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盛養生瑜珈�(一三五�)� 一三
五

�3�/�6�-�4�/�2�8� 
●�4�/�3、�4�/�5

休
�0�8�:�3�0�-�0�9�:�3�0 �2�2 2294� � � 林素卿� 

�2�2
堂

結合呼吸法與瑜珈術體位法，刺激人體的深層能量，活化細胞、排除體內毒
素，提升人體自癒力，還能減少贅肉達到瘦身效果，讓自己由內而外散發健
康美。※學友自備：瑜珈墊、水及大毛巾，請著輕便服裝。不拘男女。� 

�(新班�)空中瑜珈� 
一 �3�/�6�-�4�/�2�4� 

●�4�/�3 休� 

�1�2�:�1�0�-�1�3�:�1�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 
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
動。上課前 �2�0�-�3�0 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身和拉筋，接下來的 �2�5
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 �5分鐘進行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早上班單堂 �3�6�0 元，晚上班單堂 �4�0�0 元，報名單堂
課程不折扣，報名時須確定上課日期。� 

�(新班�)空中瑜珈晚間班� �1�8�:�3�0�-�1�9�:�3�0 2600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4�/�2�5� 
●�4�/�4 休� 

�0�9�:�0�0�-�1�0�:�0�0

2275
�0�2�:�1�1�-�0�2�:�0�1� 

�0�5�:�4�1�-�0�5�:�3�1� 

�0�0�:�6�1�-�0�0�:�5�1� 

�(新班�)基礎 �T�R�X 訓練� 五

�3�/�1�0�-�3�/�3�1
�0�9�:�0�0�-�1�0�:�0�0

�4� 
1700
�(不折扣�)

鄭人豪� �4 堂
透過 �T�R�X 的基礎課程，讓大家能夠提升核心的能力，同時增加肌力，並在
操作過程當中，了解自身長期沒發現的問題並改善，讓大家都能有足夠的肌
力預防老化、避免骨質流失、遠離痠痛。� 

�0�1�:�1�1�-�0�1�:�0�1� 

�4�/�7�-�4�/�2�8� 
�0�9�:�0�0�-�1�0�:�0�0

�0�1�:�1�1�-�0�1�:�0�1� 

�(新班�)皮拉提斯�+雕塑� 
有氧

四   �3�/�9�-�4�/�2�7� �1�8�:�0�0�-�1�9�:�0�0 �8� 1200 王韻斐� �8 堂 以基本有氧動作為基礎，結合皮拉提斯運動，增加心肺耐力，持續訓練達到
燃脂瘦身的效果※男女不拘，攜帶室內運動鞋、水、毛巾、瑜珈墊或巧拼墊� 

�(新班�)泰拳健身班� 五  �3�/�1�0�-�4�/�2�8 �1�8�:�3�0�-�2�0�:�0�0 �8� 1900 鄭吉棠� �8 堂
推廣泰國拳運動，教授泰國拳的傳統搏擊技術，透過健身泰拳讓你下班後紓
壓、爆汗又健身。穿著運動服裝、攜帶水壺、毛巾。※男女不拘� �(手綁帶，
如需代購一組�$�1�5�0 元�)

�(新班�)皮拉提斯� 一 �3�/�6�-�4�/�2�4� 
●�4�/�3� 

�1�9�:�3�0�-�2�0�:�3�0 �7� 1138 李岱耘� �7 堂

【適合對象：全年齡的男女皆可】� 
皮拉提斯是一門復健科學，一開始是德國醫師創造出來給二戰受傷的士兵恢
復基礎生活的一套科學化的訓練，也常用於訓練芭蕾舞者。以不跳躍、不額
外負重的安排訓練全身的肌力。※學員自備物品�:水、毛巾、瑜珈墊� 

�(新班�)電子琴入門班� 三 �3�/�8�-�4�/�2�6� 
●�4�/�5 休

�0�9�:�3�0�-�1�0�:�3�0 �7� 2188

郭昭宜� 

�7 堂
成人彈琴不是夢，專門為成人設計的電子琴課程，內容由淺入深，簡單易學�!
課程內容：基礎樂理與指法的講解與練習，訓練彈奏能力，感受樂曲的樂趣。
簡譜教學一人一琴不用攜琴方便又輕鬆，限額 �5 名。【書籍費 �5�0�0 元另計】� 

�(新班�)流行鋼琴入門班� 
五  �3�/�1�0�-�4�/�2�8

�1�4�:�0�0�-�1�5�:�0�0 �8� 2500     �8 堂

�(新班�)電子琴入門班� �1�5�:�1�0�-�1�6�:�1�0 �8� 2500     �8 堂

�(新班�)手把手學粉彩畫班� 
�(單堂優惠�$�5�0�0�)� 

二 �3�/�7�-�4�/�2�5� 
●�4�/�4 休� 

�0�9�:�3�0�-�1�1�:�3�0 �1�4
2100
�(不折扣�)

李玉燕� 
張慧芬� 

�7 堂

雙教師精緻班，手把手教學，從拍攝構圖，圖稿分析，起稿比例，彩度明度
及冷暖色的應用，老師親自一一示範教學與指導，帶你繪製出空間感與景
深。藝術源於生活，透過畫筆紀錄下生活美好時刻，沒有繪畫基礎也不用擔
心，粉彩是最親民的媒材，攜帶方便同時又可表現出油畫的厚重感與水彩的
靈動感，不論人物畫或風景畫，應用非常廣泛！� 
※小班教學，限額 �8 名※材料費� �:�5�8�0 元另計�(�6�4 色 �M�U�N�G�Y�O 粉彩棒、�4�k
專用畫紙、單光紙、紙膠帶、上課圖稿�)※兩堂體驗材料費�$�1�3�0 元※學員請
自備�:抹布 �2 條、尼龍水彩膠、�3�0 公分的尺、橡皮擦

�(新班�)色鉛筆與粉彩班� 一 �3�/�6�-�4�/�2�4� 
●�4�/�3 休� 

�1�3�:�3�0�-�1�5�:�3�0 �7� 1750 游淑玲� �7 堂

以鉛筆素描揮灑筆觸，用色鉛筆彩繪心情，以粉彩渲染生命中的炫麗姿采；
從簡而易懂的素描技巧，引導大家發揮粉彩與色鉛筆的繪畫特性，融入個人
的想像力與風格，體驗一筆在手隨處可畫的樂趣。用對正確的入門方法與循
序漸進的技巧練習�~�~就可以完成一幅幅屬於自己的繪畫作品。作品經講解
潤飾�~就可以完成一幅幅屬於自己的作品。本課程入門簡易，無基礎者可
學。學員自備：水性色鉛筆，粉彩、粉彩紙等�(依需要自備�)。彩色圖稿費含
發給各堂講義費 �1�0�0 元另計，第一堂課繳交。

�(新班�)子平八字命理� 
初級� 

二 �3�/�7�-�4�/�2�5� 
●�4�/�4 休� 

�1�8�:�4�0�-�2�0�:�4�0 �1�4 2013 陳順天� �7 堂

命理是一門從古到今不論富貴貧賤，都想要探索的神祕境地，本期八字基礎
研習將從認識五行，天干�.地支及其生客觀係，四柱八字�.大運排法與吉兇，
談吉神兇煞，十二宮神煞等，教您如何知命掌運，趨吉避凶之方法。※第一
堂課程老師會協助訂購課本，課本費用�$�4�0�0 元另計。

�(滿 �6�0 歲以上憑證件可享 �6�5折優惠�)

線 上 課 程 專 區  

� 容內程課數堂� 師教課授� 費學數時� 段時� 期日期星� 稱名程課� 碼代

創 新 課 程 專 區  

� 容內程課數堂� 師教課授� 費學數時� 段時� 期日期星� 稱名程課� 碼代

老 愛 學 習 優 惠 專 區  

� 容內程課數堂� 師教課授� 費學數時� 段時� 期日期星� 稱名程課� 碼代

�(新班�)成人書法班� 
二 �3�/�7�-�4�/�2�5� 

●�4�/�4 休� 

�0�9�:�0�0�-�1�1�:�0�0
�7� 1750 陳世輝� �7 堂

從零開始學寫一手好字，由老師帶領學員們，練字練心，輕鬆體驗書寫的美
感。從基礎筆畫與書寫技巧開始，由老師講如何看懂與欣賞書法的方法。� 
※學員自備物品：毛筆（中楷）、墨汁、硯台、墊布、毛邊紙（�1�2 格）� �0�0�:�6�1�-�0�0�:�4�1二� 

�(新班�)色鉛筆與粉彩班� 一 �3�/�6�-�4�/�2�4� 
●�4�/�3 休� 

�1�3�:�3�0�-�1�5�:�3�0 �7� 1750 游淑玲� �7 堂

以鉛筆素描揮灑筆觸，用色鉛筆彩繪心情，以粉彩渲染生命中的炫麗姿采；
從簡而易懂的素描技巧，引導大家發揮粉彩與色鉛筆的繪畫特性，融入個人
的想像力與風格，體驗一筆在手隨處可畫的樂趣。用對正確的入門方法與循
序漸進的技巧練習�~�~就可以完成一幅幅屬於自己的繪畫作品。作品經講解
潤飾�~就可以完成一幅幅屬於自己的作品。本課程入門簡易，無基礎者可學。� 
※學員自備：水性色鉛筆，粉彩、粉彩紙等�(依需要自備�)。彩色圖稿費含發
給各堂講義費 �1�0�0 元另計，第一堂課繳交。

