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久大學聯盟_推廣教育委員會 

2021 年終身學習冬季公開班課程徵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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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美術師資

培訓班 

課程 2021/12/19 

 

 

202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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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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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Q8B012

0?c=0607 

2 『三立藝能學

院』藝人培訓

計畫 

公開班 2021/12/11 2022/1/9 45 共__2___人 □免費 

■定價 28000 元/人 

■優惠價 2700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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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6B012

0 

3 科技美容皮膚

管理經營培訓

班 

公開班 2021/12/21  18 共___2__人 □免費 

□定價 18000 元 

特價 12800 包含教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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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2PZFB0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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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Facebook 與

Google 數位廣

告投放實戰班 

課程 2021/11/23 2021/12/09 18 共__10___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__8640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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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不得缺席 1/5

課程時數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0MALB01

10?c=0407 

5 直播銷售入門

實戰班 

課程 2021/12/08 2021/12/17  共___10__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__6000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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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不得缺席 1/5

課程時數___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0M28B012

0?c=0407 

6 故事行銷工作

坊 

公開班 2021/10/26 2021/11/2 9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價_550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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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u.tw/courses/0MD8B01

10 

7 閱讀阿卡西紀

錄培訓初階班 

實體 

室內 

課程 

(六日

兩天) 

2021/11/27 2021/11/28 16 共_2_人 □免費 

■定價 13800 

■優惠 8 折=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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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UUV8B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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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療聊心系

列】英國巴哈

花精 --情緒

自我療癒輕鬆

學 

實體 

室內 

課程 

(每周

四晚上

19:00-

22:00) 

2021/10/28 2021/12/2 18 共__2__人 □免費 

■定價 6500 

■優惠 8 折=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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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sce.pccu.ed

u.tw/courses/UUD7B01

01 

9 咖啡達人─義

式咖啡萃取與

拉花 

實作 2021/12/03 2021/12/24 10 共__2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420_元/人(9 折價 3780

元) 

□材料費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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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不能低於 1/3 

公務人員時數：■有    □無 

其他規定：(請說明) 

若因私人原因請假，缺課不補，

且無法退回材料費。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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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lass_detail?id=XK32

B0120 

 

【備註】本表欄位與說明僅供參考。各校可依需求微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