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活系列─酵素綠生活與 DIY
日期

107 年 6 月 12 日(二) 14:00-16:00
107 年 6 月 19 日(二) 14:00-16:00
107 年 6 月 26 日(二) 14:00-16:00
107 年 7 月 3 日(二) 14:00-16:00

地點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D405 教室 (台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hLcTTi

1.認識生活中的經皮毒，並介紹活用酵素在生活中──清潔、保養、飲食等，找回無毒、
課程
大綱

主辦
單位

安心、環保的樂活品質。
2.環保酵素 DIY；可作隨身噴瓶、酵素清潔劑....等。
3.食用酵素應用與 DIY。
4.樂活不必花大錢，安全又省錢；並配合每堂課都有實作，可立刻帶回家享用。
臺馬專案管理與資訊科技國際聯合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http://www.constructionlaw.tku.edu.tw)
課

程

6/12
14:00-16:00

程

報到、領取課程資料

13:30-14:00
日期/時間

議

議程及課程主題

1. 中心、課程與講座介紹
2. 認識生活中的經皮毒

主講人
1. 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與臺馬專案管理與資訊科技國際
聯合中心主任范素玲博士(執秘歐
陽秋華代理)
2.主講人：高麗貞老師

6/19
14:00-16:00

環保酵素應用於無毒生活

高麗貞老師

6/26
14:00-16:00

環保酵素 DIY

高麗貞老師

食用酵素應用與 DIY

高麗貞老師

7/3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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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司法院全國性鑑定機構
 法律諮詢委員會主委：政大前法學院院長 黃立博士
 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主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台灣世曦股份有限公司前董
事長、中央大學前工學院院長 李建中博士
 主任：淡江大學土木系副教授 范素玲博士
臺馬專案管理與資訊科技國際聯合中心
 2017 年 11 月於馬來西亞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UoRM)成立
 以 BIM、AR、VR 與大數據為研究核心
 邀請台灣、馬來西亞各大學、教授、產業及政府機關共同參與
 台馬間科技研究、人才培育與技術發展之雙向交流核心前哨站
兩中心聯合業務：
一、工程技術鑑定 、專家意見書及顧問諮詢
二、專案管理、工程法律及建築資訊模型(BIM)委託案
三、推廣課程與教育訓練
 聯合網站 www.constructionlaw.tku.edu.tw
 粉絲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tkuconstructionlaw
講座簡介

高麗貞老師，淡江大學日文系畢。取得乙級「健康管理師」證照。
【現職】：臺灣環保酵素綠生活協會教學組長、豐裡自然田秀明自然農法 女農。
【經歷】：
資訊工業策進會 市場情報中心 日本電子產業分析師 5 年。
合賢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部 副總經 10 年。

臺灣環保酵素綠生活協會 台北花蓮講師 7 年。
豐裡自然田 秀明自然農法 副園長 5 年。
【教學經歷】：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 巡迴講師 南港東區奇岩信義東海等等
慈濟大學 松山社大公民講座 台糖公司員工訓練(三年度)
花蓮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樹林十三公樂活 中研教會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圖書館 附小 附幼 鳳林國中豐裡國小等

范素玲 博士
【現 職】
臺馬專案管理與資訊科技國際聯合中心主任、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淡江大學土木系副教
授、工程爭議處理專案顧問、工程爭議案件鑑定人、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工程爭議審議/裁決委員、
桃園地方法院工程專業咨詢委員、桃園地方法院調解委員、臺北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經 歷】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助理研究員、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新建工程專案小組營建管理工
程司、致遠管理學院營建管理系助理教授、台灣工程法學會第四屆秘書長、營建管協會技術與研究發展委員
會主任委員
【得 獎】
2009淡江大學優良導師獎、2011至2015年淡江之光獎、淡江大學105學年度傑出研究教師

歐陽秋華 執秘
【現 職】
淡江大學工程及法律研究中心執秘。
【經 歷】
教育部人事處專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事室組長、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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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紀念堂人事室主任、秘書、總務主任、警衛主任、研究典藏組組長、綜合規劃組組長。
和氣大愛文教基金會營運總監、中華創新資源整合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學歷、証照及專長】
‧東吳大學歷史系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教育人力資源發展在職碩士專班碩士學位畢、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推廣教育文化行政20學分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博物館專業課程碩士學分班。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及格、大陸國家職業資格二級心理諮詢師證照、全球職涯發展輔導諮詢師(取照中)。

‧專長：人力資源發展及規劃、教育訓練、職涯諮詢、心靈輔導、非營利組織營運管理、專案管理、文創
產業企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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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個人
資料

名

表

姓名：

出生年月日：_____年____月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男

單位：

□女

（收據「須開立抬頭者」請填寫正確全名）

部門：

職稱：

相關專業與年資(供講師參考)：
聯絡
方式

手機：

電話：

傳真：

E-mail (寄發上課通知)：
通訊地址：□□□□□

參訓
證明

□不需要參訓證明
□需要參訓證明
※若您於開課當日或之後要求參訓證明(向成教部櫃台提出申請者)，
則須收取行政工本費 50 元，並請於 3 個工作天後至成教部櫃台親領。
□技師積分(具有技師身分者)

報名
費用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錄(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

1.報名費：四堂課(每堂 100 分鐘)共$1400 元/每人(DIY 教材費每人 500 元另計)
2.優 惠：於 2018 年 5 月 31 日前報名繳費完成，報名費：$1200 元/每人
3.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8 年 6 月 9 日中午 12:00 止 (請於時間內報名並完成繳費)
4.退費辦法：未開班則全額退費；因個人因素於開課前申請退還九成或保留轉班，
開課後恕不退費。
※本課程屬於系列課程，不接受單堂報名，開課最低報名人數 20 名。
一、報名方式
1.線上報名：https://goo.gl/hLcTTi
2.或詳細填寫報名表
Email 至 constructionlaw@mail.tku.edu.tw

報名
須知

二、繳費方式
1.可臨櫃現金/刷卡/即期支票
（台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櫃台）
2.或郵局劃撥（戶名：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帳號 125-1111-1）
劃撥單通訊欄請註明課程名稱及學員姓名
※繳費收執請傳真至(02)2321-4036，並來電(02)2321-6320#8868 許小姐確認
3.或至各地郵局購買郵政匯票郵寄至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收
（10650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匯票抬頭：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信封上註明報名課程/學員姓名
三、課程相關問題請洽
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辦公室 D204 聯絡電話：(02)2321-4305
電子信箱：constructionlaw@tku.edu.tw 或文字訊息 Line ID : @yin5062p

※依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要點及個人資料管理政策聲明，台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校教學及行政使用。
淡江個資管理政策聲明網頁 http://www.tku.edu.tw/pdp.asp
隱私權政策聲明網頁 http://www.tku.edu.tw/privacy.asp
個人資料告知聲明 http://www.tku.edu.tw/notify.asp
填列本表即視同本人同意所提供的資料供淡江大學教學行政用途或課程資訊提供，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使
用，基於必要時，才會將個資提供給第三方(如：醫療單位或警政單位等)，如需刪除資料請另行提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