�(新班�)立裁初階入門班� 一 �3�/�6�-�4�/�2�4� 
●�4�/�3 休� 

�0�9�:�3�0�-�1�2�:�0�0 �1�7�.�5 3063 林家渲� �7 堂

初學者認識立體裁剪入門與操作方式，使用人台的標示線了解人體架構，並
能在人台上完成服裝的作品，課程當中會教作絲針的針別方向與插針方式，
並將完成人台上的作品拆下並拓印版型，課程中教作裙子、上衣，第一堂課
請自行帶人台，如無人台請於上課前兩週前告知櫃台請老師代購，立裁課程
如無人台是無法操作，請務必每一個人都要有，立裁課程為初階課程，對初
學者都能學習操作並完成此兩樣作品與變化運用。

�(新班�)修改衣服與布類綜
合班� 

一 �3�/�6�-�4�/�2�4� 
●�4�/�3 休� 

�1�3�:�3�0�-�1�6�:�0�0 �1�7�.�5 3063 林家渲� �7 堂

修改衣服初階入門課程的編配，是希望學員從基礎易學與常見部份修改認識
產生興趣，並建立與市場關係與客戶之需求狀況的認識，給予滿意的服務品
質，由簡易的方式可從家人修改的技巧下建立第二專長的練習，並未來可能
自行創業基礎的養成。

�(新班�)機縫花盤運用服裝
初級班� 

一 �3�/�6�-�4�/�2�4� 
●�4�/�3 休� 

�1�8�:�3�0�-�2�0�:�0�0 �1�7�.�5 3063 林家渲� �7 堂

從縫紉機上的基礎花盤認識並運用其製作服裝與布包上產生特別的布料花
紋讓其簡單製作中更添色彩與獨一無二，會運用雙色異材質的基礎概念完成
作品，會配合使用許多的時間手縫，需有耐心製作，才會得到更美的作品，
適合初入使用縫紉機者，從簡易的操作完成作品唷

單 元 體 驗 課 程  

� 容內程課數堂� 師教課授� 費學數時� 段時� 期日期星� 稱名程課� 碼代

�(新班�)空中瑜珈� 一

�3�/�6� 

�1�0�:�2�0�-�1�1�:�2�0 �1
36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3�1�/�3

�0�2�/�3� 

�7�2�/�3� 

�0�1�/�4� 

�7�1�/�4

�4�2�/�4� 

�(新班�)空中瑜珈� 一

�3�/�6� 

�1�2�:�1�0�-�1�3�:�1�0 �1
36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3�1�/�3� 

�0�2�/�3� 

�7�2�/�3

�0�1�/�4� 

�7�1�/�4� 

�4�2�/�4

★同時報名�7堂�2�2�7�5元�(代碼：�R�A�2�A�1�1�4�6）
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
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
�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
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行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同時報名�7堂�2�2�7�5元�(代碼：�R�A�2�A�1�1�4�8）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
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
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
暖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
行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IC101

IC405
IC407
IC408
IC409
IC410
IC411
IC241
IC242
IC243
IC244

IC237

IC315

IC120

ID101
ID103
ID104

ID302

ID109

ID206

ID211
ID212

ID109

ID216

ID217

ID218

IC404-1
IC404-2
IC404-3
IC404-4
IC404-5
IC404-6
IC404-7
IC405-1
IC405-2
IC405-3
IC405-4
IC405-5
IC405-6
IC405-7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2月9日-2月20日(一)前課程名稱標註(新班)課程，新舊生皆可享學費88折優
惠。

新 班 優 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2月9日-2月20日(一)前舊生報名皆可享85折優惠舊生回娘家限時優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2月20日(一)前112-1期班級學員團體續報原課程享85折優惠，揪新生加入團
報享9折優惠。

團 報 優 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2月25日(一)前臨櫃報名，舊生享9折優惠再折價150元，新生享95折優惠再
折價100元。

舊 生 帶 新 生
( 限 現 場 報 名 ) 

★資格：1-2月份生日之學員，限本人使用。
2月25日(六)前現場報名【憑證件】新舊生皆可享學費88折優惠。

生 日 優 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2月25日(一)前個別報名之舊生9折優惠，新生95折優惠，同時報名2班(含)
以上，第2班起88折。3月1日(三)起至開課日前舊生95折，新生無折扣，第2
班起95折。

學 友 優 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注意事項】1.初次參加課程學友（新生）均須繳交100元報名作業費，會員資格為個人使用。
                  2.課程名稱前註記★為不折扣課程，恕無法使用優惠。
                  3.凡已完成報名繳費，恕不回溯優惠折扣。
                  4.優惠僅能擇一使用，不得併用。
                  5.以上優惠方案須報名全期課程方可享優惠，開課後或插班按課程比例計算。

★以下優惠方案限本人使用

� � � � ，各項優惠擇一使用。

★優惠對象：全國各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員工享88折優
惠；退休員工(含同行眷屬)及於上開機關(構)、學校服務之志工享9折優惠。
2月25日(六)前【憑證件或證明文件】臨櫃報名新舊生皆可享上述學費優惠

全國公務人員優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資格：滿60歲以上學員，限本人使用。
2月25日(六)前現場報名限定專區課程，【憑證件】新舊生皆可享學費65折
優惠。＊民國52年(1963年)前出生之學員

老 愛 學 習 專 區
課 程 優 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資格：持大專院校、高中職學生證(蓋註冊章之有效在學生，限本人使用)。
2月25日(六)前【憑證件】臨櫃報名新舊生，報名課程立即享有1班6折優惠，
第2班起享團報價85折優惠。(僅限現場報名)。(空中瑜珈、TRX課程不適用)

高 中 職 、 大 專
學 生 優 惠
( 限 現 場 報 名 )

2月25日(六)前不論新舊生網路報名一律9折。
2月26日(日)起至開課日前網路報名一律95折。網 路 報 名 優 惠

2月25日(六)前憑身心障礙手冊(持證件)報名課程可享7折(限本人)身 障 友 人 優 惠

中國青年救國團宜蘭縣團務指導委員會
附設蘭苑電腦語文家政短期補期班
府教終字第60116號

03-04月份

宜蘭2
112年

研習時間

3/6(一)~4/29(日)

週一~週六 09：00－21：30

宜蘭市民權新路102號

(03)9353412

(03)9324909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營 業 時 間

�y�a�l�a�n�4�6�2�@�g�m�a�i�l�.�c�o�m

＠YiLancyc ＠xjq1947g

cyc9353411@cyc.tw

公休日：4/3(一)-4/5(三)



新小一ㄅㄆㄇ正音班� 二 �3�/�7�-�4�/�2�5� 
●�4�/�4 休� 

�1�7�:�0�0�-�1�8�:�0�0 �7� 1575 黃稚雲 �7 堂
【適合對象�:大班升小一，可獨立上課者】為準小一新生，以遊戲方式
進行引導，團體的方式學習，讓新小一學生快樂學習ㄅㄆㄇ正確拼音和
運筆。※教材費：�2�0�0 元另計。小班教學，限額 �8名。

親子�A�B�C 美語 �F�U�N� 四 �3�/�9�-�4�/�2�7� �1�7�:�0�0�-�1�8�:�0�0 �8� 1800 黃稚雲 �8 堂
【適合對象�:大班升小一，可獨立上課者】從輕鬆的互動學習中讓小一
新生，認識 �A 到 �Z，�2�6 個字母書寫及基礎單字。※教材費：�6�0�0 元另
計�(凱薩琳專業兒童美語繪本教材�+�C�D�)。小班教學，限額 �8 名。� 

兒童鋼琴團體班� 一 �3�/�6�-�4�/�2�4� 
●�4�/�3 休

�1�9�:�0�0�-�2�0�:�0�0 �7� 2188 吳亭玉 �7 堂 【適合對象�:國小 �1 年級以上初學者，限額 �4 名】藉由孩子團體間的互
動遊戲中培養音感� 節奏� 視譜� 彈奏及合奏的能力。個別進度指導一人
一琴不用攜琴方便又輕鬆�`。� 
※每一期租琴費�$�2�0�0 元，教材費�:新生 �6�0�0 元�/套，舊生 �9�0�0 元�/套�(多退
少補�)，第一堂交給老師。� � 

兒童鋼琴團體班� 一 �3�/�6�-�4�/�2�4� 
●�4�/�3 休

�1�7�:�5�0�-�1�8�:�5�0 �7� 2188 吳亭玉 �7 堂

�(新班�)兒童鋼琴團體班� 一 �3�/�6�-�4�/�2�4� 
●�4�/�3 休

�2�0�:�1�0�-�2�1�:�1�0 �7� 2188 吳亭玉 �7 堂

兒童快樂鋼琴團體班� 三 �3�/�8�-�4�/�2�6� 
●�4�/�5 休

�1�9�:�2�0�-�2�0�:�2�0 �7� 2188 游菀婷 �7 堂 【適合對象�:國小 �1 年級以上初學者，限額 �4 名】藉由孩子團體間的互
動遊戲中培養音感、節奏感、視譜、彈奏及合奏的能力，一人一琴不用
攜琴方便又輕鬆。� 
※新生教材及租琴費 �8�0�0 元�/舊生租琴費 �2�0�0 元，第一堂交給老師。� � 

