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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第 1 期線條勾勾手—禪繞輕鬆扭班】台北民生校區  

現代人的生活匆促而繁忙，偶爾留下一點空隙與自我對話，體會僅需透過一張

紙、一支筆，就能創造千變萬化的療癒樂趣。 
【課程大綱】 

堂次/ 日

期 
課程 課程綱要 師資 時數 

1 

(6/4) 
與線條相遇 

1. 禪繞基本概念與元素 

2. 傾聽內在的聲音 

3. 我的第一張藝術家創作 

江雅筑 2 

2 

(6/11) 
複雜中的簡單 

1. 傾聽內在的聲音 

2. 解構點、線、面 

3. 繪製幾何圖樣 

江雅筑 2 

 

3 

(6/18) 

紙上花園 

1. 傾聽內在的聲音 

2. 感知與觀察圖樣輪廓 

3. 繪製有機圖樣 

江雅筑 2 

4 

(7/2) 
擴大影響力 

1. 傾聽內在的聲音 

2. 認識左右前後鄰居 

3. 延伸暗線 

4. 從個體到集體的創作 

江雅筑 2 

【※本校保留視實際情形調整課程、時間之權利】 

【課程資訊】 

‧課程師資 

  授課教師: 江雅筑老師 

專長：禪繞畫、生命敘事、專案管理、社區工作 

證照：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社工字第 001737號)、績效管理師、禪繞畫教師證書(CZT07)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班畢 

現職： 

◼ 收故事盒子 召集人(109.05-) 

 109年獲新北市政府青年社造獎補—社區工作者溯源計畫 

 110年獲文化部青年村落計畫獎補—我家前面有監所故事採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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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社區營造輔導暨專輔中心 專案(108.06-) 

◼ 台灣禪繞教師協會會員(108-) 

◼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外聘實習督導(108.07-) 

◼ 監所關注小組 兼任秘書長(108.01-) 

◼ 線條勾勾手—奧莉薇社工師碎語 負責人(107.11-) 

◼ 台灣社工資訊交流團 創辦人(99.04-) 

經歷： 

1.帶狀課程與合作專案 

◼ 台灣禪繞教師協會 & SKB 禪繞心之旅初階課程(109) 

◼ 新北青年社造專案—資深社區工作者溯源（109） 

◼ 天主教新竹社會服務中心禪繞畫諮商晤談（109） 

◼ 天主教新竹社會服務中心親子禪繞畫團體（109） 

◼ 桃園家庭暴力多元處遇服務親子禪繞畫團體（108） 

◼ 台北市永昌里—耆老生命敘事出版口訪協力(107) 

◼ 台中女監家庭關係團體帶領人(105-108) 

◼ 台中監獄家庭關係團體帶領人(107) 

◼ 台北看守所家庭關係團體帶領人(107) 

◼ 台北市中正社大.新北市板橋社大講師(107) 

◼ 台北市救恩堂生命敘事藝術工作坊(106) 

◼ 台北市忠勤里禪繞畫特約講師(106-107) 

◼ 台北市永昌里禪繞畫特約講師(106-107) 

◼ 桃園女子監獄親職教育團體（102-103） 

◼ 桃園女監家庭關係團體帶領人(98-99) 

2.短期合作課程 

◼ 寰宇國際文教基金會古亭據點-長者禪繞畫(110.01-02) 

◼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禪繞畫(109.12) 

◼ 新北社造期末分享會—禪繞畫與年度社區工作反思(109.12) 

◼ 富翔社工師事務所，社工小人物分享(109.11) 

◼ 東方匯理銀行社團活動-禪繞畫(109.11) 

◼ 監所關注小組—巡迴論壇台南場主持人（109.09） 

◼ 明日新北心生活運動—世界咖啡館帶領桌長（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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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源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共識凝聚團體帶領人（108.11） 

◼ 三芝講古—世代差異溝通團體（108.10） 

◼ 汐止東方桂冠社區管理委員會—溝通好 easy，從 satir模式出發（108.09） 

◼ 監所關注小組—更生人出監銜接座談會主持（108.05） 

◼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家庭關係溝通團體（108.08） 

◼ 台灣大學社工系—受刑人工作實務經驗分享（108.07） 

◼ 台北市六張犁教會社區關懷據點禪繞畫特約講師(107.11) 

‧招生對象：無特殊限制，想以禪繞畫作為自我療癒與靜心選擇者尤佳 

‧上課時間：110年 6月 4日至 110年 7月 2日，每週五，晚上 19:00~21:00，共計 8小時。 

  ‧招生人數：未滿 10人註冊報到不開班，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課程費用：報名費 200元，學費：2,400元。（不含書籍費用） 

【報名資訊】 

  本班採線上網路報名方式，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請傳真至(02)2506-5364或 mail:rita@mail.ntpu.edu.tw信箱】。 

