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簡介 費用 師資

單堂午間運動 250/堂

單堂晚間運動 280/堂

擴香桌花&香氛袋

索拉花與永生花材搭配擴香底座，不僅底座能擴香，索拉花本身也有擴香作
用。提供多種模具讓大家體驗灌模及學習簡易插花技巧，做好的擴香磚也能裝
入網紗袋，掛在衣櫥中芬芳衣櫥。
※ 課程包含擴香桌花、香氛袋各⼀個。(桌花尺⼨:約4.5*4.5cm*8cm)
※ 課程中桌花需要用鐵絲、膠帶綁花材，適合15歲以上學員報名。
※ 材料費300元（含灌模材料、花材、成品包裝），費用請於課程中直接繳交
給老師。

小菓子
畫集

Ok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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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優惠: 3人團報不限課程9折 / 5人團報同課程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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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03月08日~110年05月07日

歡迎掃描查詢和報名課程

擴香桌花&香氛袋
3/13，周六
10:00~12:00
共⼀堂

給老師。

400
Okasi

Art
Studio

冰冰
老師

冷製皂
3/20，周六
10:00~12:00
共⼀堂

手工皂千變萬化，平時除了可以拿來清潔外，也可以淨化身心。而自己動手做
手工皂還可以更清楚所添加的原料，用得更安心及放心。老師將逐步教你如何
溶解，攪拌再到冷卻脫模，最後成型，看似簡單，卻富含很多小技巧喔!是想
踏入手工皂的新手們絕佳首選。
※課程含冷製皂1個(約250g)。
※ 材料費300元，費用請於上課時直接繳交給老師。
※ 學員須自備⼀個保暖袋及250~300ml大小利樂皇。

400
剛剛好

日子
手作坊

假
日
課
程



假
日
課
程

ㄇ型口金包
3/27，周六
10:00~13:00
共⼀堂

所謂口金乃是包物的袋口是由金屬類的製品所做的配件，最常見的口金就是ㄇ
型或圓弧型。隨著時代的改變，口金包除了給人復古的印象外，也變潮流了，
有花系，幾何圖形，甚至有可愛圖案，口金包已成為包裡的必備小物了。
⼀起製作⼀個擁有它吧。
※作品尺⼨:⻑10cm*⾼9cm*深4cm。
※ 材料費200元，費用請於上課時直接繳交給老師。
※ 布材花色會因時日而有所調整，實際材料以老師準備為主。
※ 學員須自備線剪、珠針、針插、尺、擦擦筆。

400
小花田
蜜蜜縫

投
資
理

成⻑型存股法
3/9~4/13
每週二19:00~21:00，
共六週

我們正處於低利時代，若只將薪水存在微利的銀行中，是無法對抗通貨膨脹的
侵蝕，再加上年金改革使得退休金縮水可見，忙碌的上班族應從現在起，選擇
具備成⻑性產業前景且穩定配息的股票，既可領有穩定股利，⼜能享有產業成
⻑的回饋，唯有如此實踐，才能對抗通膨並規劃未來的退休生活。
第⼀堂 : 介紹存股的意義與內涵, 建立正確的存股觀念。
第二堂 : 認識各類存股，指導學員依自己的個性與財務狀況，選擇適合的存
股。
第三堂 : 認識不同產業周期的特點，進而懂得掌握成⻑型產業的存股時機。

2800 劉老師
理
財 共六週 第三堂 : 認識不同產業周期的特點，進而懂得掌握成⻑型產業的存股時機。

第四堂 : 介紹基本財務比率分析選擇優質企業，指導透過財務分析判斷產業生
命週期。
第五堂~第六堂:幫助存股族低處買進、⾼處賣出。
※ 適合:對投資理財有興趣的學員或零股票概念的學員。

韓語發音周二班
3/9~4/27
每週二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韓語初級周四班
3/11~4/29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大家的韓國語初級班
3/10~4/28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韓語進階班
3/8~4/26(4/5休)
每週⼀19:00~21:00，