�(新班�)兒童快樂鋼琴團體
班� 三 �3�/�8�-�4�/�2�6� 

●�4�/�5 休� 
�1�8�:�1�0�-�1�9�:�1�0 �7� 2188 游菀婷 �7 堂

兒童創藝玩美術�(進階 �A�)� 一 �3�/�6�-�4�/�2�4� 
●�4�/�3 休� 

�1�9�:�0�0�-�2�1�:�0�0 �1�4 1838 張雅嵐 �7 堂

【適合對象：國小一至六年級對美術繪畫有興趣的小朋友】� 
從蠟筆、水彩、素描、捏塑、勞作…等多元的美術教學與引導中激發孩
子的創意先機！藉由多種媒材的創作帶領孩子認識有趣的藝術世界。� 
� ※材料費：�1�9�0 元（各種紙材、捏塑材料、壓克力等）於上第一堂課
時交給老師。※自備物品：粉蠟筆、水彩、水彩用具� � ※沒有繪畫基礎
者請報名初級班 � 

●材料費另計，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教師。 �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兒童成長學院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 

�0�9�:�0�0�-�1�0�:�0�0 �1
36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4�1�/�3

�1�2�/�3

�8�2�/�3

�1�1�/�4

�8�1�/�4

�5�2�/�4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 

�1�0�:�2�0�-�1�1�:�2�0 �1
36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4�1�/�3

�1�2�/�3

�8�2�/�3

�1�1�/�4

�8�1�/�4

�5�2�/�4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 

�1�3�:�5�0�-�1�4�:�5�0 �1
36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4�1�/�3

�1�2�/�3

�8�2�/�3

�1�1�/�4

�8�1�/�4

�5�2�/�4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 

�1�5�:�0�0�-�1�6�:�0�0 �1
36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4�1�/�3

�1�2�/�3

�8�2�/�3

�1�1�/�4

�8�1�/�4

�5�2�/�4

基礎 �T�R�X 訓練� 

五

�3�/�1�0

�0�9�:�0�0�-�1�0�:�0�0

�1
480 

�(不折扣�)
鄭人豪� �1 堂

★同時報名 �4 堂 �1�7�0�0 元�(代碼：�R�A�2�A�1�1�6�2）� 
透過 �T�R�X 的基礎課程，讓大家能夠提升核心的能力，同時增加肌力，並在操
作過程當中，了解自身長期沒發現的問題並改善，讓大家都能有足夠的肌力預
防老化、避免骨質流失、遠離痠痛。� 

�7�1�/�3

�4�2�/�3

�1�3�/�3

基礎 �T�R�X 訓練� 

�3�/�1�0

�1�0�:�1�0�-�1�1�:�1�0

★同時報名 �4 堂 �1�7�0�0 元�(代碼：�R�A�2�A�1�1�6�3）� 
透過 �T�R�X 的基礎課程，讓大家能夠提升核心的能力，同時增加肌力，並在操
作過程當中，了解自身長期沒發現的問題並改善，讓大家都能有足夠的肌力預
防老化、避免骨質流失、遠離痠痛。� 

�7�1�/�3

�4�2�/�3

�1�3�/�3

基礎 �T�R�X 訓練� 

�4�/�7� 

�0�9�:�0�0�-�1�0�:�0�0

★同時報名 �4 堂 �1�7�0�0 元�(代碼：�R�A�2�A�1�1�6�4）� 
透過 �T�R�X 的基礎課程，讓大家能夠提升核心的能力，同時增加肌力，並在操
作過程當中，了解自身長期沒發現的問題並改善，讓大家都能有足夠的肌力預
防老化、避免骨質流失、遠離痠痛。� 

�4�1�/�4

�1�2�/�4

�8�2�/�4

基礎 �T�R�X 訓練� 

�4�/�7� 

�1�0�:�1�0�-�1�1�:�1�0

★同時報名 �4 堂 �1�7�0�0 元�(代碼：�R�A�2�A�1�1�6�5）� 
透過 �T�R�X 的基礎課程，讓大家能夠提升核心的能力，同時增加肌力，並在操
作過程當中，了解自身長期沒發現的問題並改善，讓大家都能有足夠的肌力預
防老化、避免骨質流失、遠離痠痛。� 

�4�1�/�4

�1�2�/�4

�8�2�/�4

★同時報名�7堂�2�2�7�5元�(代碼：�R�A�2�A�1�1�4�9）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
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
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
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行
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同時報名�7堂�2�2�7�5元�(代碼：�R�A�2�A�1�1�5�0）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
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
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
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行
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同時報名�7堂�2�2�7�5元�(代碼：�R�A�2�A�1�1�5�1）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
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
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
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行
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同時報名�7堂�2�2�7�5元�(代碼：�R�A�2�A�1�1�5�2）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
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
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
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行
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家常菜料理�A班� 
香煎松阪豬佐蔥檸醬� 
乾鍋花椰菜� 

四

�3�/�9� 
�1�0�:�0�0�-�1�2�:�3�0

�2�.�5
450 

�(不折扣�)
潘翔翔� �1 堂

� 

� 

� 

� 

� 

� 

※單堂材料費�$�2�5�0 元另計，於上課時繳交老師�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 �A班� 
古早味炸肉排、紅燒雞蛋豆腐

�3�/�1�6
�1�0�:�0�0�-�1�2�:�3�0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 �A班� 
日式炸肉排、玉子燒� 

�3�/�2�3
�1�0�:�0�0�-�1�2�:�3�0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 �A班� 
獅子頭、白菜獅子頭� 

�3�/�3�0
�1�0�:�0�0�-�1�2�:�3�0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C班� 
糖醋排骨、炸時蔬� 

四

�4�/�6� 
�1�0�:�0�0�-�1�2�:�3�0

�2�.�5
450 

�(不折扣�)
潘翔翔� �1 堂

� 

� 

� 

� 

※單堂材料費�$�2�5�0 元另計，於上課時繳交老師�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C班� 
蒜苗五花肉、蝦仁烘蛋� 

�4�/�1�3
�1�0�:�0�0�-�1�2�:�3�0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C班� 
豆干肉絲、乾煎魚� 

�4�/�2�0
�1�0�:�0�0�-�1�2�:�3�0

�0�3�:�5�1�-�0�0�:�3�1� 

家常菜料理�C班� 
蒜泥白肉、肉捲玉米筍� 

�4�/�2�7
�1�0�:�0�0�-�1�2�:�3�0

�0�3�:�5�1�-�0�0�:�3�1� 

手感烘焙【杏仁船】� 

五

�3�/�1�0

�1�8�:�3�0�-�2�1�:�0�0 �2�.�5
450 

�(不折扣�)
張乃分� �1 堂

� 

� 

� 

� 

認識烘焙點心食材，示範操作手法，講解烘烤方式。� 

※學員請自備保鮮盒、餐巾紙。※材料費�$�2�0�0 另計� 

手感烘焙【芝麻蛋黃喜餅】� �3�/�1�7

手感烘焙【古早味鹹蛋糕】� �3�/�2�4

手感烘焙【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3�/�3�1

手感烘焙【酥脆起司棒】� 

五

�4�/�7� 

�1�8�:�3�0�-�2�1�:�0�0 �2�.�5
450 

�(不折扣�)
張乃分� �1 堂

手感烘焙【紅配綠切片餅乾】 �4�/�1�4

手感烘焙【銅鑼燒】� �4�/�2�1

手感烘焙【虎皮蛋糕捲】� �4�/�2�8

生活花藝�(單元課�)� 
手綁花束� 

一

�3�/�6� 
�0�9�:�3�0�-�1�2�:�0�0

�2�.�5 400 � 孫可蓉� �1 堂

※自備花剪、一小段小麻繩，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繳交老師� 
�0�3�:�5�1�-�0�0�:�3�1� 

生活花藝�(單元課�)� 
古典花型系列�(畢德麥爾花型�)� 

�3�/�1�3
�0�9�:�3�0�-�1�2�:�0�0

※自備花剪，材料費�$�2�5�0� �(花器、花藝海綿�)，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繳交老師� 
�0�3�:�5�1�-�0�0�:�3�1� 

生活花藝�(單元課�)� 
瓶花設計� 

�3�/�2�0
�0�9�:�3�0�-�1�2�:�0�0

※自備花剪，材料費�$�2�0�0� �(花器、雞籠�)，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繳交老師� 
�0�3�:�5�1�-�0�0�:�3�1� 

生活花藝�(單元課�)� 
永生桌花� 

�3�/�2�7
�0�9�:�3�0�-�1�2�:�0�0 ※自備花剪，材料費�$�3�0�0� �(花器、花藝鐵絲、花藝膠帶、花泥�)，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繳交老師� �0�3�:�5�1�-�0�0�:�3�1� 

生活花藝�(單元課�)� 
燭光桌花� 

�4�/�1�0
�0�9�:�3�0�-�1�2�:�0�0

※自備花剪，材料費�$�2�5�0� �(燭台、花藝膠帶�)，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繳交老師� 
�0�3�:�5�1�-�0�0�:�3�1� 

