方法與原理都能有所了解

和適應，提供機會讓學員去發展他們對珠寶的體認與感知。課程將有珠寶的製作，玉市

場購買裸石大血拚。 

對象 個人對於珠寶金工打造技法或學術專業有興趣者。 

授課方式 理論提示、影像與幻燈介紹、實際操作、講評與建議 

書籍/教材 

課程所需簡易工具由教師提供，以下請學員自備(費)或班級團購： 

1. 課程所需書籍：玩金術（定價 960元）。 

2. 課程所需銀料約 850元(以一兩 37.5g國際銀價盤價換算加 100或 150元盤商手續及

工資)。 

3. 個人工具請自備或班級團購(一組含工具箱 4500元)。 

4. 臘材料臘管臘片及軟臘每人 250元。 

評量方式 
1.美的表現形式在珠寶金工的運用 2.實際操作成果 3.學習態度與作品的實用性 

4.珠寶價值，唯鼓勵創作為主不做評分 
 

高雄市 109 年度第 1期市民學苑（珠寶金工 5）課程表 

週別 課程主題及內容  

1 從古典到當代意念珠寶的演變 新生登記工具，舊生開始做珠寶設計 

2 鋸切銼削與焊接練習 使用鋸子銅片或自費銀板 

3-4 新生英文字鍊，舊生創意珠寶 使用銀粒，板，線開始下料 

5 鍛敲戒指製作  

6 戶外教學 玉市實戰買寶石血拚 

7 項鍊製作，墬飾設計製作 寶石自玉市買回 

8 脫臘鑄造珠寶技法介紹  

9 臘雕刻技法初步  

10 臘雕技法青蛙練習  

11 寶石安排與貴金屬運用與送鑄造廠  

12 作品整理並展覽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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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計畫代碼：B093401   計畫名稱：109 年度成教中心各項活動報名研習收入(市民學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09年第 1期高雄市市民學苑暨本校自行開班課程報名表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1751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高師大教育大樓一樓） 

＊報名時間：週一至五上午 8-12 時，下午 13:00-17:00（報名前，請先來電洽詢是否尚有名額） 

＊高師大成教中心：http://c.nknu.edu.tw/adulteducenter/ ＊高雄市市民學苑：http://163.32.98.3/KHHCVS/ 

1.學費 4,250 元:珠寶金工。學費 3600 元:家庭園藝、二胡初階、音樂與心靈、東坡詞與人生、日語初級、日語中級等，不

分新舊之一般生，書籍/教材皆自費。易經初階舊生不領書 3100 元、新生 3600 元領書(若不領書可比照舊生 3100 元)。 

2.市民學苑課程優惠學費 6 折身份：身心障礙、原住民及其配偶、65 歲以上、外籍及大陸配偶與低收入戶。 

3.公務人員身分須登錄終身學習時數者，請在報名表勾選。 4.缺席不超過 1/3 課程者，得領取結業證書。 

姓名  性別：□男  □女 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其他 

身分證編號  出生日期（滿 16足歲以上）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宅： 

公： 

手機： 

□低收入戶者(區公所證明,驗正本存影本) 

□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手冊,驗正本存影本) 

□原住民及配偶(驗正本存影本) 

□65歲以上(44年 2月 17日前出生,驗正本存影本) 

□外籍及大陸配偶(驗居留證明，存影本) 

□公務人員，需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學歷 

□ 0.無   □ 1.小學  

□ 2.國中 □ 3.高中職 

□ 4.專科 □ 5.大學 

□ 6.碩士 □7.博士 

職業 
□1.軍 □2.公 □3.教 □4.工□5.商 □6.農 

□7.服務業 □8.雇主 □9.其他 □10.無 

服務單位/職稱： 

  

通訊住處    市縣    區鄉    路街   巷    弄    號   樓   

e-mail  

課程名稱 
□日語-初級  □日語-中級  □二胡初階      □珠寶金工     

□易經初階   □家庭園藝  □東坡詞與人生  □音樂與心靈  
低收入戶請攜區公所證明、外籍配偶請帶居留證

明，其他符合優惠身分者請攜正本備驗。 

報名方式有兩種，請擇一：   
        

一、現場報名： 

步驟 1：到成教中心填報名表並確認學費              元（承辦人：__              ____） 

步驟 2：到出納組繳費（承辦人簽名___    ________）  步驟 3：報名表請交回成教中心 

二、銀行匯款或郵寄匯票：（請先電詢是否有名額） 

(一)銀行匯款：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台灣銀行高雄分行/帳號 011036032083（此為機關帳戶，未

開放 ATM 轉帳）。燕巢代辦停車證者請另加 530 元，匯款後請來電通知本中心，並將報名表及匯款單傳真至

本中心 07-7251151 或 711-1980，或者郵寄本中心收。 

(二)郵局匯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燕巢代辦停車證者請另加 530 元，將匯票及報

名表寄至成教中心。 

 (三)匯款或寄匯票 3 天未接到本中心通知，請來電 07-7172930 轉 1751 確認。郵寄地址：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 號 

「成教中心」收。繳費收據由本中心寄發，燕巢代辦停車費收據於開課前一週與停車證一起寄。 
備註： 

 市民學苑學費 6折身份：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其配偶、65歲以上、外籍及大陸配偶以及低收入戶者。 

 本校自行開班課程不分身分別，依所訂學費收費。 

 退費規定： 

１．未達開班人數無法成班，可辦理全額退學費、雜費。２。開課日 30 日前退費者，全額退還。３。開

課日 16 日至 29日前退費者，得扣除學費、雜費之 10％。４。開課日前 15日內退費者，得扣除學費、雜

費之 20％。５。開課日起 3 日內退費者，得扣除學費、雜費之 30％。６。開課第 4日起至全期 1/3 前退

費者，得扣除學費、雜費之 50％。７。上課期間逾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學費、雜費。８。開課前得於同

一開辦單位之開設班別互相轉班，相關學費、雜費差額多退少補，如轉班至其他開辦單位者，持該單位收

費證明，原繳學費退還 90%、雜費全退。９。材料費各班自理之班別依實際使用狀況退還金額或成品。 

 結業證書：缺席超過 1/3課程（總時數），不得領取結業證書。 

 汽車停車證：僅限燕巢及和平夜間班學員（每班 5人），由本中心代辦，費用 530 元(依本校車管會公告)，

請提供證件電子檔或影本:申請人汽車駕照及行車執照(限登記為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配偶之父母、親

兄弟姐妹所有者)。行照記載之車主非為學員本人者,另需檢附可資證明其與車主關係的文件,例如身分證

正反面或戶口名簿，開學前以掛號寄送停車證及正式收據。前期已申辦者,資料若未變,不用提供證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