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 費用 師資

單堂午間運動 250/堂

單堂晚間運動 280/堂

新多益中級班
9/7~10/26(9/21休)
每週二19:00~21:00，
共七週

針對新多益聽讀測驗目標500-750的學習者所規劃的文法相關課程。主要針對
聽⼒及閱讀測驗考試所需要之文法與技巧做進⼀步強化與提升。
※ 老師不定時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適合:  想增強新多益500-750聽讀測驗的學員。

2500
台籍

陳老師

英語Easy Say
9/9~10/28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特別邀請全國外語中心外籍老師，課程中以生活Free talk加上實用生活化主題
，輕鬆有趣的上課方式，１５人以下的小班制教學，絕對是你提升英文會話能
⼒的最佳選擇。
※ 老師不定時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 適合:多益約255~650英文程度。

2800
外籍

Meiya
老師

科技生活館/我在集思的學習旅程

※ 上課地點: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東區工業東二路1號
洽詢電話：03-577-9191分機313 李小姐

※ 9-10月課程，疫情趨緩為實體教室上課。

專為忙碌的妳量身打造，再也不用因為沒空而錯過運動了!只要在上課日期前
三天預約課程，完成繳費，就可以讓你輕鬆擁有美麗與自信囉!
《限指定課程,請洽詢03-5779191分機313》

課程
單
堂
課
程

當堂教師

110年09月06日~110年10月29日

歡迎掃描查詢和報名課程

韓語發⾳周⼀班
9/6~10/25
(9/20、10/11休)
每週⼀ 19:00~21:00，
共六週

穩固基礎發音，透過反覆開口練習並造句，熟悉韓文單字和語句。生活化的情
境演練，使課堂中的學習更能實際帶到生活當中應用。
上課氣氛輕鬆活潑，時常補充⼀些有趣的文化、流⾏語，讓⼤家可以⼀起開心
學韓文發音還可深入了解韓國文化。
※ 課程使用教材「我的第⼀本韓語課本」，學員需自備課本。
※ 適合 : 想從字⺟和發音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1900
台籍

林老師

韓語初級周四班
9/9~10/28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韓語周三班
9/8~10/27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韓語進階班
9/6~10/25
(9/20、10/11休)
每週⼀ 19:00~21:00，
共六週

2100

日文50⾳ 針對無日文基礎的初學者設計之50音與日文入門課程。透過講解日文假名構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韓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課程適合對韓文有興趣，或
想去韓國旅⾏及自學過韓文想要更扎實會話的同學。課程將由專業韓籍教師，
以生動有趣的教學方式，帶領同學們學習如何正確讀寫韓文字和熟悉有趣的韓
國文化。

韓語初級周四班課程使用教材「我的第⼀本韓語課本」老師可代購課本(1本
320元)，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韓語初級周四班適合 : 已學過⼤約10個月的初學者。

韓語周三班課程使用教材「高麗⼤學韓國語(3)  」，學員需自備課本。
※ 韓語周三班適合 : 已學過⼤約2年8個月韓語課程。

韓語進階班課程使用教材「我的第⼀本韓語課本【進階篇】」，老師可代購課
本(1本413元)，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進階班適合 : 已學過⼤約3年韓語或看懂簡短句子文章的學員。

韓籍
高老師

語
言
學
習

日文50⾳
9/9~10/28
每週四19:00~21:00，
共八週

針對無日文基礎的初學者設計之50音與日文入門課程。透過講解日文假名構
造與書寫練習快速學習平假名、片假名以及後續基礎課程所需要的發音變化。
※ 課程使用教材「⼤家的日本語初級⼀」，學員需自備課本。
適合:  想從50音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500
台籍

高老師



日文初級周二班
9/7~10/26(9/21休)
每週二19:00~21:00，
共七週

針對已有日文基礎的初學者設計之課程。搭配生活中常用日語如問路，稱呼，
打招呼等，啟發學員學習日語之興趣，進而喜歡學日語，更加瞭解日本文化。
※ 課程使用教材「⼤家的日本語初級⼀」，學員需自備課本。
適合:  已學過⼤約4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2200
台籍

黃老師

日文進階周⼀班
9/6~10/25
(9/20、10/11休)
每週⼀ 19:00~21:00，
共六週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專業台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趕快加入，讓你到日本
旅遊暢⾏無阻。
※ 使用教材為「⼤家的日本語進階⼀」，老師可代購(⼀本360元)，請於報名
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適合:  已學過約2年4個月日文課或已上過「⼤家的日本語初級二」學員。