生活花藝�(單元課�)� 
酒瓶花設計� 

�4�/�1�7
�0�9�:�3�0�-�1�2�:�0�0 ※自備花剪、紅酒瓶，材料費�$�1�0�0� �(束帶、花藝海綿�)，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

繳交老師� �0�3�:�5�1�-�0�0�:�3�1� 

生活花藝�(單元課�)� 
橫向長型花桌花� 

�4�/�2�4
�0�9�:�3�0�-�1�2�:�0�0

※自備花剪，材料費�$�2�0�0� �(束帶、花藝海綿�)，花材費�$�5�0�0 於課堂上繳交老師� 
�0�3�:�5�1�-�0�0�:�3�1� 

�(新班�)空中瑜珈晚間班� 一

�3�/�6� 

�1�8�:�3�0�-�1�9�:�3�0 �1
400 

�(不折扣�)
田婉鈴� �1 堂

�3�1�/�3� 

�0�2�/�3� 

�7�2�/�3� 

�0�1�/�4� 

�7�1�/�4� 

�4�2�/�4

★同時報名�7堂�2�6�0�0元�(代碼：�R�A�2�A�1�1�4�7）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
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
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運動。上課前�2�0�-�3�0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
暖身和拉筋，接下來的�2�5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5分鐘進
行收操和大休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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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瑜珈� 一 
�3�/�6�-�4�/�2�4� 
●�4�/�3 休

�1�0�:�2�0�-�1�1�:�2�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運用垂墜至腰部的懸掛布，融合瑜伽、皮拉提斯和舞蹈元素，� 
是一項可以增加身體的協調和柔軟度，同時增強核心力量穩定性的瑜珈
運動。上課前 �2�0�-�3�0 分鐘安排呼應該堂課程主題的暖身和拉筋，接下來
的 �2�5 分鐘左右進行該天安排的主題課程，最後 �5 分鐘進行收操和大休
息。�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早上班單堂 �3�6�0 元，晚上班單堂 �4�0�0 元，報名
單堂課程不折扣，報名時須確定上課日期。� 

�(新班�)空中瑜珈� 一 
�3�/�6�-�4�/�2�4� 
●�4�/�3 休

�1�2�:�1�0�-�1�3�:�1�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新班�)空中瑜珈晚間班� 一 
�3�/�6�-�4�/�2�4� 
●�4�/�3 休

�1�8�:�3�0�-�1�9�:�3�0 �7� 2600 田婉鈴 �7 堂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4�/�2�5� 
●�4�/�4 休

�0�9�:�0�0�-�1�0�:�0�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4�/�2�5� 
●�4�/�4 休

�1�0�:�2�0�-�1�1�:�2�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4�/�2�5� 
●�4�/�4 休

�1�3�:�5�0�-�1�4�:�5�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新班�)空中瑜珈� 二 
�3�/�7�-�4�/�2� 

�5●�4�/�4 休
�1�5�:�0�0�-�1�6�:�0�0 �7� 2275 田婉鈴 �7 堂

基礎皮拉提斯� 二 
�3�/�7�-�4�/�2�5� 
●�4�/�4 休� 

�1�2�:�1�5�-�1�3�:�1�5 �7� 1138 李岱耘 �7 堂

【適合對象：全年齡的男女皆可】� 
皮拉提斯是一門復健科學，一開始是德國醫師創造出來給二戰受傷的士
兵恢復基礎生活的一套科學化的訓練，也常用於訓練芭蕾舞者。以不跳
躍、不額外負重的安排訓練全身的肌力。� 
※學員自備物品�:水、毛巾、瑜珈墊

心盛養生瑜珈�(一三五�)� 一三五 �3�/�6�-�4�/�2�8� 
●�4�/�3、�4�/�5 休

�0�8�:�3�0�-�0�9�:�3�0 �2�2 2294 林素卿 �2�2 堂

結合呼吸法與瑜珈術體位法，刺激人體深層能量，活化細胞、排除體內
毒素，提升人體自癒力，還能減少贅肉達到瘦身效果，讓自己由內而外
散發健康美。� 
※學員需自備瑜珈墊、水、毛巾，請著輕便服裝� 

心盛養生瑜珈�(二四�)� 二四
�3�/�7�-�4�/�2�7� 
●�4�/�4 休

�0�8�:�3�0�-�0�9�:�3�0 �1�5 1875 林素卿 �1�5 堂

心盛養生瑜珈� 三 
�3�/�8�-�4�/�2�6� 
●�4�/�5 休

�0�8�:�3�0�-�0�9�:�3�0 �7� 1138 林素卿 �7 堂

心盛養生瑜珈� 四 �3�/�9�-�4�/�2�7� �0�8�:�3�0�-�0�9�:�3�0 �8� 1300 林素卿 �8 堂

基礎瑜珈� 三五
�3�/�8�-�4�/�2�8� 
●�4�/�5 休

�1�0�:�0�0�-�1�1�:�0�0 �1�5 1969 林燕萍 �1�5 堂 使用正確呼吸方式，疏通經絡並放鬆緊繃肌肉，增進身體基礎循環代
謝，延伸瑜珈基本體位法，有效利用輪棒活絡身體淋巴系統。，由外而
內達到身心平衡，放鬆冥想時讓能量自然流動，用以淨化脈輪、調和內
分泌，身心協調後則內外整體皆美！� 
※自備瑜珈墊。� 

基礎瑜珈� 三 
�3�/�8�-�4�/�2�6� 
●�4�/�5 休

�1�0�:�0�0�-�1�1�:�0�0 �7� 1138 林燕萍 �7 堂

基礎瑜珈� 五 �3�/�1�0�-�4�/�2�8� �1�0�:�0�0�-�1�1�:�0�0 �8� 1300 林燕萍 �8 堂

複合式有氧瑜珈�(一三�)� 一三
�3�/�6�-�4�/�2�6� 

●�4�/�3、�4�/�5 休
�1�0�:�0�0�-�1�1�:�0�0 �1�4 1750 張棠榕 �1�4 堂

結合瑜珈、皮拉提斯及韻律的舞複合式有氧瑜珈運動，不僅可以訓練心
肺能力有助新陳代謝，運用複合式的鍛鍊，雕塑身體曲線。� 
※自備乾淨運動鞋、瑜珈墊、瑜珈磚、瑜珈繩。� 

複合式有氧瑜珈� 一 
�3�/�6�-�4�/�2�4� 
●�4�/�3 休

�1�0�:�0�0�-�1�1�:�0�0 �7� 1138 張棠榕 �7 堂

複合式有氧瑜珈� 三 
�3�/�8�-�4�/�2�6� 
●�4�/�5 休

�1�0�:�0�0�-�1�1�:�0�0 �7� 1138 張棠榕 �7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二四�)� 二四
�3�/�7�-�4�/�2�7� 
●�4�/�4 休

�0�8�:�3�0�-�0�9�:�3�0 �1�5 1969 王韻斐 �1�5 堂
融合各類舞蹈，搭配有氧不間歇教學，提高心肺功能，增進新陳代謝率，
讓身體協調性漸佳。� 
※男女不拘，攜帶室內運動鞋、水、毛巾、瑜珈墊或巧拼墊�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二 
�3�/�7�-�4�/�2�5� 
●�4�/�4 休

�0�8�:�3�0�-�0�9�:�3�0 �7� 1050 王韻斐 �7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四 �3�/�9�-�4�/�2�7� �0�8�:�3�0�-�0�9�:�3�0 �8� 1200 王韻斐 �8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六 �3�/�1�1�-�4�/�2�9� �0�9�:�0�0�-�1�0�:�0�0 �8� 1200 王韻斐 �8 堂
綜合多樣舞蹈動作，從基本簡單易學的舞步教起，� 
可運動到全身各部位，針對消除容易堆積脂肪的部分所設計的課程，達
到塑身效果。※男女不拘，攜帶室內運動鞋、水、毛巾、瑜珈墊或巧拼墊� � 

基礎 �T�R�X 訓練� 五 �3�/�1�0�-�3�/�3�1� �0�9�:�0�0�-�1�0�:�0�0 �4� 1700 
�(不折扣�)� 

鄭人豪 �4 堂

透過 �T�R�X 的基礎課程，讓大家能夠提升核心的能力，同時增加肌力，
並在操作過程當中，了解自身長期沒發現的問題並改善，讓大家都能有
足夠的肌力預防老化、避免骨質流失、遠離痠痛。� 

基礎 �T�R�X 訓練� 五 �3�/�1�0�-�3�/�3�1� �1�0�:�1�0�-�1�1�:�1�0 �4� 1700 
�(不折扣�)� 

鄭人豪 �4 堂

基礎 �T�R�X 訓練� 五 �4�/�7�-�4�/�2�8� �0�9�:�0�0�-�1�0�:�0�0 �4� 1700 
�(不折扣�)� 

鄭人豪 �4 堂

基礎 �T�R�X 訓練� 五 �4�/�7�-�4�/�2�8� �1�0�:�1�0�-�1�1�:�1�0 �4� 1700 
�(不折扣�)� 

鄭人豪 �4 堂

皮拉提斯� 一 
�3�/�1�3�-�4�/�2�4� 
●�4�/�3 休

�1�8�:�1�0�-�1�9�:�1�0 �6� 975 李岱耘 �6 堂
【適合對象：全年齡的男女皆可】� 
皮拉提斯是一門復健科學，一開始是德國醫師創造出來給二戰受傷的士
兵恢復基礎生活的一套科學化的訓練，也常用於訓練芭蕾舞者。以不跳
躍、不額外負重的安排訓練全身的肌力。� 
※學員自備物品�:水、毛巾、瑜珈墊

