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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操班



毛巾操班
趙韻瀅
非常感謝教會益人學苑開辦的各種課程❤️
我非常喜歡阿尾老師的毛巾操課，阿尾老師會視每位同學當天的身體狀況去教授，尤記
得第一堂課，我和媽媽都是第一次上毛巾操課程，阿尾老師讓我驚艷的是⋯,每一個器官都
帶到，從腳趾到每個關節甚至口腔，彷彿每個細胞都在跳舞（＾∇＾）～
阿尾老師真的是位很有愛的老師～謝謝在榮耀堂這裡遇到阿尾老師，不僅在體能上、平
衡感，還有心靈上都感到溫暖和進步（動作記一些，回家也可練習😊）
我也很喜歡班上的同學姊姊們，真的凡事在愛中，大家互相效力、鼓勵；希望之後能繼
續開課，能繼續在這個愛的環境裏大家再一起學習並保養好身體😁，一人蒙福，全家蒙
福❤

阿尾老師
好感動 好感動 感謝益人學苑開辦的各項課程 毛巾操列入在其中的一項
為這一切向愛我們的阿爸天父獻上感謝與讚美 不是我能是愛我們的阿爸天父凡事都能
因我們的一生都在祂的手中
祂將我們安排在一起必有祂的美意 使我們彼此合一看顧 彼此學習
更謝謝我的好友 姊妹們謝謝你們的不離棄 將所學的宗旨 一人得福全家就蒙福。



毛巾操班
陳素琪學習心得：
退休後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搶救衰退的體力和走樣的體態。
雖然坊間有各式俱樂部、健身中心、但都所費不貲。
慶幸能夠來到「榮耀堂」參與毛巾操課程；
對我來說真是「把握良機」！
老師的用心指導；讓我退化性膝關節有了明顯的進步；蹲得下也站得起來了！
肌耐力與平衡感都有顯著的進步；雖然學期即將結束；
期待早日能再開課；保養顧惜自己身體！願與大家共勉之！

詹賽月心得~
自從幾年前因為生病的關係開了刀, 體力變差了,肌肉減少,留下來的只有脂肪，
察覺這樣下去不可以, 於是參加了毛巾操的課程，感謝學苑辦此課程，感謝老師
的教導,讓我學習原來有些姿勢的錯誤造成了身體的病痛,藉著運動訓練慢慢的改
善中,也謝謝同學們一起鼓勵學習,這真是個教學相長的好地方~謝謝妳們❤



創意玩布生活



創意玩布生活

美燕
上旻老師的課，開啟了自己的手作人生，逛布店挑布是生活樂趣，挑選的布作成
成品是成就感，也會讚賞自己的眼光獨到，每一次上課新作品呈現，回到家就又
想到可能的變化，又是新的延伸，總之樂趣無窮，身邊的親朋好友更是獲益，因
為可以收到我的手作小禮物喔！歡迎喜愛手作的同好一起加入我們的創意玩布生
活。

吳淑清寫於107春季手作班感言
幾塊布，不要的碎布頭，舊衣服、牛仔褲裙……
剪一剪，線接線，縫一縫，對摺幾下，拼起了令人驚艷，
養眼美醉的成品，舜間我成為巧手。
春季班，我與布生活，跟隨楊旻老師，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做，
老師把煩複的步驟，講解的容易，讓人理解中，動手做起。
出奇意外的我竟也耐心，而且廢寑忘食的學習，
因為在做中學，學中做，手作的樂趣，
讓人重拾信心，在困境裡，煩惱的情緒中，找到一絲的快樂。



創意玩布生活

游燕玉
一轉眼, 三個月的春季手作班要結業了, 歷經了去年秋季及寒假班, 除了原本的老同
學, 今年又認識了很多新的好姊妹, 每周二下午大家聚在一起, 除了繼續把旻旻老師
身上的功夫挖出來, 大家也都發揮了創新的能力, 變化出很多的作品, 讓大家驚豔. 最
重要的是大家在這裡會互相分享,彼此幫忙, 好像一個大家庭的姊妹. 讓我都很期待
周二下午的上課. 在秋季班開學之前相信姊妹們一定又會變出很多的作品以便和大
家分享. 讓我們秋天再見了