2500

語
言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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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周二班課程使用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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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班適合 : 想從字⺟和發⾳開始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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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月的初學者。

大家的韓國語初級班課程使用教材「大家的韓國語初級二 」老師可代購課本
(1套379元含課本＋習作)，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大家的韓國語初級班適合 : 已學過大約2年2個月韓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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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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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韓語或看懂簡短句子文章的學員。

韓籍
高老師

每週⼀19:00~21:00，
共七週

2500※進階班適合 : 已學過大約2年6個月韓語或看懂簡短句子文章的學員。



韓語發音周⼀班
3/8~4/26(4/5休)
每週⼀ 19:00~21:00，
共七週

穩固基礎發⾳，透過反覆開口練習並造句，熟悉韓文單字和語句。生活化的情
境演練，使課堂中的學習更能實際帶到生活當中應用。
上課氣氛輕鬆活潑，時常補充⼀些有趣的文化、流行語，讓大家可以⼀起開心
學韓文發⾳還可深入了解韓國文化。
※ 課程使用教材「我的第⼀本韓語課本」，學員需自備課本。
※ 適合 : 想從字⺟和發⾳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500
台籍

林老師

英語Easy Say
3/8~4/26(4/5休)
每週⼀ 19: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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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450英文程度。

2200
甘比亞籍
Meiya
老師

新多益中級班
3/11~4/29
每週四19:00~21:00，
共八週

針對新多益聽讀測驗目標500-750的學習者所規劃的文法相關課程。主要針對
聽力及閱讀測驗考試所需要之文法與技巧做進⼀步強化與提升。
※ 老師不定時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適合:  想增強新多益500-750聽讀測驗的學員。

2800
台籍

陳老師

日文50音
3/8~4/26(4/5休)
每週⼀ 19:00~21:00，
共七週

特別邀請全國語言中心專業日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帶領你打好基礎並學好
發⾳，是想去日本自由行或對日本有興趣的你，絕對不容錯過的最佳選擇。
※ 日文50⾳班使用書為「隨身聽寫50⾳練習本」，老師可代購課本(⼀本72
元)，請於報名時告知，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適合:  想從字⺟和發⾳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500
日籍
關口
老師

針對無日文基礎的初學者設計之50⾳與日文入門課程。透過講解日文假名構語
日文50音
3/9~4/27
每週二19:00~21:00，
共八週

針對無日文基礎的初學者設計之50⾳與日文入門課程。透過講解日文假名構
造與書寫練習快速學習平假名、片假名以及後續基礎日文課程所需要的發⾳變
化。※ 教材為「大家的日本語初級⼀」，老師可代購課本，請於報名時告知
，費用請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適合:  想從字⺟和發⾳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500
台籍

陳老師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3/11~4/29
每週四19:00~21:00，
共八週

從「大家的日本語初級⼀」第⼀課開始，是已經學過並熟悉50⾳的同學您最
佳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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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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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本。
適合: 已學過日文50⾳初學者。

2500
台籍

高老師

日文初級周⼀班
3/8~4/26(4/5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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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日本語初級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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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10個月日文課或已上過「大家的日本語初級⼀」學員。

2200
台籍

馮老師

日文周三班
3/10~4/28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2800
日籍
山川
老師

日文進階班
3/11~4/29
每週四19:00~21:00，

2800
日籍
佐藤
老師

語
言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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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日文進階班使用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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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6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共八週 老師適合 : 已學過大約3年6個月日文課程的學員報名。



德文入門周二班
3/9~4/27
每週二 19:00~21: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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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月德文課程或已學過字⺟和發⾳的初學者。

2800
台籍

溫老師

德語零起點入門班
3/10~4/28
每週三19:00~21:00，
共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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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從字⺟和發⾳開始學習的初學者。

2800
台籍

郭老師

療癒瑜珈
3/10~4/28
每週三 10:30~11:30
共八週

療癒瑜珈是結合⻄方醫學中的解剖學、肌⾁動力學、筋膜放鬆技巧，再加上中
醫的經絡理論。針對現代人的文明病，以肌⾁的肌筋膜為概念做舒緩放鬆，搭
配伸展帶及瑜珈磚、滾筒當輔具進行呼吸與體位法練習，來放鬆酸痛的肌⾁群
，啟動自我療癒。
《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顆、伸展帶1條、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小V
老師