�(新班�)皮拉提斯� 一 
�3�/�6�-�4�/�2�4� 
●�4�/�3 休

�1�9�:�3�0�-�2�0�:�3�0 �7� 1138 李岱耘 �7 堂

基礎瑜珈�(三五�)� 三五
�3�/�8�-�4�/�2�8� 
●�4�/�5 休

�1�9�:�0�0�-�2�0�:�0�0 �1�5 1969 林燕萍 �1�5 堂 使用正確呼吸方式，疏通經絡並放鬆緊繃肌肉，增進身體基礎循環代
謝，延伸瑜珈基本體位法，有效利用輪棒活絡身體淋巴系統。，由外而
內達到身心平衡，放鬆冥想時讓能量自然流動，用以淨化脈輪、調和內
分泌，身心協調後則內外整體皆美！� 
※自備瑜珈墊。� 

基礎瑜珈� 三 �3�/�8�-�4�/�2�6� 
●�4�/�5 休

�1�9�:�0�0�-�2�0�:�0�0 �7� 1138 林燕萍 �7 堂

基礎瑜珈� 五 �3�/�1�0�-�4�/�2�8� �1�9�:�0�0�-�2�0�:�0�0 �8� 1300 林燕萍 �8 堂

複合式有氧瑜珈� 二 
�3�/�7�-�4�/�2�5� 
●�4�/�4 休

�1�8�:�3�0�-�1�9�:�3�0 �7� 1138 張棠榕 �7 堂 結合瑜珈、皮拉提斯及韻律的舞複合式有氧瑜珈運動，不僅可以訓練心
肺能力有助新陳代謝，運用複合式的鍛鍊，雕塑身體曲線。� 
※自備乾淨運動鞋、瑜珈墊、瑜珈磚、瑜珈繩。� 複合式有氧瑜珈� 六 �3�/�1�1�-�4�/�2�9� �1�9�:�0�0�-�2�0�:�0�0 �8� 1300 張棠榕 �8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一三�)� 一三
�3�/�6�-�4�/�2�6� 

●�4�/�3、�4�/�5 休
�1�8�:�0�0�-�1�9�:�0�0 �1�4 1838 王韻斐 �1�4 堂

融合各類舞蹈，搭配有氧不間歇教學，提高心肺功能，增進新陳代謝率，
讓身體協調性漸佳。� 
※男女不拘，攜帶室內運動鞋、水、毛巾、瑜珈墊或巧拼墊�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一 
�3�/�6�-�4�/�2�4� 
●�4�/�3 休

�1�8�:�0�0�-�1�9�:�0�0 �7� 1138 王韻斐 �7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三 
�3�/�8�-�4�/�2�6� 
●�4�/�5 休

�1�8�:�0�0�-�1�9�:�0�0 �7� 1138 王韻斐 �7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一三�)� 一三
�3�/�6�-�4�/�2�6� 

●�4�/�3、�4�/�5 休
�1�9�:�3�0�-�2�0�:�3�0 �1�4 1838 王韻斐 �1�4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一 
�3�/�6�-�4�/�2�4� 
●�4�/�3 休

�1�9�:�3�0�-�2�0�:�3�0 �7� 1138 王韻斐 �7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三 
�3�/�8�-�4�/�2�6� 
●�4�/�5 休

�1�9�:�3�0�-�2�0�:�3�0 �7� 1138 王韻斐 �7 堂

燃脂魅力熱舞有氧� 五 �3�/�1�0�-�4�/�2�8� �1�9�:�3�0�-�2�0�:�3�0 �8� 1300 王韻斐 �8 堂

�(新班�)皮拉提斯�+雕塑有
氧� 四 �3�/�9�-�4�/�2�7� �1�8�:�0�0�-�1�9�:�0�0 �8� 1500 王韻斐 �8 堂

以基本有氧動作為基礎，結合皮拉提斯運動，增加心肺耐力，持續訓練
達到燃脂瘦身的效果� 
※男女不拘，攜帶室內運動鞋、水、毛巾、瑜珈墊或巧拼墊� 

�(新班�)泰拳健身班� 五 �3�/�1�0�-�4�/�2�8� �1�8�:�3�0�-�2�0�:�0�0 �8� 1900 鄭吉棠 �8 堂
推廣泰國拳運動，教授泰國拳的傳統搏擊技術，透過健身泰拳讓你下班
後紓壓、爆汗又健身。穿著運動服裝、攜帶水壺、毛巾。� 
※男女不拘 �(手綁帶，如需代購一組�$�1�5�0 元�)

脊椎保健養生推廣班� 四 �3�/�9�-�4�/�2�7� �0�9�:�0�0�-�1�1�:�0�0 �1�6 2200 江天恩 �8 堂

教你如何挑選對的寢具、正確的坐姿，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簡單又有效保
養脊椎，讓脊椎更健康，即早遠離各種不適症狀�!上班族需要，亞健康
族更需要。結合脊椎保健與運動、脊柱的調理與營養，全方位脊椎保養
的養生課程，鼓勵和親朋好友一起來學習如何遠離痠痛，疼愛自己讓脊
椎更健康�!※材料費�(精油�)每人 �9�6�0 元另計。

【舞蹈教室為木質地板，學員請另帶一雙乾淨的室內運動鞋替換，謝謝您的合作！！】 � 

代碼� 空中瑜珈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午間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晨間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晚間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養生保健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舞蹈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古典能量舞� 六 � � � � � � � � � � � � � � � � �1�0�:�0�0�-�1�1�:�0�0 �1�0�.�5 1488 張雯婷 �7 堂

音韻習舞、靈動呼吸�~藉由柔美的古典音樂練習「襌悅舞」，鍛練身體
與美化體態。◎敦煌舞蹈之腳步、手姿、基本呼吸練習為基本訓練� � ◎
功法動作示範講解及筋絡養生操�(初�)練習◎對養生運動有興趣、無舞蹈
基礎者可加入

超實用英語常用會話班� 三
�3�/�8�-�4�/�2�6� 
●�4�/�5 休� 

�0�9�:�3�0�-�1�1�:�3�0 �1�4� 2275 陳珮欣 �7 堂

此課程專為很久没講英文的學員設計�!由基本的生活會話學起�,在學習英
文基本句型的會話中漸漸帶入文法，學習生活好用句。主題單元課程� ，
本階段教授逛夜市、問路英語。� 
教材：食衣住行�+觀光旅遊 超實用英語會話 �$�3�9�9�(出版社：希伯崙� �)� 

美式社交用語應用對話班� 二
�3�/�7�-�4�/�2�5� 
●�4�/�4 休� 

�1�9�:�0�0�-�2�1�:�0�0 �1�4� 2275 黃稚雲 �7 堂

背包客、自助旅行是大家所嚮往的度假方式，本課程規畫了各種出國時
會遇到的狀況，從出入境的海關問題、住宿、交通購物、飲食，分主題
式教學，另搭配文章閱讀及聽力練習。� 
※講師自編教材【酌收影印費】

日本語初級 �1�-�5 班� 四 �3�/�9�-�4�/�2�7� �1�9�:�0�0�-�2�1�:�0�0 �1�6� 2600 游惠貞 �8 堂

以「大家的日本語初級Ι」為教本，本階段教授第 �1�3 課�~第 �1�5 課，詳
細說明「目的、動詞分類、動詞て形變化及句型運用」等文法，奠定日
後不論是在聽、說、讀、寫各方皆有扎實之基礎。�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Ι版�(大新書局，定價 �4�8�0 元�)，必備可代為
購買。點讀筆�(大新書局出版，定價 �4�8�0�0 元�)。選備

日本語中級 �2�-�1 班� 五 �3�/�1�0�-�4�/�2�8� �1�9�:�0�0�-�2�1�:�0�0 �1�6� 2600 游惠貞 �8 堂

日本語實用會話� 四 �3�/�1�6�-�4�/�2�0� �1�0�:�0�0�-�1�2�:�0�0 �1�2� 2275 歐怡文 �6 堂

【適合對象�:曾學過動詞變化�(原型�/過去式�/連接式�/否定�)具 �N�4 程度
者】。列舉各種日常生活常見狀況，運用動詞變化基礎與句型表達自己，
並進一步理解日本文化。本課程需有日本動詞變化基礎者，想進一步提
升口語會話表達能力者。教材�:會！日本語中階 �1�(大新書局出版，定價
�6�8�0 元�)，必備可代為購買。

韓語 �4�0 音入門班� 六
�3�/�1�1�-�4�/�2�9� 
●�3�/�2�5 休� 

�1�2�:�3�0�-�1�4�:�3�0 �1�6� 2625 王崴立 �7 堂
【適合對象：無韓語基礎者】� 
子音母音熟記及導入正確發音，並能在生活中靈活運用，奠定韓語基
礎。講義費 �2�0 元另計。

