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久大學聯盟_推廣教育委員會 

202101 期_終身學習公開班課程徵集表 
開課學校/單位：文大推廣部 

聯絡人姓名：陳姸穎 

聯絡人電話：02-27005858 分機 8606 

聯絡人 E-Mail：yychen@sce.pccu.edu.tw 

序號 課程名稱 型態 開課時間 結業時間 時數 招生名額 費用說明 特殊說明 課程連結 

1 『三立藝能學

院』藝人培訓

計畫 

合作案

公開班 

2021/7/3 2021/8/2

2 

44 共___1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26600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

edu.tw/search_list.asp

x?key=三立 

2 媒體公關與活

動執行 

公開班 2021/03/22 2021/03/24 6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_2400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4/5 時數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id=0MBHB0030 

 

3 網路行銷實戰

培訓班 

 2021/04/1

7 

2021/04/2

5 

30 共___2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_18,240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不得缺席總時數 1/5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aspx?c

ataid=0407&id=0M52B

0040 

 

4 國貿業務丙級

技術士證照研

習班 

一般 

課程 

2021/3/13 2021/4/24 24 共 20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612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aspx?i

d=2T03B0030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會計全修班-

從入門到實務 

一般 

課程 

2021/2/23 2021/4/1 36 共 10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7140 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aspx?i

d=0T06B0020 

6 【子玄老師的

神祕學】古典

占星學 初階 

 

每周一

次，共

八周 

2021/03/02 

 

2021/04/20 24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6600 元 

■優惠 8 折，5280 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 4/5 時數  □1/3 時

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aspx?i

d=UU18B0030 

 

7 【子玄老師的

神祕學】塔羅

初階 

每周一

次，共

八周 

2021/03/03 

 

2021/04/21 24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6000 元 

■優惠 8 折，4800 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 4/5 時數  □1/3 時

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aspx?i

d=UU57B0030 

 

8 CSE 客艙服務

管理師證照班 

證照輔

導班 

2021-03-07 2021-03-20 24 共_12_人 

 

□免費 

□定價 9600 

□優惠價 7600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s://m.sce.pccu.edu.t

w/class_detail?id=0QD3

B0030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長春-貝果禪

茶班 

 2021/03/0

3 

2021/04/2

1 

16 共___2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8 折優惠價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aspx?c

ataid=1105&id=0AN0B

0020 

 

10 葡萄酒品飲 

入門 

實作 2021/03/11 2021/03/25 7.5 共__5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_2,550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酒材費 1500 元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m.sce.pccu.edu.t

w/class_detail?id=XK15

B0030 

 

11 西餐創業班-

義大利料理 

示範 2021/04/13 2021/05/04 14 共__3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_6,400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食材費 1500 元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m.sce.pccu.edu.t

w/class_detail?id=XK43

B0030 

 

【備註】本表欄位與說明僅供參考。各校可依需求微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