學員蔣芸若107年6月19日
"創意玩布生活"心得報告:自從參加益人學苑楊旻老師手作班已經三個學期，從蝶
古巴特到創意玩布生活，老師教學活潑有耐心，作品創意多元美觀實用，令人愛不
釋手，還有熱心同學的筆記及心得分享，生活變得更加歡樂豐富。本學期的作品有
環保餐具袋、飲料提袋、水桶側背包、防水側背包和零錢包，真是收穫滿滿，有興
趣的朋友趕快來加入我們"創意玩布生活"。



說著英語去旅行



說著英語去旅行

學員 雷Lei

參加益人學苑英文班十個月來有感,Lisa老師的上課方式及同學歡笑聲讓我覺得

舒壓在減壓的過程中意外的喜歡上英文盡而喜歡東查西查看到英文就查;查歸查

還是很少開口說英文;希望暑假延修班的課程可以不用上課本而輕鬆一下用主題

式“開口說英文”多鼓勵大家開口說說日常;相信藉由Lisa老師道地美式發音,讓

我們自自然然的開口說英文在此也感謝榮耀堂提供舒適的教學環境！

Ellen

感謝主，能在這裡上課，真是很蒙福，環境舒適優雅，師資高，同學們學習都

很熱烈，我是一位舊生，從去年9月至今已上了3期，因為太棒了，所以捨不得

停止呀！課堂上Lisa老師活潑的教學，不僅學英文，還教我們唱饒舌歌和英文

老歌，真是多彩多姿，上這英文課真是讓我畢生難忘，回憶無窮。



說著英語去旅行

施淑菁

參加藝人學院英文班是因為有個排休的假，故想利用週四讓自己的頭腦動一

動，也讓自己的心情更愉快，藉著老師和同學活潑的互動，的確，讓我很享

受這樣的課程。特別要提的是，讀著老師自己寫的書--我的靈魂需要去度假，

常常讓我的心可以靜下來，不只是學好英文也讓我的心靈更加平靜安穩 ，其中

更體會到老師那滿滿的愛及用心😘😘😘

學員瓊芳
参加說著英語去旅行的觀光課程，因為是自己一個人報名，從對大家不熟悉，
到學期尾聲，漸漸對大家熟悉了，了解到這是一個像大家庭一樣，每個人都懷
著快樂的心情來學習，上課的紛圍是很温韾的。老師也是很用心教導我們，常
常會講到實用的句子和不同文法的使用方式，謝謝老師的用心和活潑的教學方
式。



美麗hold住



美麗hold住

素貞的分享

女生悅己者容，每天起碼都會照照鏡子，看了看，ㄧ直都有法令紋、皺紋、頸紋、

臉頰下垂⋯⋯等等ㄧ大堆的問題，想著如何能減少這些歲月留下的痕跡，或者讓這些

逐漸老化的現象如何減緩。看到第二期的益人學苑有美麗Hold住的課程，超級開心，

就報名了。老師從最基本的卸妝、洗臉、保養教導我們正確的觀念和手法，還有臉

部穴點按摩等等，矯正我以前自以爲是的保養方式。因為我不化妝，可是基本的畫

眉毛和塗口紅是一定要的，老師也ㄧㄧ指導，幫助我受益良多

詠薇心得~

感謝教會感謝益人學院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分享我的美容工作經驗 與姊妹們一起交