韓語進階班� 六
�3�/�1�1�-�4�/�2�9� 
●�3�/�2�5 休� 

�1�4�:�3�0�-�1�6�:�3�0 �1�6� 2625 王崴立 �7 堂

【適合對象：口語變化基礎以上程度】� 
以大家的韓國語初級二�(本階段教授第 �4、�5 課�)韓語口語表達基本句型、
韓語綜合句型應用、招呼用語及基本會話進階，適合對象：對韓語有初
級程度者� �(自備課本�:大家的韓國語初級二�)。講義費 �2�0 元另計。

●材料費另計，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教師。 課程名稱前註記★為不折扣班級。 � 

代碼� 英美語系列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日本語系列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韓國語系列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適合對象：已學完日本語中級 �1第 �5課者】以大家的日本語中級Ι
為教本，本階段教授第 �6、�7 課。複習綜整文法及詳細說明新文法，奠
定日後不論是在聽、說、讀、寫各方皆有扎實之基礎。※教材：大家
的日本語� 中級Ⅰ�(大新書局出版，定價 �4�8�0 元�)，必備可代為購買。

� 
兒童創藝玩美術�(初級 �B�)� 三 �3�/�8�-�4�/�2�6� 

●�4�/�5 休
�1�9�:�0�0�-�2�1�:�0�0 �1�4 1838 張雅嵐 �7 堂

兒童創藝玩美術�(進階 �B�)� 四 �3�/�9�-�4�/�2�7� �1�9�:�0�0�-�2�1�:�0�0 �1�6 2100 張雅嵐 �8 堂

兒童創藝玩美術�(進階 �C�)� 五 �3�/�1�0�-�4�/�2�8� �1�9�:�0�0�-�2�1�:�0�0 �1�6 2100 張雅嵐 �8 堂

�(新班�)粉彩繪畫創作班� 五 �3�/�1�0�-�4�/�2�8� �1�9�:�0�0�-�2�1�:�0�0 �1�6 2400 張慧芬
李玉燕

�8 堂

雙教師精緻班，手把手教學，從拍攝構圖，圖稿分析，起稿比例，彩度
明度及冷暖色的應用，老師親自一一示範教學與指導，帶你繪製出空間
感與景深。藝術源於生活，透過畫筆紀錄下生活美好時刻，沒有繪畫基
礎也不用擔心，粉彩是最親民的媒材，攜帶方便同時又可表現出油畫的
厚重感與水彩的靈動感，不論人物畫或風景畫，應用非常廣泛！� 
※小班教學，限額 �8名※材料費� �:�5�8�0 元另計�(�6�4 色 �M�U�N�G�Y�O粉彩棒、
�4�k 專用畫紙、單光紙、紙膠帶、上課圖稿�)※學員請自備�:抹布 �2條、尼
龍水彩膠、�3�0 公分的尺、橡皮擦※適合年紀：國小２年級以上� 

小小畢卡索創意美術班� 六 �3�/�1�1�-�4�/�2�9� 
●�3�/�2�5 休� 

�0�9�:�3�0�-�1�1�:�3�0 �7� 1838 游淑玲 �7 堂

【適合對象�:國小 �1�-�6 年級】。豐富教學內容來引導孩子發揮想像力和創
造力，詳細教學解說並注重實際示範，讓孩子能更容易掌握繪畫要領及
如何應付各種實際比賽技巧。課程內容：有彩色筆畫、蠟筆畫、水彩畫、
水墨畫、板畫、平面設計、寫生等。�1�.第一堂課需自備用具材料：�2�B
鉛筆，橡皮擦和八開圖畫紙，彩色筆�6�0 色、粉蠟筆 �5�9 粉蠟筆。� 
�2�.其他需用材料用具上課依個別課程進度於課堂上說明。

� 

� 

代碼� 親子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親子繪畫班� 三 �3�/�8�-�4�/�2�6� 
●�4�/�5 休� 

�1�7�:�3�0�-�1�8�:�3�0 �7� 1400 劉育君 �7 堂

【適合對象�:�3�-�6 歲與 �1 位家長陪同�(�1�0 組額滿�)】� 
看不懂自己的小小孩在畫什麼嗎？針對塗鴉期和剛進入圖示期的小朋
友設計的美術課程，用小朋友生活中接觸的事物引起創作興趣，享受快
樂的繪畫。※材料費：�2�0�0 元另計，�(水彩、粉蠟筆、各式紙材、白膠
等�)，請於第一堂課交給老師。上課不用帶用具，需自備圍兜兜、袖套。� 

【適合對象�:國小�1�-�6年級，有繪畫學習經驗者】。藉由蠟筆、水彩、
素描、捏塑…等多元的美術教學與引導去激發孩子的創意！強調多
種媒材的創作運用，讓孩子認識有趣的藝術世界！並且豐富孩子的
創意與自信！※材料費�1�9�0元另計【請於第一堂課至櫃檯繳交】�(材
料費包含各式畫紙、捏塑材料、壓克力、粉彩、�2�B鉛筆、橡皮擦等
耗材�)� ※學員自備：�2�4色粉蠟筆、�1�2色水彩顏料。

兒童創藝玩美術�(初級 �A�)� 二 �3�/�7�-�4�/�2�5� 
●�4�/�4 休

�1�9�:�0�0�-�2�1�:�0�0 �1�4 1838 張雅嵐 �7 堂
【適合對象�:國小�1�-�6年級，初學者】。藉由蠟筆、水彩、素描、捏塑
…等多元的美術教學與引導去激發孩子的創意！強調多種媒材的創作
運用，讓孩子認識有趣的藝術世界！並且豐富孩子的創意與自信！※
材料費�1�9�0元另計【請於第一堂課至櫃檯繳交】�(材料費包含各式畫紙
、捏塑材料、壓克力、粉彩、�2�B鉛筆、橡皮擦等耗材�)� ※學員自備：
�2�4色粉蠟筆、�1�2色水彩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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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輔導專線，即日起凡中華電信用戶使用市
內電話、手機、公共電話直撥�1�9�8�0，免付電話費喔！

服務時間：下午週三、週五、週六 14:00-17:00；晚上週一至週六 18:30-21:00
宜蘭張老師中心新點位置，地址在宜蘭市民權新路102號五樓。

歡迎您多加使用。不管您是要談工作問題、家庭問題、感情問
題，線上將有「張老師」提供相關協助，亦有面對面免費晤談
服務。 5現場繳費 (並無刷卡服務 )並領取收據1 2 3 4詳閱簡章 選定班別 填寫報名表 出示優待證件

『視同定型化契約』務請詳閱配合學友權益

附則：◎本會謝絕旁聽、試聽、攜帶孩童及寵物，以免影響課堂秩序與其他學友權益；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所有課程於上課中不得任意攝影或拍照
　　　，學友因個人因素請假並無補課，敬請學友配合。◎所有課程請按表列時間自行前往指定地點上課，不另發通知；未開班之班級，本會將另
　　　行個別通知學友辦理轉班或退費手續。◎公務人員時數認證，請於當期課程結束後，攜帶當期收據至櫃檯辦理登記。(只限當期課程) ◎需申
　　　請結業證書之學友，請於當期課程結束後，攜帶當期收據及1吋相片至櫃檯辦理需酌收工本費。(只限當期課程) ◎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
　　　，得依宜蘭縣政府規定是否停課【本會不另行通知】，當宣佈停課時由老師於下次上課時協調補課日期。◎如有未盡事宜，將隨時修正，並
　　　以服務台之公告為主，敬請學友與教師多加留意，以免權益受損。

※辦理任何手續 (轉班、退費 )需持本期收據至櫃檯，逾期、未帶或遺失者恕不受理》

■現場報名手續：※辦理任何手續（轉班、退費）需持本期收據至櫃臺辦理，逾期、未帶或遺失者述不辦理

■網路報名手續：歡迎新學友加入，推廣終身學習，終身學習中心將在(3、4月)課程，不論新舊生均享【網路報名9折優惠】

                        (除不折扣班、單元班、專案班除外)。

■轉  班  手  續：◎於實際開課日起至第三次上課前辦理，每一報名班級限轉班一次差額多退少補，已額滿之班級恕不受理轉班。

■退  費  手  續：◎依據宜蘭縣政府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規定學友繳費後至開課前，因個人因素離班者，憑收據，退九成；

                        ◎因個人因素離班者，課程超過一週，且未超過時數三分之一內憑收據，退五成，逾期不予辦理。

                        ◎本期未達開班人數之班級，全額退費(請於112年3月24日 (六)前持收據辦理)。

本學習中心為關懷及鼓勵低收入戶家庭成員自

立學習，提供10位名額之免費課程(限已開班

之課程，材料費另計，不折扣班、電腦、兒童

作文、證照系列、鋼琴系列、專案等不列入免

費之課程)，請持鄉鎮市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

戶證明至服務台辦理(一戶提供2名家庭成員，

免費參加一項課程)，額滿為止。

低收入戶助學專案

嚕啦啦旅行社宜蘭分公司  週末假日旅遊活動 交觀甲 7682-01 旅遊保新 00455廣告
※提供各項國內旅遊規劃、旅遊行程專案活動企劃、公司企業員工旅遊、國內畢業旅行、茶會、單身聯誼。
※如活動成行，將於活動前3日通知行前注意事項、時間、集合地點。※如未成行，將於活動前5日通知退費。
※連絡電話：03-9321788、03-9353411#22  ※地址：宜蘭市民權新路102號5樓

