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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對象 上課時間 報名截止 

  對日本永生花製作

與不凋花珠寶創作

有興趣者 
 

110 年 10月 6日至 110年 11月 10日，
每週三，早上 9:00-12:00， 

共 6 週共計 18 小時 
即日起至 110.10.4(一)止 

課程 

目標 

注眼前的茶器與各種精油嗅吸，洗滌淨化心靈。接下來，聞著手中的花香、果香，並且欣賞花與蔬果最美的樣貌，

在稍縱即逝的倒數時間裡，藉著我們從日本所學的技術，賦予花與蔬果永恆的生命。當你願意延續永生花與蔬果

氣息與美麗時，它們也會在它最美最盛開時，分享生命給妳。 上課前 10分，七輪嗅吸或下課前 15分，安排伸

展結構調整瑜珈或品茶，已達到課程附加之身、心、靈平衡饗宴。 

授課 

師資 

林小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表演藝術系碩士 
˙ヒューマン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日本修曼專門學校結業 
˙國家美容乙級士 
˙美國 NAHA國家芳療初階合格 
˙華道家元池坊 
˙日本 UDS不凋花製作證照講師 
˙長榮大學外聘講師、高科大、文大樂齡老師 
˙花苑京花藝、茶道講師 
˙日本雅若茵斯美容講師 
˙福爾摩莎美容美髮全國大賽擔任美容評審、獲優良名師獎 
˙台灣盃新娘秘書大賽擔任美容評審長 
˙高雄市長盃全國美容美髮美睫暨校園美女選拔大賽擔任美容評審，並獲背部芳療 SPA冠軍指
導老師獎，紙上化妝設計季軍指導老師獎，獲臉部按摩手技季軍指導老師獎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會擔任評審 
˙國際婚禮文化創意藝術大賽擔任珠寶新娘捧花評審 
˙國際婚禮文化創意藝術大賽獲創意商品設計冠軍 
˙國際婚禮文化創意藝術大賽獲日本組不凋花創意冠軍、亞軍、季軍指導老師獎 
˙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會獲珠寶新娘捧花冠軍 

陳琬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 
˙ヒューマン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日本修曼專門學校結業 
˙専門学校ヒコ・みづのジュエリーカレッジ卒業→日本水野珠寶專門學校畢業 
˙ジュエリーコーディネーター３級→日本國家珠寶 3級檢定合格 
˙日本語二級檢定合格 
˙貴金属装身具製作２級学科合格→製作貴金屬裝身具 2級合格 
˙貴金属装身具製作 3級学科合格→製作貴金屬裝身具 3級合格 
˙任職於日本 Festaia tokyo珠寶設計公司 
˙華道家元池坊 
˙高科大、文大樂齡老師 
˙花苑京花藝、茶道講師 

˙國際婚禮文化創意藝術大賽獲日本組不凋花創意冠軍 

 
 
 
 



林碧蓮 
˙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所碩士 

˙「輔仁大學護理系學士 臺灣師範大學專案計畫研究助理 長庚國健署安寧共照師 

˙醫學中心血液腫瘤科護理師  

˙94年及 95年安寧療護傳愛種子培訓班及進階班 

˙95年本土化靈性關懷入門課程  

˙NAHA美國國際芳療師認證  

˙英國巴哈情緒花精認證  

˙志玄文教基金會高雄終身學習教育中心 

《芳香 POWER-認識植物療癒力》講師 

˙2021.3.31~5.19高師大進修推廣部《永生花製作》兼任講師  

˙2020.9月至今花苑京花藝公司芳療兼任講師 

˙2020.10月阮綜合癌症中心講座《遇見芳療物語》講師 |  

˙2020.11.27-2021.3.26共四場《芳療初探及手作保養品 DIY》 課程講師 

上課 

地點 
暫定本校和平校區教育大樓  

課程 

費用 

新舊生新台幣 3,800 元  材料費$4200元(已完成修業一、二期舊生於 6/16前報
名優惠$3990加贈綠葉染 3原色$900) 



課程規劃： 

 

 

週次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單元主題 課程內容 
授課師

資 

1 

110

年 

10/6 

9:00-12:00 

畢德麥爾花型 

Biedermeier 

1.認識古典畢德麥爾花型 

2.學員完成進階不凋花開花方式(三) 

3.構圖 

4.以生花技巧完成圓形或半球形作品 

5.洋甘菊茶 

陳琬婷 

林小霜 

2 10/13 

畢德麥爾花型 

Biedermeier 

1.學員完成進階不凋花開花方式(四) 