流分享彼此的保養方式，看見姊妹們非常用心的學習到練習，使我受到激勵與鼓

勵…感謝您們的支持讓我們能在快樂學習中增加自信美麗在臉上看得見😃，再次感

謝有您們讓美麗Hold住有個Happy ending.（鞠躬）愛您（妳）們。



美麗hold住

家燕心得分享
在益人學苑上課學習、不但能學到很多新的東西、學到很多自己不會的事情、也要
面對自己、知道自己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被挑戰與突破！
看到「美麗hold住」課程、想想自己是一個不太注重保養的人、也不太懂的化妝、
雖然已不再年輕、但仍然應該注意自己的妝扮、可以將自己裝扮得美美的、會讓自
己和別人看了都很舒服啊😌所以就報名這堂課跟著專業老師來學習一點化妝的技巧。
果真三個月下來、老師仔細教導學員們「皮膚的構造」「臉部穴點的按摩」劃眼影
要前淺後深、使眼睛看起來更深邃、塗口紅有霧面鏡面的不同...還有保濕防曬的重
要。反正只要來上課就能學到一些新的保養技巧！
非常謝謝詠薇老師每堂課認真專業的教學、美麗的老師教出美麗的學生、不但是外
表的美麗、在喜樂學習的環境中我們更活出自信心、這個課程讓我們生命活得更光
彩亮麗！



香氛蠟×擴香石



香氛蠟×擴香石

翠嶺
十二堂香氛蠟擴香石課程要結束了,謝謝艾玲老師每堂課都帶著微笑,
溫柔又細心的指導我們,讓我們創作出美好的作品...
也謝謝所有參與此課程的同學們,大家彼此幫補彼此鼓勵,
也有很多生活上的分享,讓我在這堂課中不只完成美美的作品,
也帶著大家的愛心回家....
但願大家的作品,都美麗了我們的生活,也成為祝福他人的小禮物...

施淑卿
緣份就這樣悄悄的來敲門，看著從信箱拿出來的廣告單，看著看著裏頭有堂（香氛
蠟擴香石）的課程深深吸引著我，興沖沖的趕著報名參加，更期待開課的到來。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手作課程，幸運的碰到艾玲老師。她的專業、耐心、笑容滿面的
帶領同學們開心的完成每個作品，同學們也都發揮自己的創意。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已到了學期末了，雖然只是學到皮毛，但上課期間開心的心情
（無法形容）又有美美的作品帶回家。真心感恩！



香氛蠟×擴香石

陳玲
從小到大，因為不擅長也就不喜愛勞作、手作。
但感謝主！感謝艾玲老師！
讓我在40歲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可以做出一件件自己讚嘆、親友誇獎的美麗作品，
自此也開始懂得享受陪著孩子DIY的時刻
從來沒有上過一堂課是可以緊張到忘記呼吸，又同時可以開心到哄堂大笑，謝謝艾
玲老師的溫柔教導，謝謝同學們的相互幫忙、加油打氣，讓我每星期都期待這充實
的早晨

秀宜
無意間，我踏進了香氛的奇幻世界，空氣中充滿馨香之氣，每個作品都是在期待中
誕生，每個作品都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它們的獨一無二。
手作的世界沒有最完美，只有最獨特!
謝謝艾玲老師和每位學員在課堂中的愛，彼此的鼓勵，正面的言語，使我的作品裡
多了一個香氛叫做「勇敢」!



書法基礎班



書法基礎班

周珍

一直已來個性急躁脾氣大，退休後想找個事讓自己可以修身養性，正好有這機會，

想說學習書法應該不會太難,沒想到和同學的程度落差這麼大，自尊心強大的我真的

要打退堂鼓了，感謝老師及同學的鼓勵讓我堅持下去,這次的學習最大的收穫是,可

以坐在書桌寫毛筆2-3小時也不覺得累,雖然進步不多，但是我會繼續努力下去，謝

謝老師的指導。

麗環

因緣際會加入書法班，重溫學生，重拾毛筆，老師諄諄教誨，

鼓勵勸勉，同學們認真學習，相處喜樂，雖然學習程度不一，

但，大家仍努力練習，充滿感恩與歡笑的書法課，

增添人生美好回憶!!                        