快加入�L�I�N�E
好友收通知→

更多旅遊資訊→

假

日

旅

遊�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費用� 活動內容� 

武陵福壽山 
合歡群峰輕裝隊 

高山杜鵑篇 

�(�1�)� �0�4�/�2�8�~�0�4�/�3�0� 
�(�2�)� �0�5�/�0�6�~�0�5�/�0�8� 

�6�8�0�0 元�/人� 

台鐵板橋站北二門集合�/台北市團委會�/宜蘭運動公園全家旁→沿途欣賞台七甲線風光→漫遊武陵農場→觀雲山
莊 �c�h�e�c�k� �i�n→觀雲之夜。 � 早安晨之美→漫遊合歡群峰�/合歡主峰�/合歡東峰�/石門山→返回觀雲山莊→觀雲之夜。

� 早安歐嗨喲→漫遊福壽山農場→返程→宜蘭運動公園�/台北市團委會�/台鐵板橋站北二門→快樂賦歸� � ※會依
實際路程狀況調整，房型：�8人通舖� ※活動費用含二宿八餐、保險費、交通費、領隊費�.�.等行政雜支。� 

雪山登山隊 �(�1�)� �0�4�/�2�1�~�0�4�/�2�3� �7�2�0�0 元�/人� 
台鐵宜蘭站後站、國道宜蘭轉運站下車處、宜蘭團委會→行前說明會→南山小憩→七卡山莊
七卡山莊→雪山東峰→三六九山莊 三六九山莊→雪山主峰→三六九山莊→登山口→赴歸� 

※活動費用含保險、嚮導、膳、睡袋�.�.�.等行政雜支

探訪沙韻古道 
泰雅回家之路 

�(�1�)� �0�5�/�2�7� �1�9�0�0 元�/人� 
台鐵板橋站北二門集合�/台北市團委會�/宜蘭運動公園全家超商集合→莎韻之路�(南澳古道�)�-簡易餐點→東澳粉鳥林
祕境→快樂賦歸� 
※活動費用含嚮導、午餐、交通費、保險費�.�.�.等行政雜支

�D�1
�D�2

�D�3

�D�1 � 
�D�2 �D�3

� 

� 

●材料費另計，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教師。

 (小班教學/限額8名，本系列課程恕不折扣)→如無法掃描可輸入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un2bell/ 

�1�.本課程係提供純教學性質之投資理財『學理』講授與解析，教師於授課過程中不會分析或推介個別有價證券價值與趨勢，敬請學友務必配合課程進行，切勿於課堂上或私下要求教師提供明牌或就特定之個股進行買賣推介或預測走勢之價值分析。
�2�.本課程絕不會招攬學友投資、介紹於特定公司開戶、建議代為操作、鼓勵學友購買任何付費軟體、介紹行銷本中心以外之高階課程，請學友安心學習。
�3�.如若授課過程中有與上述權益說明不符時，煩請至服務櫃台告知中心同仁。

� 

★�W�o�r�d 文書編輯實務班� 三 �3�/�1�-�3�/�2�2� �0�9�:�0�0�-�1�2�:�0�0 �1�2 2300 
孫志伸 �4 堂

�W�o�r�d�(文書處理�)、�e�x�c�e�l�(財務試算�)精修及如何應用簡報、雲端共同作
業。不論您是上班族、學生、家庭主婦都可以利用� �O�f�f�i�c�e 讓您事半功
倍。� 
※講義費 �2�5�0 元另計。� 

★�W�o�r�d 文書編輯實務班� 三 �3�/�1�-�3�/�2�2� �1�8�:�3�0�-�2�1�:�3�0 �1�2 2300 

★�E�x�c�e�l 精算編輯實務班� 三 �3�/�2�9�-�4�/�2�6� 
●�4�/�5 休

�0�9�:�0�0�-�1�2�:�0�0 �1�2 2300 
孫志伸 �4 堂

★�E�x�c�e�l 精算編輯實務班� 三 �3�/�2�9�-�4�/�2�6� 
●�4�/�5 休

�1�8�:�3�0�-�2�1�:�3�0 �1�2 2300 

★�P�h�o�t�o�S�h�o�p 精修美學� 二 �3�/�7�-�4�/�2�5� 
●�4�/�4 休

�1�9�:�0�0�-�2�1�:�0�0 �1�7�.�5 3150 李銘浩 �7 堂 基本功能介紹、工具和實例說明、實例演練、色彩的變化與修正、利用
圖層特效及影像功能。※書籍費 �3�8�0 另計。� 

★電腦與手機輕鬆學班� 一 �3�/�6�-�4�/�2� 
�4●�4�/�3 休� 

�1�8�:�3�0�-�2�1�:�3�0 �2�1 3500 簡峯順 �7 堂

�1�.� 電腦基本概論�.�(軟硬體介紹�)�.� � �2�.� 資料處理�(資料 �c�o�p�y�,刪除�,資料夾
規劃與建立�)� �3�.� 資料存檔與資料安全 �4�.� 區域網路概念興設定 �5�.� 資源
共享設定與應用 �6�.� 社團應用 �7�.� 手機之遠端監視、行動話機介紹操作示
範 �8�.� 行動網路與固定網路互相整合應用展示與實作。電腦與手機整合
實機操作�(講義費另計：�$�1�5�0�)。

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新 課 預 報 （5-6 月開課）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課程內容介紹� 

★手機影音編輯入門班� 林宛萱� 
新班 �C�o�m�m�i�n�g� �s�o�o�n�!預計 �5月開班� 
�1�.「樂齡」蝦皮賣家入門�-�3 堂�    �2�.「樂齡」手機影音剪輯�-�3 堂� 
�3�.「樂齡」手機會員載具、行動支付�-�2 堂

★�3�D動畫製作養成班� 黃上倫� 新班 �C�o�m�m�i�n�g� �s�o�o�n�!預計 �5月開班� 
邀請美國舊金山藝術大學�-動畫碩士 上倫老師，學術專長�:電腦動畫、角色造型、腳本製作，�3�D軟體�M�A�Y�A�:�3�D� �M�o�d�e�l�i�n�g、�T�e�x�t�u�r�e� �M�a�p�p�i�n�g、�3�D� �L�a�y�o�u�t� 

�A�u�t�o�C�A�D 軟體初階運用� 林子恆� 新班 �C�o�m�m�i�n�g� �s�o�o�n�!預計 �5月開班� 
讓業界經驗的工程師老師帶你快速認識 �A�u�t�o�C�A�D 軟體各項功能並教你快速上手。課程會依同學進度滾動調整。

電腦工商學院

�(新班�)電子琴入門班� 三
�3�/�8�-�4�/�2�6� 
●�4�/�5 休

�0�9�:�3�0�-�1�0�:�3�0 �7� 2188 郭昭宜 �7 堂

成人彈琴不是夢，專門為成人設計的電子琴課程，內容由淺入深，簡單
易學�!課程內容：基礎樂理與指法的講解與練習，訓練彈奏能力，感受
樂曲的樂趣。簡譜教學一人一琴不用攜琴方便又輕鬆，限額 �5名。【書
籍費 �5�0�0 元另計】� 

流行鋼琴進階班� 三
�3�/�8�-�4�/�2�6� 
●�4�/�5 休

�1�0�:�4�0�-�1�1�:�4�0 �7� 2188 郭昭宜 �7 堂

�(新班�)流行鋼琴入門班� 五 �3�/�1�0�-�4�/�2�8� �1�4�:�0�0�-�1�5�:�0�0 �8� 2500 郭昭宜 �8 堂

�(新班�)電子琴入門班� 五 �3�/�1�0�-�4�/�2�8� �1�5�:�1�0�-�1�6�:�1�0 �8� 2500 郭昭宜 �8 堂

�(新班�)成人書法班� 二
�3�/�7�-�4�/�2�5� 
●�4�/�4 休

�0�9�:�0�0�-�1�1�:�0�0 �1�4 1750 陳世輝 �7 堂 從零開始學寫一手好字，由老師帶領學員們，練字練心，輕鬆體驗書寫
的美感。從基礎筆畫與書寫技巧開始，由老師講如何看懂與欣賞書法的
方法。※學員自備物品：毛筆（中楷）、墨汁、硯台、墊布、毛邊紙（�1�2
格）� �(新班�)成人書法班� 二

�3�/�7�-�4�/�2�5� 
●�4�/�4 休

�1�4�:�0�0�-�1�6�:�0�0 �1�4 1750 陳世輝 �7 堂

� � 
�(新班�)手把手學粉彩畫班� 
�(單堂優惠�$�5�0�0�)� 二

�3�/�7�-�4�/�2�5� 
●�4�/�4 休

�0�9�:�3�0�-�1�1�:�3�0 �1�4 2100 
�(不折扣�)

李玉燕
張慧芬

�7 堂

� � 
粉彩精緻進階班� 
�(兩堂體驗價�$�6�0�0�)� 二

�3�/�7�-�4�/�2�5� 
●�4�/�4 休

�1�4�:�0�0�-�1�6�:�0�0 �1�4 2520 
�(不折扣�)