流行Zumba
3/11~4/29(4/22休)
每週四10:00~11:00
共七週

⼀堂課60分鐘超過10首以上歌曲，隨著各種流行曲風、⾳樂、舞蹈擺動身體
，動作重複性⾼，搭配節奏的快、慢，來調整課程變化。讓您在這短短的⼀小
時，達到運動流汗的效果，是⼀堂訓練心肺⾼低間歇性課程。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1600 Momo

皮拉提斯
以彼拉提斯為主，輔以舞蹈及肌力的動作，增強核心肌群的力量。
舒緩姿勢不良造成的肩頸及腰酸背痛，透過正位強化與伸展的身體肢體啟動腹

語
言
學
習

晨
間
運
動

皮拉提斯
3/12~4/30(4/2休)
每週五10:30~11:30
共七週

舒緩姿勢不良造成的肩頸及腰酸背痛，透過正位強化與伸展的身體肢體啟動腹
背肌群，加強身體平衡能力，亦增加統合肢體動作的能力。並透過課程當中的
呼吸法將穩定平衡的專注力和感恩平和的態度帶入每日的生活工作中。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600
怡君
老師

養生瑜珈
3/8~4/26(4/5休)
每週⼀12:10~13:10，
共七週

藉由這套基於體位法而生的能量Yoga課程，帶大家整套學習達到更深層感受
自我身心的方式，進而調整身體各器官的功能，恢復身體自然的循環。
《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顆、伸展帶1條、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600
意采
老師

曲線雕塑
3/9~4/27
每週二 12:10~13:10，
共八週

除了延伸與柔軟的訓練外，並大幅增加核心肌群的強度，讓身體線條緊實之餘
更能發揮身體最大能力。課程尾聲有大放鬆可以把身體的疲勞全部交給地板釋
放出去，讓大家在上完課都能全新出發。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群霈
舞蹈

工作室

Zumba有氧(午)
3/10~4/28
每週三 12:20~13:20，
共八週

以拉丁舞步為基礎，透過簡單的分解動作，以及循序漸進的帶動，每個人都可
以自在地跟隨熱情洋溢的拉丁⾳樂擺動，展現自信、享受熱舞的快感，同時達
到健身效果。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Ariel

滾輪瑜珈
3/11~4/29
每週四12:10~13:10，
共八週

滾輪風靡國內外，原因就是利用滾輪的特性幫助自己緊繃的肌⾁放鬆或是將沾
黏的筋膜分離。健康的筋膜可以靠伸展達到效果但受過傷的結疤組織或⻑期發
炎的肌⾁都會造成筋膜沾黏而無法正常伸展導致患部的不適或更嚴重的後果，
利用瑜伽滾輪的滾動配合角度將患部疏通，增加循環有利細胞修復，讓身體自
療能力發揮。動作簡單，不限年齡，讓你輕鬆上手享受美麗健康。
《需自備瑜珈墊、瑜珈滾輪1支，老師可代購滾輪，請於報名時告知》

1800

群霈
舞蹈

工作室

燃脂拳擊
3/12~4/30(4/2休)

拳擊有氧是全身性的訓練，可鍛練爆發力、心肺、增強肌耐力，也可快速燃脂
，跟著老師把你全身的能量釋放出來，喚醒你沉睡的肌⾁與平日累積的壓力，

午
間
運
動

3/12~4/30(4/2休)
每週五12:10~13:10，
共七週

，跟著老師把你全身的能量釋放出來，喚醒你沉睡的肌⾁與平日累積的壓力，
讓你舒壓之餘還能擁有好身材。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1600 Sunny



