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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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聯絡人姓名：陳思婷 

聯絡人電話：04-26329840#19111 

聯絡人 E-Mail：chochang60423@p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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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客日語 課程 108.9.30 108.12.23 24 共__3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4200__元/人 

定價 4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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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96 

2 快樂學日文 

初級 III 

課程 108.10.1 108.12.17 36 共__3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4590__元/人 

定價 5400 元打八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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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95 

3 輕鬆學韓文 

基礎班 

課程 108.9.24 108.12.17 36 共__5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4800_元/人 

定價 57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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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

du.tw/admiss/news.ph

p?Sn=993 



4 快樂學日文 

初級 II 

課程 108.10.2 108.12.18 36 共__3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4590__元/人 

定價 5400 元打八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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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95 

5 輕鬆學韓文 

旅行韓語 

課程 108.9.25 108.12.18 36 共__5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4800__元/人 

定價 5760 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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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93 

6 快樂學日文 

初級 I 

課程 108.10.3 108.12.5 36 共__3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4590__元/人 

定價 5400 元打八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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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95 

7 幼兒美語 

(精緻班) 

課程 108.10.1 108.12.24 12 共__15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__1530_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五折 

▉優惠___1350_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材料費_____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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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

du.tw/admiss/news.ph

p?Sn=1000 



□其他費用：(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烘焙食品 

(丙級)輔導班 

蛋糕類 

課程 108.10.19 108.11.23 32 共__24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7220_元/人 

定價 8500 元打八五折 

▉優惠 7650 元/人 

定價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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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1001 

9 瑜珈養身美顏

班 

課程 108.9.23 108.12.16 19.5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2160 元/人 

定價 2700 元打八折 

▉優惠 2020 元/人 

定價 27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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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

du.tw/admiss/news.ph

p?Sn=953 



10 昆達里尼瑜伽 課程 108.9.23 108.12.16 18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2160_元/人 

定價 2700 元打八折 

▉優惠 2020 元/人 

定價 27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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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

du.tw/admiss/news.ph

p?Sn=953 

11 瑜珈提斯雕塑

班-週一 

課程 108.9.23 108.12.16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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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2 瑜珈提斯雕塑

班-週二 

課程 108.9.24 108.12.17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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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3 抗力球皮拉提

斯全適能課程 

課程 108.9.24 108.12.17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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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4 塑身階梯有養 課程 108.9.24 108.12.17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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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5 瑜珈提斯雕塑

班-週三 

課程 108.9.25 108.12.18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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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6 有氧燃脂班 課程 108.9.26 108.12.26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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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7 飛倫有氧課 課程 108.9.26 108.12.26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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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8 爵士有氧舞蹈 課程 108.9.26 109.1.9 13 共__15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1440_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八折 

▉優惠 1350 元/人 

定價 1800 元打七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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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3 



19 書法研習班 課程 108.9.25 108.12.11 18 共__30__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2000_元/人 

定價 2520 元打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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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787 

20 尋找葡萄酒蹤

跡的旅行 

(品酒課) 

課程 108.10.25 108.12.6 18 共__11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 4200_元/人 

定價 50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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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954 

21 美甲光療凝膠

指甲 

課程 108.11.9 108.11.10 12 共__50 人 

 

□免費 

□定價 

▉優惠_3500 元/人 

定價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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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pcd.pu.edu.

tw/admiss/news.php?Sn

=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