2.以永生花技巧融入珠寶具象創作完

成半球形作品 

3.伸展結構調整瑜珈 

陳琬婷 

林小霜 

3 10/20 月牙花型 

1.玫瑰花果茶 

2.構圖 

3.以生花技巧融入珠寶具象創

作完成月牙型典雅桌花 

林小霜 

陳玫秀 

4 10/27    月牙花型 

1.醒目薰衣草嗅吸 

2以生花巧完成月牙型典雅桌花 

3. 伸展結構調整瑜珈 

林小霜 

5 11/3      A液 

1.新鮮秋葵製作成永生秋葵 

2.芳療淋巴循環刮痧體驗 

3.現場教授調配複方按摩油 

林碧蓮 

曾祥珮 

林小霜 

6 11/10 B液 

1.構圖 

2.永生蔬果餐創意設計 

3.伸展結構調整瑜珈 

4.期末展覽與聚餐(餐費$300) 

曾祥珮 

林小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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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方式 

現場報名可繳交現金 通訊報名請購買同面額之郵政匯票 

(匯票抬頭：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通訊報名注意事項 

購買匯票後，請先將「報名表」及「匯票」傳真至 07-7110686，並以電話確認，

收件以便取得【報名序號】。（匯票右下方空白處請註記班別、姓名，以茲區辨） 

1. 現場報名：於現場收件時間親送至本校進修學院企劃推廣組（教育大樓 1 樓）。 

    

2. 通信報名：掛號郵寄至 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進修學院 企劃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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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表 

(1)請務必填寫退費帳號資料；如填寫非郵局之帳號，請務必填寫「金融機構 

  代碼」、「金融機構名稱」及「分行別」等資料。 

(2)依照銀行業相關規定，匯款銀行如非屬同一銀行間之分行，則應收取「匯 

  款手續費」；請學員儘量提供「郵局」或「台灣銀行」之帳戶，如金融帳 

  戶非上述 2 金融機構，則需自行付擔匯款手續費 30 元。 

(3)請務必校對退費帳號資料；如填寫疏漏或錯誤致退費款項遭金融機構退回，學員需  

  負擔再次匯款手續費 30 元。 

4. 證件照片(1 吋脫帽半身正面)乙張。(供製作學員證個用)    

課程 
注意 
事項 

1. 出席皆須確實於課前簽到。 

2. 本校學則規定，課程修讀期滿 1 期共 16 小時，且缺課時數不超過該班課程總時數 2

分之一者，依實際出席時數發給課程研習證明書。 

3. 如遇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是否停課，均依「高雄市政府」宣布「高中職

以下各級學校停課」辦理。因上述天災屬人力不可抗拒事由，則不另行補課。 

4. 本校週一至週五不開放入校停車，建議開車者可停放文化中心或搭交通大眾工具。 

5.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退費 
辦法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1. 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班者，退還已繳學費九成。 

2. 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半數。 

3. 自實際上課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退還學費。 

注意事項 

1. 退費流程需約 2-3 週。 

2. 退費標準日期之認定，以本校收到書面退費申請表為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3. 表格可至本校進修學院網站⇨「表格下載」⇨「企劃推廣組」下載。 

4. 「具領人（申請人）簽章」欄位，請務必由本人簽名。 

聯絡 
方式 

聯絡電話：07-7172930 轉 3661-3665（企劃推廣組），傳真電話：07-7110686 

網址：高師大 http://www.nknu.edu.tw/     

進修學院：https://c.nknu.edu.tw/ccee/ 

進修學院 FB 粉絲網頁：『樂在高師進修』https://www.facebook.com/nknucce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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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收件時間：                

經手人：               (以上由本單位寫)  

相片黏貼處 

請實貼 1 吋脫帽 

半身正面照片 

姓名 

(本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公：           （分機：  ） 

宅：       通訊 
地址 

□□□ 
 

 

（請務必填寫，寄送研習證明書用） 

行動 
電話 09   

電子 

郵件 
 

得知 
課程 
訊息 
管道 

□1.傳單，得取地點：____________   □2.朋友轉知    □3.電子郵件    

□4.學校網站    □5.校門口跑碼燈  □6.廣告宣傳    □7.簡訊 

□8.大專院校推廣教育課程資訊網     □9.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10.其他：              

備註 
□需登錄公務員研習時數 □需登錄教師研習時數 □不需時數 

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誠邀請您成為本院雲端校友會之會員，日後將提供您相關校友會資訊及課程服務。 
惟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是否同意本院使用您上述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退費 

(因招生不

足或個人

因素不繼

續上課) 

1.退費資料限填學員本人金融機構帳戶；請務必填寫並確認無誤。 

2.退費須知請詳閱簡章之退費方式（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3.請填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1)郵局局號：□□□□□□-□，郵局帳號：□□□□□□-□ 

或(2)其他金融機構 

機構代碼：________ ，機購名稱：_______________，分行別：__________分行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戶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報名者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