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英
語
系
列

DA101 KK音標與自然發音 (講義費16元) 三 18:00-19:30 1800 12 5/12-6/30 周慧美

DA102 英文會話初級五 (備side byside I 
第6課起) 三 19:30-21:00 1800 12 5/12-6/30 周慧美

DA103 KK音標與自然發音 (講義費16元) 六 10:30-12:00 1800 12 5/15-7/3 周慧美

DA104 英文會話初級16 (備side byside I 
第15課起) 六 09:00-10:30 1800 12 5/15-7/3 周慧美

DA105 英文會話中級2 (備side byside II 
第3課起) 四 09:00-10:30 1900 12 5/13-7/1 周慧美

日
語
夜
間
系
列

DA201 日語會話初級一 (備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1第1課起) 三 18:00-19:30 1800 12 5/12-6/30 李珍珍

DA202 日語會話初級二 (備簡單學日語第3
課起) 四 18:00-19:30 1800 12 5/13-7/1 李珍珍

DA203 日語會話中級一 (備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二) 二 18:00-19:30 1900 12 5/11-6/29 蔡佩錦

DA204 日語會話高級四 (備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第35課起) 三 19:40-21:10 2000 12 5/12-6/30 李珍珍

DA205 日語會話聽說讀寫 (備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I第48課起) 四 19:40-21:10 2100 12 5/13-7/1 李珍珍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日
語DA206 日語會話聽說讀寫 (備大家的日本語

中級第24課起) 二 19:40-21:10 2100 12 5/11-6/29 蔡佩錦
日
語
日
間

DA207 わくわく日本語 (備筆記本、筆) 五 09:30-11:00 2000 12 5/14-7/2 黃培菁

DA208 日檢衝刺 (講義費300元；自
備筆記本、筆) 六 09:30-11:30 2400 16 5/15-7/3 李珍珍

韓
國
語
文
系
列

DA301 韓文子母音發音練習 (備筆記本、筆) 二 19:40-21:10 1800 12 5/11-6/29 何香慧

DA302 韓文發音基礎 (講義費30元，備
筆記本、筆) 三 19:00-20:30 1800 12 5/12-6/30 歐　翼

DA303 韓文初級5與口說練習 (本期進度:時間) 四 18:30-20:00 1800 12 5/13-7/1 何香慧

DA304 韓文中級16與口
說練習

(本期進度:電話溝
通) 一 19:10-20:40 1900 12 5/10-7/5 何香慧

DA305 韓文初級多元練習
(須具備原來如此
文法는군요、打算如
此文法려고 하다)

二 18:00-19:30 2000 12 5/11-6/29 何香慧

他
國DA501 西班牙文發音 (講義費250元，備

筆記本、筆) 五 19:00-20:30 2200 12 5/14-7/2 洪芯樺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工
商
管
理

DB301 小資族輕鬆賺週薪 二 18:30-20:30 1800 12
六週 5/11-6/15 高琝沅

DB302 認識情緒~重點管理 四 19:00-21:00 2400 16 5/13-7/1 徐士傑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工
商
管
理

DB303 網路行銷E點通 (備筆記本、筆) 四 19:30-21:00 1800 12 5/13-7/1 許漢義

DB304 口才訓練 (教材費100元) 五 19:00-21:00 2400 16 5/14-7/2 洪騰彦

臺南官網簡章下載  
http://tnctc.cy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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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21：00

週六　　　 09：00－16：00

地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41號4F(民治派出所旁)

電話

(06)633-1331

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附設

臺南市語文才藝短期補習班

新營分班府教社字第0276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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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月份

招生簡章

一、晨型經濟專區【5/7前報名享優惠價，5/8起恢復原價，教材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晨
型

DC115 早安瑜珈(特惠) 五 08:30-10:00 1800
1599 12 5/14-7/2 陳天媛

晨
型

DC131 熱汗有氧(特惠) (備運動服、運動鞋) 五 09:00-10:00 1300
1109 8 5/14-7/2 葉彩琴

DC128 早安有氧彼拉提斯
(特惠)

