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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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 產學暨推廣處(桃園校區) 

聯絡人姓名： 王素珠 

聯絡人電話： 03-3593856 

聯絡人 E-Mail：czwang@mail.m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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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茶道 

初體驗 

(週四晚間) 

課程 108.10.03 108.12.05 16 共__1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150 元/人 

定價 35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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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2 日本茶道入門&

初級 1 班 

(週六下午) 

課程 108.10.05 108.12.07 16 共__1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150 元/人 

定價 35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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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3 手機攝影 APP 

(週二晚間) 
課程 108.10.01 108.12.10 25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150 元/人 

定價 3500 元打九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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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4 水彩藝術 

(週三下午) 
課程 108.09.25 108.12.18 30 共__15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6750 元/人 

定價 75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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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5 科學陽宅學 
(週一晚間) 

課程 108.10.07 108.12.02 16 共__15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2250 元/人 

定價 25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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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6 紫微斗數 
(週四晚間) 

課程 108.09.19 108.12.19 24 共__15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600 元/人 

定價 40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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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7 職場實用英語
(週四晚間) 

課程 108.09.19 108.12.19 24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4050 元/人 

定價 45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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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8 基礎日文(二) 

(週二晚間) 
課程 108.09.24 108.12.17 24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240 元/人 

定價 36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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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9 基礎日文(一) 

(週三晚間) 
課程 108.09.25 108.12.18 24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240 元/人 

定價 36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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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0 二級美甲證照

(週五晚間) 

課程 108.09.27 108.12.06 20 共__1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5400 元/人 

定價 60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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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1 韓語初級會話 

(週五晚間) 

課程 108.09.27 108.12.20 24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600 元/人 

定價 40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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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2 基初韓語必要

的生活會話 

(週二晚間) 

課程 108.09.24 108.12.17 24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600 元/人 

定價 40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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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3 快樂學越南語-

入門篇 

(週一晚間) 

課程 108.10.01 108.11.26 16 共__20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2250 元/人 

定價 25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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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4 傳統影像實作 

(週三晚間) 

課程 108.10.02 108.12.11 25 共__15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3600 元/人 

定價 40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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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5 無人機的 

空拍世界 

(週六白天) 

課程 108.10.19 108.11.23 30 共__15_人 

 

□免費 

▉二人優惠 5400 元/人 

定價 6000 元打九折 

□材料費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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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extension1.mcu.edu.t

w/zh-hant/news-medium-

image?page=1 

16 勞動部產業人

才投資計畫-觀

光日語會話進

階班 

課程 108.09.06 108.12.27 45 共_23_人 

 

□免費 

■優惠_1412__元/人 

定價 7060 元，勞動部補

助全額或 80%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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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https://reurl.cc/b09bo 

17 銘傳大學 108

學年第 1 學期

碩士在職學分

班 

課程 108.09.09 109.01.11 36 以

上 

不限 

 

□免費 

□定價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1 學分 5800 元，另收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__2/3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reurl.cc/mEDb9 



雜費 3000 元/1 人_____ _ 

18 緬甸語輕鬆入

門基礎班 

課程 108.09.24 108.12.03 20 不限 

 

□免費 

■定價 4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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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2/3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