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久大學聯盟_推廣教育委員會 

委員校秋季課程徵集表（201901 期） 

開課學校/單位：中原大學推廣教育處 

聯絡人姓名：陳韻心 

聯絡人電話：03-2651310 

聯絡人 E-Mail：anny@cy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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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工地主

任 220 小時職

能訓練課程講

習(108 年第 2

梯次) 

課程 108.9.9 108.12.28 220 共__60_人 

 

□免費 

▉定價 34,500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報名費 200 元、考試費

100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缺課時數不得超過 18 小時；曠課

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2 營造業工地主

任四年回訓課

程講習(108 年

第 4 梯次) 

課程 108.10.14 108.11.2 32 共__60_人 

 

□免費 

▉定價 5,5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報名費 500 元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須全程出席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3 公共工程品質

管理訓練班

KE10804 期土

建班 

課程 108.10.26 108.12.28 84 共__40_人 □免費 

▉定價 16,0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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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課總時數不得超過十小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http://oce.cycu.edu.t

w/ 

http://oce.cycu.edu.tw/
http://oce.cycu.edu.tw/
http://oce.cycu.edu.tw/
http://oce.cycu.edu.tw/
http://oce.cycu.edu.tw/
http://oce.cycu.edu.t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公共工程品質

管理回訓班

KR10805 期-

電氣施工 

課程 108.9.7 108.10.6 36 共__40_人 □免費 

▉定價 8,0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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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課總時數不可超過 6 小時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5 108 年度採購

專業人員訓練

班-基礎班第

5 期(宜蘭-混

合班) 

課程 108.8.31 108.11.9 70 共_80_人 □免費 

▉定價 7,4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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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缺課時數不得逾全部課程十分之

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6 DS 嬰幼兒動

能知覺瑜珈與

知覺動作遊戲

證照班 

課程 108.10.31 108.11.28 8 共__12_人 □免費 

▉定價 3,5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 1000 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2/3 時數 

          ▉其它 

須全程出席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7 CBM 嬰幼兒按

摩檢定證照班 
課程 108.9.19 108.10.17 8 共__12_人 □免費 

▉定價 3,5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 1000 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2/3 時數 

          ▉其它 

須全程出席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http://oce.cycu.edu.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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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BSS 嬰幼兒音

樂手語檢定班 
課程 108.9.17 108.10.15 8 

 

共__12_人 □免費 

▉定價 3,5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 1000 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2/3 時數 

          ▉其它 

須全程出席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9 英國City & 

Guilds 行銷管理

師(銷售) 國際

資格輔導認證課

程 

課程 108.9.21 108.10.19 18 共__30_人 □免費 

▉定價 7,3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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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10 英國City & 

Guilds 

顧客關係管理師

(顧客服務)與衝

突國際專業人才

證照輔導課程 

課程 108.10.26 108.11.9 18 共__30 _人 □免費 

▉定價 7,3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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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11 金融數位力知

識檢定證照班 

課程 108.9.26 108.10.24 12 共__30 _人 □免費 

▉定價 3,4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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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12 CCNA 

思科網路工程
課程 108.10.20 108.12.8 60 共__30 _人 □免費 研習證明：▉有   □無 http://oce.cycu.e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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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證照輔導班  ▉定價 19,9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規定：□1/2 時數  ▉2/3 時數 

          □其它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 

13 資訊安全工程

師證照輔導班 

 

課程 108.9.24 108.12.3 60 共__30 _人 □免費 

▉定價 19,9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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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14 Java 程式設計

證照輔導班 
課程 108.10.15 108.11.28 42 共__30 _人 □免費 

▉定價 9,9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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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15 托育人員專業

訓練第 10807

班(假日班) 

課程 108.9.7 108.11.17 127 共_46_人 □免費 

▉定價 8,000 元 

□優惠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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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時數 

          ▉其它 

(1)每學分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 

(2)總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3)術科實習課程出席率百分之百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oce.cycu.edu.t

w/ 

16 托育人員專業

訓練第 10808
課程 108.10.12 108.12.14 127 共_46_人 □免費 研習證明：▉有   □無 http://oce.cycu.e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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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假日班) ▉定價 8,000 元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規定：□1/2 時數  □2/3 時數 

          ▉其它 

(1)每學分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 

(2)總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3)術科實習課程出席率百分之百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 

       

http://oce.cy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