(備乾淨運動鞋、
瑜珈墊) 二 08:40-09:40 1300

1109 8 5/11-6/29 金惠娟 DD306 精緻班~奶油土擠花(特惠) 二 10:00-12:00 2800
2199 12 5/11-6/15 沈玲君

DC129「拳」力出「擊」有氧(特惠) 二 11:10-12:10 1300
1109 8 5/11-6/29 蔡青娟 DF104 有趣的自然生態～

動物篇(特惠) (適合5-10歲) 六 10:00-11:00 1300
1109 8 5/15-7/3 洪雅惠

二、樂齡學習【滿60歲65折，請出示身分證明，教材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老
愛

DC141 國標運動舞蹈(特惠) (備乾淨「皮底」運
動鞋) 一 19:30-21:00 1800 12 5/10-7/5 李盈瑩

老
愛

DC205 陳氏太極拳 (自備乾淨功夫鞋
或運動鞋、毛巾) 五 18:00-19:30 1800 12 5/14-7/2 李惠心

DC143 樂齡運動舞蹈拉
丁舞(特惠)

(備乾淨「拉丁」運
動鞋) 五 14:00-15:30 1800 12 5/14-7/2 李盈瑩 DD111 經典西洋歌技巧教唱(特惠) 五 18:30-20:30 2100 16 5/14-7/2 紀智耀

三、精緻單日系列【教材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不受理當日報名】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精
緻
單
日

公益 特殊兒童瑜珈
(備瑜珈墊。適合2-13
歲特教生親子，名額
有限請先報名)

三 10:00-11:00 免費 1 5/12 江詠晶
徐玉鳳

精
緻
單
日

DC301 律動有氧操 (備:輕鬆貼身運動
服、乾淨運動鞋) 五 09:00-10:00 99 1 4/23 葉彩琴

公益 喜悅親子瑜珈
(備瑜珈墊。適合
3-12歲親子,名額
有限請先報名)

三 10:00-11:00 免費 1 5/19 江詠晶
徐玉鳳 DF401 奶油土擠花精緻體驗

課～香磚及留言夾
(備擦手巾、圍裙。耗
材費:450元。耗材
不含工具及配方。)

六 09:00-12:00 600 3 5/1 沈玲君

DB401 情緒自我管理 四 19:00-20:00 99 1 4/22 徐士傑 DF402 奶油土擠花精緻
體驗課～花藤圈

(備擦手巾、圍裙。耗材
費:680元。耗材不含工
具及配方。中午不休息)

六 10:00-14:00 700 4 5/8 沈玲君

四、語文教育學院 【課本、講義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特惠班5/7前報名享優惠價，5/8起恢復原價】

五、工商管理學院【課本、講義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

六、健康運動學院【瑜珈、皮拉提斯課程請自備瑜珈墊，有氧、舞蹈課程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特惠班5/7前報名享優惠價，5/8起恢復原價】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瑜
珈
夜
間

DC101 健身瑜珈A 一 18:10-19:10 1300 8 5/10-7/5 張正芬
DC102 健身瑜珈B 二 19:30-21:00 1800 12 5/11-6/29 張正芬
DC103 健身瑜珈E 四 17:50-18:50 1300 8 5/13-7/1 張正芬
DC104 健身瑜珈C 四 19:20-20:50 1800 12 5/13-7/1 張正芬
DC105 健身瑜珈D 五 19:30-21:00 1800 12 5/14-7/2 張正芬
DC106 入門瑜珈 二 18:00-19:00 1300 8 5/11-6/29 江詠晶
DC107 熱動瑜伽 三 18:00-19:00 1300 8 5/12-6/30 陳天媛
DC108 養生瑜珈 三 19:30-21:00 1800 12 5/12-6/30 林明月
DC109 生活瑜珈 五 18:00-19:30 1800 12 5/14-7/2 林明月
DC110 舒活瑜伽 五 19:40-21:10 1800 12 5/14-7/2 陳天媛