書法基礎班

明潔

因緣際會，透過麗環同學認識才華洋溢的徐老師，有幸參與書法學習班，承蒙老師

鼓勵式教學，增添不少信心，課堂上同學之間互動，備感溫馨，希望有朝一日也能

寫得一手好字，同學們一起隨性努力吧！感謝老師辛勞，更感恩榮耀堂給的機會。

唐玫玲

來參加書法班認識老師同學真開心，雖然我真不是一個好學生，但謝謝老師的鼓勵，

同學互相扶持，讓我在寫書法中不至於很挫敗，看到自已從寫字會發抖到看自已的

字還有點樣子，真的覺寫字有付出就會有收穫，親愛的朋友大家一起來，我這幼稚

園級的學生都可以學，還有什麼人不能學，只要你有顆願學的心就可以來。



二胡班



二胡班



手工皂保養品
精油按摩班



手工皂保養品
精油按摩班

陳慧卿手皂心得
當初上手工皂的初衷，只是因爲我們家老公喜歡用皂洗澡，所以就報名了，後來
喜歡手工皂的原因是好喜歡老師的親和力，還有和我一樣傻大姐阿莎力的個性，
讓我很想一直發落老師的腳步下去，感謝靖怡老師呀！有你真好⋯⋯ㄧ切都非常的
平安喜樂呀！下一期我們跟定你囉⋯⋯

李維卿心得
當初加入手工皂班，是因家中有異位皮膚炎寶貝，對自製天然乳液是最有興趣的。
原本覺得手工皂不好學也不好做，經過靖怡老師細心教導下，才發現手工皂一點
也不難!!透過儀芳老師的精油常識及芳香療法的指導，讓我在未來在幫孩子護理時
更得心應手。非常感謝兩位用心的老師，讓我在未來可以自己做出最適合家人的
用品，讓生活品質提升。



手工皂保養品
精油按摩班

陳淑君的手皂心得：
這段刻意將自己的腳步放慢的日子中，最開心的就是在每週三早上的手工皂課遇見
最無私的靖怡老師，最大方的儀芳老師，最可愛又創意無限的同學們，一起喇滴
賽…啊！不是，是一起喇皂♥
在學習芳香療法，保養品口紅製作，作皂渲染脫模切皂晾皂包皂送皂的過程中，充
分享受著將滿滿的愛灌進作品裡的療癒時光，我們時而優雅，時而慌亂，感謝老
師，不管我們多麼不按劇本演出，總是沉著冷靜毫無保留地有問必答給予支援, 無
懼被我們超越的威脅(實力明明就差很多😅)，共同完成了好多令人讚嘆的作品。人
生起起伏伏，喇皂當然也有未盡人意的時候，但有著老師的神配方神指導，醜小鴨
依然可以變天鵝，讓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都成為最寶貴的經驗與學習。
我在手工皂的世界裡，與你們相遇，一起遇見愛。謝謝你們😘

潘雅芬的手皂心得：
每個星期三都帶著興奮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來上課
期待又可以跟同學見面喇賽害怕的是 不知道今天喇的皂會不會成功
非常感謝老師詳細的講義，使命必達的小叮噹百寶袋，滿足我千奇百怪的要求😘

及非常重要的神救援每星期的皂課療癒了我美麗又風趣的靖怡老師，謝謝妳❤



體適能健康操



體適能健康操

學員麗娟
來到台北榮耀堂，因靖怡的引介參加了，體適能健身操班，謝謝飛年老師認真的教
導，雖然每個禮拜只一次的學習但真是受益良多，身體的體能改善很多,不再酸痛，
筋骨也跟著柔軟了，同學們也很親切,真是一個好的磁場，太有幸了！老師辛苦了！
謝謝 !     

