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 費用 師資

單堂午間運動 250/堂

單堂晚間運動 280/堂

實境分析與持股診斷
5/3~6/21
每週二19:00~20: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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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已上過存股法或法人操盤的學員報名。
※課程採Google meet 線上教學。

1900

成⻑型存股法
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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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劉孟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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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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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05月03日~111年07月01日

歡迎掃描查詢和報名課程

5/5~6/9
每週四19:00~21:00，
共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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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槓人生財務先修班
5/16~6/27
每週⼀19:00~21:00，
共七週

你的斜槓人⽣開始了嗎？創業當老闆有可能嗎？不管你的答案為何，機會總是
留給準備好的人；這門財稅先修課涵蓋了剛起步時的商業架構選擇、踏入營運
時的財稅日常作業、以及進化版的績效管理；這些專業大小事，看似很難，其
實卻都是可以預先規劃；已點燃的創業魂，就要讓他繼續熊熊燃燒！
第⼀堂:商業組織的選擇、公司設立流程簡介。
第二堂:勞動法令-勞保、健保及勞工退休金。
第三堂:企業之共通語言-由會計循環到財務報表。
第四堂:不可不知的稅務-扣繳、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
第五堂:租稅優惠及稅務規劃-投資抵減、房地合⼀稅、遺贈稅。
第六堂:營運績效管理-核決權限之制定、預算編製、資本支出規劃、管理報
表、KPI。
第七堂:公司治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運作。
※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或筆電。

2500
李淑雯

老師

核心流動瑜珈
5/9~6/27
每週⼀12:10~13:10，
共八週

以適度溫和的方式訓練身體肌力，從背部、腹部到骨盆處，結合串連的瑜珈動
作（如：拜日式、平板式等），搭配鼻子吸氣，嘴巴吐氣的固定調息，喚醒深
層肌肉，使身體與心靈運作活絡起來，達到增加肌耐力，以及燃燒脂肪的效
果。《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Summer

詠春拳
詠春拳蘊藏著豐富古老的智慧與文化，透過動態的形式被保存下來，來動動

投
資
理
財

午
間
運
動

詠春拳
5/9~6/27
每週⼀ 12:10~13:10，
共八週

詠春拳蘊藏著豐富古老的智慧與文化，透過動態的形式被保存下來，來動動
吧！藉由習武，開發充滿潛力的新戰鬥領域，同時提昇自我、人際與工作上的
價值，⼀舉數得。《學員請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敖教練
動



UAT全方位體能訓練
5/3~6/21
每週二 12:10~13:10，
共八週

UAT是結合系統性、運動性和趣味爲⼀體的全新運動體驗，可幫助其增強運動
體質，更全面提升運動表現，集有氧、肌力與協調性合⼀，由通過官方考核與
認證的老師執課，帶您感受體適能提升的美好！《學員請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
裝》

1800 Carol

曲線雕塑
5/3~6/28(5/31休)
每週二 12:10~13:10，
共八週

除了延伸與柔軟的訓練外，並大幅增加核心肌群的強度，讓身體線條緊實之餘
更能發揮身體最大能力。課程尾聲有大放鬆可以把身體的疲勞全部交給地板釋
放出去，讓大家在上完課都能全新出發。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群霈
舞蹈

工作室

享瘦墊上核心
5/4~6/22
每週三 12:10~13:10，
共八週

由瑜伽及⽪拉提斯組合成⼀連串的訓練活動，從核心肌群出發，進而達到全身
肌肉的強化，同時也慢慢提升身體的柔軟度與平衡，讓身體更加安定，同時加
強專注力，可以改善姿勢，讓線條變得更優美。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Angel 

伸展瑜珈
5/4~6/22
每週三 12:10~13:10，
共八週

藉由緩和、簡單的瑜珈體式， 改善辦公室族群常見的肩頸僵硬、姿勢不良等
症狀。透過瑜伽的方式，與自我產⽣更多連結，舒展身體的緊繃，進而改善全
身循環，深度感受舒緩平衡與放鬆。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Sasha