日
間DC111 凍齡瑜珈 一 14:30-16:00 1800 12 5/10-7/5 徐玉鳳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瑜
珈
日
間
系
列

DC112 陰瑜珈 (備70cm以上大毛巾) 二 12:20-13:10 1100 8堂 5/11-6/29 張正芬
DC113 身心靈瑜珈(特惠) 三 14:30-16:00 1800

1260 12 5/12-6/30 徐玉鳳

DC114 基礎瑜珈(特惠) 四 14:00-15:00 1300
900 8 5/13-7/1 江詠晶

DC115 早安瑜珈(特惠) 五 08:30-10:00 1800
1599 12 5/14-7/2 陳天媛

DC116 享受生活享瘦瑜珈 六 08:30-10:00 1800 12 5/15-7/3 顏月霞
有
氧
夜
間
系
列

DC121 動感燃脂有氧 (備瑜珈墊) 一 19:20-20:20 1300 8 5/10-7/5 金惠娟
DC122 高低階有氧 (備瑜珈墊) 二 18:10-19:10 1300 8 5/11-6/29 吳苡薰
DC123 動感燃脂有氧 三 18:10-19:10 1300 8 5/12-6/30 金惠娟
DC124 美麗塑身HAPPY GO 四 18:10-19:10 1300 8 5/13-7/1 金惠娟

日
間DC125 塑身有氧-上午 (週一瑜珈墊；週四

運動鞋) 一四 08:40-09:40 2200 16 5/10-7/5 吳苡薰

※網路報名請於報名
隔天23:59前至ATM
或銀行繳費，中心
櫃台恕不受理，
逾期繳費請洽報名
中心處理。
※以上優惠辦法限擇
一方案優惠使用，
且不適用於「精緻
單日系列」及課程
內容中註明「無折
扣」之班級，特惠班
5/8起恢復原價，
所有優惠(不含單元
及特惠班)。

舊學友
需出示終身學習卡

優惠身分

95折9 折

第一班 95折  

第二班 9 折
第一班 95折

二班同時報名88折
自行退費，請補足差額

第一班 無折扣

第二班 95折

長青專案
請出示身分證件 年滿65歲以上 8 折

新生2人同行專案

9折 95折

報名優惠方案

新學友
+100 元報名費

4月20日
(二)前

早鳥
優惠 5月7日

(五)前

勵學
優惠 5月8日

(六)起

卡友
優惠 4月26日

(一)起
4月25日
(日)前

網路
報名

舊帶新專案 介紹1位85折、2位75折、3位65折、新生一律9折

9折

同時報名

88 折

救國團新營中心
誠徵各專長領域教師

徵徵
語文/工商/舞蹈

文創/兒童

@101bmcgp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有
氧
日
間
系
列

DC126 塑身有氧-午間 (週一運動鞋；週四瑜珈墊) 一四 12:20-13:10 2000 16堂 5/10-7/5 吳苡薰
DC127 一起ZUMBA 一 10:00-11:00 1300 8 5/10-7/5 蔡青娟

DC128 早安有氧彼拉
提斯(特惠)

(備乾淨運動鞋、瑜
珈墊) 二 08:30-09:30 1300

1109 8 5/11-6/29 金惠娟

DC129「拳」力出「擊」有氧(特惠) 二 11:10-12:10 1300       
1109 8 5/11-6/29 蔡青娟

DC130 ZUMBA 三 08:30-09:30 1300 8 5/5-6/23 王祈閔
DC131 熱汗有氧(特惠) (備運動服、運動鞋) 五 09:00-10:00 1300

