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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社區大學公民參與週系列講座 

    111 年第二學期 場次一覽表 
 
一、【基本資訊】 
1.活動時間： 
  講座活動：111年 10月 30 日(日)起至 11月 5日(六)。 

 2.參加對象：桃園社區大學講師、班代、學員、社區民眾、親朋好友一同來參加。 
 

二、【說明】 
1.桃園社區大學「公民參與週」活動係屬十八週課程內，敬請各班講師、班代帶領及宣導                 
學員於上課時間準時入場參與講座並簽到，謝謝！ 

2.戶外活動報名將於活動前三天作業關閉，恕不辦理退費，需事先辦理報名並繳費完成。 

3.本社大保留講座內容之最後更動權，詳情將提前公告於社大官網及桃大臉書粉絲專頁。 
4.行動遊學活動若需繳費，請至桃園光影文化館 2F社大辦公室繳費(桃園區埔新路 12號) 
5.桃大專線：光影服務台 03-3318897 經國國中辦公室 03-3177211 
6.講座如有異動，社大將於官網及師生群組內公告週知。 
 
三、【行動遊學】場次表 

時間 內容簡述 報名 QR CODE 

地方創生 
年度節慶 
10月 30日 
星期日 

13:00-17:00 
下午場 

桃園 77藝文町 

第三屆桃園街町藝術祭 

【街町藝起來‧桃城靓出來】 
自 109年度以來，桃園街町藝術祭來到第三屆啦!眾所期待

的穿古裝遊古城活動又來了~和我們一起穿上傳統服飾如旗

袍、和服、馬褂、原住民服飾等…本次主題《歡慶多元》也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穿上自己文化的服飾，一起體驗

不同文化的魅力，也和我們闖關跳舞看表演! 

 

時間：111年 10月 30日(日) 13：00-17：00 

地點：桃園 77藝文町 

費用:免費 

對象：桃園社大師生、一般民眾，有興趣者皆可參加 (多元

文化裝扮台灣傳統服裝、和服、原住民、新住民等服裝皆可

-歡慶多元族群) 

*本活動設有 6個攤位，集滿攤位點數可兌換精美禮品乙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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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遊學 
~戶外走讀~ 
10月 31日 
星期一 

14:00-16:00 
下午場 

講師:藍博瀚 

【清代鐵路遺構尋寶大探險】 
 桃園鐵路地下化及捷運綠線的施工，開啟了桃園交通建設

的新里程，在開挖的過程中，施工團隊挖出了清代鐵路留下

的遺構，本次，由超人氣青年講師，要帶領大家前往清代鐵

路的遺構一探究竟，一同了解歷史的前世今生! 

時間:111年 10月 31日(一) 14:00-16:00 

集合地點:鐵道願景館 

費用:200元/人 

名額:限定 30名 

*戶外走讀出門請帶身分證、健保/提款卡、 

現金、個人醫護品、雨具。 

 
報名 QR CODE 

行動遊學 
~戶外走讀~ 
11月 1日 
星期二 

09:30-11:30 

早上場 
講師:水務局專
任師資&陳鳳妤

老師 

【朝陽水語~南崁溪水質及生態踏查】 
南崁溪是桃園非常重要的河川，隨著都市的開發及建設，水

質問題開始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本次由水務局講師帶領大家

探查朝陽公園淨水處理廠的運作，以及聘請環教人員的陳鳳

妤老師與我們分享南崁溪沿岸的動植物生態，更深度了解家

鄉的美麗。 

 

