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大安綠化教室」第三季（7-9 月）課程表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台北綠化志工隊 

二、上課時間：每週日早上 9:30~11:30 (報到時間 9：10-9：30) 

三、上課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 段 1 號(公園內音樂台地下室) 

四、報名方式：上課 2 週前始網路受理報名 

五、綠化教室課程，若遇颱風或豪大雨，將依臺北市政府宣佈停課，亦即停課。 

六、防疫配合措施： 

1、請學員確實報名。額滿後，不再開放入場。 

2、請學員進教室前請先測量體溫(37℃不得 入內參與課程)並於課程期間全程配帶醫療口罩。 

3、請學員依工作人員指示入座並保持適當距離。教室內禁止飲食，避免不必要的交談聊天 

七、基於尊重講師著作權(含線上課程)，上課中禁止拍照、攝影、錄音及拷備檔案，並請共同維持上課秩序。 
 

大安森林公園綠化教室 大安教室報名請點選我 

場次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名額 報名 QR 扣 

1 7月 3日(日) 
田園生活系列~ 台灣大學農試場 

鐘秀媚 技士 
20 人 

 

自給自足的居家蔬菜栽培 

2 7月 10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元境有限公司 

許文燦  園藝技師 
20 人 

觀賞花木的修剪 

3 7月 17日(日) 
田園生活系列~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園藝系 

吳俊偉 助理教授 
20 人 

百香果居家栽培 

4 7月 24日(日) 
生態環境系列~ 草堂花譜 園主 

朱清煌 先生 
20 人 

溼地生態和人工溼地分享 

5 7月 31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瘋花園 

褚素玲 小姐 
20 人 

風雨蘭與孤挺花的繁殖與栽培 

6 8月 7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台潼大學農試場 

梁群健 技士 
20 人 

夏日賞蓮栽蓮趣 

 
7 

8月 14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生活園藝家 

Edison 先生 
20 人 屋頂上的蘭花夢: 

淺談石斛蘭與嘉德麗雅蘭的特性和栽培方法 

8 8月 21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植物勇者 

大壯 先生 
20 人 

新興觀葉植物 

9 8月 28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苦苣苔植物專家 

林文鈺 小姐 
20 人 

鱗莖類苦苣苔的栽培 

10 9月 4日(日) 
生態環境系列~ 台灣大學生演所- 

黃俊溢博士 
20 人 

四海遨遊的植物傳播 

11 9月 11日(日) 
 

放假乙次 20 人 
中秋連假 

12 9月 18日(日) 
家庭園藝系列~ 園藝技師 

-呂學義先生 
20 人 

植物繁殖技巧  

13 9月 25日(日) 
環境教育系列~ 

東和音樂館 20 人 
綠生活-環保手作 

  

https://forms.gle/o34p3qxnsvjaSNA98


111 年度「青年綠化教室」第三季（7-9 月）課程表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台北綠化志工隊 

二、上課時間：每週二早上 9:30~11:30 (報到時間 9：10-9：30) 

三、上課地點：臺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99 號(警衛室後方) 

四、報名方式：上課 2 週前始網路受理報名 

五、綠化教室課程，若遇颱風或豪大雨，將依臺北市政府宣佈停課，亦即停課。 

六、防疫配合措施： 

1、請學員確實報名。額滿後，不再開放入場。 

2、請學員進教室前請先測量體溫(37℃不得 入內參與課程)並於課程期間全程配帶醫療口罩。 

3、請學員依工作人員指示入座並保持適當距離。教室內禁止飲食，避免不必要的交談聊天 

七、基於尊重講師著作權(含線上課程)，上課中禁止拍照、攝影、錄音及拷備檔案，並請共同維持上課秩序。 

 

青年公園綠化教室 青年教室報名請點選我 

1 7月 5日(二) 
田園生活系列~ 台灣大學農試場 

鐘秀媚 技士 

20

人 

 