1900
台籍

馮老師

日文周三班
9/8~10/27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日籍
山川
老師

日文周四班
9/9~10/28
每週四19:00~21:00，
共八週

2800
日籍
佐藤
老師

德文發⾳班
9/7~10/26

德文是靈活的語言，老師以融會貫通的方式，從介紹德文的基本，搭配生動的
圖片及反覆口語練習，使學習充滿樂趣，讓您說德文更流利。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專業日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趕快加入，讓你到日本
旅遊暢⾏無阻。
※日文周三班使用教材「⼤家的日本語進階⼀」，老師可代購(⼀本360元)，
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適合 : 已學過⼤約3年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日文周四班使用教材「前進中級 改訂版」，老師可代購(⼀本342元)，請於
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適合 : 已學過⼤約4年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語
言
學
習

9/7~10/26
(9/14、9/21休)
每週二19:00~21:00，
共六週

圖片及反覆口語練習，使學習充滿樂趣，讓您說德文更流利。
※課程使用教材「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 (A1.1) - Kursbuch」及
Schritte德中對照字彙本。學員皆需自備課本，老師可代購，請於第⼀堂課告
知老師並繳交費用。
※適合 :想從字⺟和發音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100
台籍

溫老師

德文入門周三班
9/8~10/27
每週三19:00~21:00，
共八週

課程以輕鬆活潑的方式讓您以最快速度學會聽說，老師以高互動、節奏快的方
式讓您沉浸在德語裡，沒有令人卻步的語法講解，直接用對話情境的方式讓學
生學會最基本的對話。課程結束，能以德文介紹自己和家庭成員，說明自己的
需求，簡單表達感受，描述物品、購物等等，並能順利至德國旅遊。
※課程使用教材「Menschen A1.1」，學員需自備課本。
※適合:  已學過⼤約6個月德文課程的初學者。

2800
台籍

郭老師

藝
術
創
作

樂活手作花藝
9/8~10/13
每週三19:00~21:00，
共六週

親密接觸花草植栽、享受創意手作的過程，把花草自然的帶入生活空間，增加
居家美感與幸福感。從花卉的整理、認識植物、花藝資材，到完成製作出屬於
自己的花藝，皆會讓你對花藝有更深的了解。課程共有六個作品。
※ 材料費2700元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學員須自備花藝剪⼑(老師可代購 ⼀把$230，請於報名時告知)。
※課程花材及進度會依同學實際上課狀況與季節、節日調整。

2500
筱晴
老師



Q萌童心捏塑趣
9/8~10/27
每週三19:00~21:00，
共八週

以超輕質黏土為素材，從基礎塑形，色彩搭配的美學概念，到整體作品氣氛營
造，深入淺出的基礎雕塑，讓指間的溫度，完整呈現在作品上。課程共有六個
作品。
第⼀堂:⾓落生物餅乾小吊飾
第二堂:熊⼤與莎莉玻璃罐
第三堂:狗狗貓貓好朋友掛飾
第四堂:熊熊水果甜甜圈
第五堂~第六堂:馬卡龍砧板壁飾
第七堂~第八堂:兔兔熱氣球小框畫
※學員自備：硬墊板、剪⼑、白膠、抹布、鞋盒（裝作品用）
※適合：成人、兒童需7歲以上（謝絕家⻑陪同上課）。
※材料費$1500（含板型、黏土、簡易工具組、包土耗材），請於第⼀堂課時
繳交給老師。 2500

左手
右手
工房

王老師

藝
術
創
作

生活素描
9/6~10/25
(9/20、10/11休)
每週⼀ 19:00~21:00，
共六週

藉由鉛筆素描，使用簡單的工具，將生活中的小事物加以紀錄，繪畫即生活，
生活即繪畫，使繪畫更貼近人心。這期課程以花卉為主題。
第⼀堂~第二堂:玫瑰花的構圖及造型確定、明暗上色立體感的掌握。
第三堂~第四堂:山丹花束的造型構圖、整體畫面上色立體感特徵營造。
第五堂~第六堂:小菊花盆栽造型構圖、明暗上色立體感特徵營造。
※ 材料費$600元(含:素描紙本，素描鉛筆，畫用橡⽪，保護噴膠) 請於第⼀堂
上課時繳交給老師。
※ 無繪畫基礎之學員皆可參與，每⼀次都在進步中成⻑。

1900 劉純向
老師

投
資
理
財

實境分析與持股診斷
9/7~10/26
(9/14、9/21休)
每週二19:00~20:00，
共六週

課程著重實務投資面向，與面授課程著重投資理論有所區別，不僅可輔助面授
學員的學習，更可吸引廣⼤喜好投資實務的學員。每周⼤盤走勢分析、實境應
用分析、學員持股診斷。