Zumba有氧(午)
5/4~6/22
每週三 12:20~13:20，
共八週

以拉丁舞步為基礎，透過簡單的分解動作，以及循序漸進的帶動，每個人都可
以自在地跟隨熱情洋溢的拉丁音樂擺動，展現自信、享受熱舞的快感，同時達
到健身效果。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Ariel
午
間
運 共八週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舞太極-導引藝術(午)
5/5~6/23
每週四12:10~13:10，
共八週

「舞太極-導引藝術」〜是最優美的太極養⽣藝術。
「導引」為「引體」「導氣」，藉引導身體配合呼吸走螺旋運動，肢體動作伸
展如舞。除鬆透身體九大關節與延展筋膜，在舞動中靜心內觀，身體的盈縮、
開闔隨著⼀呼⼀吸如水般緩緩靜靜流動，慢慢地身體的空間打開了，心的空間
也清晰了。《學員請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沈芳如

老師

滾輪瑜珈
5/5~6/30(6/2休)
每週四12:10~13:10，
共八週

滾輪風靡國內外，原因就是利用滾輪的特性幫助自己緊繃的肌肉放鬆或是將沾
黏的筋膜分離。健康的筋膜可以靠伸展達到效果但受過傷的結疤組織或⻑期發
炎的肌肉都會造成筋膜沾黏而無法正常伸展導致患部的不適或更嚴重的後果，
利用瑜伽滾輪的滾動配合角度將患部疏通，增加循環有利細胞修復，讓身體自
療能力發揮。動作簡單，不限年齡，讓你輕鬆上手享受美麗健康。
《需自備瑜珈墊、瑜珈滾輪1支，老師可代購滾輪，請於報名時告知》

1800

群霈
舞蹈

工作室

養生瑜珈
5/6~7/1(6/3休)
每週五12:10~13:10，
共八週

藉由這套基於體位法而⽣的能量Yoga課程，帶大家整套學習達到更深層感受
自我身心的方式，進而調整身體各器官的功能，恢復身體自然的循環。
《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顆、伸展帶1條、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月米
老師

高強度體能燃脂強肌
5/6~7/1(6/3休)
每週五12:10~13:10，
共八週

儘管再忙再累，也不能放任體態橫向發展！想要練出完美體態，從現在開始認
真做。高強度的體能訓練，鍛鍊核心肌力，強化心肺能力，讓您的身體平衡穩
定，提升代謝功能，燃燒脂肪，體態雕塑讓身體更健康，提升免疫力。
《請自備瑜珈墊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章魚
老師

晚
間
運

美體雕塑
5/9~6/27
每週⼀ 17:40~18:40

存肌本……雕塑線條的同時，也保留我們健康的資本。
訓練核心肌群，再帶到全身的運動方式，因此能夠雕塑平坦小腹，打造美背翹
臀，緊實雙腿和手臂的曲線，讓妳不僅瘦，還有超美的線條。

2000

群霈
舞蹈

運
動

運
動

每週⼀ 17:40~18:40
共八週

臀，緊實雙腿和手臂的曲線，讓妳不僅瘦，還有超美的線條。
《需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舞蹈
工作室



皮拉提斯
5/9~6/27
每週⼀ 18:00~19:00，
共八週

⽪拉提斯是⼀種全身的鍛鍊運動，透過控制、核心、呼吸、專注、精確、流暢
等6大原則設計動作，著重於鍛鍊核心肌群，可達到雕塑身體線條、訓練平衡
感、增加柔韌性等效果。《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Sumensa

健康瑜伽
5/9~6/27
每週⼀18:50~19:50，
共八週

含腹式呼吸，冥想體位法，兼具美容祛病、雕塑體態、伸展拉筋、加強心肺功
能，達到減重塑身及恢復苗條健康的功效並忘卻工作壓力、煩惱，達到全然的
放鬆。《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月米
老師