美玲
很幸運能參加體適能健康操，讓我能在一節課中同時上到功能有氧、肌力訓練和伸
展。飛年老師有趣又實用的口訣，讓我們除了能在有氧狀態下運動，還能同時瞭解
各種動作對身體的益處，做完之後，覺得身心都很愉快放鬆。謝謝學苑提供這麼好
的場地和課程，謝謝飛年老師和同學們的陪伴，希望體適能健康操能增加時段，繼
續開下去😍。

慧中
雖因工作之故，缺了許多課，仍感受益良多。平日極少運動的我，第一次接觸運動，
很幸運的就選擇到最佳的體適能，讓我同時學習到正確的功能有氧、肌力訓練與伸
展。感謝飛年老師輕鬆活潑卻極有深度的教學，期待再續！



烏克麗麗班



烏克麗麗班
佳蓁的心得分享：
感謝益人學院讓我有機會學習烏克麗麗。更感謝靖智老師的用心指導，讓我不止熟
悉樂器演奏，更深入音樂原理，及作曲也可以是生活即興創作。
總以為樂器課程就是不斷的苦練再苦練，但在這堂課程中，老師讓我欣賞音樂的美
妙，介紹一個又一個弦樂傑出名家。
靖智老師也毫不藏私的教導烏克麗麗的練習技巧，充滿耐心與真誠的付出。
教導同學彈奏和弦的同時，練習創作樂曲，讓大家充分體驗「生活即是藝術，藝術
即是生活」，沒有想像中的複雜，就是這樣簡單。

台華回饋
自從退休後就早有計畫，終於有充分的時間去圓兒時的夢想~凡對音樂方面的樂器
都很嚮往學習，彈吉他就是其中之一。進入南港榮耀堂參加致福學苑烏克麗麗班，
初次抱著樂器，極像一個七十歲乞討的老人，自己都不能接受。經過老師細心的指
導與樂理講解，打破我心理的障礙。感謝同學的彼此鼓勵，老師的教導，主任的關
懷，校長的慰問，使我信心大增。感謝主耶穌賜予我新的生命!烏克麗麗班~



木箱鼓基礎班



歡樂歌唱班



歡樂歌唱班
~學員胡梅
參加歡樂歌唱班兩學期了。智庭老師在歌唱上有很深的造詣及資歷，教學很認真感覺
他希望把自己所學毫不保留的傳授出來。尤其在聲音和肢體的表情上，解說舉例很詳
盡。同學都吸收很多，唱歌技巧也大有進步，而我知自己還有更多的努力和學習的空
間，會繼續努力。智庭老師教學是走精緻路線，與外面的歌唱訓練班截然不同。鼓勵
想學唱歌的朋友來試試參加這個課程，絕對，是物超所值的

陳素琪學習心得：
小時候的年代；沒什麼休閒娛樂；能聽著收音機跟著哼唱；成為我成長的記憶。
轉瞬間已渡過了五、六十個寒暑；“歌唱”這檔事；
早已在現實的生活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幸好在人生的下半場來到了「榮耀堂」；學習如何將：“新不了情”，“恰似你的溫
柔”“散場電影”.......在優美的旋律裡；融入真摯的情感。
智庭老師認真的教學；讓我受益良多！
體會歌唱的技巧與情感的表達；
幾堂課下來已開啟了我蒙蔽的認知及重拾對歌唱的熱情！
在這“夕陽無限好”的歲月裡；讓我們一起活到老學到老；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



歡樂歌唱班

劉永靜 學習心得

感謝老師：

一.給我們有機會自選歌曲，上台獨唱，老師再一一講評，這讓我知道自己的音域

及音準，能找對適合自己能唱的歌。

二.老師有別於社大的教學方式(人和歌是一體)的教學方法，即仔細聽Kala ，不倚

靠卡啦OK不倚靠簡譜，而達到唱歌時感情融入在歌裡。

三.期待下期能學到「低音到高音」怎麼能暢通無阻。

張瓊珠學習心得未參加歌唱班前，總認為唱歌只要多練習就能如影幕上的表現。

經許老師逐步教唱，才了解，不是原先想像的簡單。

表達感情大小聲，陰陽頓挫，上台禮數，肢體動作，皆非無特殊教導，能夠自學的。

因此感謝許老師，將其多年經驗無私和學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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