時間:111年 11月 1日(二) 09:30-11:30 

集合地點:朝陽公園天幕廣場 

費用:免費 

名額:限定 30名 

*戶外走讀出門請帶身分證、健保/提款卡、現金、個人醫護

品、雨具。 

 
報名 QR CODE 

行動遊學 
~文化體驗~ 
11月 3日 
星期四 

15:00-17:00 
下午場 
望見書間 

講師:范美幸 

【南都好味動手做~東南亞飲食文化!】 
喜愛泰國、越南及東南亞美食魅力嗎?桃園後站東南亞街區

可說是應有盡有!本次社大與望見書間全新跨刀合作，由來

自越南的范美幸老師帶領大家認識東南亞姊妹們獨有的飲食

文化，別著急!不只學文化還得動手一起 DIY!一起學做異國

風味美食，和新住民以食會友!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時間 111年 11月 3日(四) 15:00-17:00 

地點:望見書間(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7號 2樓) 

名額:限定 20名 

費用:300元/人(含美食 DIY) 

*戶外走讀出門請帶身分證、健保/提款卡、現金、個人醫護

品、雨具。 

 
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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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遊學 
~戶外走讀~ 
11月 4日 
星期五 

14:00-16:00 
下午場 

講師:謝瑞明 

福元里 

【南崁溪好所在~社區如何營造綠美化】 
社區營造是現代各社區的重要工作，如何做到社區間互相合

作實現共好?本次邀請到長期參與社區營造，經驗十分豐富

的謝瑞明講師，帶領這我們以依傍南崁溪畔的福元里為例，

和我們分享如何進行社區綠美化及社區營造。 

 

時間 111年 11月 4日(五) 14:00-16:00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福元街 135號 1樓 

名額:限定 30名 

費用:免費 

*戶外走讀出門請帶身分證、健保/提款卡、現金、個人醫護

品、雨具。 

 
報名 QR CODE 

行動遊學 
~參訪活動~ 
11月 4日 
星期五 

08:30-17:00 
基隆參訪 

【全國社大公共性博覽會暨公共論壇】 

 
社大，源自於 1990年代由黃武雄教授等前輩提倡的社會

運動！有別於傳統補習或技藝教育且強調公共性，以啟發學

員開拓公領域及培養思考的能力！公民參與及公共議題一直

是社大努力推動的目標。本次規劃全國社大的公共性參訪活

動，期能取經各社大在公共性上的經驗，提升各班級在公共

事務的推廣。 

 

時間: 111 年 11 月 04 日(週五) 

集合地點: 成功國小(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22 號)大門

外人行道 

集合時間:08:30~08:45 報到，逾時不候敬請見諒。 

名額:限定 35名 

費用:400元/人(含午餐及保險) 

1. 出門請帶身分證、健保/提款卡、現金、個人醫護品、雨

具。  

2.搭遊覽車。遲到沒搭上車者，視同放棄，不退還費用。  

3.本參訪以講師優先。有意願參加的學員亦可報名登記！ 

請掃 QR code 報名，並至社大光影辦公室(光影文化館 2F)

進行繳費，需於 10 月 28 日(五)下班前完成繳費。 
 

 
報名 QR CODE 

行動遊學 
~參訪活動~ 

11月 5日 
星期六 

07:30-17:00 
台北城參訪 

【來趣台北城~老街巡禮趣】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清朝三大城，而桃仔園也是臺灣城之一！

桃園社大已多次規劃桃仔園城的東南西北門系列活動。本次

特別往北規劃，藉由艋舺豐富的人文史及老街走讀，來趟美

麗精彩的台北城巡禮。 
 

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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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1年 11月 05日(週六)  

集合時間:07:30~07:45 報到，逾時不候敬請見諒。 

集合地點: 成功國小(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22 

號)大門外人行道 

名額:限定 35名 

費用:500元/人(含車資及保險) 

1.出門請帶身分證、健保/提款卡、現金、個人醫護品、雨

具。  

2.搭遊覽車。遲到沒搭上車者，視同放棄，不退還費用。  

 

