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 費用 師資

單堂午間運動 250/堂

單堂晚間運動 280/堂

英語Easy Say
7/19~8/30
每週⼀ 19:00~21:00，
共七週

特別邀請全國外語中心外籍老師，課程中以生活Free talk加上實用生活化主題
，輕鬆有趣的上課方式，１５人以下的小班制教學，絕對是你提升英文會話能
力的最佳選擇。
※ 老師不定時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 適合:多益約255~650英文程度。

2500
外籍

Johns
老師

韓語初級周四班
7/22~9/2
每週四 19:00~21:00，
共七週

2500

科技生活館/我在集思的學習旅程

※ 上課地點: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東區工業東二路1號
洽詢電話：03-577-9191分機313 李小姐

※ 7-9月線上課程，疫情降為二級改為實體教室上課。

專為忙碌的妳量身打造，再也不用因為沒空而錯過運動了!只要在上課日期前
三天預約課程，完成繳費，就可以讓你輕鬆擁有美麗與自信囉!
《限指定課程,請洽詢03-5779191分機313》

課程
單
堂
課
程

當堂教師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韓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課程適合對韓文有興趣，或
想去韓國旅行及自學過韓文想要更扎實會話的同學。課程將由專業韓籍教師，
以生動有趣的教學方式，帶領同學們學習如何正確讀寫韓文字和熟悉有趣的韓
國文化。

110年07月19日~110年09月03日

歡迎掃描查詢和報名課程

7-9月

韓語周三班
7/21~9/1
每週三 19:00~21:00，
共七週

2500

韓語進階班
7/19~8/30
每週⼀19:00~21:00，
共七週

2500

⽇文進階周⼀班
7/19~8/30
每週⼀19:00~21:00，
共七週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專業台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趕快加入，讓你到日本
旅遊暢行無阻。
※ 使用教材為「⼤家的日本語進階⼀」，老師可代購(⼀本360元)，請於報名
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適合:  已學過約2年2個月日文課或已上過「⼤家的日本語初級二」學員。

2200
台籍

馮老師

⽇文周三班
7/21~9/1
每週三 19:00~21:00，
共七週

2500
⽇籍
山川
老師

⽇文周四班
7/22~9/2 2500

⽇籍
佐藤

國文化。

韓語初級周四班課程使用教材「我的第⼀本韓語課本」老師可代購課本(1本
320元)，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韓語初級周四班適合 : 已學過⼤約8個月的初學者。

韓語周三班課程使用教材「高麗⼤學韓國語(3)  」，學員需自備課本。
※ 韓語周三班適合 : 已學過⼤約2年6個月韓語課程。

韓語進階班課程使用教材「我的第⼀本韓語課本【進階篇】」，老師可代購課
本(1本413元)，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進階班適合 : 已學過⼤約2年10個月韓語或看懂簡短句子文章的學員。

韓籍
高老師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專業日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趕快加入，讓你到日本
旅遊暢行無阻。
※日文周三班使用教材「⼤家的日本語進階⼀」，老師可代購(⼀本360元)，
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適合 : 已學過⼤約2年10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日文周四班使用教材「前進中級 改訂版」，老師可代購(⼀本342元)，請於

語
言
學
習

7/22~9/2
每週四19:00~21:00，
共七週

2500 佐藤
老師

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適合 : 已學過⼤約3年10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文初級周二班
7/20~8/31
每週二19:00~21:00，
共七週

針對已有日文基礎的初學者設計之課程。搭配生活中常用日語如問路，稱呼，
打招呼等，啟發學員學習日語之興趣，進而喜歡學日語，更加瞭解日本文化。
※ 課程使用教材「⼤家的日本語初級⼀」，學員需自備課本。
適合:  已學過⼤約2個月或會50音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2200
台籍

黃老師

德文周二班
7/20~8/31
每週二 19:00~21:00，
共七週

德文是靈活的語言，老師以融會貫通的方式，從介紹德文的基本，搭配生動的
圖片及反覆口語練習，使學習充滿樂趣，讓您說德文更流利。
※課程使用教材「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 (A1.1) - Kursbuch」及
Schritte德中對照字彙本。學員皆需自備課本，老師可代購，請於第⼀堂課告
知老師並繳交費用。
※適合 :已學過⼤約1年德文課程或看懂簡短文章的初學者。