激瘦Zumba
3/8~4/26(4/5休)
每週⼀17:30~18:30，
共七週

課堂上可以聽到不同國家的⾳樂曲風，由快節奏和慢節奏所組合，加上有趣的
舞蹈動作達到⾼負荷及低負荷的無氧＋有氧運動。跟著老師的動作開心爆汗，
釋放大量多巴胺，娛樂性⼗⾜⼜能鍛鍊心肺，⼀堂課可消耗熱量為450-500大
卡且不用擔心跟不上或是不會跳，只要開心來運動就好!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1800 Ula

健康瑜伽
3/8~4/26(4/5休)
每週⼀18:50~19:50，
共七週

含腹式呼吸，冥想體位法，兼具美容祛病、雕塑體態、伸展拉筋、加強心肺功
能，達到減重塑身及恢復苗條健康的功效並忘卻工作壓力、煩惱，達到全然的
放鬆。《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月米
老師

墊上核心訓練
3/8~4/26(4/5休)
每週⼀20:10~21:10，
共七週

墊上核心訓練結合瑜珈，皮拉提斯的調節運動，復健，舞蹈等精髓，可提⾼全
身肌⾁的強化，柔軟度與平衡，將重點置於身體軀幹，以培養身體核心肌群安
定的力量，透過組合流暢的活動身體，對於改善姿勢，呼吸，調整體線有幫助
，以期增進健康，且可以依照參與者不同的體能狀態進行調整。
《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Angel

舒緩瑜珈提斯
3/9~4/27
每週二17:20~18:20，
共八週

上班族久坐，難免腰酸背痛，加上運動過少，健康情況更是每況愈下，久而久
之，脊柱壓力過大，怎麼坐著站著也不舒服。
這是⼀個以接觸瑜珈體位，深度延展及放鬆身體，並結合皮拉提斯強化核心和
手臂。針對上班族久坐而衍生的身體小病小痛去舒緩。適合任何程度。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個、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流動瑜珈
3/9~4/27

流動瑜伽是⼀堂非基礎的瑜伽課程，首先能理解每個動作的基礎，順暢的跟隨
呼吸，讓呼吸與體位法節奏⼀致，透過流暢連貫的動作找到自己內在能量的節
奏，感受能量自然在體內流動，可強化心肺功能、提升覺知，在挑戰身體和心

煒晴
老師

晚 3/9~4/27
每週二 18:30~19:30，
共八週

奏，感受能量自然在體內流動，可強化心肺功能、提升覺知，在挑戰身體和心
智的同時，幫助心靈全⾯釋放，課程體位法轉換動作的速度會比⼀般瑜珈課程
快，適合理解瑜伽體位名稱和有基礎的朋友。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瑜珈磚2個、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MV熱舞
3/9~4/27
每週二 19:40~20:40，
共八週

透過韓國及美式歌曲來學習歌曲內的MV舞蹈動作, 以獨有的教學方式讓你輕
鬆沒壓力的學會MV舞蹈, 秀出個人舞蹈魅力, 還能達到有氧運動的訓練喔~
《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庭瑜
老師

塑身肚皮舞
3/10~4/28
每週三 17:40~18:40，
共八週

肚皮舞在⼀來⼀擺中充滿女人味，舉手投⾜間蘊含著溫柔與性感。隨著⾳樂搖
擺，將重點集中在腹部，快速擺盪整個身子，呈波浪起伏狀，節拍⾳樂的加入
，顯得輕鬆自然。肚皮舞不僅可以增強全身的柔軟性，還可以鍛鍊妳的腹部肌
⾁，是雕塑身材曲線不容錯過的舞蹈。《學員請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姜蘋
老師

Zumba有氧(晚)
3/10~4/28
每週三19:00~20:00，
共八週

以拉丁舞步為基礎，透過簡單的分解動作，以及循序漸進的帶動，每個人都可
以自在地跟隨熱情洋溢的拉丁⾳樂擺動，展現自信、享受熱舞的快感，同時達
到健身效果。《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2000 Ariel

綜合瑜珈提斯
3/10~4/28
每週三 20:10~21:10，
共八週

介紹瑜伽基本觀念：腹式呼吸法瑜伽體位及平衡跟核心訓練，墊上伸展增加身
體柔軟度，促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
《請自備瑜珈墊，老師會提供瑜珈球、瑜珈磚或瑜伽繩當輔具》