基礎瑜珈
5/9~6/27
每週⼀19:30~20:30，
共八週

無論你是初學者、身體僵硬、或腰背肩頸酸痛的人,歡迎你從基礎瑜珈開始練
習。簡單的瑜珈動作, 正確的體位法練習, 找到身體的正位,改善不良姿勢,循序
漸進的伸展筋骨。另外,透過呼吸及意念導引 ,以正確安全方式, 深入淺出的練
習,感受全身肌肉筋骨由內而外的舒暢 ,有效舒緩頸部痠痛、肩頸緊張 、腰酸背
痛等困擾。《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Amy

墊上核心訓練
5/9~6/27
每週⼀20:10~21:10，
共八週

墊上核心訓練結合瑜珈，⽪拉提斯的調節運動，可提高全身肌肉的強化，柔軟
度與平衡，將重點置於身體軀幹，以培養身體核心肌群安定的力量，透過組合
流暢的活動身體，對於改善姿勢，呼吸，調整體線有幫助，增進健康，且可以
依照參與者不同的體能狀態進行調整。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Angel

舒緩瑜珈提斯
5/3~6/21
每週二17:20~18:20，
共八週

上班族久坐，難免腰酸背痛，加上運動過少，健康情況更是每況愈下，久而久
之，脊柱壓力過大，怎麼坐著站著也不舒服。
這是⼀個以接觸瑜珈體位，深度延展及放鬆身體，並結合⽪拉提斯強化核心和
手臂。針對上班族久坐而衍⽣的身體小病小痛去舒緩。適合任何程度。

2000

晚 共八週
手臂。針對上班族久坐而衍⽣的身體小病小痛去舒緩。適合任何程度。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個、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流動瑜珈
5/3~6/21
每週二 18:30~19:30，
共八週

流動瑜伽是⼀堂非基礎的瑜伽課程，⾸先要理解每個動作的基礎，順暢的跟隨
呼吸，讓呼吸與體位法節奏⼀致，透過流暢連貫的動作找到自己內在能量的節
奏，感受能量自然在體內流動，可強化心肺功能、提升覺知，在挑戰身體和心
智的同時，幫助心靈全面釋放，課程體位法轉換動作的速度會比⼀般瑜珈課程
快，適合理解瑜伽體位名稱和有基礎的朋友。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個、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Zumba
5/3~6/21
每週二18:10~19:10，
共八週

以拉丁舞步為基礎，透過簡單的分解動作，以及循序漸進的帶動，每個人都可
以自在地跟隨熱情洋溢的拉丁音樂擺動，展現自信、享受熱舞的快感，同時達
到健身效果。《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2000 Ariel

燃脂拳擊
5/3~6/21
每週二19:40~20:40，
共八週

拳擊有氧是全身性的訓練，可鍛練爆發力、心肺、增強肌耐力，也可快速燃脂
，跟著老師把你全身的能量釋放出來，喚醒你沉睡的肌肉與平日累積的壓力，
讓你舒壓之餘還能擁有好身材。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2000 Summer

MV熱舞
5/3~6/21
每週二19:40~20:40，
共八週

透過韓國及美式歌曲來學習歌曲內的MV舞蹈動作, 以獨有的教學方式讓你輕
鬆沒壓力的學會MV舞蹈, 秀出個人舞蹈魅力, 還能達到有氧運動的訓練喔~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舞動有氧
5/11~6/29

以有氧基礎步伐，跟著音樂節奏，加上簡單的動作提高心肺呼吸，近而強化體
適能，課程中簡單的全身性肌力訓練，在有氧和無氧運動交替中，讓身型雕塑

煒晴
老師

晚
間
運
動

庭瑜
老師

5/11~6/29
每週三 17:50~18:50，
共八週

適能，課程中簡單的全身性肌力訓練，在有氧和無氧運動交替中，讓身型雕塑
更快速!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iPARTY
5/4~6/22
每週三 18:20~19:20，
共八週

從「我」開始，把歡樂從中心擴散到團體，讓所有來參與iPARTY運動的人，
都能感受到派對氣氛，課程將流行音樂結合基礎有氧步型，使每個人都能輕鬆
記住動作結合多種舞蹈元素及律動，這是⼀門人人都適合的課程，"愛"PARTY
，讓運動就像開派對ㄧ樣輕鬆有趣好玩！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Yana