四、【主題講座】 

時間 內容簡述 

主題講座 
10月 31日 
星期一 

10:00-12:00 
早上場 

光影文化館 
講師:陳正賢 

【桃仔園城與南崁溪共榮故事】 
桃園城依傍南崁溪，可謂是一條母親河的存在，細說桃園台地的水文化，從

荒煙漫草的虎茅庄蛻變為北台重要米倉，在工商發展農業轉型以及面對氣候

變遷水資源匱乏，帶領民眾力行綠色生活珍惜水資源(節水、防止汙染) 

主題講座 
10月 31日 
星期一 

19:00-21:00 
晚上場 
南華教室 

講師:陳美雲 

【邁向綠生活，共好愛地球】 
愛地球不只是一種生活風格，也是一項很潮的生活態度，結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推動的「全民綠生活」政策，讓民眾從自身的生活習慣，鼓勵大眾從食、

衣、住、行、育、樂、購等生活小細節做起，落實親環境的生活方式，一同

愛護我們的家園。 

主題講座 
11月 1日 
星期二 

19:00-21:00 
晚上場 
南華教室 

講師:朱淑娟 

【紀錄桃園感人故事~如何當個公民記者】 
生活中我們經常使用 Line、e-mail跟親友分享訊息，這些都需要用文字表

達，寫得愈好、訊息就愈受歡迎、也更有助於訊息傳播。但我們更能應用於

紀錄生活發生的事件，本課程讓大家掌握寫作要領，假以時日練習後成為記

錄在地動人故事的公民記者! 

主題講座 
11月 2日 

星期三 
09:30-11:30 

早上場 
南華教室 

【生活中的法律報你知~生活應用篇】 
俗話說，法律只會保障懂法得人，法治教育在生活中更顯重要，本次聘請高

人氣講師，同時也是地檢署檢察官的范紋茵講師，與我們分享如何保障自己

的權益，以及生活中遇到各種需要協調的狀況，該如何不被侵害權益，歡迎

各位夥伴的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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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范紋茵 

主題講座 
11月 2日 
星期三 

19:00-21:00 
晚上場 

五中活動中心 
講師:劉昱均 

【護我護你~終止網路性暴力】 
身體的主權是自己的，學會懂得保護自己也能保護身邊的親友，隨者時代科

技的進步，資訊安全的漏洞可能已經步步逼近我們的生活，震驚全台的

deep fake換臉不雅影片事件已讓大眾重視網路性暴力的發生，行政院也立

即修法「網路性暴力保護網—修正性暴力犯罪防制 4 法」以免受害者受

到傷害，本次邀請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講師劉昱均為我們分享。 

主題講座 
11月 3日 
星期四 

09:30-11:30 
早上場 

東埔活動中心 
講師:呂美中 

【再見!永和市場~拆遷公共論壇】 
永和市場是桃園人心中無盡的回憶，隨著桃園捷運綠線的施工，永和市場以

拆遷至新址，在這拆遷的過程中究竟對市場攤販的生活有甚麼變化呢?透過

微電影的紀錄以及民眾的分享論壇，和我們一起詳談永和市場的拆遷故事。 

主題講座 
11月 3日 
星期四 

19:00-21:00 
晚上場 

寶安里社區教室 
講師:于志睿 

【用愛與綠活關懷社區~有溫暖的花草綠化】 
于志睿老師長期致力於使用擅長的植栽花草進行社區關懷，至今也與八德教

養院長期配合，指導院生在教養院進行植栽的工作，帶領學員們以起進行公

益活動，本次邀請于志睿老師與我們分享一路的心得。 

※以上講座場次及內容，如有異動以桃園社大網站、Line 群組、FB 公告為主。 

講座地點一覽: 

南華教室: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 77號 9樓、 

東埔活動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信光路 55號 

五中活動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 118號 

寶安社區教室: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北路 399號 

77藝文町: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77巷 5號、 

望見書間: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7號 2樓 

朝陽公園: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二段 212號 

鐵道願景館: 桃園市桃園區萬壽路三段 245號 

南崁溪好所在~社區如何營造綠美化:桃園市桃園區福元街 135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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