2000 Amy

腹肌核心養成
3/11~4/29
每週四17:45~18:45，

除了延伸與柔軟的訓練外，以⾼強度間歇運動大幅增加上下腹及側腹部的核心
肌群強度，讓身體腹部線條緊實之餘更能發揮身體最大能力。課程尾聲有大放
鬆可以把身體的疲勞全部交給地板釋放出去，讓大家在上完課都能擁有線條及

2000
小V
老師

晚
間
運
動

每週四17:45~18:45，
共八週

鬆可以把身體的疲勞全部交給地板釋放出去，讓大家在上完課都能擁有線條及
滿滿元氣。《學員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老師



哈達瑜珈
3/11~4/29
每週四 19:00~20:00，
共八週

以哈達瑜珈為基礎，帶動身體完整的伸展，姿勢延展可消除肌⾁的僵硬和緊張
感，本課程適合初學者參與，特別是工作⻑時間久坐的上班族，可有效排解壓
力及舒緩全身的緊繃。
《學員請自備瑜珈墊、毛巾和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Amy

詠春拳成人班
3/11~4/29
每週四 20:10~21:10，
共八週

詠春拳蘊藏著豐富古老的智慧與文化，透過動態的形式被保存下來，來動動
吧！藉由習武，開發充滿潛力的新戰鬥領域，同時提昇自我、人際與工作上的
價值，⼀舉數得。《學員請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2000 敖教練

活力Zumba
3/12~4/30(4/2休)
每週五17:40~18:40，
共七週

Zumba是⼀個沒有難度以舞蹈為出發，用⾳樂帶領大家⼀起活動的運動。跳
Zumba有點像是去派對玩，即使沒有舞蹈基礎，也可以享受Zumba的樂趣。
風靡⼀票女明星的運動，您還在等什麼?趕緊⼀起來加入，讓您釋放多巴胺天
天都有活力。《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到教室替換、毛巾及穿著輕便的服裝》

1800 Una

輕緩皮拉提斯
3/12~4/30(4/2休)
每週五18:50~19:50，
共七週

現代大多數坐式生活者，如上班族、追劇族、菜籃族..等，常有肩頸緊繃、上
下背痛的困擾，透過皮拉提斯練習，增進核心肌群的控制力和肌⾁的延展性，
當我們在活動時，肌⾁的控制能相互協調，減輕關節的壓力，⼀旦喚醒沈睡已
久的深層肌⾁，關節的壓力與各種疼痛就能漸漸遠離我們了！
《需自備瑜珈墊、毛巾及穿著輕便有彈性的服裝》

1800
娃娃
老師

晚
間
運
動

藝
術
創
作

樂活手作花藝
3/10~4/14
每週三19:00~21:00，
共六週

親密接觸花草植栽、享受創意手作的過程，把花草自然的帶入生活空間，增加
居家美感與幸福感。從花卉的整理、認識植物、花藝資材，到完成製作出屬於
自己的花藝，皆會讓你對花藝有更深的了解。課程共有六個作品(含2個永生乾
燥花4個鮮花)。
第⼀堂:基本球形桌花(花材介紹與整理,花藝基礎造型)。
第二堂:自然風手綁花(螺旋腳綁法練習，可倒掛風乾成乾燥花束)。
第三堂:永生乾燥花禮盒(永生花介紹，學習永生花開花技巧等)。
第四堂:日式風格桌花設計(採用淺盤，並使用各式葉材，練習不同海綿插法，
做出日系風格作品)。
第五堂:永生花球樹(流行的永生花球樹製作，送禮自享皆宜)。
第六堂:迎新春桌花設計(使用中國傳統年節花卉，菊、芙蓉、竹等等，增加佳
節氣氛。
※ 材料費2700元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學員須自備花藝剪⼑(老師可代購 ⼀把$230，請於報名時告知)。
※課程花材及進度會依同學實際狀況與季節、節日調整。