◎報名步驟：線上報名：請至本組網站課程網頁進行線上報名。 

              「第 1期線條勾勾手—禪繞輕鬆扭班」進行線上報名。 

            若有優惠身分:線上報名時請在「建議事項」欄位備註清楚，並且出示有效證 

明文件。 

                通訊報名:請至課程網頁下載報名表並親簽個資提供同意書填妥後，並備妥相

關作證優惠身分之文件資料傳真至 02-2506-5364王小姐收，或掃描後 mail

至 rita@mail.ntpu.edu.tw信箱  王小姐收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0/5/28(五)17:00止，額滿即提前截止。 

◎繳費方式：學費繳交以『ATM轉帳』為主或『金融機構臨櫃匯款』，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 

            方式；若報名人數達開班標準，本組將以 E-mail通知學員，給予個人專屬虛擬   

            帳號進行繳費。 

◎費用優惠方案(學費與報名費之優惠，僅能擇一享有)： 

   【報名時需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若未事先告知或證明文件不全者，恕不 

折扣，亦不得在報名繳費後申請退差額】※除未開課外，報名費 200元繳交後一律不予退還。 

   1.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非學分班)減免報名費 200 元： 

   (1) 臺北大學在校學生或校友本人。 

     (2) 曾經參加過本校推廣教育組課程之學員(需完成繳費)。 

     (3) 身心障礙人士(需出示身心障礙證明/鑑輔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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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低收入戶(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5) 65歲以上長者(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 

     (6)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限父母、配偶、子女）。 

     (7)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本人。 

     (8) 持有榮民證或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 

   2.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非學分班)學費優惠方式如下： 

     (1)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本人：學費 75折。 

     (2) 本校在校學生本人：學費 9折。 

     (3) 五人(含)以上團體報名繳費者：學費 85折。 

     (4) 三人(含)以上團體報名繳費者：學費 9折。 

     (5) 一人同時報名兩個以上課程者：學費 95折 

※一起團報者，若其中有人取消報名，須依實際繳費人數，重新計算優惠方式及應繳 

學費金額；再補足應繳差額學費後，方得入學。 

【注意事項】 

1.學員之相關通知(如繳費、開課等資訊)均以電子郵件寄發，電子信箱請務必填寫並以能確實收到

者為宜，以免錯失重要訊息，務請配合。 

2.退費規定 

(1)退費辦法依「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條」規定。 

  (2)學員於繳費後至開課日前(110.6.4日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九成；於開課日

後至(110.6.18日)上課前無法就讀者，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二分之一；於(110.6.18日)上課

後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除未開課外，報名費 200元繳交後一律不予退還。 

 (3)如停辦課程，本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未開課之學費退費手續請於原訂開課日後一週內辦理，

逾期恕不受理。 

  (4)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

本，並填寫退費申請表，作業時間約需三至四週，僅得退入學員本人帳戶。 

3.本課程無補課機制，敬請學員踴躍出席，以維護自身權益。 

4.本簡章為預定課程、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5.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 

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6.本班無法辦理延期、轉班及跨班補課。 

7.學員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如停辦該班次，本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 

並請於原訂開課日後一週內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8.結業證明：本課程為非學分班，學員缺席率未超過全期三分之一者，將發給結業證明，不授予學 

位證書；證明僅保留半年，逾期付費申請。 

9.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循法律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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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

台北市停課公告，補課事宜將於停課日後下次上課時通知。 

11.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消

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12.患有或疑似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13.請確定您已詳閱本簡章，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本簡章若有變

更，將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再另行通知。 

14.【個人資料保護聲明】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及國

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如下： 

040/行銷、109/教育或訓練行政、157/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

資料管理、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15.本課程學費繳交採銀行郵局匯款或 ATM轉帳，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 

 

 

 

 

 

 

 

 

 

 

 

 

 

 

 

 

 

 

  機場路線〈松山機場→國立台北大學〉： 

       請搭乘公車「617」路至「復興北路口」站下車，沿復興北路直行右轉至民生東路右轉即至 

       國立台北大學〈步行約十分鐘〉。 

      捷運路線〈台北車站→中山國中站〉： 

請於台北車站進入捷運車站後，搭乘捷運「板南線」〈藍線〉，於「忠孝復興站」下車後再轉搭「文

湖線」，第一月台即為往「中山國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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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路線： 

搭乘火車者可於台北火車站下車後，依「捷運路線」至國立台北大學；於松山火車站下車者，可搭

乘「63 路」公車至「復興北路口」站下車，沿復興北路直行至民生東路口右轉步行約十分鐘即至

國立台北大學。 

公車路線： 

可搭乘 286、277、518三線於「台北大學﹞」站下車。 

計程車： 

台北火車站至國立台北大學，車費約 230元，正常車程約 30分鐘。 

松山火車站至國立台北大學，車費約 230元內，正常車程約 3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