Zumba有氧(晚)
5/4~6/22
每週三19:00~20:00，
共八週

以拉丁舞步為基礎，透過簡單的分解動作，以及循序漸進的帶動，每個人都可
以自在地跟隨熱情洋溢的拉丁音樂擺動，展現自信、享受熱舞的快感，同時達
到健身效果。《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2000 Ariel

肚皮舞
5/4~6/29(6/22休)
每週三19:30~20:30，
共八週

神秘的舞蹈，肢體豐富的感情流露，從肚子、肩膀、臀部、大腿的抖動，上半
身與下半身的肌群分解舞動，訓練肚子的靈活度，收放自如，大腿變得更緊實
，讓身形變得更加優美，線條更明顯，隨著音樂的擺動，在在散發著無法擋的
魅力，讓你擁有自信與美麗。
《請穿合身、有彈性的服裝，也可穿肚⽪舞練習服》

2000
小蓮
老師

綜合瑜珈提斯
5/4~6/22
每週三 20:10~21:10，
共八週

介紹瑜伽基本觀念：腹式呼吸法瑜伽體位及平衡跟核心訓練，墊上伸展增加身
體柔軟度，促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
《請自備瑜珈墊，老師會提供瑜珈球、瑜珈磚或瑜伽繩當輔具》

2000 Amy

肌力核心球
5/5~6/23
每週四17:40~18:40，

小型抗力球為常見的運動輔助器材，正確的運用可增加運動的有效性。
動作融入瑜珈、⽪拉提斯、體適能運動科學概念，律動四肢、伸展脊椎，完成
連串性、漸進性的組合動作，達到訓練腹、背部核心肌群及增加全身性肌肉的
強化、柔軟度，進而提升安定脊椎、平衡軀幹之力量。非常適合想要雕塑曲

2000
佳韻
老師晚 每週四17:40~18:40，

共八週
強化、柔軟度，進而提升安定脊椎、平衡軀幹之力量。非常適合想要雕塑曲
線、端正體態、改善身體機能及釋放壓力的您 ！
《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球、瑜珈磚或瑜伽繩》

2000
老師

腹肌核心養成
5/5~6/23
每週四17:45~18:45，
共八週

除了延伸與柔軟的訓練外，以高強度間歇運動大幅增加上下腹及側腹部的核心
肌群強度，讓身體腹部線條緊實之餘更能發揮身體最大能力。課程尾聲有大放
鬆可以把身體的疲勞全部交給地板釋放出去，讓大家在上完課都能擁有線條及
滿滿元氣。《學員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小V
老師

舞太極-導引藝術(晚)
5/5~6/23
每週四19:00~20:00，
共八週

「舞太極-導引藝術」〜是最優美的太極養⽣藝術。
「導引」為「引體」「導氣」，藉引導身體配合呼吸走螺旋運動，肢體動作伸
展如舞。除鬆透身體九大關節與延展筋膜，在舞動中靜心內觀，身體的盈縮、
開闔隨著⼀呼⼀吸如水般緩緩靜靜流動，慢慢地身體的空間打開了，心的空間
也清晰了。《學員請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沈芳如

老師

哈達瑜珈
5/5~6/23
每週四 19:00~20:00，
共八週

以哈達瑜珈為基礎，帶動身體完整的伸展，姿勢延展可消除肌肉的僵硬和緊張
感，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參與，特別是工作⻑時間久坐的上班族，可有效排解壓
力及舒緩全身的緊繃。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Amy

高強度體能燃脂強肌
5/5~6/23
每週四 20:10~21:10，
共八週

儘管再忙再累，也不能放任體態橫向發展！想要練出完美體態，從現在開始認
真做。高強度的體能訓練，鍛鍊核心肌力，強化心肺能力，讓您的身體平衡穩
定，提升代謝功能，燃燒脂肪，體態雕塑讓身體更健康，提升免疫力。
《請自備瑜珈墊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章魚
老師