2500
筱晴
老師



中華花藝入門班
3/11~4/15
每週四 19:00~21:00，
共六週

中國插花藝術歷史悠久,，在唐朝時即傳至日本，並在其後日益光大，不僅風
格獨具，在表現手法與形色意義上，均與中國人生活體驗與藝術哲學有關，在
愛花習花中， 讓忙碌的生活停留腳步，發現美的事物,，讓心重新流向於己,，
觀花觀心而自得。 課程含中華花藝基本型六個花型。
※ 花材或部分素材會因季節而有所調整，實際材料以老師準備為主。
※ 學員需自備:園藝剪、劍⼭、學習盤，老師可代購劍⼭、學習盤⼀組$720，
請於報名時登記。
※材料費$2500(多退少補)，費用請於第⼀堂課時繳交給老師。

2500
翎花
藝事
學苑

藝

跟著波麗畫色鉛筆
3/8~4/19(4/5休)
每周⼀19:00~20:30 ，
共六週

如同鉛筆般的色鉛筆，畫風清新細膩，讓人感到舒服⼜不失個性。老師每堂課
會詳細的將繪圖步驟簡化並拆解，分為構圖、線稿、上色、細節的安排再到最
後完稿，在這⼀連串的作畫過程中，循序漸進，讓手殘零美感的同學也能享受
畫圖的樂趣和成就感！
第⼀堂~第二堂:水果紙箱⿇雀
第三堂~第四堂:蘑菇森林松鼠
第五堂~第六堂:貓咪咖啡館
※ 材料費:250元(含講義及紙張)，費用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學員需自備:鉛筆、橡皮擦、36色油性色鉛筆 (建議使用PRISMACOLOR)。

2800
露台上
的波麗

藝
術
創
作



春日森友會輕水彩
3/16~4/27
每週二19:00~21:00，
共七週

由幾何圖形引導畫⾯構成，從顏色的感知，近而讓畫⾯呈現多元的風貌與溫度
，從觀察到下筆，體驗到繪畫的樂趣！課程包含3幅作品。
第⼀堂~第二堂:色卡製作及基本技法練習-小刺蝟花環線稿繪製上色、禪繞畫
邊框設計與運用。
第三堂~第四堂:森林好朋友線稿繪製、著色、立體明暗的色階想像概念解說。
第五堂~第六堂:細部明暗色階調整及森友總動員線稿繪製。
第七堂~第八堂:重疊物件的隔色與色溫調整及整體結構與色階平衡。
★第⼀堂課基本技法練習很重要，請學員務必出席上課★
※ 學員需自備:2B鉛筆、橡皮擦、抹布、水盒(有分隔)、噴水瓶、日本櫻花透
明水彩(固體水彩)、水彩筆圓頭筆4號及12號、紅圭筆細筆、櫻花防水代針筆
0.1及0.5、水彩本F2中粗紋230g。
※ 老師可代購用具⼀套1500元(內含: 日本櫻花透明水彩24色（固體水彩）、
水彩筆圓頭4號及12號（動物毛)、紅圭筆細筆、櫻花防水代針筆0.1及0.5、水
彩本F2中粗紋230g、 Pentel白色牛奶筆、3M紙膠帶1.5cm寬 )，請於報名時
告知。※ 無繪畫基礎之學員皆可參與，每⼀次都在進步中成⻑。

2500

左手
右手
工房

王老師

藝

輕鬆畫油畫
3/10~4/28
每週三 19:00~21:00，
共八週

老師將依學員的學習進度給予不同的畫作，利用獨門快速技法，用最少顏色將
繪畫分解成幾個簡單步驟來完成⼀幅油畫，不要懷疑!不需任何繪畫基礎，你
也可以在短短二個月打穩油畫基礎，成為畫家喔!
※ 課程包含⼀幅油畫作品。
※ 適合15歲以上年齡之學員報名。
※ 課程由老師提供AP認證安全油畫顏料，僅供課堂中使用。
※ 材料費2200元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含顏料、畫具、畫布)。
※ 學員需自備 : 抹布、衛生紙、圍裙、畫袋或畫夾(可帶可不帶)。