1109 8 5/14-7/2 葉彩琴

DC132 芭蕾有氧 (備貼身衣服、乾淨
運動鞋或芭蕾軟鞋) 六 08:50-09:50 1300 8 5/15-7/3 葉彩琴

專
業
舞
蹈

DC141 國標運動舞蹈
(特惠)

(備乾淨「皮底」運動
鞋) 一 19:30-21:00 1800 12 5/10-7/5 李盈瑩

DC142 拉丁有氧舞蹈 二 19:20-20:20 1300 8 5/11-6/29 吳苡薰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舞
蹈

DC143 樂齡運動舞蹈拉
丁舞(特惠)

(自備:乾淨「拉丁」
運動鞋) 五 14:00-15:30 1800 12 5/14-7/2 李盈瑩

運
動
休
閒
系
列

DC201 氣功禪修 (手鍊、功夫球各150元) 一 19:30-21:00 1800 12 5/10-7/5 陳文賢

DC202 陳氏太極劍—
初階(特惠)

(備陳氏太極劍或團
購、運動鞋) 一 18:00-19:30 1800

1260 12 5/10-7/5 許漢義

DC203 柔展體態雕塑A (備瑜珈墊) 三 19:30-21:00 1800 12 5/12-6/30 沈秀真
DC204 柔展體態雕塑B (備瑜珈墊) 四 19:30-21:00 1800 12 5/13-7/1 沈秀真

DC205 陳氏太極拳
(特惠)

(自備乾淨功夫鞋或
運動鞋、毛巾) 五 18:00-19:30 1800 12 5/14-7/2 李惠心

DC206 柔展入門 (備瑜珈墊) 一 10:00-11:30 1800 12 5/10-7/5 沈秀真
DC207 小腰精核心肌群 (備瑜珈墊及乾淨運動鞋) 二 10:00-11:00 1300 8 5/11-6/29 蔡青娟
DC208 柔展養生 (備瑜珈墊) 四 10:00-11:30 1800 12 5/13-7/1 沈秀真

＊詳閱簡章→選定班別→填寫報名表→出示優惠證件→現場現金繳費並領取繳費
證明單→繳費證明單請保留至課程結束。

＊新生首次報名需另繳報名手續費100元，贈送「終身學習卡」一張。
＊【轉班】請於第二堂上課前持本期「繳費證明單」至櫃檯辦理，轉班限一次，

第二次轉班加收50元手續費，一般課程恕無法轉精緻單日系列課程。(特惠價
課程轉班一律比照勵學優惠)

＊各班上課請勿錄音、錄影及試聽，且不得攜眷、寵物進入教室。
＊申請結業證書，工本費50元。

＊本團與中國青年旅行社合作辦理各項旅遊活動
，簡章備索，歡迎報名，或請上網：http://
www.cyta.com.tw查詢。

一、退費手續:
(一)報名人數不足無法開班時，本中心以電話

或簡訊通知後，請於接獲通知後一週內辦理轉班或退費，報名手續費100元
恕不退還，終身學習卡由學友留存使用，之後報名憑卡即可享舊生優惠。

(二)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習班管理規則規定，學友報名後因個人因素不克
參加者，依下列標準退費：
1.實際開課前提出退費申請，退還學費全額費用。
2.實際開課後且未逾全期課程三分之一者，退還學費之六成。
3.實際開課後且未逾全期課程二分之一者，退還學費之四成。

4.課程已開課逾全期課程二分之一者，恕不退費。
二、遇颱風、地震等天災，依臺南市政府公佈「不上班」為標準，補課時間請班

代與本會及老師研商。若因本班因素或教師請假所缺課程，補課時間另行通
知。若學友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缺課，恕不補課。

三、本會提供課程線上 ATM轉帳報名，歡迎利用 http://www.cyccea.org.tw 學
習中心入口網站線上選課，並透過便利商店 ( 銀行 ) 提款機、或網路 ATM完
成報名手續。

