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久大學聯盟_推廣教育委員會 

2023 年春季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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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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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複合媒材

師資培訓班 

工作坊 4/29 5/20 24 共 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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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數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0K29B204

0 

2 長春-數位攝

影研習 

 2023/03/07 2023/05/30 24 共 2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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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0AE0B203

0 

3 高級采耳師雙

證班 

 

公開班 3/13 

10:00-17:00 

3/14 

10:00-17:00 

12 共 3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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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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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BV

B2033 

4 媒體公關與活

動執行 

公開班 2023/04/17 2023/4/19 6 共 2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2,400 元/人 

研習證明：■有   □無 

出席規定：□1/2 時數  □1/3 時數 

          ■其它 須全程參與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0MBHB20

40 

https://www.sce.pccu.edu.tw/courses/0K29B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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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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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 3D 建

模師培訓班 

公開班 2023/04/22 2023/05/20 24 共 2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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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0MW4B20

40 

6 12 小時搞懂

股票買賣 

投資理

財 

3/8 3/29 12 共 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85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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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0TAPB203

0?c=1004 

7 12 小時搞懂

財經資訊解讀 

投資理

財 

3/6 3/27 12 共 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____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85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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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0TARB203

0?c=1004 

8 國際禮儀接待

員乙級考證輔

導班 

公開班 2023-05-20 2023-05-21 12 共 12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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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e.pccu.edu.t

w/class_detail?id=0TD7

B2050 

9 【占星學院】 公開班 2023/03/23 2023/05/11 24 共 3 人 □免費 研習證明：■有   □無 https://www.sce.pcc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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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占星學 

初階班 

 □定價 

■優惠價 5,400 元/人 

□材料費_____元/人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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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tw/courses/UU18B203

4 

10 咖啡達人 

─手沖技巧與

基礎知識 

實作 2023-04-07 

五 

19:00~21:30 

2023-05-05 12.5 共 2 人 

 

□免費 

□定價 5200 元 

■優惠價 4,680 元/人 

■材料費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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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2/3 時數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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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29

B2040 

 

【備註】本表欄位與說明僅供參考。各校可依需求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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