2500 翁老師

藝
術
創
作



靜心禪繞畫
3/11~4/15
每週四19:00~20:30，
共六週

來自美國的禪繞畫，只需要⼀張好紙以及⼀支好筆，不需要美術背景，皆能在
任何時間和地點進行創作。 透過禪繞畫的創作過程，達到心靈平靜的狀態，
進而緩解情緒、抒解壓力，並成為終生興趣。
第⼀堂~第二堂:介紹禪繞畫、用具，白色、⿊色紙磚練習。
第三堂~第四堂:Bijou小紙磚-⿊白混搭、金色浪漫。
第五堂~第六堂:⿊磚-捕夢網及綜合練習。
※ 材料費$400元(含:白磚、⿊磚、bijou小紙磚，學習磚⿊、⿊色代針筆、鉛
筆、水漾筆、白炭筆、金屬筆、雙頭紙筆) 費用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 無繪畫基礎之學員皆可參與，每⼀次都在進步中成⻑。

2200
飛尼
老師

藉由鉛筆素描，使用簡單的工具，將生活中的小事物加以紀錄，繪畫即生活，
生活即繪畫，使繪畫更貼近人心。這期課程以花卉為主題，包含4幅作品。
第⼀堂~第二堂:玫瑰花的構圖及造型確定、明暗上色立體感的掌握。
第三堂~第四堂:⼭丹花束的造型構圖、整體畫⾯上色立體感特徵營造。
第五堂~第六堂:小菊花盆栽造型構圖、明暗上色立體感特徵營造。
第七堂:向日葵造型構圖、明暗上色畫⾯氣氛營造。
※ 材料費$600元(含:素描紙本，素描鉛筆，畫用橡皮，保護噴膠) 請於第⼀堂

生活素描
3/12~4/30(4/2休)
每週五19:00~21:00，
共七週

※ 材料費$600元(含:素描紙本，素描鉛筆，畫用橡皮，保護噴膠) 請於第⼀堂
上課時繳交給老師。
※ 無繪畫基礎之學員皆可參與，每⼀次都在進步中成⻑。

2200 劉純向
老師

英文尖筆書法高級班
3/12~5/7(4/2休)
每週五19:00~21:00，
共八週

喜歡活潑動人的史賓賽字體嗎? 那你更不能錯過更多變化、更動人、更有藝術
性的Ornamental 字體。藉著筆尖材質 、斜頭筆桿、紙張等書寫工具的發展,
從史賓賽字體逐漸發展出Ornamental 字體。老師將在課堂中介紹這兩種字體
的差異, 並且把各種變化分門別類地解說 、示範讓同學們能很有系統、組織地
學到這種⼀圈⼀圈⼜⼀圈的字體, 並了解圈圈中的規則。別怕! 只要你有用斜頭
沾水筆桿的經驗, 歡迎你⼀起來分享。
※學員請自備直桿沾水筆桿 ( 或斜頭沾水筆桿 )+ 尖頭沾水筆尖 ( 建議 NIKKO
G尖 ) 及墨水。

2500
昆明
老師

品
味

Beauty 基礎彩妝
3/9、3/23
4/6、4/20

春季是調理肌膚體質最好的季節，呵護肌膚的肌荒和敏感，讓你保有元氣肌!
東京系流行春妝，讓你體驗史上最輕薄的粉底及心機糖霜眼影，讓你在職場上
更加清新亮麗，質感加分，歡迎加入美的行列! 1800 譚老師

藝
術
創
作

味
生
活

4/6、4/20
每週二19:00~20:30，
共四週

更加清新亮麗，質感加分，歡迎加入美的行列!
※課程中老師會幫學員以不同的臉型膚況講解及實作修飾。
※由SHISEIDO現任美容教育講師授課，課程免費提供資生堂流行彩妝試用品
，保養試用體驗包,化妝用具包。