窈窕曲線-瑜珈輪
5/5~6/23

瑜珈輪可提高身體柔軟度，核心力量的訓練，身體平衡練習，深層肌肉筋膜按
摩，改善背部、骨盆或肩膀僵硬，預防駝背達到維持好體態，瑜珈輪的使用多

2000 Angel

晚
間
運
動

5/5~6/23
每週四 20:10~21:10，
共八週

摩，改善背部、骨盆或肩膀僵硬，預防駝背達到維持好體態，瑜珈輪的使用多
元有趣，可達到各式瑜珈體式，雕塑體態。適合任何程度。
《請自備瑜珈墊、瑜珈輪、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Angel



英語Easy Say
5/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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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發音班
5/3~6/21
每週二19:00~21: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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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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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台籍

溫老師

德文發音班
5/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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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從字⺟和發音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800
台籍

郭老師

日文50音
5/4~6/22
每週三19:00~21:00，
共八週

2500
台籍

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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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日文50音
5/5~6/23
每週四19:00~21:00，
共八週

2500
台籍

高老師

日文進階周二班
5/3~6/21
每週二19:00~21:00，
共八週

針對已有日文基礎的學員設計之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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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日本語進階⼀」，學員需自備課本。
※適合:  已學過大約1年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課程採Google meet 線上教學。

2500
台籍

黃老師

日文進階周⼀班
5/9~6/27
每週⼀ 19:00~21: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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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日文課或已上過「大家的日本語初級二」學員。

2500
台籍

馮老師

日文周三班
5/4~6/22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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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日本語進階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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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2800
日籍
山川
老師

日文中級周四班
5/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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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周四班使用教材「前進中級 改訂版」，老師可代購(⼀本342元)，請於 2800

日籍
佐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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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言
學
習

5/5~6/23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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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2800 佐藤
老師



韓語發音班
5/9~6/27
每週⼀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韓語進階周四班
5/5~6/23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韓語周三班
5/4~6/22
每週三 19:00~21: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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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周⼀班使用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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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音班適合 : 想從字⺟和發音開始的學員。

韓語進階周四班使用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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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6個月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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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4個月的學員。

韓籍
高老師

語
言
學
習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鉛筆素描周⼀班
5/9~6/27
每週⼀ 19:00~21:00，
共八週

2500

鉛筆素描周二班
5/3~6/21
每週二 19:00~21:00，
共八週

2500

※ 韓語周三班適合 : 已學過大約3年4個月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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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鳥"為主題，共有2~4幅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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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純向
老師

藝
術
創
作



印象歐洲輕水彩
5/10~6/28 (6/7休)
每週二 19:00~21:00，
共七週

由幾何圖形引導畫面構成，從顏色的感知，進而讓畫面呈現多元的風貌與溫
度！從觀察到下筆，體驗到繪畫的樂趣，用畫筆紀錄最有趣的日常！課程包含
3幅作品。
第⼀堂~第二堂 : 基本水彩技法練習，歐式紅門線稿繪製、上色，漸層上色技
法，飛白技法運用。
第三堂~第四堂:岩壁小窗線稿繪製、著色，光源想像概念解說，不透明色系的
運用。
第五堂~第六堂:歐式鄉村木屋街景線稿繪製、透視與消失點概念解說，天空背
景渲染技法運用，重疊物件的色階融合技法。
第七堂:建築與植物的色階平衡、相近色系的處理技法。
※ 學員需自備: 自動鉛筆、2B筆芯、橡⽪擦、抹布、水盒(2~3分隔)，噴水
瓶。
※ 上課用品⼀套1600元(內含:日本櫻花透明水彩24色（固體水彩）、水彩筆
圓頭4、12號（動物毛)、紅圭筆細筆、防水代針筆暖灰色0.1及0.5、白色牛奶
筆、水彩本F2中粗紋230g,日本NITTO紙膠帶1.5cm寬) ，請於第⼀堂課時繳
交給老師。
※舊⽣請自備暖灰色代針筆0.1及0.5各1隻，需老師代購請提前預訂。