節能減碳又快速
歡迎來信索取電子簡章

簡章與優惠訊息將每期

 寄到您的電子信箱

EDM:6331331edm@gmail.com
為關懷及鼓勵低收入戶自力學習，提供部分名額之

免學費課程(限7人以上已開班之課程，每班限一名

，材料費另計，不折扣班、電腦班及代合辦課程不

列入本項免費之課程)，請持台南市區公所開立之

110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及身分證影本，於110年

5/5-5/6至各中心服務台辦理(各中心合併計算，每

人每年度限參加3次，崇德中心15名、永康中心12

名、東門中心10名、新營中心10名、忠義中心10名

)，110年5/7起通知是否開課，報名後恕無法辦理

轉班。

學友報名須知及權益事項說明【視同定型化契約，敬請詳閱】

六、健康運動學院【瑜珈、皮拉提斯課程請自備瑜珈墊，有氧、舞蹈課程請自備鞋底乾淨運動鞋，特惠班5/7前報名享優惠價，5/8起恢復原價】

七、文創藝能學院【教材、講義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特惠班5/7前報名享優惠價，5/8起恢復原價】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教學內容

美
術
系
列

DD101 靜物油畫 二 18:30-20:30 1900 16 5/11-6/29 吳麗娜
在各式的畫畫中油畫是最容易控制，由於不易變乾、沒有到處流動的現象，在作畫時可慢慢進行，且顏料的遮蓋力
強，畫錯也可以輕易地塗改。沒有基礎的學生可以透過不同的教學，學習掌握油畫顏料的不同特性、技巧運用。另
繳畫布費用：250元。其餘用品第一堂老師另行介紹。

DD102 漂亮寫好字~書法基礎 三 19:00-21:00 1900 16 5/12-6/30 周基山 還在羨慕別人漂亮的字跡嗎？書法基礎讓您從毛筆字開始學習寫好字。課程將自基礎執筆方法、坐姿、楷書…等開
始教授，並依個人能力調整進度。需自備毛筆、墨汁、硯台、九宮格紙（十二格）、墊布、筆捲、文鎮。

DD103 療癒系色鉛筆插畫-夜間 四 19:00-20:30 1500 12 5/13-7/1 張凱伶 用簡單的技巧，勾勒出色鉛筆的粉嫩感，不論是想要美美的作品，還是要萌心大噴發，歡迎您一起來畫張小品。自
備：水性色鉛筆、鉛筆、橡皮擦，另繳材料費：100元。

DD104 療癒系色鉛筆插畫 三 10:00-11:30 1500 12 5/12-6/30 張凱伶 用簡單的技巧，勾勒出色鉛筆的粉嫩感，不論是想要美美的作品，還是要萌心大噴發，歡迎您一起來畫張小品。自
備：水性色鉛筆、鉛筆、橡皮擦，另繳材料費：100元。

DD105 輕彩繪輕鬆畫 五 09:00-11:00 1900 16 5/14-7/2 陳貴米 輕彩繪是一種輕鬆簡單，帶來成就與幸福感的多元媒材藝術。課程以小卡為創作，透過技法練習運筆，從小卡到類水彩
創作盡情展現並結合禪繞線條，讓創作更活潑精彩。另繳材料費：50元，第一堂自備：彩豔筆，其餘用具另行介紹。

DD106 木器彩繪 五 10:00-12:00 1900 16 5/14-7/2 吳麗娜 彩繪是一門裝飾藝術，用簡單的會話技巧變化成多樣的技法，將各種不同的素材融入生活中，以美麗典雅的作品一
起來裝飾居家生活。自備用品第一堂老師另行介紹。

DD107 紓壓粉彩 六 09:30-11:30 1900 16 5/15-7/3 陳貴米 不需要任何繪畫基礎，只要有顆想畫畫、創作的心，手指就是畫筆，運用容易上手的繪畫技巧與工具，就能畫出一
幅賞心悅目的畫作。自備用品第一堂老師另行介紹。