1800 譚老師



精油芳療身體保健
3/8、3/15
3/22、4/12
每週⼀19:00~21:00，
共四週

老師帶領你認識精油種類、說明功效並嗅吸味道，運用精油的特性製作成品，
藉由瑞典式的按摩手法，將自己做的精油，塗抹在身體上。配合東方的24節
氣舒理經絡，針對身體各部位做不同調理，撫慰您疲憊身心，改善身體情況。
※每堂課會製作⼀個精油成品(例如:滾珠、霜狀、膏狀)，4堂共4個成品。
※課程中使用精油選自愛理時芳療學院，透過（GC-MS）檢測通過。
※材料費1500元，請於第⼀堂課繳交給老師。
※課程會依同學實際狀況與季節調整。
※妊娠中的女性不宜加入。 1600

香氛精油蠟燭
3/11~4/1
每週四19:00~21:00，
共四週

忙碌了⼀整天，回到家身心俱疲，這時點上屬於自己香味的蠟燭，靜靜地感受
心情的沉靜。老師透過簡單的步驟，教您完成屬於您的風格及香味的香氛蠟
燭。讓蠟燭不只是單純照亮您的生活，更豐富了您的心靈。
※課程含4個80~150g蠟燭。
※材料費1200元請於上課時繳交給老師。
※課程材料因季節而有所調整，實際材料以老師準備為主。

1600

剛剛好
日子

手作坊

品

吉他入門班
3/12~4/30(4/2休)
每週五 19:00~20:30，
共七週

以簡單明瞭的節奏幫助大家奠定基礎，⼀方⾯培養節奏感、⼀方⾯學習基礎樂
理。搭配膾炙人口的歌曲讓你更快進入吉他的世界。課堂中由學生喜愛之指定
曲目教學，讓喜愛吉他的你更沉浸在裡⾯~
※ 學員需自備吉他、調⾳器、capo夾。
※歡迎無基礎或忘記基本指法的10歲以上學員報名。

2200
范老師

偉特塔羅牌基礎班
3/9~4/13
每週二19: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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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晏老師

巒頭風水入門班
3/10~4/28每週三
19:00~21:00，共八週

學習風水第⼀步要從巒頭開始學習，當理解來龍去脈之後，.就能理解氣場匯
集之地的興旺。輕鬆學習深入了解自然脈像與生活運用.，巒頭風水課程是學
風水的第⼀步核心 ，歡迎大家喔！
第⼀堂 :巒頭之基本論述與說明及龍、穴、砂、水分項解讀。
第二堂 :龍脈走向辨識引導、台灣⼭脈走向之對應、平陽龍對應。
第三堂:形意辨識、穴位對應、平陽穴對應。
第四堂:砂、水辨識及狀態說明、平陽砂跟水對應。.
第五堂 : 見龍不是龍、結穴不結穴、穴對應運用。
第六堂 : 見砂似見⼭、見水似無水、水對應運用範圍(辦公室、居家)。

2800 鄢老師

品
味
生
活

第六堂 : 見砂似見⼭、見水似無水、水對應運用範圍(辦公室、居家)。
第七堂 ~第八堂:尋龍、辨穴、室內大/小局佈局運用(學員操作)。
※適合:對風水有興趣的學員。
※ 老師提供講義。※ 學員需自備筆、筆記本。



品
味
生
活

科學紫微初級班
3/12~4/30(4/2休)
每週五19:00~21:00，
共七週

特別邀請現代紫微師資團隊，１５人以下的小班制教學，深入淺出，快速掌握
紫微精要，正確理解命盤宮位的現代化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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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觀念調整與轉換，現代紫微與傳統的差異。
第二堂 : 陰陽與4大類型，個性特質的分類。
第三~四堂 : 認識陽性主星的行為風格，給每⼀顆主星的真心話。
第五堂 : 38人格特質之24雙星組合。
第六堂 : 輔星的微調與迷思、分類。
第七堂 : 定盤與合參-大小限的轉換，與其他命理的關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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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鳥優惠:2/25(四)晚間12點前報名繳費完成，舊生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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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