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久大學聯盟_推廣教育委員會 

202003 期_終身學習公開班課程徵集表 
開課學校/單位：文大推廣部/終身學習中心 

聯絡人姓名：陳姸穎 

聯絡人電話：02-27005858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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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市場

-投資規劃及

操盤訓練班   

財金 2020/07/31 2020/09/25 24 共__16_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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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id=0TAJA9081 

2 股市散戶新手

不敗 10 堂課 

財金 2020/08/31 2020/10/05 30 共__20_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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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id=0T35A9090 

3 咖啡達人─手

沖技巧與基礎

知識 

實作課 2020/10/16 2020/11/13 12.5 共 2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3,780 元/人 

■材料費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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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若因私人原因請假，

缺課不補，且無法退回材料費。  

https://m.sce.pccu.ed

u.tw/class_detail?id=X

K29A9100 

4 故事行銷工作

坊 

公開班 2020/08/11 2020/08/18 9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優惠價 5,600 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px?id=0MD8A9080 

5 『三立藝能學

院』藝人培訓

計畫 

合作案

公開班 

2020/12/19 2021/1/17 44 共___1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2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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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id=2PY6A9120 

6 【子玄老師的

神祕學】奧修

禪卡 初階 

 

靜態 

心靈成

長課程 

 

2020/09/01 

 

 

2020/10/20 

 

24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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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牌卡請自備_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id=UUA5A9090 

7 【子玄老師的

神祕學】托特

塔羅 初階 

靜態 

心靈成

長課程 

 

2020/09/02 

 

2020/10/21 24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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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牌卡請自備_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id=UUG2A9090 

8 敲醒音樂創作

力的 6 堂樂理

課 

音樂 2020/07/29 2020/09/02 18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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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cataid=1701&id=1

X90A9060 



9 機能式聲音訓

練：聲音開

發、調整與修

復 

音樂 2020/08/01 2020/09/12 12 共__1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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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時數不

超過全期課程五分之一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cataid=1701&id=1

X94A9080 

10 長春‐色鉛筆

彩畫班 

樂齡 

學習 

2020/09/17 2020/11/26 20 共__10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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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無 

https://www.sce.pccu.

edu.tw/class_detail.as

px?cataid=1105&id=0

AQ0A9090 

【備註】本表欄位與說明僅供參考。各校可依需求微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