音
樂
歌
唱

DD108 國台語歌曲教唱 一 19:00-21:00 2100 16 5/10-7/5 李秋鶯 國、台語歌曲的介紹與詮釋，歌唱基本功的練習，讓您輕鬆開口唱歌。另繳教材費100元。

DD109 吉他新手輕鬆學 三 18:30-20:00 1600 10.5 5/12-6/23 林裕肱 無需任何音樂基礎，本課程包含基礎吉他彈唱和簡易伴奏技巧等課程。吉他自備或第一堂課老師代購，另繳教材費300元。七週

DD110 精緻班～電子琴基礎彈奏 四 18:30-20:00 5200 12 5/13-7/1 紀智耀 快速練指法及簡易記譜法教學，用攜帶方便電子琴，學習開心地唱和，輕鬆體驗電子琴的音樂之美。小班教學，教
師 Boston Berklee 音樂學院現代編曲畢業。自備：49以上標準鍵（或61鍵）電子琴，另繳講義費150元。

DD111 經典西洋歌技巧教唱(特惠) 五 18:30-20:30 2100 16 5/14-7/2 紀智耀 老師獨創的旋律記憶法，解決陌生曲目旋律不易記住的問題，以知性的方式介紹歌曲背景，讓您輕鬆詮釋西洋好歌
。另繳教材費150元。【樂齡學習滿60歲65折特惠】

DD112 國台語好歌技巧教唱 三 14:30-16:30 2100 16 5/12-6/30 謝一心 從丹田基本練習到歌唱技巧運用，再由肢體表達至歌曲詮釋，一步步帶領您進階。團體班的課程也能有個人班的學
習資源，讓您輕鬆自信來高歌一曲。

DD113 經典西洋歌技巧教唱—下午(特惠) 五 14:00-16:00 2100
1470 16 5/14-7/2 紀智耀 老師獨創的旋律記憶法，解決陌生曲目旋律不易記住的問題，以知性的方式介紹歌曲背景，讓您輕鬆詮釋西洋好歌

。另繳教材費150元。

生
活
藝
能

DD201 精緻班～手機攝影創意
運用 一 18:30-21:00 3100 20 5/10-7/5 顏漢昇

手機強大的器材帶動了生活記錄的風潮，在不同情境主題中，每種主題都需要具備相關知識才能拍出理想的影像。
課程將帶領學員一窺各類型拍攝主題可搭配的拍攝技巧，拓展攝影視野，讓手機更得心應手記錄生活中的每一個觸
動。自備：手機(須能上網)。另繳講義費300元。

DD202 巧手療癒系捏塑(特惠) 一 19:00-21:00 1900
1666 16 5/10-7/5 羅金珠 運用黏土素材搭配簡單工具藉由手作捏塑出既可療癒心靈又能美化居家環境。另繳材料費1200元。

DD203 精緻班～用相機，說生活
的故事—初階(特惠) 五 18:30-21:00 3100

2699 20 5/14-7/2 顏漢昇
數位攝影攝影器材帶動了生活記錄的風潮，在不同情境主題中，每種主題都需要具備相關知識才能拍出理想的影像
。課程將帶領學員一窺各類型拍攝主題可搭配的拍攝技巧，拓展攝影視野，讓手機更得心應手記錄生活中的每一個
觸動。第一堂自備：數位單眼相機，其餘用品另行介紹。另繳講義費300元。

DD204 精緻手工皂&香氛手作 五 18:30-20:30 1900 16 5/14-7/2 張鶴嚶
實用性高成就感滿點收穫最豐富！輕鬆學習使用天然環保素材結合愉悅身心的精油香氛提升生活品質，體驗冷製手
工皂的美好及生活香氛美學的應用。課程將用簡單易學的方式讓大家學會打皂。另繳材料費：1800元，自備：防
護手套、口罩、圍裙、護目鏡（眼鏡可）、舊毛巾、提袋。（可帶回10個皂及4項手作品）