2500
台籍

溫老師

德文入門周三班
7/21~9/1
每週三19:00~21:00，
共七週

課程以輕鬆活潑的方式讓您以最快速度學會聽說，老師以高互動、節奏快的方
式讓您沉浸在德語裡，沒有令人卻步的語法講解，直接用對話情境的方式讓學
生學會最基本的對話。課程結束，能以德文介紹自己和家庭成員，說明自己的
需求，簡單表達感受，描述物品、購物等等，並能順利至德國旅遊。
※課程使用教材「Menschen A1.1」，學員需自備課本。
※適合:  已學過⼤約4個月德文課程或會字⺟發音的初學者。

2500
台籍

郭老師

股市的本質是理性投資，但有些時候卻出現金錢炒作的投機現象，而環顧現代

語
言
學
習

法人操盤與產業研究
7/22~8/26
每週四19:00~21:00，
共六週

股市的本質是理性投資，但有些時候卻出現金錢炒作的投機現象，而環顧現代
上班族辛苦掙取薄薪，在進入股市應該具有基本面/產業面的研究概念，才能
養成理性投資的正確觀念。而了解法人操盤的紀律與技巧，有助於幫助⼀般投
資⼤眾建立專業的投資技巧與觀念。
第⼀堂 : 介紹理性投資的意義與內涵, 建立正確的投資觀念。
第二堂 : 介紹法人分析產業的技巧與方法。
第三堂 : 以道氏理論導入趨勢分析，進而能夠分辨各類趨勢。
第四堂 : 介紹基本財務比率分析選擇優質企業。
第五堂~第六堂:觀盤不是只看股價跳動，盤面透露許多投資，引領學員解讀盤
面。
※ 適合:追求探討產業基本面研究的投資⼤眾，以及想要⼀窺法人操盤紀律與
技巧的投資人。

2800 劉老師

實境分析與持股診斷
7/20~8/31
每週二19:00~20:00，
共七週

課程著重實務投資面向，與面授課程著重投資理論有所區別，不僅可輔助面授
學員的學習，更可吸引廣⼤喜好投資實務的學員。每周⼤盤走勢分析、實境應
用分析、學員持股診斷。

1700 劉老師

品
味
生
活

偉特塔羅牌
7/20~8/24
每週二19:00~21:00，
共六週

塔羅是古代用來傳遞訊息的圖像與符號，塔羅牌不只是占卜的工具，能讓我們
感應潛意識，更能開啟心靈的殿堂進行自我探索。
每張牌的背後都蘊含著人生的課題，宇宙的指引，生命的循環，藉由學習塔羅
能夠了解生命的奧秘，洞察自己的身心靈，開啟更多不同的視角來經驗生命。
※ 適合:對塔羅牌有興趣的學員。※ 學員需自備偉特塔羅牌⼀副。

2800 晏老師

投
資
理
財



品
味
生
活

科學紫微進階班
7/23~9/3
每週五19:00~21:00，
共七週

特別邀請現代紫微師資團隊，小班制教學，深入淺出，快速掌握紫微精要，正
確理解命盤宮位現代化解釋，並融入日常生活當中加以應用，讓你知己知彼，
在面對職場、感情、親子等問題時幫助您找到適性方向。
第⼀堂 : 紫微4⼤類型、14主星與12宮位
第二堂 : 兩性關係的迷思，情場困擾與相處方式。
第三堂 : 工作傾向與職場人際，最適合的職涯規劃。
第四堂 : 良好的親子互動，親子關係與教育方法。
第五堂 : 看懂你的理財及蓄財能力，掌握財富命勢。
第六堂 : 先天體質測定，弱臟的養生與保健。
第七堂 : 流年四化14主星運勢變化。
※ 老師提供講義，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2500

科技
紫微
師資
團隊

※ 老師提供講義，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進階班適合已上過紫微入門班之學員報名。

《早鳥優惠:7/13(二)晚間12點前報名繳費完成，舊生85折/新生95折》
《新生優惠: 3人團報不限課程9折 / 5人團報同課程85折》
《特約廠商優惠: 出示識別證9折》
※ 部份課程有年齡限制，課程進度或師資會因實際狀況調整。
※ 語言課程歡迎來電預約試聽/插班。
※ 已確定開班的課程，若於開課前⼀週取消報名，將沒收課程之
    代購費或材料費 (於已繳交之學費中扣除)。
※ 洽詢電話：03-577-9191分機313 李小姐
※ 報名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1號科技生活館2樓辦公室
※ 上課地點 : 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東區工業東二路1號

歡迎掃描歡迎掃描歡迎掃描歡迎掃描

立即加入立即加入立即加入立即加入line好友好友好友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