自給自足的居家蔬菜栽培 

2 7月 12日(二) 
家庭園藝系列~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園藝系 

吳俊偉 助理教授 

20

人 百香果居家栽培 

3 7月 19日(二) 
田園生活系列~ 元境有限公司 

許文燦  園藝技師 
20

人 觀賞花木的修剪 

4 7月 26日(二) 
生態環境系列~ 草堂花譜 園主 

朱清煌 先生 
20

人 溼地生態和人工溼地分享 

5 8月 2日(二) 
家庭園藝系列~ 瘋花園 

褚素玲小姐 

 

20

人 風雨蘭與孤挺花的繁殖與栽培 

6 8月 9日(二) 
家庭園藝系列~ 台灣大學農試場 

梁群健 技士 
20

人 夏日賞蓮栽蓮趣 

7 8月 16日(二) 

家庭園藝系列~ 
生活園藝家 

Edison 先生 

20

人 
屋頂上的蘭花夢: 

淺談石斛蘭與嘉德麗雅蘭的特性和栽培方法 

8 8月 23日(二) 
療癒手作系列~ 綠境手感工作室 

綠莓 老師 

20

人 水泥盆器灌注課程(付費實作) 

9 8月 30日(二) 
家庭園藝系列~ 苦苣苔植物專家 

林文鈺 小姐 

20

人 鱗莖類苦苣苔的栽培 

10 9月 6日(二) 
生態環境系列~ 台灣大學生演所- 

黃俊溢博士 
20

人 四海遨遊的植物傳播 

11 9月 13日(二) 
療癒手作系列~ 小綠芽創意  

-王勝弘老師  

20

人 微景觀 diy課程(付費實作) 

12 9月 20日(二) 
家庭園藝系列~ 植物勇者 

大壯 先生 

20

人 新興觀葉植物 

13 9月 27日(二) 
環境教育系列~ 東和音樂館 

游鎰丞 cua ok 專員 

20

人 綠生活-環保手作 

https://forms.gle/MAiqa9JAnWiW8yBU8


111 年度「花卉綠化教室」第三季（7-9 月）課程表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 

                 會、台北綠化志工隊 

   二、上課時間：每月第二週及第四週週六上午 9:30~11:30 (報到時間 09：10--09：30) 

   三、上課地點：花卉試驗中心(花卉綠化教室)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 4 段 175 巷 32 號 

   四、報名方式：上課 2 週前始網路受理報名。 

   五、綠化教室課程，若遇颱風或豪大雨，將依臺北市政府宣佈停課，亦即停課。 

   六、防疫配合措施： 

  1、請學員確實報名。額滿後，不再開放入場。 

  2、請學員進教室前請先測量體溫(37℃不得 入內參與課程)並於課程期間全程戴醫    

     療口罩。 

  3、請學員依工作人員指示入座並保持適當距離。教室內禁止飲食，避免不必要 

     的交談聊天。 

   七、基於尊重講師著作權(含線上課程)，上課中禁止拍照、攝影、錄音及拷貝檔 

       案，並請共同維持上課秩序。 
 

花卉試驗中心綠化教室  花卉教室報名請點選我 

場次 日期 課 程 名 稱 講  師 人數 
報名 

QR Code 

1 7 月 9 日(六) 
生態環境系列- 草堂花圃 

朱清煌  先生 
25 

 

濕地生態與人工案例分享 

2 7 月 23 日(六) 
田園城市系列- 莊敬高職園藝科 

張莉莉  小姐 
25 

居家蔬菜栽培自給自足 

3 8 月 13 日(六) 
生態環境系列- 林務局森林育樂組 

朱懿千  小姐 
25 

森林療癒～從森林中找健康 

4 8 月 27 日(六) 
家庭園藝系列- 

台灣大學 
吳淑均  小姐 

25 常見木本香花植物認識與
栽培應用 

5 9 月 10 日(六) 

手作課程系列- 
自然步道協會 

林純如  小姐 
25 

夏日花卉敲拓染手作 

6 9 月 24 日(六) 
家庭園藝系列- 

宅栽工作室 
陳兆倫  先生 

25 
新興觀葉植物 

 

 

https://forms.gle/5qKj1rJRdcTNWPJ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