曾秋香
張慧芬

�7 堂

色鉛筆素描� 三
�3�/�8�-�4�/�2�6� 
●�4�/�5 休� 

�1�4�:�0�0�-�1�6�:�0�0 �1�4 1750 劉育君 �7 堂

【適合國小三年級以上及一般民眾】。素描是一切創作的基礎，想要畫
出有立體感的物品嗎？只要用小朋友最熟悉的鉛筆和色鉛筆便可以學
習素描，並且訓練觀察力、學習描繪的方法並培養耐心。※學員自備�8
開圖畫本、色鉛筆或水彩色鉛筆�(�2�4 色以上�)【講義費：�2�0�0元另計。】� 

�(新班�)色鉛筆與粉彩班� 一
�3�/�6�-�4�/�2�4� 
●�4�/�3 休� 

�1�3�:�3�0�-�1�5�:�3�0 �7� 1750 游淑玲 �7 堂

以鉛筆素描揮灑筆觸，用色鉛筆彩繪心情，以粉彩渲染生命中的炫麗姿
采；從簡而易懂的素描技巧，引導大家發揮粉彩與色鉛筆的繪畫特性，
融入個人的想像力與風格，體驗一筆在手隨處可畫的樂趣。用對正確的
入門方法與循序漸進的技巧練習�~�~就可以完成一幅幅屬於自己的繪畫
作品。作品經講解潤飾�~就可以完成一幅幅屬於自己的作品。本課程入
門簡易，無基礎者可學。學員自備：水性色鉛筆，粉彩、粉彩紙等�(依
需要自備�)。彩色圖稿費含發給各堂講義費 �1�0�0 元另計，第一堂課繳交。� 

�(新班�)立裁初階入門班� 一
�3�/�6�-�4�/�2�4� 
●�4�/�3 休� 

�0�9�:�3�0�-�1�2�:�0�0 �1�7�.�5 3063 林家渲 �7 堂

�(新班�)修改衣服與布類綜合
班� 一

�3�/�6�-�4�/�2�4� 
●�4�/�3 休� 

�1�3�:�3�0�-�1�6�:�0�0 �1�7�.�5 3063 林家渲 �7 堂

修改衣服初階入門課程的編配，是希望學員從基礎易學與常見部份修改
認識產生興趣，並建立與市場關係與客戶之需求狀況的認識，給予滿意
的服務品質，由簡易的方式可從家人修改的技巧下建立第二專長的練
習，並未來可能自行創業基礎的養成。

�(新班�)機縫花盤運用服裝初
級班� 一

�3�/�6�-�4�/�2�4� 
●�4�/�3 休� 

�1�8�:�3�0�-�2�0�:�0�0 �1�7�.�5 3063 林家渲 �7 堂

【適合初入使用縫紉機者】� 
從縫紉機上的基礎花盤認識並運用其製作服裝與� 
布包上產生特別的布料花紋讓其簡單製作中更添色彩與獨一無二，會運
用雙色異材質的基礎概念完成作品，會配合使用許多的時間手縫，需有
耐心製作，才會得到更美的作品，，從簡易的操作完成作品唷� 

� 
�(新班�)子平八字命理初級� 二

�3�/�7�-�4�/�2�5� 
●�4�/�4 休

�1�8�:�4�0�-�2�0�:�4�0 �1�4 2013 陳順天 �7 堂
命理是一門從古到今不論富貴貧賤，都想要探索的神祕境地，本期八字
基礎研習將從認識五行，天干�.地支及其生客觀係，四柱八字�.大運排法
與吉兇，談吉神兇煞，十二宮神煞等，教您如何知命掌運，趨吉避凶之
方法。※第一堂課程老師會協助訂購課本，課本費用�$�4�0�0 元另計。� � 

�1�0
� 

�(新班�)家常菜料理 �A班� 四 �3�/�9�-�3�/�3�0� �1�0�:�0�0�-�1�2�:�3�0
1700 
�(單堂
�4�5�0 元�)

潘翔翔 �4 堂 � 

� 
�(新班�)家常菜料理 �B班� 四 �3�/�9�-�3�/�3�0� �1�3�:�0�0�-�1�5�:�3�0 �1�0

1700 
�(單堂
�4�5�0 元�)

潘翔翔 �4 堂

�(新班�)
� 

家常菜料理�C班� 四 �4�/�6�-�4�/�2�7� �1�0�:�0�0�-�1�2�:�3�0 �1�0
1700 
�(單堂
�4�5�0 元�)

潘翔翔 �4 堂 � 

� 
�(新班�)家常菜料理�D班� 四 �4�/�6�-�4�/�2�7� �1�3�:�0�0�-�1�5�:�3�0 �1�0

1700 
�(單堂
�4�5�0 元�)

潘翔翔 �4 堂

手感烘焙�A班� 
【杏仁船、芝麻蛋黃喜餅、
古早味鹹蛋糕、巧克力布朗
尼蛋糕】� 

五 �3�/�1�0�-�3�/�3�1� �1�8�:�3�0�-�2�1�:�0�0 �1�0 1700 張乃分 �4 堂

認識烘焙點心食材，示範操作手法，
講解烘烤方式。� 
※學員請自備保鮮盒、餐巾紙。� 
※材料費�$�7�0�0 另計，第一堂課繳交
老師。

� 

手感烘焙【杏仁船】� 五 �3�/�1�0�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認識烘焙點心食材，示範操作手法，講解烘烤方式。� 
※學員請自備保鮮盒、餐巾紙。
※材料費�$�2�0�0 另計

� 手感烘焙【芝麻蛋黃喜餅】 五 �3�/�1�7�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手感烘焙【古早味鹹蛋糕】 五 �3�/�2�4�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手感烘焙【巧克力布朗尼蛋糕】� 五 �3�/�3�1�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手感烘焙�B班� 
【酥脆起司棒、紅配綠切片
餅乾、銅鑼燒、虎皮蛋糕捲】

五 �4�/�7�-�4�/�2�8� �1�8�:�3�0�-�2�1�:�0�0 �1�0 1700 張乃分 �4 堂

認識烘焙點心食材，示範操作手法，
講解烘烤方式。� 
※學員請自備保鮮盒、餐巾紙。� 
※材料費�$�7�0�0 另計，第一堂課繳交老師。

� 

手感烘焙【酥脆起司棒】� 五 �4�/�7�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認識烘焙點心食材，示範操作手法，講解烘烤方式。� 
※學員請自備保鮮盒、餐巾紙。� 
※材料費�$�2�0�0 另計，第一堂課繳交老師。� 

� 手感烘焙【紅配綠切片餅乾】 五 �4�/�1�4�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手感烘焙【銅鑼燒】� 五 �4�/�2�1�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1 堂

手感烘焙【虎皮蛋糕捲】� 五 �4�/�2�8� �1�8�:�3�0�-�2�1�:�0�0 �2�.�5 450 張乃分

●材料費另計，請於第一堂課繳交給教師。 課程名稱前註記★為不折扣班級。 � 

代碼� 音樂創作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美術創作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生活藝能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代碼� 烘焙&烹飪課程 星期 日期� 時段� 時數 學費� 授課教師 堂數 課程說明� 

�1 堂

雙教師精緻班，手把手教學，從拍攝構圖，圖稿分析，起稿比例，彩
度明度及冷暖色的應用，老師親自一一示範教學與指導，帶你繪製出
空間感與景深。藝術源於生活，透過畫筆紀錄下生活美好時刻，沒有
繪畫基礎也不用擔心，粉彩是最親民的媒材，攜帶方便同時又可表現
出油畫的厚重感與水彩的靈動感，不論人物畫或風景畫，應用非常廣
泛！※小班教學，限額�8名※材料費� �:�5�8�0元另計�(�6�4色�M�U�N�G�Y�O粉彩棒
、�4�k專用畫紙、單光紙、紙膠帶、上課圖稿�)※兩堂體驗材料費�$�1�3�0元
※學員請自備�:抹布�2條、尼龍水彩膠、�3�0公分的尺、橡皮擦

初學者認識立體裁剪入門與操作方式，使用人台的標示線了解人體架
構，並能在人台上完成服裝的作品，課程當中會教作絲針的針別方向
與插針方式，並將完成人台上的作品拆下並拓印版型，課程中教作裙
子、上衣，第一堂課請自行帶人台，如無人台請於上課前兩週前告知
櫃台請老師代購，立裁課程如無人台是無法操作，請務必每一個人都
要有，立裁課程為初階課程，對初學者都能學習操作並完成此兩樣作
品與變化運用。

香煎松阪豬佐蔥檸醬、乾
鍋花椰菜、古早味炸肉排
、紅燒雞蛋豆腐、日式炸
肉排、玉子燒、獅子頭、
白菜獅子頭
※�4堂材料費�$�1�0�0�0元另
計，第一堂課程繳交老師
，單堂材料費為�$�2�5�0元

糖醋排骨、炸時蔬、蒜苗
五花肉、蝦仁烘蛋、豆干
肉絲、乾煎魚、蒜泥白肉
、肉捲玉米筍
※�4堂材料費�$�1�0�0�0元另
計，第一堂課程繳交老師
，單堂材料費為�$�2�5�0元

文創藝能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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