命
理

DD205 天星占卜牌 一 19:00-21:00 1900 16 5/10-7/5 陳文啟 最新的東方占卜牌，以中國先賢菩提達摩祖師的智慧，由達摩一掌經中再創造出圖卡式的占卜算命方式，有占卜牌陣的介紹，陰陽、三
才、天星、河圖、洛書牌陣的放置方式與翻牌次序的操作，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實際占卜。另繳教材費：天星占卜牌一套與講義450元。

DD206 實用陽宅基礎 二 19:00-21:00 1900 16 5/11-6/29 李金鳳 陽宅基礎是由認識陽宅的形制到整體四勢、外形，怎樣的外形會有官司、桃花？怎樣的陽宅形體會有病症、凶兆？
課程簡單實用，以利於屋宅選購。另繳講義費300元。

美
容

DD207 基礎紓壓手法 一 18:00-20:00 2100 16 5/10-7/5 黃淑娟 指導經絡紓壓基礎，舒緩頭頸肩部位、刮痧及拔罐…等調理手法。第一堂自備刮痧板， 其餘用具老師另行介紹。

DD208 美容丙級證照(護膚) 四 19:00-21:00 2100 16 5/13-7/1 黃淑娟 美容證照術科分護膚及彩妝授課，無先後之分，皆可先上。內容包含臉部清潔、保養…等、日間妝和夜間妝..等、衛生技能
。材料自備，或可向老師租借300元/堂，考照費另計，考試需要自帶模特兒，考試當天租借1500元。【恕不折扣】DD209 美容丙級證照(彩妝) 五 19:00-21:00 2100 16 5/14-7/2 黃淑娟

烹
飪

DD301 中餐丙證示範教學(葷-301系列) 二 18:00-21:00 2900 21 5/11-6/22 黃雅琪 本課程採教師實作示範教學，學員全程無實作，課程須二期始得完成授課24題組考試菜餚，以七週為一期。授課內容依勞動部考
試規範測試資料。自備筆記本、筆。每期另繳材料費：1200元。材料費不含課本、刀具、報考費及報名表。【恕不折扣】七週

DD302 實作中餐丙證(葷-301系列) 二 09:00-12:00 4300 21 5/11-6/22 黃雅琪 課程採小班制2人一組實作，講師示範講解學員實作，課程須分二期始得完成考試24題組菜餚，以七週為一期。授課內容依勞動部測試參
考資料規範。自備:刀具、課本、包裝盒袋。每期另繳材料費：5000元。材料費不含課本、刀具、報考費及報名表。【恕不折扣】七週

DD303 實作中餐丙證(葷-301系列) 二 13:30-16:30 4300 21 5/11-6/22 黃雅琪 課程採小班制2人一組實作，講師示範講解學員實作，課程須分二期始得完成考試24題組菜餚，以七週為一期。授課內容依勞動部測試參
考資料規範。自備:刀具、課本、包裝盒袋。每期另繳材料費：5000元。材料費不含課本、刀具、報考費及報名表。【恕不折扣】七週

烘
焙

DD304 幸福手作小點 一 18:30-20:30 1700 12 5/10-6/21 顏世欣 本期教授:奶棗、堅果酥、蟹殼黃、鳳凰酥、糖鼓燒、幸運籤餅。另繳材料費：1800元，自備包裝盒袋。六週 
DD305 職人經典烘焙 四 18:30-20:30 1700 12 5/13-6/17 顏世欣 本期教授:雪球鳳梨酥、杏仁船、肉鬆餅、布丁蛋糕、半月燒、布朗尼。另繳材料費：1800元，自備包裝盒袋。六週 