2500

左手藝

清新柔感輕水彩
5/4~6/29 (6/8休)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由幾何圖形引導畫面構成，從顏色的感知，近而讓畫面呈現多元的風貌與溫度
，從觀察到下筆，體驗到繪畫的樂趣，用畫筆紀錄最有趣的日常！無學習經驗
皆可參與，每⼀次都在進步中成⻑，課程包含4幅作品。
第⼀堂 : 繪具的介紹與色彩的構成、色卡製作、基本水彩技法練習
第二堂 : 文青手札-食物篇代針筆線稿繪製及上色
第三堂 : 胖胖雀與棉花花環代針筆線稿繪製
第四堂：渲染與漸層的表現技法。
第五堂 : 森林裡的小胖卡代針筆線稿繪製。
第六堂 : 上色-寒色系的搭配與聯想。
第七堂 : 日本街景-基本透視代針筆線稿繪製
第八堂 : 上色-綜合技法。作品分享與討論。
※ 學員需自備: 自動鉛筆、2B筆芯、橡⽪擦、抹布、水盒(2~3分隔)，噴水
瓶。
※ 上課用品⼀套1600元(內含:日本櫻花透明水彩24色（固體水彩）、水彩筆
圓頭4、12號（動物毛)、紅圭筆細筆、防水代針筆暖灰色0.1及0.5、白色牛奶
筆、水彩本F2中粗紋230g,日本NITTO紙膠帶1.5cm寬) ，請於第⼀堂課時繳
交給老師。

2800

左手
右手
工房

王老師

藝
術
創
作



輕鬆畫油畫
5/4~6/22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老師將依學員的學習進度給予不同的畫作，利用獨門快速技法，用最少顏色將
繪畫分解成幾個簡單步驟來完成⼀幅油畫，不要懷疑!不需任何繪畫基礎，你
也可以在短短二個月打穩油畫基礎，成為畫家喔!
※ 課程包含⼀幅油畫作品。
※ 適合15歲以上年齡之學員報名。
※ 課程由老師提供AP認證安全油畫顏料，僅供課堂中使用。
※ 材料費2200元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含顏料、畫具、畫布)。
※ 學員需自備 : 抹布、衛⽣紙、圍裙、畫袋或畫夾(可帶可不帶)。

2500 翁老師

藝

靜心禪繞畫
5/5~6/9
每週四 19:00~20:30，
共六週

來自美國的禪繞畫，只需要⼀張好紙以及⼀支好筆，不需要美術背景，皆能在
任何時間和地點進行創作。 透過禪繞畫的創作過程，達到心靈平靜的狀態，
進而緩解情緒、抒解壓力，並成為終⽣興趣。
第⼀堂~第二堂:介紹禪繞畫，格線與形狀圖樣練習。
第三堂~第四堂:花草與藤蔓，暗線與邊框圖樣練習。
第五堂~第六堂:圖樣變化與發想
※ 材料費$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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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飛尼
老師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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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鉛筆
輕鬆學畫藝術史
5/5~6/23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透過藝術史故事的簡述，讓學員了解前八個古典時期藝術風格的發展，透過色
鉛筆的⼀筆⼀畫，帶入每⼀個時期藝術家所追求的技法及理念。老師詳解每個
繪畫技法及步驟，⼀旦對故事及基本筆法有所理解，任何對繪畫有興趣，零基
礎者皆可上手，繪畫過程也將⽣動有趣，甚至印象深刻!
第⼀堂 : 古代藝術- 溫柔的埃及神貓。
第二堂 : 古希臘藝術- 勇敢的Q版希臘女神。
第三堂 : 中世紀藝術- 美麗的彩繪玻璃。
第四堂：文藝復興時期- 向達文⻄的Q版致敬。
第五堂 : 矯飾主義- 戲劇性的美男肖像。
第六堂 :  法蘭德斯畫派- 唯美清透的古典花卉。
第七堂 :巴洛克時期- 高貴的德蕾莎小公主。
第八堂 : 洛可可時期- 精緻的東方裝飾。
※ 材料費$750元(內含上課用具及講義)， 請於第⼀堂上課時繳交給老師。 2800