1400
劉孟岳

老師

作

財 共六週



投
資
理
財

成⻑型存股法
9/9~10/14
每週四19:00~21:00，
共六週

我們正處於低利時代，若只將薪水存在微利的銀⾏中，是無法對抗通貨膨脹的
侵蝕，再加上年金改革使得退休金縮水可見，忙碌的上班族應從現在起，選擇
具備成⻑性產業前景且穩定配息的股票，既可領有穩定股利，⼜能享有產業成
⻑的回饋，唯有如此實踐，才能對抗通膨並規劃未來的退休生活。
第⼀堂 : 介紹存股的意義與內涵, 建立正確的存股觀念。
第二堂 : 認識各類存股，指導學員依自己的個性與財務狀況，選擇適合的存
股。
第三堂 : 認識不同產業周期的特點，進而懂得掌握成⻑型產業的存股時機。
第四堂 : 介紹基本財務比率分析選擇優質企業，指導透過財務分析判斷產業生
命週期。
第五堂~第六堂:幫助存股族低處買進、高處賣出。
※ 適合:個性保守穩健的⼤眾，亦適合追求成⻑型報酬率的投資人。

2800
劉孟岳

老師

精油芳療身體保健
9/6~10/4 (9/20休)
每週⼀19:00~21:00，
共四週

老師帶領你認識精油種類、說明功效並嗅吸味道，運用精油的特性製作成品，
藉由瑞典式的按摩手法，將自己做的精油，塗抹在身體上。配合東方的24節
氣舒理經絡，針對身體各部位做不同調理，撫慰您疲憊身心，改善身體情況。
※每堂課會製作⼀個精油成品(例如:滾珠、霜狀、膏狀)，4堂共4個成品。
※課程中使用精油選自愛理時芳療學院，透過（GC-MS）檢測通過。
※材料費1500元，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課程會依同學實際狀況與季節調整。
※妊娠中的女性不宜加入。 1600

香氛精油蠟燭
9/9~9/30
每週四19:00~21:00，
共四週

忙碌了⼀整天，回到家身心俱疲，這時點上屬於自己香味的蠟燭，靜靜地感受
心情的沉靜。老師透過簡單的步驟，教您完成屬於您的風格及香味的香氛蠟
燭。讓蠟燭不只是單純照亮您的生活，更豐富了您的心靈。
※課程含4個80~150g蠟燭。
※材料費1200元請於上課時繳交給老師。
※課程材料因季節而有所調整，實際材料以老師準備為主。

1600

吉他入門班
9/7~10/26(9/21休)
每週二 19:00~20:30，
共七週

以簡單明瞭的節奏幫助⼤家奠定基礎，⼀方面培養節奏感、⼀方面學習基礎樂
理。搭配膾炙人口的歌曲讓你更快進入吉他的世界。課堂中由學生喜愛之指定
曲目教學，讓喜愛吉他的你更沉浸在裡面~
※ 學員需自備吉他、調音器、capo夾。
※歡迎無基礎或忘記基本指法的10歲以上學員報名。

2200
范老師

剛剛好
日子

手作坊品
味
生
活



品
味
生
活

科學紫微初級班
9/10~10/29
每週五19:00~21:00，
共八週

特別邀請現代紫微師資團隊，１５人以下的小班制教學，深入淺出，快速掌握
紫微精要，正確理解命盤宮位的現代化解釋，並融入日常生活當中加以應用，
讓你知己知彼，在面對職場、感情、親子等問題時幫助您找到適性方向。
第⼀堂 : 觀念調整與轉換，現代紫微與傳統的差異。
第二堂 : 陰陽與4⼤類型，個性特質的分類。
第三~四堂 : 認識陽性主星的⾏為風格，給每⼀顆主星的真心話。
第五堂 : 38人格特質之24雙星組合。
第六堂 : 輔星的微調與迷思、分類。
第七堂~第八堂 : 定盤與合參-⼤小限的轉換，與其他命理的關聯。
※ 老師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2800

科技
紫微
師資
團隊

※ 老師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早鳥優惠:8/26(四)晚間12點前報名繳費完成，舊生9折/新生95折》
《新生優惠: 3人團報不限課程9折 / 5人團報同課程85折》
《特約廠商優惠: 出示識別證9折》
※ 部份課程有年齡限制，課程進度或師資會因實際狀況調整。
※ 語言課程歡迎來電預約試聽/插班。
※ 已確定開班的課程，若於開課前⼀週取消報名，將沒收課程之
    代購費或材料費 (於已繳交之學費中扣除)。
※ 洽詢電話：03-577-9191分機313 李小姐
※ 報名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1號科技生活館2樓辦公室
※ 上課地點 : 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東區工業東二路1號

歡迎掃描歡迎掃描歡迎掃描歡迎掃描

立即加入立即加入立即加入立即加入line好友好友好友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