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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09年 HAKKA好學園招生簡章 

一、招生宗旨：為推廣客家文化與技藝傳承，讓民眾闔家親子同遊，透過研習及 DIY 體驗課程，

深入體驗及欣賞客家之美。 

二、招生對象：研習課程年滿 12 歲者皆可報名，如為文創 DIY 體驗課程，可闔家報名參加，無年

齡限制。 

三、報名： 

(一) 研習課程請至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網站 http://www.hakka.ntpc.gov.tw，於「園區活動-好客研

習」內進行線上報名作業，或至園區現場報名。 

(二) 客家文創 DIY 體驗依 15 人以上團體預約流程報名，一般民眾可依當日公告項目現場報名。 

(三) 繳費完成者方為報名成功，恕不保留名額。 

(四) 報名人數若未達課程應招生名額三分之一者，不予開班。 

(五) 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六) 聯絡電話：(02)2672-9996 #303 曾小姐 

四、研習費用：請親至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辦公室繳款或以現金袋寄至本園區。 

(一) 課程報名費用為新臺幣 350 元至 5,000 元不等，教材費用需另計。 

(二) 繳費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供查核。 

(三) 如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者，均憑繳費收據辦理全額退費。 

(四) 除休館日外，上午 9 至 12 時及下午 1 至 5 時皆可辦理繳費，休館日請參考園區網站公告。 

五、上課規定： 

(一) 上課堂數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學員，頒發研習證書；教師、公務人員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發研

習時數。學員務必準時出席，遲到或早退 20 分鐘以上者不得簽到，當日時數亦不計入。 

(二) 研習期間請儘量避免請假或缺課，如需請假，請依程序辦理手續，已繳交之費用恕不退還。 

(三) 經完成繳費手續者，如無不可抗拒之理由，不得要求退費，並不得轉讓或尋人替補等情事

(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事故者，則不在此限)。 

(四) 上課時間詳參課程總表，地點視實際學員人數及課程需求安排；有關課程師資、課程內容

http://www.hakka.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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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間等，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 

(五) 為維護研習品質，課程進行中僅限學員參加，不開放非學員旁聽，亦不得攜帶幼兒或學童

參加。 

(六) 響應環保政策，請學員自備環保飲水容器。 

(七) 研習期間午餐由學員自理。 

(八) 每門課請選出班長一位，協助班上事務。 

(九) 有關文創班學員報到當天請繳交【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十) 學員於研習中所創作之作品圖像，主辦單位得無償運用於業務推廣或活動宣傳。 

(十一) 授課老師可依實際上課情況微調課程內容。 

(十二) 颱風停課處理原則，依新北市政府發布之停班訊息為準。如學員居住地宣布停班者，學

員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課程。 

(十三)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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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總表 

(一) 研習課程 

課程名稱 招生名額 上課時數及時段 費用 備註 

Hakka 創意非洲鼓藝樂齡班 

(客家篇) 
30 

2 小時/堂，共 16 堂 

09:30~11:30(每週四) 

報名費：2,400 元 

材料費：380 元(學員自付) 
自備樂器 

新北青出於藍 

(文創班) 
30 

6 小時/堂，共 10 堂 

09:00~12:00 

13:00~16:00 

報名費：5,000 元 

材料費：2,000~3,000 元(學員自

付) 

工具自備 

竹編藝術 

(初階班) 
30 

5 小時/堂，共 6 堂 

09:00~12:00 

13:00~15:00 

報名費：1,200 元 

材料費：1,500~2,000 元(學員自

付) 

工具自備 

口說藝術-快樂打竹板 30 
3 小時/堂，共 10 堂 

09:00~12:00 

報名費：350 元 

材料費：380 元(學員自付) 
自備樂器 

手沖咖啡 

(技藝專班) 

20 

(每梯次) 

2 小時/堂，共 4 堂 

09:00~11:00 

(共 2 梯次) 

每梯次報名費：1,000 元 

材料費：1,000~2,000 元(學員自

付) 

工具自備 

客家纏花 

(文創班) 
30 

3 小時/堂，共 10 堂 

09:00~12:00 

每梯次報名費：1,600 元 

材料費：1,000~2,000 元(學員自

付) 

工具自備 

客家纏花北部賞析 

(文創講座) 
100 

3 小時/堂 

09:00~12:00 
報名費：600 元  

客家纏花南部賞析 

(文創講座) 
100 

3 小時/堂 

09:00~12:00 
報名費：600 元  

醬缸藝術 

脆筍製作 200 份 
1 小時/堂 

共 4 時段供選擇 

10:00~11:00 

11:00~12:00 

14:00~15:00 

15:30~16:30 

報名費及材料費：450 元(附贈陶罐) 

配合節令或

活動，彈性

調整內容及

時程 

醃漬酸菜 200 份 

紅麴醬及

料理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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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客家文創 DIY 體驗 

課程項目 上課時間 費用 備註 

粢粑/漉湯粢 

依預約團體及一般民眾

需求報名 
材料費：100-300 元 

依季節不定期新增 DIY 體

驗項目 

擂茶 

水粄 

茶凍 

風車 

萬用袋 

相框 

花布祈福燈 

藍染 DIY 手作體驗 

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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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Hakka好學園」研習課程報名表 

姓名  
□男  □女 

出生年月日____________ 

客籍 □是（凡直系親屬為客家族群者，皆可選此選項） □否 

居住地 □北部（臺北、基隆、桃園、新竹、宜蘭）□其他               

教育程度 □高中職□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公教人員 □公務人員 □教師人員 

電話 手機  住家  

e-mail  

如何得知 

課程訊息 
□親友介紹□網路訊息□其他_____________ 

收費欄 □已繳報名費              元    經手人：                      

報名課程 

□Hakka 創意非洲鼓藝樂齡班(客家篇) $2,400 元 

□新北青出於藍(文創班) $5,000 元 

□竹編藝術(初階班) $1200 元 

□口說藝術-快樂打竹板 $350 元 

□手沖咖啡(技藝專班)第 1 梯次 $1,000 元 

□手沖咖啡(技藝專班)第 2 梯次 $1,000 元 

□客家纏花(文創班) $1,600 元 

□客家纏花北部賞析(文創講座) $600 元 

□客家纏花南部賞析(文創講座) $600 元 

□醬缸藝術-脆筍製作 $450 元 

□醬缸藝術-醃漬酸菜 $450 元 

□醬缸藝術-紅麴醬及料理 $450 元 

 

備註： 

一、 上課堂數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學員核發研習證書，學員務必準時出席上課，為求公平，遲到或早退 20分

鐘以上者不得簽到，當日時數不計入。各項課程均不開放旁聽，敬請見諒。 

二、 教師、公務人員如需核發研習時數，請填寫身分證號碼及服務單位，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