DD306 精緻班～奶油土擠花(特惠) 二 10:00-12:00 2800
2199 12 5/11-6/15 沈玲君 利用奶油土取代無法久放的奶油，邀請大家一起來玩最夯的奶油土擠花！材料準備簡單又可以紓壓且實用的課程，一起來體驗手作的溫度

，感受手作樂趣。自備：剪刀、盛裝作品的盒子、圍裙、擦手毛巾。另繳講義耗材費：3000元。（耗材不含花嘴、花釘…等工具）六週

DD307 西點蛋糕丙證 五 09:00-14:00 5100 25 5/14-6/11 郭金櫻 針對烘焙蛋糕類丙級檢定考試內容進行教學實作，小班教學限10人，2-3人一組分組實作，課程包含總複習乙次。
另繳材料費：3500元，自備計算機及包裝袋。中午不休息。【恕不折扣】五週

DD308 西點麵包丙證 六 09:00-14:00 5100 25 5/15-6/19 郭金櫻 針對烘焙麵包類丙級檢定考試內容進行教學實作，小班教學限10人，2-3人一組分組實作。另繳講義及材料費：
3000元，自備計算機及包裝。中午不休息。【恕不折扣】五週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200-2號4樓

電話:06-3133459  EDM:tykedm@gmail.comC 永康
中心

臺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2號

電話:06-2223421  EDM:zhongyiedm@gmail.comF 忠義
中心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2號(監理站旁)

電話:06-2678039  EDM:tnctcedm@gmail.comA 崇德
中心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299號B1

電話:06-2744393  EDM:2744393edm@gmail.comB 東門
中心

服務時間 五個中心皆可受理交叉報名

週一至週五  上午9時至晚上9時 
週六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東門中心
永康中心

崇德中心
週一至週六  上午9時至晚上9時  
週日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忠義中心
週一至週五  上午9時至晚上9時  
週六至週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才
藝
技
能

DF101 象棋大對決 (備象棋，講義費20元) 一 19:00-20:30 1500 12 5/10-7/5 徐士傑
DF102 精緻班～兒童全

腦創意繪畫
(備2支油性黑速乾筆、蠟筆
和水彩用具，適合5歲起) 五 19:00-21:00 2100 16 5/14-7/2 李盈瑩

DF103 兒童美術
(備粉臘筆、鉛筆、水彩、
16號、20號水彩筆、4開圖
畫紙、抹布，適合大班起)

六 09:30-11:30 1900 16 5/15-7/3 王寂薰

系列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上課期間 教師

才
藝

DF104 有趣的自然生態～
動物篇(特惠) (適合5-10歲) 六 10:00-11:00 1300

1109 8 5/15-7/3 洪雅惠

運
動

DF201 精緻班～親子寶貝
故事瑜伽(特惠)

(備瑜伽墊，適合3-6
歲) 一 18:00-19:00 1800

1599 8 5/10-7/5 洪雅惠

八、兒童成長學院【教材、講義費請於第一堂另繳給教師，特惠班5/7前報名享優惠價，5/8起恢復原價】

報名日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開課期 教師

6月起 快樂FUN暑假 一~五 08:00-17:00 驚喜價 20天 110-4期 專業教師

6/15 起 日語發音基礎 (開課贈簡單學日語) 一 19:00-20:30 1800 12 110-4期 歐羽軒

6/15 起 韓語發音 (自備筆記本、筆) 二 09:30-11:30 2000 16 110-4期 張鑫莉

報名日期 課程名稱 星期 時段 費用 時數 開課期 教師

6/15 起 韓國語能力初級衝刺 (自備筆記本、筆) 六 13:10-14:40 2400 12 110-4期 何香慧

6/15 起 西班牙文發音 (另繳講義費250元;自
備筆記本、筆) 六 10:0-11:30 2400 12 110-4期 洪芯樺

6/15 起 社會新鮮人必修
的黃金八堂課 (自備筆記本、筆) 四 19:00-21:00 2400 16 110-4期 許漢義

九、預告開課