柔瑩
老師

藝

史賓賽標誌字體班
5/11~6/29
每週三19:00~21:00，
共八週

從標準的史賓賽字體逐漸衍⽣出了很多種的字體， 例如: 商業草書、簡寫、標
誌體 女書和 OP等等，其中最醒目適合用來作為表頭或標題的就是"標誌體"。
昆明老師這次精挑細選 要把這種字體介紹給大家 千萬別錯過這難得的機會。
※ 學員請自備直桿沾水筆+G尖。

2500
昆明
老師

生活手作花藝
5/4~6/8
每週三19:00~21:00，
共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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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堂~第二堂:基本圓型桌花、自然風手綁花束（可乾燥版）。
第三堂~第四堂:永⽣乾燥花禮盒、日式風格桌花。
第五堂~第六堂:永⽣花球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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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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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麗麗
5/9~6/27
每週⼀19:00~20:30，
共八週

總是覺得自己節奏感不好、耳朵不敏銳嗎？適合初學者的成人課程來了！由大
餅老師帶領，從基礎律動開始，改善你的音樂體質吧～系統化條理分明的解說
，搭配課堂即時錄影，方便課後隨時複習！每週作業與隨堂測驗，找出你的困
難並協助突破。只要有心，自彈自唱非難事！
※學員須自備烏克麗麗，老師可代購請於第⼀堂課向老師登記。

2500
大餅
老師

吉他入門班
5/3~6/21
每週二19:00~20:3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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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范老師

精油手作保養品
5/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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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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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堂:精油歷史、產地介紹，說明操作精油手作保養品。
幣二堂:精油萃取方式、辨別純正精油，說明操作精油手作保養品。
第三堂:精油調配原則與稀釋比例、安全使用方式，說明操作精油手作保養
品。
第四堂:精油對人體器官的作用，說明操作精油手作保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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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剛剛好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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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洞悉卡
5/5~6/23
每週四19:00~21:00，
共八週

精油洞悉卡運用芳香動力學感受精油帶來的身心靈不同的能量，最後以色彩、
符號、圖像方式展現出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直覺式芳療，能幫助我們更直接
的察覺，更細緻的解析各層面的狀況，深入察覺自己自己和也能幫助他人跨越
當下的困境。卡牌透過42張精油洞悉卡牌各自代表不同的能量意義。
第⼀堂~第二堂:認識牌卡花朵類。
第三堂~第四堂:認識牌卡果實類。
第五堂~第六堂:認識牌卡木質類。
第七堂~第八堂:認識牌卡葉片類。
※ 學員需自備精油洞悉卡⼀副，老師可代購買⼀套$1500元。
※ 課程會依實際進度做調整。

2800

八字易基礎班
5/9~6/27
每週⼀ 19:00~21:00，
共八週

傳統五術大多原始於《易經》，但鮮少與現代結合，將易經的精隨應用到八字
命理學當中，不僅簡單快速⼜準確，了解八字命盤，學習和自己的命盤相處。
第⼀堂~第二堂 : 八字基礎知識及結構說明。
第三堂~第四堂 : 天干的相⽣相剋、地支的會合刑冲。
第五堂 ~第六堂: 藏干的來源意涵、十神的基本性質。
第七堂~第八堂 : 找到大運的高低點、八字的黃金組合。
※ 老師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2800

八字易進階班
5/5~6/23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傳統五術大多原始於《易經》，但鮮少與現代結合，將易經的精隨應用到八字
命理學當中，不僅簡單快速⼜準確，了解八字命盤，學習和自己的命盤相處。
第⼀堂~第二堂 : 八字強弱分析，甲子、甲戌、甲申旬日柱直斷。
第三堂~第四堂 : 甲午、甲辰、甲寅旬日柱直斷，八字用神論命。
第五堂 ~第六堂:八字神煞論命，十神格局論命。
第七堂~第八堂 : 八字人際關係及行業致富。
※ 老師提供講義。※適合:有八字基礎的學員。

2800

剛剛好
日子

手作坊

陸老師

品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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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提供講義。※適合:有八字基礎的學員。



《早鳥優惠:4/22(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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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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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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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